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學校行政要順利實施全面品質管理，校內行政工作人員對全面品質管

理意涵的深刻瞭解，並對學校行政全面品質管理的應用、實施清楚，同時，

對推動時可能遇見的困難問題能掌控較易成功，故本研究之文獻探討擬從

全面品質管理之相關概念與應用、學校行政全面品質管理之意義與可以實

施的業務內涵、學校行政全面品質管理之實施原則、策略、步驟與教育訓

練和學校行政全面品質管理實施之困難、解決策略與成效等四部分分析。 

第一節 全面品質管理的相關概念與應用 

壹、 全面品質管理的意義、內涵與應用 

一、全面品質管理的意義與內涵 

全面品質管理（total quality management，簡稱TQM）是一種複合

性的名詞，它結合「全面」（total）、「品質」（quality）、「管理」 

（management）三個具獨立意義的名詞結合而成。 

全面（total）：是一種綜合的關照、一種整體的、全流程的考量之意；

在本篇即是將品質管理意義、內涵擴大到整體管理範疇的意思，而非只限

於產品或服務本身而已。 

品質（quality）：管理大師Deming將品質界定為「符合或超出消費

者的需求和期望，以及不斷改進的歷程」者（引自戴久永，民86）；戴永

久（民86）認為：品質就是「符合需求作出由顧客觀點認為適用的結果」。

又，品質，並非一種絕對的觀念，而是追求零缺點，不斷改進的一種想法；

在做法上要達到期望的品質，不是靠檢驗而是經由事前預防瑕疵的發生就

開始。 

管理（management）：就是管的合理，或是合理的管的意思；許士軍

（民88）認為：「管理」是全面品質管理的重心，亦即對品質期望是由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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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途徑達成。管理代表任何系統性的手段，經由人們的群策群力，以有效

的達成某種任務，其重心應該是個人的行為與團體合作，而非工具或程序

本身。其次，管理的觀念和方法，會隨環境與條件的演變而改變。因此，

TQM所採取的管理並非一成不變的，只要有新的管理觀念或方法出現，能

夠更有效的達成期望的品質目的，都可以將它納入採用者。 

全面品質管理的首創人之一Deming曾指出：現今大部分機構所產生

的問題，有15 %是來自組織員工，其餘的85%，則是來自「制度」，也就

是因管理不當而造成的問題。戴明又指出：用「檢驗」來管制品質，只能

挑出有缺點的產品，並不能提高品質。品質就是能兼具掌控產品或服務的

「精」和「準」。精，就是要讓每一個產品、服務間的差異越小越好;準，

就是要使每一個產品、服務都是顧客的最需要；這要靠人，更需要靠制度。

假如顧客抱怨品質不良，就處分品檢人員，品檢人員就會嚴格檢查，結果

是要淘汰的不良品增加、原料浪費、成本增加、延滯生產…最後導致公司
的損失。若能重新檢測制度、系統、改善流程，使產品一次就做對、做好，

生產力自然提升、成本也會降低，顧客還很滿意。所以品質保證的責任大

部分在「製程」上，而品檢（管）人員（部門）只是最後一站而已。 

Deming還認為全面品質管理的想法是在製程中就做好品質，這樣可

以不必把太多人力花在「檢查」上。由於全面品質管理需要全員參與，所

以對經營者、製造者、組裝、測試者、第一線服務人員等的教育訓練工作

非常重要。它是一種組合各部門人員研商、討論的一種經營模式，必要時，

也作人員的互調、體驗，體會其他部門的困難與角色。新的TQM 是以「企

業、組織的存在感」作為目標的經營和管理技術，因此，它也是一種人性

的、關懷社會的、責任的「質」的經營（戴久永譯，民86）。 

在理念與實踐上，Deming亦提出企業、組織脫胎換骨的管理十四項

要點，廣為各類組織推動TQM時參考，分別是：1.建立堅定不移的永續經

營目標；2.採用新的經營哲學；3.一開始就製造出高品質的生產方式，取

代事後檢驗；4.以總成本的高低考量，並與供應商建立長期、忠誠與互信

的關係；5.不斷改進生產與服務系統；6.進行員工在職訓練；7.經營者建

立領導風格；8.使每一位員工都能在有安全感的環境中有效的工作；9.

強調部門間的合作與團隊精神；10.避免向員工喊口號、說教，應常檢討

制度面是否有缺失；11.不以數字化或配額方式做工作要求；12.讓員工享

有以工作為榮的權力，以落實在品質表現上；13.擬訂有活力的教育與自

我改進計畫；14.讓組織內每一份子都投入工作等（鍾漢清譯，民86）。 

Turner和Trompenars在1995年的「國家競爭力」一書中談到：產

品的品質決定於創辦人的價值觀，品質是無法拆解的，它是整體的、抽象

的、情感的，而且品質是製造出來的，不是檢驗出來的，往往品質比行銷

 12



技術更具有說服力，所以「全面品質管理」( TQM )是一種以系統為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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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的

生產過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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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成長和社會獲益為基礎，來達成

組織長期發展的目標（徐聯恩譯，民84）。 

全面品質管理對企業而言，是在市場中獲取成功利基不可或缺的要

因；日本學者石川馨（Ishikawa）在1982年所著的「日本式品質管制」

一書中提出「全公司品質管制（CWQC）」一詞，認為CWQC是追求產品、

服務及良好工作品質的一種全面性經營管理（鍾慶安等譯，民85）。品

管大師Juran亦認為品質管理須經過三個管理程序，稱為朱蘭三部曲（The 

Juran Trilogy），即：一、品質規劃（quality planning）：提供方法

與執行能力以促使產品能符合顧客要求；二、品質管制（quality 

control）：要在生產或過程中就檢查品質，做好品質管制；三、品質改

善（quality improvement）：即持續不斷改善以消除製程上的浪費（何

瑞薇譯，民91）。 

陳耀茂（民89）亦在「ISO與TQM融合—品管世紀的新遊戲規則」一

書中認為：TQM的基本作法主要有二：一是以統計掌握品質損失；二為啟

動PDCA的循環圈；P-D-C-A循環圈就是計畫（plan）、實施（do）、確認

（check）、矯正處置（act）等四步驟。推動全面品質管理時，經營者、

部、課長的努力非常重要，在過程中應兼顧：一、本部門應明白要提供給

後工程、關連工程什麼，且掌握品質；二、檢視本部門的工作體系、標準，

並認識本部門的問題點；三、指導所屬進行改善，並設法提高業務的品質；

四、支援QCC活動，謀求工作場所的活化。QCC（quality circles，品管

圈活動），就是指在第一線任職的每一個人，以小組團隊的方式，選定容

易執行的主題，透過指導、觀摩、發表、獎勵的方式，持續進行產品、服

務、工作等「質」的管制、改善的工作，它是實踐全面品質管理的重要一

環。 

1980年以後，許多先進國家為了提升國家競爭力與企業的經營效

能，紛紛從企業的經營改造與提升產品品質著手，例如：1986年Deming

首先在日本提出實施TQM的十四要點，使TQM的理念與作法更加具體明

確，之後日本也設置戴明獎，以激勵企業對品質提升有貢獻者；美國國會

在1987年通過「馬康巴立治國家品質法案」（Malcolm Baldrige National 

Quality Award）設置國家品質獎，正式將產品的品質管理列入政府立法

管理；我國歷年來各企業在自行引進下於各企業中不斷推動各種品質活

動，例如大家熟悉的QCC、TQC、TQA、CWQC、ISO等。1990年經濟部為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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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企業加速產品品質提昇，並提昇國際形象，因而設立「國家品質獎」，

並舉辦第一屆國家品質獎申請、評審與頒獎。 

綜合以上文獻分析，全面品質管理(total quality management)的意

義與內涵可包含下列兩個重要概念： 

（一）在基本理念方面應包含：以顧客的需求為導向；以品質為中心

的一種永續經營方式；甚至將顧客的創意、意見、性格也納入

全流程考量；品質是要靠製造出來，不是靠檢驗出來的；它是

一種組織經營的專有文化與策略。 

（二）在具體的做法上應包括：有一定的實施程序與遊戲原則；需透

過員工的教育訓練後來推動；以整體組織系統為架構；要運用

統計的技巧與P-D-C-A循環；進行全流程的規劃與持續不斷的

改善；要掌握前後或關連工程的需求與要求標準；全體成員皆

有明確的分工與職掌；需隨環境與條件的演變而改變；能兼具

精、準的要求以及需透過獎勵的措施推動等的一種對產品或服

務所進行「質」的經營、管理方式。 

二、全面品質管理的應用 

孫本初（民90 ）引用著名的全面品質管理學者Kanji和Asher的看

法認為：全面品質管理是個人、團體及整個組織持續不斷的改進過程，與

其他管理方法不同之處在「持續不斷的改進」；在所著「全面品質管理100

種方法」（100 methods for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一書中，介紹

100種組織導入全面品質管理的方法，分成管理、分析、意見發展、資料

收集分析與發展四部分，本研究直接或間接參用者摘述有四： 

（一）管理方法方面：計有標竿學習、戴明管理循環輪（P-D-C-A）、

部門的目的分析（DPA）、即時管理（JIT）、潛在問題分析（PPA）、

過程決策規劃圖（PDPC）、品管圈（QCS）等。 

（二）分析方法方面：計有魚骨圖、要徑分析法（CPA）、特定時間分

析等。 

（三）意見發展方面：計有腦力激盪、改進內在過程（IIP）、側面思

考、機會分析、滾雪球法與建議法等。 

（四）資料收集分析與發展方面：計有檢查表、品質政策展開法、枝

葉圖法等。 

周旭華（民87）根據Ishikawa（1989）、陳哲信（民82）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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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萬助（民91）則根據Tushman 和O’Reilly（1998）、簡茂椿（民88）

