
 

 

第一章  緒    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 研究動機 

一、社會變革與學校經營 

近年，台灣社會受國際潮流衝擊影響，不論是民間企業還是政府機

關，都朝向組織改造和經營方式變革方向努力，希望透過這些改變能夠展

現整體績效、提升競爭力，進而追求企業或政府組織的永續經營與發展。 

首先是民間企業，在顧客需求導向和國際間競爭激烈強大壓力之下為

求生存，紛紛在企業發展願景的釐清與重新定位、組織的轉型與再造和經

營、生產、服務方式上力求突破、創新，希望透過這些改變，能提升產品

與服務的競爭力，爭取顧客的支持與信賴和找到經營的致勝關鍵，幾年下

來不僅績效卓著，也為新世紀的企業經營樹立典範。其次是政府機構，自

民國八十二年起行政院就推動「行政革新方案」，要求各單位行政人員要

以革新的作為、革心的態度，落實行政作業方式革新與組織調整、再造，

以追求前瞻、卓越、效率、精緻的行政服務效能，並建立以顧客為導向的

服務。在具體作法上更引進企業界普遍採行的「全面品質管理」（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簡稱 TQM）概念，以全面檢討改進服務品質、建立

顧客為導向的服務和結合社會資源協助政府提供服務為內涵，要求各機關

及行政人員全力執行，實施以來也有相當成效。 

近年教育大環境改變快速，學校經營模式漸從傳統的科層體制、行政

主導逐漸走向顧客導向、績效責任和學校本位經營，學校經營重視績效、

品質的觀念也應運而生。民國八十二學年度起，更有部分私立大學院校開

始嘗試引用企業界採行的國際標準認證（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rgonization，簡稱 ISO）、品質機能展開技術（quality function 

deployment，簡稱 QFD）和全面品質管理概念經營校務，之後，相繼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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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少公立大學院校也開始推動，經過幾年下來的努力與發展已有顯著的成

效。在公立國民中學方面，教育改革與學校行政革新的步調雖然多年來始

終都沒有停過，但嘗試以更科學、整體、系統的方式從事研究、變革，例

如運用 TQM、QFD 或採行 ISO 認證的概念與做法應用於學校組織管理與校

務經營者，卻尚未看見。 

目前國內的國民中學學校行政仍掌握較多的資源，而且有比較多的機

會接受教育改革、教育發展的新知識和組織經營的新觀念、新技術，同時

它還是一個組織較為緊密的工作團隊，比起學校老師、家長會更能發揮「整

體工作」的效果，所以學校行政常被認定是學校經營成敗的重要關鍵。 

學校行政掌握較多的資源與權力，本身應負起較多成敗的責任，所以

績效責任（accountability）的提倡與推動非常重要。績效責任本身離不

開明確的責任隸屬、領導者以身作則、完整的資料建製、重視人員在職訓

練、評鑑的實施、持續改進等範疇，而且它是一種組織文化的塑造，這些

做法為現代化學校經營提供具體可行的作為，也是學校行政實施全面品質

管理的關鍵要素。學校行政全面品質管理重視的是行政服務品質保證、顧

客滿意、全流程品質管理、永續經營與持續成長，這是新世紀學校行政革

新關注的核心，全面品質管理觀念的引進與策略應用，也是現代化國中學

校經營突破困境、展現生機的重要策略。 

二、學校行政的績效與品質 

社會越多元、開放、民主，民間對學校的經營要求就越透明，要以專

業的服務為導向且要能因應社會變遷的需求。今天，教育行政主管機關對

學校和家長的要求，已經不能再以一紙公文、規定就可以貫徹統一作法，

必須逐漸授權學校自主經營，以便依各校的條件發展特色，但也賦予學校

必須好好經營的責任。學校裡的每一個人、辦理的每一項活動都會影響學

校的聲譽和形象，每一個辦事人員都是學校的「窗口」，辦理的每一項活

動也都是學校的「招牌」，認真的做事只符合最基本的要求而已，我們還

要做的有品質、做的有效率、做的有特色。 

今天在學校裡，仍有一些行政主管人員（校長、主任、組長）自認為

是擁有權力的人、是掌控資源者、是管人的人，所以辦事就會官僚，服務

的方式也常以行政作業的方便為考量，甚至常參雜過多的個人好惡在裡

面…；也有不少基層行政辦事人員（職員、幹事、工友），依然抱持不積

極、不主動、不熱心，工作能少就少、責任能避就避、上班能晚就晚、下

班能早就早…，這是非常可怕、落後的想法！ 

    根據 ISO 9000 的 2000年展望報告中，除了注重「品質目標」、「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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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與「持續改進」三個重要觀念外，並提出「全世界通用」、「當前的