和中華專業經理人研究發展協會（民89）等之研究認為：TQM的推動必須

符合企業本身的組織文化，否則就應先重新塑造，而最高主管也應對品質

加以承諾，勾勒出共同的願景，並召集高階主管組成TQM推行委員會，以

建全品質保証體系；同時還需持續辦理教育訓練，使員工熟悉品管方法運

用在工作上，並以P-D-C-A循環推動日常管理，建立標準化文件，落實

Q&A體系，才能真正落實TQM；簡茂椿（民88）根據Ishikawa在1989年

的企業調查研究發現：以顧客為重、尊重員工、重視團隊工作、重視員工、

社會及顧客的安全、每位員工必須坦誠，講真話、全員參與、著重事先的

預防等是實行全面品質管理的成功因素。 

從以上文獻分析，一個組織要成功推動全面品質管理需從下列兩方面

著手： 

（一）要運用全面品質管理的技術，包括：1.管理的方法方面，如標

竿學習、ISO認證、品管圈等的運用；2.分析的方法方面，如

魚骨圖法、要徑分析法等的運用；3.意見發展方面，如腦力激

盪法、改進內在過程、側面思考法等的運用；4.資料收集分析

與發展方面，如檢查表、品質政策展開法、枝葉圖法等四方面

的運用。 

（二）在組織的準備與運作方面，除符合前述意義、內涵之條件外還

包括：1.需符合組織的文化；2.要有共同的願景；3.最高主管

的承諾；4.建立標準化作業文件；5.落實Q&A體系；6.運用事

實管理；7.重視與尊重員工；與8.著重事先的預防等八個策

略。 

貳、影響全面品質管理實施的相關因素探討 

影響全面品質管理實施的相關因素很多，Deming在1997所著「新經

濟觀」一書中認為：組織要轉型，必須仰賴外界的觀點，既使組織內成員

的專業素養再高，仍難以洞悉問題的全貌，因為「系統」並不能瞭解自己，

經營者只有不斷地學習、擴展認知領域，或是引進其他專業人員參與調

整，效果才大。Deming還強調：組織內的工作者，固然知道自己在做什

麼，卻不知道如何才能做的更好，所以既要努力工作，還要有效領導（戴

久永譯，民86）。 

Tushman和O’Reilly在1998年則推介「雙管齊下」的管理觀念，認

為：組織經理人要一面維持穩定，採漸進式的變革，另一方面則要採取革

命性的不連續變革，以贏得明天的勝利；並提醒往後的企業、組織，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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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並不足以確保長期也會成功，「成功症候群」就是因為過去輝煌的成

功經驗，而導致今天的抗拒變革與創新，成功之後衰敗、創新之後怠惰，

是長久以來企業、組織普遍存在的模式。而且，企業、組織在演進（化）

的過程中，會經歷「平衡中斷」（punetuated equilibria）的現象，即一

段時間的「漸進式變革成長」之後，接下來則要面臨「危機性的革命式變

革」期，它是一種「文化重整」的過程，大多數經理人領導「危機性的革

命式變革」失敗的主要因素，都是因「文化慣（惰）性」作祟（如：官僚、

自大、沈迷於過去的成功、不肯應變…等的老大文化）。同時，Tushman
和O’Reilly 還提到：目前大部分的企業、組織創新的工作，大都由高階

領導階層主導，但珍貴的創意卻大都源自於基層的實踐者（周旭華譯，民

86）。 

全球知名的經濟學家Soros在1998年的著作中認為：今天社會學家

們努力模仿、應用自然科學的方法，例如使用取樣、統計、考驗、實驗…，
但始終都沒有滿意的成功，主要是社會科學不像自然科學有效率，像：1.

它的系統、變因實在太多、太複雜;2.測量不易;3.研究的主體—「人」，
是善變的、有預期也有偏見;4.目前仍缺乏自己專門的研究法。他的論點

對組織正在推動以人力素質提升、強調團隊合作與有效統計管理的全面品

質管理來說，的確是一個剴切的提醒（聯合報編譯組譯，民87）。 

    Handy在1998年所著「組織預言—韓第給管理者的21個觀點」一書

中則提及：雖然我們一直強調組織團隊的重要，希望組織裡每一個成員全

都是最優秀的，但是由全都是最優秀的人組成的團隊，往往就不是最優秀

的團隊，例如：大多數的委員會決議都是以「妥協」收場，也只有這樣大

家才能接受，這個妥協可想而知一定不高明，這就是所謂的「阿波羅症候

群」（Apollo  syndrome）。因此，組織由具有不同專長、個性、能力的一

群人組合，只要有一位優秀的領導者，才能組成優秀的團隊。Handy還認

為：團隊要有明確的共同目標與任務，重分工與合作，個人榮辱與團隊榮

辱合而為一，可是一旦團隊太過親密，就會不能容忍任何不和諧，由於同

質性太高，又會排斥外界的看法，而形成閉門造車的狀態，缺乏包容與創

新。所以，鼓勵員工公開質詢、辯論，運用外人作為催化劑，是破解的方

法（施純菁譯，民86）。 

根據中華專業經理人研究發展協會於2000年的研究指出：組織實行

全面品質管理時，應重視員工，視員工為工作夥伴，人力資源管理者的角

色應由傳統的規章制定、執行者轉變策略的制定者，具體的策略除讓員工

真正認同品質、傾聽員工的聲音、工作再設計、創新、教育訓練、全員、

全流程績效評估外，還需兼顧報償系統與表彰計畫的訂定與升遷與生涯發

展的考量（引自吳宗立，民91）。洪榮昭（民85）也認為：「責任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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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個人不斷努力工作的重要因素，責任感可以用教育訓練的方法來達

成，而實施教育訓練來改變員工的工作態度、價值觀和效能，員工們未必

很喜歡，但它卻可以留住優秀的人才。 

此外，組織在推動全面品質管理時，還必須兼顧許多相關的因素，例

如：有效的領導、不能太依賴統計技巧、需要兼顧同仁的報償、升遷與責

任感的訓練，以及要避免成功症候群、文化惰性的影響等，才有可能成功。

同時全面品質管理也是一門整合的管理哲學，強調持續不斷的改善、符合

顧客的需求、以小組為基礎的問題解決、長程的思考模式、應用各種品質

管理技術，且活動涵蓋企業或組織每一個層面的組織經營模式。（吳宗立，

民90；洪榮昭，民85；Deming,1997；Handy,1998；Soros,1998；Tushman

和O’Reilly,1998…等） 

綜合以上文獻分析，影響全面品質管理實施的相關因素可包括下列八

個重要因素： 

（一）引進外界觀點以刺激組織轉型； 

（二）既要努力工作，還要有效的領導策略； 

（三）要一面維持組織的穩定，一面採漸進式的變革； 

（四）要避免「成功症候群」、「文化惰性」和「阿波羅症候群」的干

擾； 

（五）要視員工為工作伙伴並珍惜基層人員的創意； 

（六）要重視人力素質的提升與表彰計畫的運用； 

（七）要以小組為基礎的問題解決策略； 

（八）要運用長程的思考模式。 

參、 小  結 

從以上學者、專家的看法，全面品質管理是一種以顧客需求為導向、

以整體的組織方式、運用科學、系統的方法對產品、服務的生產過程進行

不斷改善的管理方法，也是組織的一種經營策略；全面品質管理的想法是

在製程中就做好品質，它的責任大部分在製程上，這要靠人，更需要靠制

度，不能只靠檢驗；同時，品質是無法拆解的，它是整體的、抽象的、情

感的，也是人性的、關懷社會的、責任的一種「質」的經營。 

綜合前述文獻分析，認為全面品質管理要在學校組織上應用可得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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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分述如下： 

一、 推動的原則方面： 

（一）學校要成功推動全面品質管理必須引進外界的觀點，傾聽顧客

的聲音，以長程的思考模式，擬定周詳的實施計畫和完整的全

面品質管理架構，慎選推動單位和要實施的業務並明確分工充

分授權。 

（二）經理人（校長、主任）要一面維持組織的穩定正常運作，採漸

進式的變革，另一方面還需採取革命性的不連續變革，避免因

「文化慣（惰）性」和團隊成員的太過親密而陷組織於過度保

守與僵化的泥淖中。 

（三）要實施績效責任與跨部門管理，並預防組織成員因過多妥協而

形成「阿波羅症候群」弊病，才能保證成功，因此，組織內的

工作者，既要努力工作，還要有效領導。 

二、 組織文化的建立方面： 

（一）全面品質管理的推動必須符合組織本身的文化，否則就應重新

塑造新的組織文化，目前在公立學校的行政文化中，由於過多

的保障和僵化的升遷考核制度，致使行政同仁比較缺乏面對挑

戰、接受變革的企圖心，一旦學校經營者想要從事較大幅度的

變革時，一定會遭受抗拒，所以身為學校行政改革的領航者，

必須先認清學校行政文化的特性，善用引導、溝通、激勵，以

重新塑造責任、榮譽、前瞻、創新、勇於改變的組織新文化。 

（二）身為學校校長應先對行政品質有明確的全面品質管理定位，並

展現追求高品質行政服務的決心與承諾，同時要和學校同仁共

同勾勒出美麗願景，大家同甘共苦，互助互信。 

（三）建立以顧客為重、員工為重的組織文化，讓學校行政人員體認

對自己負責就是對顧客負責，並重視團隊合作和全員參與，才

能獲致成功。 

三、 推動的技巧方面： 

（一）要善用有效領導與組織管理的技巧，隨時傾聽員工的聲音和顧

客的需求，並充分運用溝通的技巧，使全體行政工作人員體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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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高品質的行政是一項榮譽也是一種責任。 

（二）將工作內容做詳細的分析、再設計與全流程規劃，並適當的運

用統計的方法進行績效評估以掌控品質。 

（三）實施有效的教育訓練，使各處室的主任、組長和第一線作業人

員都能真正瞭解全面品質管理的理念與做法。 

第二節 學校行政全面品質管理的相關概念與業務內涵 

壹、全面品質管理在學校行政上的意義與應用 

一、全面品質管理在教育上的意義與應用 

全面品質管理在教育上的意義，學者們已有相當明確的界定。吳清山

（民90）認為：教育品質的良窳攸關學校的競爭力，不管是大學、中學

或小學教育機構，如果沒有具備一定的教育水準，處在激烈競爭的社會

裡，遲早會被時代所淘汰，而全面品質管理亦已經成為提升教育品質和增

進教學效能的重要行政管理方法，並引用吳清山、林天祐、黃旭均、張正

霖等在民國85年的研究，將理想的教育品質濃縮成如下的公式： 

教育品質＝卓越＋特色＋滿意＋效能 

根據淡江大學的研究（張家宜，民91）認為：全面品質的觀念與PDCA

架構可以導入教育機構的教學、研究、行政與服務之中，如：將顧客至上、

持續改進導入教學工作；將事先預防、品質承諾導入行政工作；將團隊合

作、全面參與導入服務工作；將人力資源、資料基礎導入研究工作中，且

同樣可以將P（plan）D（do）C（check）A（action）的觀念與架構應用

在上面。 

趙志揚（民84）則認為運用全面品質管理規劃、或執行一個教學計

畫，至少要有下列八項認知，即：（一）掌握顧客的需求；（二）全員參與；

（三）教學系統回饋需及時有效；（四）運用科學化的品管方法；（五）有

效溝通，尤其應注意雙向交流溝通；（六）以評量作為改進的主要手段；（七）

改善的行動必須持續不斷；（八）實施教育訓練等八項。 

綜合前述相關文獻得知，全面品質管理在教育上的應用有其意義和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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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學校若能以現有行政組織為架構，以行政、教師、學生、家長、社區

及其他相關人員的需求為導向，遵行現行重要教育政策，以品質為中心，

運用科學與組織整體運作的方式，進行全流程的規劃與管理和持續不斷改

善，以達成學校長期發展之目標的管理方法即是。 

二、全面品質管理在學校行政上的意義與應用 

江文雄（民86）認為：學校的有效經營是教育品質的保證，學校推

動全面品質管理是以建構： 

目標→計劃→溝通→試辦→修正→施行→評估→檢討→改進→再計劃 

的循環系統，從落實管制的工作中，適時診斷、發覺及解決問題，促使學

校蛻變突破，持續精進，永續發展者。可見全面品質管理雖源用自於企業

界，但對教育界亦同樣深具意義和價值，值得推介、引用。高麗鳳（民

87）亦認為：全面品質教育是指教育活動或措施採取企業界不斷追求卓越

的精神與品質管理的策略，來轉化學校經營的理念，以提昇教學的效能；

並以持續改善的信念，來創新與改善學校的教學品質，以滿足家長、社會

及未來雇主的要求與期望。雖然學校是一個複雜的組織體，要建立一套完

整適合於學校的全面品質管理機制、指標，仍是一項高難度的挑戰，但由

於學校行政的工作目標、服務對象、作業內容明確許多，且學校行政工作

人員有其必須遵守的作業流程、工作方法和評鑑標準，所以要在學校行政

系統應用仍屬可行。 

林天祐（民91）認為：實施全面品質管理型態的學校行政，在良好

的品質管制之下，必能發揮學校整體的力量，不斷提昇學校教育的品質。

而實施全面品質管理的學校行政具有下六列項特徵：（一）能塑造學校發

展願景，引領學校行政革新；（二）能建立學校行政預警系統，發揮思患

預防的功能；（三）實施團隊合作的模式，發揮組織的整體功能；（四）能

充分掌握顧客需求，表現適切的行政作為；（五）成為學習型組織，持續

提昇學校品質；（六）蒐集分析內外部資訊，作為持續改進的客觀依據。     

王先仁等（民84）亦認為：依學校行政工作的性質可歸類於「服務

業」類別中，而服務業的品質屬於無形且不易量化的，因此可有不同的歸

類；並綜合學校的特性，將之歸納為五種服務品質：一、內部品質：指使

用者看不到的品質，如：設備保養與整備、設施功能的發揮等；二、硬體

品質：指使用者看得到的品質，如：黑板、課桌椅、教室照明、風扇等；

三、軟體品質：如：講義、教科書、排課是否適當、教師專業知識是否足

夠等；四、及時反應：指服務時間的迅速性；五、心理品質：指禮貌的應

對、親切的回答，這在服務業中是最基本的需求；其次是如何提升學校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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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有品質的知能、意識和承諾，由於公立學校成員的工作受到相當大的保

障，較缺乏危機感，也較不願意從事革新工作，以免增加自己的工作負擔，

所以如何塑造學校品質文化，是十分重要的工作。 

又根據台北市公務員訓練中心民國85年的分析認為：根據目前政府

行政機關工作品質難於提升的缺失，提出在理念上、方法上的改進、提升

策略： 

（一）在理念上：要讓全體員工認識品質追求，是生存、競爭的最佳

策略，辦理行政業務要稟持「做該做的事」、「一次就做好」、「及

時做」、「用正確的方法做」四項原則。達成這些目標，人人有

責任、人人該做到，也能做到，而且自己也是直接、間接、長

久的顧客。 

（二）在方法上：要有周詳計畫、多向考評、全面參與、製程監控、

團隊合作、跨部門管理、教育訓練、充分授權、分工與責任制、

效率考評、預防重於檢查、榮譽制、信心與承諾、QCC品管圈

活動以及對自己負責就是對顧客負責的工作原則，並認為單位

的「形象」，也是品質的一部份。 

全面品質管理在教育組織的應用實務策略方面，廖麗玲（民90）則

提出：（一）高階人員的領導與支持；（二）策略性的規劃（如設立教育品

質獎）；（三）以顧客為導向（如了解基層教師的需求）；（四）重視教育訓

練；（五）加強團隊合作；（六）採取事前預防和（七）持續改進等七點具

體建議。 

許多學者專家對學校行政推行全面品質管理（TQM）大都持肯定的看

法，且全面品質管理應用於學校行政作業確實有其應遵守的遊戲規則（林

清風，民84；張家宜，民91；陳耀茂，民85和民89；趙志揚，民84；

Edward,2002等）、有具體的執行策略（台北市公務員訓練中心，民85；

吳清山，民90；廖麗玲，民90等）和執行流程（吳清山，民90；戴久永，

民83；Crumine和Runnels，1991；Edward，2002；Motwani，1996等），

以及明確的實施原則（洪榮昭，民85；張家宜，民91；孫本初，民86；

Deming，1997等），只要學校行政能做好完整周延的規劃，就可獲得很好

的效果。 

綜合以上相關文獻分析，全面品質管理在學校行政上的意義與應用可

得下列四個重要概念： 

（一）它是以建構目標→計劃→溝通→試辦→修正→施行→評估→檢

討→改進→再計劃的循環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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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行政有明確的工作目標、服務對象、作業內容，且作業流

程、工作方法和評鑑標準清楚，所以要在學校行政系統應用應

屬可行。 

（三）依學校行政工作的性質可歸類於「服務業」類別中，綜合學校

性質，可歸納為內部品質、硬體品質、軟體品質、及時反應與

心理品質等五種服務品質。 

（四）全面品質管理應用於學校行政確有其應遵守的遊戲規則、具體

的執行策略以及明確的實施原則，只要學校行政能做好完整周

延的規劃，就可獲得很好的效果。 

三、學校行政實施全面品質管理的顧客界定 

「顧客導向」是學校行政實施全面品質管理的重要概念，由於全面品

質管理特別強調組織高品質目標的達成，所以顧客導向指的就是「對顧客

需求的滿足」，而顧客（customer）並非狹隘的僅指位於組織外部、使用

最終產品的或服務的人員而已，他同時也指組織內部，由於分工而形成的

單位、人員，所以對顧客的範圍界定應同時包含內在顧客（internal 

customer）與外在顧客（external customer）兩種（吳清山、黃旭鈞，

民84；張家宜，民91；陳耀茂，民89等）。 

從組織系統運作的觀點言，資源進入組織後，必須經由一連串的轉換

過程才能變成最終產品，在轉換的流程中，甲部門的產出或可視為乙部門

的輸入，所以乙部門可視為甲部門的顧客。若將顧客的觀念置於行政機關

中看，在組織中本單位以外的其他單位或個人，他（們）在整個工作流程

中的任務是接續本單位之後，或是使用本單位工作之成果者即可視為本單

位之內在顧客（孫本初，民90）。石川馨在「品質管理概論」一書對顧客

的界定亦認為：「下一個工程即上一個工程的顧客，上一工程就是下一工

程的產品、服務提供者」的概念（鍾慶安等譯，民85）。 

Sallis（1993）亦將教育視為服務的事業，並將顧客區分為「初級顧

客」（primary customers）和「次級顧客」（secondary customers）兩種，

其中初級顧客即指直接接受服務的人而言，所以學校內的教師、職員也是

顧客，他仰賴學校內其他人的服務，才能有效地完成工作，是屬於內部顧

客，他們之間都同時是服務的提供者－初級顧客，所以內部顧客之間的關

係極為重要。Sallis還認為要發展內部顧客觀點最好的方法是幫助每一

位員工確認他們對誰提供服務，以進行「下一步分析」（next-in-line 

analysis）：一、你的服務最主要提供給誰？二、哪些人要依靠你才能把

工作做好？流程中的下一個人就是你的直接客戶，找出他們要什麼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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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標準為何很重要 (引自何瑞薇譯，民91)。 