相容性」、「未來的相容性」和「未來的彈性」等四個策略目標，其重要內

涵包括：策略規劃、客戶需求評估、介面需求、人員管理、教育訓練、支

援系統、安全、製程中的權責歸屬、工作準備、製程管制與績效評量、產

品績效評量、客戶滿意度評量與評量資料科學分析等等，它要求的不只是

企業組織外部的品質保證（如：設計、製造、檢查、測試、服務…等），
也兼顧了企業組織內部的品質管理（如：理念、經營模式、文化…等）。
它是一種人性的、社會關懷的、責任的「質」的經營。（陳耀茂，民 89） 

從這些企業組織的經營理念與經營模式，可以對照今天公立國中學校

行政的經營，若能透過有效的規劃、設計，研擬出一套適用的經營、管理

模式，或許可以改善現今學校行政人員較不重績效、品質，面對教育改革

趨勢、需求，又無法及時有效應變的弊病。 

學校行政的內涵，學者專家從各種不同角度有不一樣的解讀，站在學

校經營者的角度來說，學校行政應包含「支援教學」、「服務師生」、「過程

督導」、「成果考核」四項。「過程督導、成果考核」兩項，屬於「依法執

行」的層面，通常教育行政單位都已訂有明確的工作方式、作業流程與應

填報的表格，它是維持教育基本品質的保障，學校同仁比較會遵照辦理；

而「支援教學、服務師生」兩項是屬於「行政服務」的層面，通常需由各

學校、處室行政人員主動依需求設計規劃和落實執行，校際、處室間差異

大，工作挑戰性高，而且較必須講求績效、品質，所以學校行政同仁通常

比較不容易將它做好，實際上二者皆須做好，才能將學校的經營，從穩固

的基礎出發，持續求突破、發展。 

學校行政工作追求績效、品質，是一項無止盡的持續改進過程，必須

透過「同步工程」的方式進行，也是一種「全流程」關照的「質」的經營；

它是一種校園行政文化的重新孕育，也是一種共同理想的追求，這些要項

的兼籌並顧就是學校行政的全面品質管理。 

三、全面品質管理概念應用於學校行政的嘗試 

既然 TQM 在企業界有很好的成效，在政府機關行政系統的推行有不少

成功的案例，政府機關運用全面品質管理的觀念與技術於行政績效最典型

的例子就是：台北市戶政事務所的「行政效率革新」與「顧客服務滿意」。

從前，台北市民把到戶政事務所洽公、辦事認為是與政府機關接觸最受罪

的事，作業人員官僚、冷漠，辦事推、拖、拉，績效不彰、態度惡劣，甚

至把「民怨」視為理所當然，戶政事務的工作就只有這麼一種方法：在百

年陳舊、破損資料中一再地翻找、影印、補貼、抄寫…然後才能補發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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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的身份證、戶籍謄本，辦一樁新戶籍加入、舊戶口遷出…。經過全面
改革，引進企業化的經營方式之後，現在的台北市戶政事務所，反而變成

市民最稱道的行政服務單位。 

除了政府行政單位外，近年也有許多私立學校（如：淡江、元智、中

原、文化、靜宜等大學及台中的明道中學…等）和公立大學（如：中山、

中央、中興、交通、成功、海洋、清華等大學及國立虎尾技術學院…等）
都曾嘗試將全面品質管理（TQM）和品質機能展開（QFD）的理念與實施策

略，應用於提高學校行政品質、改善教學方法和提升教學績效的實驗上，

或更採行 ISO 認證，透過客觀第三者的專業認證，來肯定學校經營與辦學

績效，這些實驗、試辦，都獲致相當的成功，而且參與的學校也正逐年增

加中。根據這些成功的經驗，今天若要在公立國民中學學校行政系統推動

全面品質管理，應屬可行。 

近幾年，學校行政工作業務量增加，工作挑戰大，原由學校老師兼任

的主任、組長紛紛求去，致使這些特別需要周延規劃、重視溝通協調的行

政工作，反而是由新甄選上接任教職的年輕老師擔任，年輕新老師為求得

一份工作也只有勉強應允接受。由於缺乏工作經驗，一旦接任經常不知從

何著手，計畫、執行也漏洞百出，這對學校的形象傷害很大。學校行政的

全面品質管理是一種經營型態的改革，注重各種工作的全流程規劃和作業

的標準化，學校只要事先能將各項工作的作業流程規劃、設計好，接任的

行政人員只要照表操課，就能維持一定的工作品質水準。因此在國中學校

行政推行全面品質管理，應是一個可行、有利的策略。 

目前，學校家長會可以參與學校許多行政事務，個別的家長也可以要

求學校行政、老師滿足他個別的適性、適需、合法的要求，現在的學生也

比從前自主性高許多，甚至連社區居民也會要求學校要定期修剪校園周邊

的花木、粉刷牆壁、美化校園、減低噪音、提供社區居民各項學習的機會，

這些對學校行政人員的挑戰確實增加了不少。學校也唯有以目前有限的人

力，提高行政效率與工作品質才能解決，於學校行政系統運作中，推動全

面品質管理或許是個契機。 

貳、研究目的 

學校行政實施全面品質管理的目的，是在運用企業界不斷追求創新與

卓越，尊重市場機制，重視顧客需求與滿意的精神與做法，以改變傳統的

學校經營理念，提昇學校行政作業效能與工作品質，滿足學校行政人員、

教師、家長、學生及未來社會的要求與期望。既然 TQM 與 ISO 在企業界有

很好的成效，近年來在許多學校和政府行政單位也有推動成功的經驗，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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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今天的公立國中行政系統實施，應屬可行。 

研究者在公立學校服務多年，且大多是以擔任學校行政工作為主（前

後計 27年，其中擔任國中校長 11年），對學校行政績效、工作品質的提

升特別關注，尤其相信以今天公立國中學校行政，嘗試較大幅度的經營變

革，是必須，也是時候。甚至企圖藉由學校行政的成功變革，引導、激勵

學校老師在教學和班級經營上也能有所改進，這也是學校成功轉型和再造

的契機。基於前述研究動機之陳述，因此本研究之目的有四： 

一、瞭解國民中學學校行政可以實施全面品質管理的業務內涵與推動的

過程。 

二、分析在現行國民中學學校行政實施全面品質管理的困難與解決策

略。 

三、瞭解在國民中學學校行政實施全面品質管理的成效。 

四、將研究的結論與建議提供學校領導者推動學校行政全面品質管理 

時之參考。 

第二節  待答問題與名詞釋義 

壹、待答問題 

依據前述研究目的，本研究擬探討的問題可分下列五項： 

一之 1、現行國中學校行政業務中，哪些可以實施全面品質管理？如何

選擇？如何分析？ 

一之 2、推動實施學校行政全面品質管理時需遵守的原則有哪些？有哪

些策略可供參考？以及實施的步驟應如何？ 

二之 1、現行國中學校行政實施全面品質管理之困難問題有哪些？ 

二之 2、推動實施時面對這些困難問題的解決策略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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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中學校行政實施全面品質管理之成效如何？ 

貳、名詞釋義 

本研究有關之重要名詞有三，分別是：全面品質管理；學校行政全面

品質管理；國中學校行政實施全面品質管理成效評估。 

一、全面品質管理 

「全面品質管理」(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簡稱 TQM)係指以

系統為架構、以顧客需求為導向、以整體的組織方式、運用科學的方法，

對產品的研發、製造、生產、包裝、行銷、服務的整體流程，注重全流程

的品質管理，甚至將顧客的創意、需求、意見、性格也納入全流程考量，

所進行不斷改善的管理方法，也是組織的一種經營策略；這種管理方式、

經營策略，必須以「品質」為中心，以組織及其供應鍊系統的所有成員參

與為基礎，並藉由顧客滿意、人員成長和社會獲益為基礎，來達成組織長

期發展的目標。 

二、 學校行政全面品質管理 

本研究所稱之「學校行政全面品質管理」，係根據前述全面品質管理

之概念，應用於目前國民中學學校行政組織中，再融合本研究之對象及學

校行政組織的特性與需求，對學校行政全面品質管理之意義界定如下： 

是一種以現有學校行政組織為架構，以學校行政、教師、學生、家長

的需求為導向，以品質為中心，運用科學與組織整體運作的方式，進行全

流程的工作規劃與持續改善，進而讓學校行政工作人員、師生、家長認同、

滿意，以達成學校行政組織長期發展之目標的管理。 

三、 學校行政實施全面品質管理成效評估 

本研究所指之學校行政實施全面品質管理成效評估，包括四個部分： 

（一）本研究選辦七項業務實之工作計畫、執行情形、困難問題和解

決策略與實務工作成效等資料進行成效評估。 

（二）由研究者自編之「國中學校行政全面品質管理績效評量表」對

全體學校行政人員施測，並進行成效評估。 

（三）由研究者自編之「半結構式訪談大綱」對本研究選辦七項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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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辦單位相關人員進行訪談，並進行成效評估。 

（四）本研究於選辦七項業務實施後，對各業務之工作指標達成情形

進行成效評估。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個案研究方式，以質性研究為主量化研究為輔的研究設計，