此外，國內、外學者亦將學校組織實施全面品質管理的「顧客」作如

下的界定（引自張萬助，民91）： 

（一） 就每一個教育階段而言，後一階段均可視為前一階段的顧

客，如中學教育階段是小學教育階段的顧客，大學教育階段

是中學教育階段的顧客； 

（二） 學校中的教師及職員是內部顧客，學校行政人員是教師與職

員的服務供應者； 

（三） 內部顧客指教育組織內的工作成員，包括學生、教師、行政

工作者； 

（四） 內部顧客是學校系統內接受校內同事或團體的產品或服務的

人； 

（五） 內部顧客是指已經入學的學生、教師、行政人員、職員、學

生家長。 

從前述文獻探討得知：學校行政實施全面品質管理的顧客，同時包含

內在顧客（或稱直接顧客）與外在顧客兩種，內在顧客是指組織內接受我

們工作成果，進行下一步驟工作的人，如：下一個工程的人、經銷商等，

主管與部屬間的關係亦互為顧客；外在顧客則是指接受或使用我們工作成

果的人，也就是指使用產品的人，即消費者。就學校行政工作流程中，接

續的後一個單位工作者即可視為前一個單位工作者的內在顧客，所以有業

務往來的各處室人員可視為彼此的顧客；又，有隸屬關係的校長、主任、

組長、幹事間亦可互相視為顧客，就行政的績效、品質來說，內部顧客之

間的關係甚為重要。 

貳、學校行政可以實施全面品質管理的業務內涵 

學校行政業務中要如何選定優先的工作項目予以規劃、實施，是本研

究關注的重要問題。由於學校行政工作是一個龐雜的系統，依台北市教育

局九十學年度對國民中學校務評鑑的評鑑指標就分六大範籌，27個評鑑

項目，80個細目指標；又依筆者服務學校之「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總計

達86個計畫項目、455個具體工作細目之多。依專家們的看法，學校可

以先從各處室的工作中，選擇其中較重要且具代表性的項目率先試辦、執

行（吳清山，民90；張家宜，民91；戴久永，民8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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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行政主要任務是支援教學、服務師生、過程督導、成果考核四項，

它的核心概念仍是一種「以服務為主」的工作，王先仁等（民84）就認

為：依學校行政工作的性質可歸類於「服務業」類別中，而服務業的品質

屬於無形且不易量化的；又根據Sallis的看法：服務品質的特徵很難定

義，它包括許多重要的主觀因素，如員工的行為或態度。由於服務是直接

由人對人進行，且顧客跟直接提供服務的人之間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而互

動的品質則是由提供服務的人和接受服務的人（顧客）共同決定；其次，

時間是服務品質的第二個重要因素，準時提供和其具體規格一樣重要；第

三是服務它無法修改，服務的標準必須始終無誤；第四是服務的重點大部

分是過程，而非產品，所以如何達成結果，往往比結果如何更重要；最後

是服務很難測量其生產力或是否成功的產出 (引自何瑞薇，民91)。但

Gronroos則認為服務品質可由：一、技術性品質(technical quality)：

係指顧客實質獲得之服務；及二、功能性品質(functional quality)：係

指伴隨服務發生之行為等兩個構面來衡量（引自江義平，民86）。 

如何在數量龐雜的業務中選出關鍵、需要且可行的項目，王先仁等（民

84）認為：可透過分析、規劃，建立出一套完整的作業流程落實執行，才

能符合學校行政全面品質管理的條件。陳耀茂（民89）則認為：組織推

動全面品質管理應檢視本部門的工作體系、標準，並認識本部門的問題，

以小組團隊的方式，選定容易執行的主題，透過指導、觀摩、發表、獎勵

的方式，持續進行產品、服務、工作等的管制、改善工作，也就是落實

QCC（品管圈活動）的工作。 

吳宗立（民91）亦認為：企業或組織要成功推動全面品質管理，選

擇工作範圍及善用導入的方式是重要的課題，其中「製造程序標準化」和

「人力資源透明化」兩項十分重要，生產作業流程是一種跨單位、跨部門

的運作，每一作業、工程站都有其特定品質與規格的要求，工作需求則是

要流程之間相互配合才能完成，這就是製造程序標準化；人力資源透明化

則包括生產管理與作業、行銷業務、人力資源、研究發展以及財務管理等，

每項機能都有其特定的職務與專才，讓各機能的專業職能能夠為全員所知

悉，運作順暢，以確實做到：一、了解企業的核心優勢，依據這些優勢設

計作業流程及規範；二、企業管控過程徹底改變，也就是說每個人都可以

到資料庫去檢索所想要的資料，員工因擁有完整的訊息，以達到授權的目

的；和三、採取資料庫開放方式，使得資訊、知識與權力得以進行移轉，

同時進行流程改善並改進工作方法。 

根據 ISO 9000的2000年展望報告中，認為企業或組織推動TQM應

特別注重「品質目標」、「管理績效」與「持續改進」三個重要觀念，在具

體作法上則應採專業制訂的評鑑標準、細目分項、文件化、照表執行、記

錄留存、客觀審查與認證的作法。又根據近年來企業界推動的全面品質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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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TQM）的經營模式中，更將產品設計、市場調查、研究發展、製造、

試用、改良、服務…等流程，以同步工程（concurrent engineering）的

方式進行，認為：「在製程中就做好品質，產品才是最理想、最有競爭力

的。」它是一種結合各部門人員研商、討論、認可出來的一種經營模式（陳

耀茂，民89）。此外，根據江岷欽與林鍾沂的看法：全面品質管理並非是

一種新方法或技術的創新，而是對傳統管理觀念的重新整合，組織只要依

照既定的步驟逐步採行即可（引自孫本初，民90）。 

在公共圖書館的運用方面，根據台北市立圖書館的做法（曾淑賢，民

93）即將讀者需求審查管理、閱覽服務禮儀規範與改善服務措施、服務環

境三方面明列實施的業務內容： 

（一）建立讀者需求審查管理方面：包括圖書推薦、各項申辦業務、   

圖書資料借閱、館際借閱及複印申請等業務內容。 

（二）建立閱覽服務禮儀規範方面：包括電話禮貌、服裝儀態、接待

禮儀及抱怨處理原則等業務內容。 

（三）改善服務措施、服務環境方面：包括：提供通閱服務、設置還

書箱、簡化辦證手續、提供線上影音服務、設置綜合服務台單

一窗口服務、綠美化閱覽環境、製作雙語標示、開辦電子書借

閱服務等業務內容。 

又根據管理大師Deming（戴久永譯，民86）和陳耀茂（民89）等的

看法認為：表格化、數字化的業務評核（鑑），固然可以鉅細靡遺，逐項

就評鑑的內容依次予以檢測、評分，但仍有其風險，因為這些細目內容、

數字，常是導致作假和扭曲事實的元凶，所以在實施時表格化、數字化是

有其需要，但卻不代表「品質」，是組織在推行全面品質管理策略時必須

注意的事。 

在學校的推行實例方面，根據淡江大學的做法（民90），已完全將

教務、學務、總務、人事、會計等單位之全數業務都列入全面品質管理的

業務範圍，並各自編定工作手冊實施，內容包括： 

（一）在教務工作方面：包括學生註冊、選課、各項成績證明申請、

教師評鑑等業務； 

（二）在學務工作方面：包括學生出缺情與請假管理、社團管理、各

項證明書申請等業務； 

（三）在總務、人事工作方面：包括財產、物品管理、門禁管理、會

議廳租借管理、職工獎勵與工友管理等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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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根據元智大學的做法（王國明，民91）則以建立一套符合學校所