研究的方法則兼採參與觀察法、問卷調查法與訪談法以蒐集有關之資料。 

壹、個案研究 

一、個案研究 

本研究採參與式個案研究，先設計「國中學校行政實施全面品質管理

教育訓練課程」對學校行政人員實施，然後選定擬先行試辦之業務內涵，

再根據各單位選定之行政業務進行工作分析、設計作業流程、擬定工作細

目實施，最後再以參與式觀察、問卷調查與訪談等方式進行實施後之成效

分析。 

  二、選用質性研究為主的理由 

本研究探討之問題大都是關係到人的認知、認同、看法、態度等部分，

不容易完全以量化的方式獲得所需資料，根據研究的目的及研究性質，並

考慮實際執行的可行性，本研究採質性研究為主，量的研究為輔之「主－

輔設計」進行（胡幼慧，民 91），以多元方法蒐集相關資料，對研究問題

有更深入的瞭解。 

三、選用量化研究為輔的理由 

    由於全面品質管理的實施特別重視計畫、執行、評鑑、持續改進循環

的精準掌控，內容又是以透過完整的作業流程規劃、工作細目分析，製成

書面化、文件化的方式實施，若僅採以質性研究，恐難符合全面品質管理

的精神和要求，故本研究之績效評量部分則兼採量化研究為輔補其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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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參與觀察法 

一、參與觀察法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之「參與觀察法」，由研究者從組織內部瞭解學校

行政文化特性，在特定事件中學校行政人員對本研究主題的態度、看法、

討論與互動過程，及其所發生和受影響的因素，進行真實、細緻的觀察與

描述，以深入瞭解學校行政人員對學校行政全面品質管理的認知、認同與

執行情形，同時研究者除採參與觀察法外，並以「參與者－如觀察者」的

角色進入（參與）現場。 

二、選用參與觀察法的理由 

    由於本研究個案內之學校行政人員需主動參與整個研究的過程，學校

行政人員即為行動的參與者，過程中需主動探求資訊、規劃流程、設計各

項作業用之計畫、表格、圖示，並提供未來行動的建議（胡幼慧，民 91）；

又，本研究之研究者為個案研究學校的校長，主持本研究進行，因此，選

用參與觀察法的理由主要有四： 

（一）能與團體成員充分互動，完全浸入組織的情境脈絡中，以對現

象作完整深刻的瞭解。 

（二）研究者在整個研究過程中大都需扮演「觸媒者」的角色，以協

助學校行政人員重新思考行政作業的方式與流程，來解決組織

運作績效的複雜問題。 

（三）對整個過程、事件的連續性和相關性有更清楚的認識。 

（四）在主觀中不失客觀性，即能關注成員間的互動情形，也能和科

學研究一樣的具有效度。 

參、問卷調查法 

本研究採量化研究之「問卷調查法」，由研究者設計適用之測量工具，

將所獲得的量化資料，作為解釋學校行政全面品質管理實施成效之輔助參

考，做法有三： 

一、由研究者設計「國中學校行政全面品質管理績效評量表」施測，以

瞭解學校行政人員在本方案實施前與實施後在整體效益、組織效

益、個人效益、教育訓練和實務績效滿意度方面之得分是否有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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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異。 

二、於實施過程中，以分組方式邀請各業務單位同仁共同訂定預期達成

的工作指標，於實施後由研究者及各業務單位主管逐項檢核達成情

形，作為實施成效之輔助參考。 

三、於各項業務實施後，本研究將各業務單位實施並提供之「滿意度調

查」結果，作為實施成效之輔助參考。 

肆、訪談法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之「訪談法」，於實施學校行政全面品質管理後，

由研究者挑選十位對本研究主題影響較大者（各業務單位之主任，計 4

人；主辦七項業務之組長，計 5人；並隨機抽選幹事 1人），一位間接參

與的成員（實習教師 1人）進行進一步訪談，以深入瞭解成員對學校行政

全面品質管理的認知、認同、看法、建議情形，作為實施成效之參考。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性質與內容方面 

本研究僅以台北市立民權國民中學為研究個案，實施內容僅以選辦之

七項業務為內容，推論上有所限制。 

貳、研究對象方面 

一、 本研究僅以台北市立民權國民中學學校行政人員為對象，分為： 

（一）實施「績效評量表」部分，包括：教務、學務、總務、輔導四

單位之主任、組長、幹事等人員，總計 28 人； 

（二）實施「工作指標達成評估」部分，包括：校長與教務、學務、

總務、輔導四單位主任，總計 5人； 

（三）訪談部分，包括：本研究選辦七項業務之主辦主任、組長為對

象，計 9人，另隨機抽選幹事 1人及間接參與本研究之實習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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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1人，總計 11 人進行訪談。 

因此，解釋上有所限制。  

二、由於本研究跨 91、92兩個學年度，中途難免人事異動，其中離職

者 3人（設備、訓育、生教三組長），工作調整者 3人（總務、輔

導二主任對調，衛生組長改接訓育組長），新任者 3人（設備、生

教、衛生三組長）。雖然本研究學校對工作調整和新接任者都要求

做好工作交接，新接任者亦能在接任後由研究者和所屬單位主任進

行學校行政全面品質管理意涵、做法介紹，但難免會對新業務生疏

而較難立即上手，而影響研究進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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