需，亦可符合ISO要求的教學行政品保系統，明文規定各項工作，如招生

考試、課程管理、教學設備管理、畢業審查、人員遴聘、採購等等之程序

及標準做法，讓學校能持續有效的運作。同時對學校行政人員明確訂定各

項工作流程及相關單位同仁之工作權責所在，不再因人而治。 

綜合以上學者專家的看法，學校行政業務中適宜實施全面品質管理的

業務內涵，可得下列四項參照原則： 

一、將學校行政工作歸類於「服務業」類別中，雖然服務業的品質屬於

無形，其特徵很難定義且不易量化。但由於服務是直接由人對人進

行，服務的品質是由提供服務者和接受服務者（顧客）共同決定，

倘若服務者能提供具體可靠的規格，確實掌握時效就能達成結果。 

二、就可以實施的業務內涵看，學校所有的行政業務都可以列入；在做

法上學校可先從各處室的業務中，以小組團隊的方式，選擇其中較

重要且容易執行的項目，透過分析、規劃，建立出一套完整的作業

流程及規範率先試辦，落實執行。 

三、每個人都可以透過開放的電腦資料庫檢索所需的作業流程及規範資

料，和跨單位（處室、組）的運作流程，且每項作業都有其特定的

業務負責人、作業流程、作業規範與客觀的檢核，並將記錄留存以

供事後參考。 

四、每項作業透過細目分項，製成書面化、文件化表格，組織成員只要

依照既定的步驟逐步照表執行。惟，這些表格、細目內容的執行必

須透過全體成員客觀的檢核、認可後才算完成。 

參、小結 

綜合以上學者專家的看法和研究者經營學校之經驗，國中學校行政全

面品質管理的意義與應用，以及在現行國中行政業務可以實施全面品質管

理的業務內涵，說明如下： 

 

一、國中學校行政實施全面品質管理的意義與應用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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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面品質管理在現行國中教育上的應用有其意義和價值，在學

校行政上推動實施亦可行。 

（二）國中學校行政全面品質管理需以現有行政組織為架構，遵行教

育法令與政策，以行政、師生、家長的需求為導向，以品質為

中心推動實施。 

（三）國中學校行政全面品質管理的實施可依「建構目標→計劃→溝

通→試辦→修正→施行→評估→檢討→改進→再計劃」的循環

系統推動。 

（四）國中學校行政實施全面品質管理的顧客概念界定，可以「內在

（部）顧客」、「直接顧客」或「初級顧客」為範疇界定之，將

行政作業流程中的「下一個工作者」視為「上一個工作者」的

顧客，有業務往來的各處室人員可視為彼此的顧客，有隸屬關

係的校長、主任、組長、幹事間亦可互相視為顧客。 

二、國中學校行政可以實施全面品質管理的業務內涵方面 

（一）現行國中學校行政工作的目標明確、工作性質清晰、作業流程

相當固定、各項工作都有清楚的分工，所以全面品質管理應可

成功運用於學校行政工作中。 

（二）就可以實施的業務內涵看，學校所有的行政業務都可以透過教

育訓練、工作手冊編擬後實施。 

（三）學校行政工作可歸類於服務業類別中，學校可先從各處室業務

中，選擇其中較重要且容易執行的項目，透過分析、規劃，建

立出一套完整的作業流程及規範率先試辦。 

（四）選辦的方式可以小組團隊方式，透過工作分析與全流程規劃，

建立標準化、規格化的作業程序與訂定詳細的工作細目落實執

行。 

（五）每一項作業流程、工作細目都需製成書面化、文件化表格，學

校行政人員只要依照既定的步驟、工作內容逐步照表執行即

可。 

（六）每項標準化作業程序和詳細的工作細目，都需透過開放的行政

電腦資料庫檢索系統提供學校行政人員隨時選用。 

（七）每項作業都有其特定的業務負責人、作業規範與客觀的檢核標

準，並將記錄留存以供事後參考。 

 27



第三節 學校行政全面品質管理的實施 

壹、學校行政實施全面品質管理的原則 

在傳統學校行政組織運作中要實施全面品質管理，確實是一項學校經

營方式的重要改變，亦是一種行政的革新（王先仁，民84；林天祐，民

91；劉仲成，民91等）。秦夢群（民89）綜合學者的意見認為：學校的

興革，校長應扮演促動者（facilitator）的角色，其責任有三：一、對

學校發展的前瞻性評估;二、對團體成員意見的適度反應；和三、對興革

過程的各步驟做適當的經營，才能引領學校興革成功。同時，秦夢群（民

89）亦認為學校在推行計畫式的興革時，應先提出可令學校成員信服的驗

證結果（證據），爭取教師的支持，再以「威權」、「制裁」的方式強制推

動，最後透過再教育的方式，使組織中自我產生興革的動機，形成組織成

員共同的規範與文化，才能完成興革，在興革的模式上則可採研究

（research）、發展（development）、傳播（diffusion）與採用（adoption）

的模式，以自我產生更新的力量，再經適當的訓練與激勵後，才能促成興

革的成功。 

運用全面品質管理進行學校行政革新方面，林天祐（民91）認為：

教職員工生和家長的共識經營，讓所有參與的人員都能朝一致的方向努力

很重要；吳清山（民90）則認為學校行政要成功推行全面品質管理必須

遵照：（一）全員參與；（二）持續改進；（三）顧客導向；（四）事實管理；

與（五）事先預防等五項原則。陳木金（民91）亦認為校長推動發展學

校特色之運作模式，應是以環繞著學校特色，從營造特色來建構校長的知

識管理，具體做法有八，分別是：（一）先評估學校傳統與各種條件；（二）

不以個人的好惡當原則；（三）主動扮演支持、催化者的角色；（四）主動

掌握各種機會；（五）接受同仁意見；（六）建構榮譽制度；（七）以多元

及全面發展的模式；與（八）會根據親、師、生的需求與興趣來推動，以

吸引師生的向心力等八項；孫本初（民86）則從公共行政組織實施全面

品質管理的角度，歸納六項推動原則，分別為：（一）以顧客為導向

（customer driven）；（二）強調團隊建立（team building）；（三）重視

轉型領導（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四）賦予組織成員活力

（empowerment）；（五）品質保證（quality assurance）；（六）持續性的

改善（continuous improvement）等六原則。 

Krajewski和Ritzman認為全面品質管理的實施需兼顧：以顧客所滿

足的品質為核心、員工參與、持續改善等三個原則，以形成全面品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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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楊明璧審定，民90）。林天祐（民91）則認為學校行政實施全面品質

管理時應考慮：行政運作要時時以顧客滿意為考量，掌握顧客的需求，而

且是內部顧客、外部顧客兼顧，並要以持續改進為手段，不斷追求行政工

作品質的提昇，還能不斷蒐集、分析、整理可信資訊，建立易於存取之資

料庫，並據以作為持續改進的依據。江義平（民86）亦認為：有效提升

學校之服務品質途徑有四：（一）政策制定宜採由下往上(bottom-up)之決

策方式，以提高對決策的認同；（二）建立良好的溝通及擴大參與，以避

免因不了解而造成之誤解；（三）提供有效的激勵措施，如建立品管團隊

及組織文化；（四）賦予學校更大彈性及支援，以便各校發展其特色等。 

綜合以上學者專家的看法，學校行政要順利實施全面品質管理應遵守

的原則可綜合下列四方面： 

一、學校必須先提出可令成員信服的其他學校辦理成果（證據），運用

溝通爭取支持與認同，再以研究、發展與再教育的方式，形成組織

共同的文化。 

二、校長應扮演支持、促動者的角色，提供團體成員充分參與，並提供

彈性與支援，對實施之成果需進行評鑑。 

三、要掌握「以顧客為導向」、「重視團隊合作」、「校長的承諾與倡導」、

「持續性的改善」的基本理念與精神。 

四、要衡酌學校性質與需求、採用民主的方式推動、提供多元參與、善

用激勵的策略、根據事實管理和重視事前預防等原則的運用。 

貳、學校行政實施全面品質管理的可行策略 

一、學者專家的看法 

學校推動全面品質管理的策略吳清山（民90）認為有：（一）學校高

層主管的倡導；（二）確定顧客的需求和期望；（三）建立成員對品質的承

諾；（四）提供學校成員品質訓練；（五）發展學校品質工作團隊；（六）

訂定學校品質評鑑指標；與（七）獎勵品質有功人員等七項；目前學校行

政落實全面品質管理的領導策略，劉仲成（民91）認為有六，即：（一）

以扁平化領導取代科層式管理；（二）採用革新型的領導方式，領導者的

決策應改變為「由下而上」的模式；（三）以學習型學校為基礎，建構知

識創新型學校；（四）以學校本位評鑑落實辦學績效責任；（五）從事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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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提昇決策品質；和（六）建立學校共同願景，營造全面品質校園文

化等六個具體的領導策略。 

根據1988年美國公立喬治韋斯汀豪斯職業技術高級中學（George 

Westinghouse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High School）的採行策略有

七：（一）提昇士氣策略；（二）參考企業界的經驗；（三）建立實施TQM

的原則；（四）運用TQM工具及技術；（五）發表品質研討會；（六）定期

召開親師懇談會，以爭取支持；和（七）主動爭取企業界的支援等七項策

略（引自高麗鳳，民87）。江文雄（民86）則在「全面品質管理與學校經

營」一文中對學校行政如何實施全面品質管理，提出兩方面的建議： 

（一）在學校行政方面，包括：1.校長應率先倡導並身體力行；2.

不斷透過溝通、研習凝聚共識；3.採行目標管理；4.注重教師

研究進修，提升教師素質；5.充實圖書、電腦及媒體設備，提

高教學效果；6.建立教職員工提案建議及申訴仲裁管道，開放

意見交流；7.運用電腦或評量工具，加強業務管制與資料建

檔；8.貫徹教學正常，落實教學評量等八項作法。 

（二）在教職員工方面，包括：1.嚴守規範，凡事第一次就把它做對、

做好；2.具有追求完善品質的意願及決心；3.不斷自我進修或

參加在職訓練；4.對工作有強烈完成的意願及決心。5.抱持「沒

有最好，只求更好」的意願及決心；6.具有共同參與及與人合

作的積極態度；7.對品質能夠主動自我反省、自我要求、自我

期許等七項作法。 

國內推行學校行政全面品質管理達十年，且績效卓著的淡江大學董事

長張建邦（民82）亦認為：學校要推行TQM必須具備下列五項前提，才

有可能真正執行：（一）學校領導人不但要有教育領域的專業知識外，還

得真正了解TQM的理念；（二）必須有團隊運作的條件；（三）紀律與校園

倫理的建設是團隊形成的基礎；（四）完整企劃案的製作；（五）追蹤考核

與評估等。 

綜合以上學者專家的看法與美國George Westinghouse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High School的實施經驗，學校行政要順利實施全面品質

管理的策略可歸納為下列兩方面： 

（一）在組織經營與管理方面：有學校高層主管的倡導並身體力行；

革新領導方式；組織工作團隊與提升士氣；訂定完整的實施計

畫與評鑑指標；落實績效責任以及獎勵有功人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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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觀念溝通與品質文化建立方面：有建立學校共同願景，凝聚

共識；提供教育訓練與協助同仁深刻瞭解TQM的理念；確定顧

客需求與建立成員對品質的承諾；參考企業界的經驗並尋求奧

援；運用TQM的技術以及落實追蹤考核與績效評估等。 

二、教育訓練課程專題講座的建議 

本研究於92年9月至93年1月期間，自辦國中學校行政全面品質管

理教育訓練之系列講座，及參訪淡江大學（標竿學習）時，蒞校演講學者、

專家和引導參訪教授對學校行政實施全面品質管理的建議摘述如下： 

井敏珠（民92）在本研究教育訓練課程之「現代化的組織經營與學

校經營」講座中，認為國中學校行政要實施全面品質管理需兼顧：顧客導

向；回歸教育本質；願景與價值管理；組織再造；將知識管理概念融入組

織文化中；運用資訊科技；資源整合；週延的實施計劃；實施評鑑；獎勵

及表揚有功單位和人員；定期檢討與持續改進；提供成員回饋機會；將

TQM內化於每天工作中；建立品質文化與發展特色等十四項建議。 

徐錠基（民92）在「全面品質管理的意義、內涵與應用」講座中認

為需兼顧：全校員工生共同參與；透過 PDCA循環管理；不斷改進，符合

顧客需求；領導者參與；實施教育訓練；機構自主性進行的品質改善；將

目標具體化；達成教育目標；運用較少的資源；有具體的方法、活動；設

定工作的達成基準；進行過程與終結評量等十三個建議。在設定工作的達

成基準方面，學校經營者與各業務單位共同商訂，將預期達到的目標，以

具體化、數值化且認為自己經過努力才能做到的工作標準，設定成達成基

準，以激勵同仁完成。 

鄭同僚（民92）在「如何創造一個以顧客為中心的組織文化」講座

中認為需兼顧：全體的人參與；顧客滿意；不斷改善；把員工的障礙移除；

幫助員工不斷前進；重視最終使用者的想法與意見；照顧顧客的感覺；把

顧客的聲音變成組織的行動；強調產品導向；以漸進式策略推動；將動態

性的事務管理也加入等十一項重要建議。 

張雅芳等（民93）在標竿學習實地參訪私立淡江大學活動中，認為

學校行政實施全面品質管理之推動需兼顧：遵照創辦人之指示持續推動；

成立推動之專責單位；學校行政人員自發性求進步意願的激勵；定期辦理

教育訓練；工作人員定期輪調；塑造全面品質管理的行政文化；配以獎勵

制度等建議。 

    綜合以上教育訓練課程專題講座的建議，學校行政要順利實施全面品

 31



質管理，在實施前與實施過程中的運用策略如下： 

（一）實施前的運用策略 

包括：1.製訂完整企劃；2.建立學校共同願景；3.學校高層主管的倡

導；4.確定顧客的需求和期望；5.建立成員對品質的承諾；6.建立學習型

學校；7.發展工作團隊；8.掌握願景與價值管理；9.將知識管理概念融入

組織文化中；10.幫助員工不斷前進等十個策略。 

（二）實施過程中的運用策略 

包括：1.革新領導方式；2.營造全面品質校園文化；3.提供教育訓練；

4.訂定評鑑指標；5.落實績效責任；6.配以行動研究；7.善用電腦設備與

資料建檔；8.獎勵品質有功人員；9.領導者親自參與；10.回歸教育本質；

11.透過PDCA循環管理；12.激發機構進行自主性的品質改善；13.有具體

的方法、活動；14.設定工作的達成基準；15.重視最終使用者的想法與意

見；16.運用較少的資源；17.把顧客的聲音變成組織的行動；18.進行過

程與終結評量；19.把員工的障礙移除；20.強調產品導向；21.照顧顧客

的感覺；22.以漸進式策略推動；23.將動態性的事務管理也加入等，計二

十三項可運用之策略。 

參、學校行政實施全面品質管理的步驟 

吳清山（民90）綜合戴久永、Motwani、Crumine和Runnels等的看

法，將TQM在學校實施的流程歸納為四個階段：一、計畫階段：包括：校

長對TQM的承諾、成立TQM委員會、訂定TQM實施計畫三個步驟；二、執

行階段：包括：發展TQM推動小組、宣導及溝通TQM的作法、實施TQM

的教育訓練、推行TQM方案四個步驟；三、評鑑階段：包括：評估TQM

的成效、獎勵及表揚推動TQM的有功人員、單位、檢討TQM的實施得失三

個步驟；四、持續改進階段：包括：提供成員回饋的機會、將TQM內化於

每天的工作之中兩個步驟。 

Crumrine和Runnels也從企業組織經營的觀點，提出教育機構（學

校）推行TQM的五個原則性步驟，學校可視特定的條件加以修正參考（引

自吳清山，民90）： 

第一步：信諾（commitment），包括：研究TQM的觀念、評估組織（學

校）推行的條件是否成熟、決定推行TQM、發展品質方針、宣

示管理信諾、尋求教職員共同實踐的信諾。 

第二步：組織發展（organization development），包括：發展支援TQ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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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組織資源、將TQM整合到主要的管理過程中、教育和訓練組

織、促使員工（教職員）參與。 

第三步：以顧客為中心（customer focus），包括：決定工作團隊、分

析顧客、分析產品、服務。 

第四步：過程方針（process orientation），包括：確認過程、將過程

標準化、改善過程、建立過程控制系統。 

第五步：持續不斷的改善（continuous improvement），包括：發展確

認機會與發展改善的方法、整合改善過程到每日的作業中。 

張家宜（民91）則綜合Coate和Frazier等人的看法，認為學校推

行全面品質管理有五個階段工作： 

階段一：實施準備（校長與各單位一級主管參與），重點工作：瞭解並

探索TQM基本理論內涵與應用，包括：1.校長與一級主管研習

TQM；2.成立TQM推行委員會；3.招募、培養優秀人才。 

階段二：評估學校績效系統（TQM推行委員會人員參與），重點工作：

定義學校顧客、瞭解顧客需求與滿意度，包括：1.定義學校顧

客；2.調查顧客需求與滿意度；3.建立學校各單位績效表現的

標準；4.標竿學習。 

階段三：規劃TQM（TQM推行委員會人員參與），重點工作：發展全校性

的整體策略計畫，包括：1.發展學校整體策略規畫；2.發展品

質控制執行計畫來管理變革行動。 

階段四：執行TQM的行動（示範單位所有成員、其他各單位組長以上成

員參與），重點工作：擴大教育訓練對象、成立各單位品質小

組，包括：1.開始進行TQM教育訓練；2.選擇示範單位或專案

事件推行TQM；3.成立各單位品管小組。 

階段五：持續推動全品管任務（各單位所有成員參與），重點工作：包

括：1.稱讚、鼓勵或增強使命感；2.列出TQM績效評估準則；

3.建立各單位自行規劃教育訓練的能力。 

1986年美國最早實施TQM的高等教育機構Fox Valley Technical 

College，即以：1.建立管理委員會；2.建立諮詢會；3.落實溝通系統；

4.決定品質成本；5.設定達成目標；6.研發新創見；7.建立角色定義；8.

建立責任感；9.建立員工參與架構；10.建立績效要求標準；11.實施教育

訓練；12.發動顧客變革；13.結合團體參與；14.指導品質稽核；15.努力

持續改進；16.表彰儀式等十六個步驟推行全面品質管理（引自張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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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91）。 

由於推行學校行政全面品質管理是一種追求品質改善的文化，並無統

一或標準化步驟能適用所有的組織，學校在導入、應用時，應避免盲目複

製企業或其他學校的經驗，因此，學校在執行行政TQM時，各單位需於每

學年開學前，依其任務或願景訂定年度工作計畫（plan），計畫擬定則應

由上而下，再由下而上形成。計畫的內容應包括：工作項目、預期達成目

標、執行方式及評估指標等四部分，且每一個計畫工作項目都應追求達成

卓越的程度。實施期間，全員皆須依計畫工作項目落實執行（do）；各TQM

小組成員至少每月開會檢討工作執行情形，確實掌握進度進行績效評估

（check）；最後，對達成率不佳之項目需進行改進行動並呈報主管考核

（action），此外，對各項規章、作業流程、檢核標準等的訂定，應予編

製成工作手冊並運用電腦化執行（張家宜，民91）。秦夢群（民，89）對

教育組織的興革，亦提出五個推動步驟，即：（一）興革需要性之評量；（二）

各影響變數的評估；（三）團體成員的引導；（四）實施興革；與（五）評

鑑與制度化等。 

綜合以上學者專家的看法及實際實務工作者的經驗，學校行政要順利

實施全面品質管理應遵守下列四個步驟： 

一、訂定周延的實施計畫：包括校長對全面品質管理的承諾、成立全面

品質管理推動小組、訂定全面品質管理實施計畫、尋求教職員共同

實踐的信諾與成立各單位品管小組等。 

二、依計畫落實執行：包括溝通全面品質管理的作法、實施教育訓練、

建立各項規章、作業流程與工作細目、檢核標準並編製成工作手

冊、分析顧客需求與滿意度、進行標竿學習等。 

三、實施評鑑：包括評估全面品質管理的成效、獎勵及表揚有功單位和

人員、檢討實施得失等。 

四、定期檢討與持續改進：包括定期進行工作檢討、提供成員回饋的機

會、將全面品質管理內化於每天的工作之中、建立品質文化與發展

特色等。 

肆、學校行政實施全面品質管理的教育訓練課程 

學校行政要成功實施全面品質管理，對現有學校內的行政工作人員實

施適宜的教育訓練是重要的關鍵，目前國內尚沒有適用於國民中學階段的

 34



教育訓練課程可供使用，故本研究擬先從有關文獻分析學者專家的看法，

再參照目前企業界以及大學院校所採用的教育訓練課程，設計國民中學學

校行政實施TQM之教育訓練課程。 

    一、學者專家的看法 

Melan在1995年即認為全面品質管理的教育訓練課程內容應包含：

（一）意識訓練：包括全面品質管理的介紹、理論基礎、組織、策略與方

向、觀念架構及管理者對員工的期望；（二）品質工具技能訓練：包括品

質管理的觀念、問題解決或程序分析方法、主要的資料分析統計方法、分

組功能與團隊觀念等兩大部分；Swift、Ross和Omachonu等人在1998年

則認為典型的全面品質管理教育訓練課程應包括：（一）增強品質訊息並

矯正基本技能；（二）工作技能的要求；與（三）全面品質管理的原則及

相關知識等三大領域；又，Anderson、Dooley和Rungtuanstham等人亦

在1998年認為應包括：有關品質改善的內容、統計課程、規劃與設計、

組織理論與認知心理學等必要知識（引自張家宜，民91）。 

根據許多學者的研究指出，全面品質管理教育訓練的內容，除必須包

括符合全面品質管理精神，達成顧客滿意的高品質工作績效所必須學習之

技術，以及對全面品質管理精神、觀念的教育外，還必須包括對全面品質

管理的整體介紹、組織對員工的期望及相關品管認知與組織理論等內容

（張家宜，民91）；張家宜還綜合學者專家們的看法，得出如下兩個結論：

（一）「顧客至上」、「持續改進」、「事先預防」、「團隊合作」、「資料基礎」、

「品管概念」等六個內涵，為學校行政人員實施教育訓練最重要的內涵；

（二）「品質承諾」、「全面參與」、「人力資源」三個內涵則視需要而定，

若在時間、金錢成本的考量下，學校可先由前六項之主要內涵開始依序規

劃實施，行有餘力再做後三項課程之內涵。又根據Coate、Frazier和張

家宜（民89）等對校長及處室主管的教育訓練課程除介紹全面品質管理

的觀念與原則和實施的方法與步驟外，需包括：「團隊管理」與「組織領

導」等課題（引自張家宜，民91）。 

    在相關配套措施方面，由於全面品質管理是一項持續改進的歷程，所

以幾乎所有的學者專家都認為：組織要推動全面品質管理，持續實施全面

品質管理的教育訓練非常重要（王國明，民90；石川馨，民85；吳宗立，

民91；吳清山、林天祐、黃旭均，民90；張家宜，民91；陳耀茂，民89；

劉仲成，民91等）。 

二、企業界實施全面品質管理之教育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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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國內企業界及學校機構實施全面品質管理之教育訓練課程實例

摘述如下： 

（一）戴恩經營管理顧問有限公司之全面品質管理教育訓練課程 

    戴恩經營管理顧問有限公司（民90）對企業經營人實施之全面品質

管理教育訓練課程，包括十四部分，總計79~88小時。課程摘述於下： 

1.品質基本概念（3小時）：目的在建立全公司的品質基本概念

與共識。 

2.全面品質經營理念與實作（3小時）：目的在了解全面品質管

理在公司經營中所扮演的角色、功能及建立全公司共同語言。 

3.策略性方針管理（9小時）：目的在了解目標管理實施基礎與

實例演練。 

4.年度方針管理（9小時）：目的在年度方針、審核及診斷標準

的製定與實例演練。 

5.工作績效指標建立（9小時）：目的在建立各部門工作績效指

標、內容、應用與實作演練。 

6.流程管理＋製造品質保證系統＋訂單管理系統＋交期管理系

統＋新產品開發系統（9小時）：目的在培養員工的系統思考、

危機處理、預測與預防能力。 

7.顧客滿意度調查（3~6小時）：目的在了解顧客滿意度、陷阱

與實作演練。 

8.顧客滿意度調查之提昇（3~6小時）：包括顧客滿意度改進與

實作演練。 

9.員工滿意度調查之提昇（3~6小時）：目的在了解員工滿意度、

陷阱、改進與實作演練。 

10.學習性組織（6小時）：包括五項修練介紹及實例演練。 

11.全面品質管理與知識管理（3小時）：如何將公司內個人知識

與組織結合，並藉由分享以確保競爭優勢。 

12.品質機能展開(quality function deployment)（9小時）：

包括新產品開發、定位與品質保證。 

13.新觀念及手法在QC story之應用（3小時）：包括新觀念及

手法如何應用在傳統問題解決流程。 

14.8D（7小時），即：D1.主題選定及團隊形成；D2.描述問題及

現況掌握；D3.執行及驗證暫時防堵措施；D4.定義及驗證真

因；D5.列出、選定及驗證永久對策；D6.執行永久對策及效果

確認；D7.預防再發及標準化；D8.恭賀團隊及未來方向。 

（二）醫院評鑑及醫療品質策進會之全面品質管理教育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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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醫院評鑑及醫療品質策進會（民90）所實施之「醫療品質

學習型組織教育課程訓練」實例： 

1.主管研習營之一：目標在品質管理觀念的推廣與活動之推展。

課程包括：全面品質管理的基本概念、流程再造＆實例演練、

問題解決與分析、提案制度＆實例演練等四大單元。 

2.主管研習營之二：目標在以管理觀念為主軸，輔以五項修練   

之概念及經驗，達成醫療品質之持續改善。課程包括：顧客關

係管理、知識管理與創意＆實例演練、學習與蛻變、組織發展

與進化的秘密－百略組織學習的實踐經驗等四大單元。 

3.基層單位種子人員訓練課程，課程目標要讓基層人員熟知： 醫

品圈之運作及活動方法、技巧應用與提升活動的參與感及積極

性；授課對象則為輔導員、圈長、圈員及相關人員。 

（三）陳政成資訊網之全面品質管理教育訓練課程 

陳政成資訊網（http://asia-learning.com/cjc，民92）為企業經

理人所開的「從ISO落實到TQM全面展開」課程實例，適合對象為：企業

經營者、高階或中階主管；教育訓練時間6小時；課程包括：一、品質發

展的歷程；二、ISO9000的定位與發展趨勢；三、TQM的定位與發展；四、

ISO與TQM之關聯性；五、TQM全面展開步驟；六、TQM展開使用方法；

七、推行TQM的成功關鍵；與八、分組討論等八個單元。 

從以上三個實例和筆者再以電話徵詢、請益的結果分析得知：企業界

所使用的教育訓練課程內容皆包含「全面品質管理的意義、理論、用途等

的介紹」、「全面品質管理的使用方法、策略與實施步驟介紹」和「實際演

練與座談討論」等三部分；教育訓練的時間和內容深度則依組織成員的背

景（如：是經營者、高階主管、中階主管或屬於基層作業人員）和需要不

同而有差異，屬於經營者或主管人員時，課程內容比較重觀念、理論與推

動技巧的介紹；若屬於基層的作業人員時，課程內容則比較重視品管圈

（QCC）和實際作業技巧的介紹與演練為主。 

在教育訓練的實作課程中，主要重點則是在實作、演練兩部分，例如

戴恩經營管理顧問有限公司的實作訓練課程就超過50％以上；財團法人

醫院評鑑及醫療品質策進會和陳政成資訊網的教育訓練課程亦有幾乎相

同的比率，可見企業界要推動全面品質管理，除了讓經營者、員工清楚的

知道TQM是什麼、要怎麼做之外，實際操作、演練是重要的關鍵。 

三、學校行政實施全面品質管理之教育訓練課程與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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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私立淡江大學之教育訓練課程設計與實施 

根據私立淡江大學八十九學年度對學校行政人員所開的「全面品質管

理研習訓練課程」即分為四個單元（淡江大學教育發展中心，民90）： 

1.全面品質管理觀念及其對服務品質提升之具體作法，時間90

分鐘，內容包括：TQM的基本觀念、TQM的重要性、TQM的基

本模式、做好TQM的七大基本精神、推展TQM的步驟、服務品

質的意涵、影響服務品質的實際作法、提升服務品質的實際作

法、應用TQM觀念在個人的工作安排上、Q & A等十個部分。 

2.全面品質管理提升學校行政品質之理論與應用，時間50分

鐘，內容包括：全面品質管理之基本理論、行政全面品質管理

之應用、結語等三部分。其中行政全面品質管理之應用包括：

(1)行政全面品質管理之策略；(2)行政工作之P-D-C-A循環；

(3)行政全面品質管理之執行三個部分。 

3.國家品質獎介紹—大學院校申請「國家品質獎」之重點說明，

時間90分鐘，內容包括：以企業化來經營大學、品質獎之介

紹、大學院校國家品質獎於之評審重點、結語等四個部分。 

4.資訊中心專案管理應用之現況，時間40分鐘，內容包括各項

專案管理工作績效之管理、分析等部分。 

每兩個單元活動前皆由行政副校長（專案最高負責人）主持開幕，結

束後亦由副校長、講座主持綜合座談與閉幕，時間各約50分鐘。經筆者

實地瞭解、訪談後知道，學校辦理之準備工作、上課講義、上課場所（覺

生國際會議廳）都是一流，可見高階宣示性的意義及效果十分明確，作法

也落實，再加上該校自民國83學年度起就開始推動此方案，學校行政工

作同仁大都相當瞭解TQM的意涵和做法，所以成效也是一流。 

（二）私立元智大學之教育訓練課程設計與實施 

元智大學學校行政推動ISO 9001認證工作，係依現有的行政作業方式

予以「文件化」，經由品質文件的外部客觀驗證來確保學校行政品質，待

取得外部認證後，以此為改善基礎，再藉由教職同仁的參與，不斷修正改

善，以落實學校行政的品質政策，達成提升教學行政服務品質目標；學校

行政ISO品質系統有三項基本精神：一、共享的（即：藉由文件化以減少

各項作業人員摸索的時間與心力）；二、預防性的（即：藉由品質文件之

撰寫與發展方向的調整，達到此項精神）；三、持續改善的（即：藉由各

項程序文件的修訂或增刪，持續改善作業方式）（周碩樑，民91）。 

    在教育訓練課程的內容與實施方面，元智大學與淡江大學及一般企業

界十分相近，都亦是以基本概念的認識開始，如：ISO的基本觀念與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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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學校行政ISO品質系統的基本精神、實施步驟、國家品質獎的介紹

與評審等；其次是實際作業訓練與主管宣示，如：ISO的做法、ISO與TQM

的關係、ISO與TQM的應用與重要性、實施策略與績效管理、管理階層的

支持與主導(total management support)等。該校在進行ISO 9001認證

時，特別重視：「需給予學校行政同仁正確的ISO觀念與基礎」、「建立可

依循的文件、表格且知道如何做得好」、「培育行政工作同仁TQM的精神，

才可真正提昇品質」和「持續說、寫、做一致」三項教育內容。學校經由

這個追求認證過程，使得各單位人員能夠更清楚瞭解自己的工作內容與任

務，為該校師生提供更好的行政服務，並在獲得客觀的外部認證後，仍可

以依一定程序修改工作內容，以達持續改善之目的（王國明，民90；周

碩樑，民91；張家宜，民91等）。 

綜合前述學者專家的看法、企業界實施教育訓練之課程，及兩所私立

大學之教育訓練課程，可得如下三項： 

一、企業界實施全面品質管理教育訓練課程實施之評估 

從前述企業界推動全面品質管理之教育訓練課程得知：一般企業界推

動全面品質管理時，其教育訓練課程都是以基本概念的認識開始，其次是

實作訓練課程，而實作訓練則是課程的主要重點，其訓練時數都超過50

％以上。企業界實施全面品質管理教育訓練的兩大部分課程內容包括： 

（一）認知性課程方面：內容包括：全面品質管理的意義、內涵、基

本概念、功能、做法、限制的認識和高層的支持與共識建立等

部分。 

（二）實作性課程方面：內容包含：全面品質管理的規劃、流程設計、 

QCC作業訓練、工作推動、展開和追蹤評鑑等部分。 

再從學者專家們對全面品質管理的教育訓練課程內容的看法予以對

照，可發現企業界實施全面品質管理教育訓練課程的內容，與學者專家們

的看法幾乎一致，可見目前企業界推行全面品質管理的技術已相當成熟；

惟，有關學者專家提出在教育訓練課程中可加入「組織理論」與「認知心

理學」基礎知識的建議，在現有課程裡並未發現，值得本研究在設計教育

訓練課程時之參考。 

二、學校行政實施全面品質管理教育訓練課程實施之評估 

前述淡江、元智二大學之教育訓練課程與實施的分析得知：學校行政

推動TQM或ISO的教育訓練課程與一般企業界的做法十分相近，同樣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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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概念的認識開始，如：TQM或ISO的基本觀念、重要性、理論、基本

模式與精神、推展步驟、品質的意涵、TQM與ISO的關係、國家品質獎的

介紹與評審等；其次是實作訓練與主管的宣示，如：全面品質管理的實際

做法與應用、實施策略、行政工作的P-D-C-A、專案管理與績效管理、專

案由高階主管主持等；又由於全面品質管理是一項持續改進的歷程，所以

學校持續實施教育訓練十分重要。 

學校行政實施全面品質管理，其理念、做法大都引自企業界，所以做

法上與企業界相近，雖然已有許多學者專家證實全面品質管理可以成功實

施於學校行政服務中，但也有不少學者（如：Chappell,1994；台北市公 

訓中心，民，85；高麗鳳，民87；秦夢群，民89；劉仲成，民91；張家

宜，民91等）提醒：學校組織不同於企業組織，尤其現有國內公立學校

的行政文化和企業界有很大的差異，再加上目前對教育顧客的界定爭議仍

多，因此研究者在進行教育訓練課程設計與實施時必須特別用心。 

三、本研究設計之教育訓練課程 

研究者參研有關學者的看法和企業界、大學院校的做法後認為：國民

中學學校行政實施全面品質管理的教育訓練課程設計，除屬個別學校特有

的組織文化和需求應予兼顧、決定實施項目的各項表格需重新設計、如何

展現學校特色的行政作業流程需審慎規劃…等，屬於學校個別性的需求與
學校特有文化須予因應外，教育訓練課程的設計仍應以「全面品質管理基

本概念的認識」與「全面品質管理實作訓練課程」二者為主體，再加入「現

代化學校經營與成效」和「參訪實施著有績效的標竿（benchmarking）學

校」（私立淡江大學）及有關「組織理論」與「認知心理學」的內涵，在

做法上則與一般企業界和大學院校應不致有太大差異。 

伍、小結 

綜合以上文獻分析和研究者經營學校之經驗，學校行政要順利實施全

面品質管理，在實施的原則、策略、步驟與教育訓練方面，可得下列七項

重點：  

一、校長要運用可行策略，提出可令學校成員信服的驗證結果，並運用

民主方式、提供多元參與、組織工作團隊以爭取支持與認同。 

二、校長應扮演促動者的角色，對學校的發展進行評估，並對實施之成

果進行評鑑，同時校長應率先倡導並身體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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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事前必須訂定完整的實施計畫，建立學校行政共同願景，凝聚共識，

並對學校行政全面品質管理有明確的定位，和充分掌握它的精神與

做法。 

四、每項作業需透過工作分析，製成書面化、文件化表格，組織成員只

要依照既定的步驟逐步照表執行即可。 

五、要落實教育訓練，型塑組織共同文化，並對實施之成果進行追蹤考

核與績效評估。 

六、學校可遵照「訂定周延實施計畫」、「依計畫落實執行」、「過程實施

評鑑」與「定期檢討與持續改進」等四個步驟逐步推動。 

七、教育訓練課程的設計與實施可參考學者專家的看法、參照企業界和

大學院校之實施內容與做法，包括：「全面品質管理的基本概念認

識」、「全面品質管理實作課程」、「現代化學校經營與成效」和「標

竿學習」等四項內涵。 

第四節  學校行政實施全面品質管理的困難、解決策略與

成效 

壹、學校行政實施全面品質管理的困難因素探討 

全面品質管理在企業有效果，未必就能全盤轉移到公共部門使用，黃

朝盟即認為全面品質管在公務部門實施的困難有三（引自張萬助，民91）： 

（一）全面品質管理的本質與公共服務無法相容 

全面品質管理所適用的領域屬於可經由重複的過程所製造之有形物

品，而公共組織則多以提供勞力密集的服務為主。服務與產品的最大不同

在於服務的產出與使用往往在同一時間，所以品質較難以控制，且消費者

評估服務品質的標準除了服務之外，亦受到服務者的行為，甚至外貌的影

響，因此品質管制的工作較難有可靠的基礎。 

（二）公共管理的本質排除全面品質管理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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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部門抗拒改變的力量較大，公共管理者即使績效提升，也不易獲

得實質的獎勵，且較無自由任意改變管理的模式。 

（三）公共組織專業人員之工作文化與全面品質管理相斥 

包括：公共組織中專業人員並立，專業人員通常堅持本身專業立場，

協調合作上有困難；許多公共服務並不以顧客滿意為目的；公共組織明顯

的上下級關係與權威性通常比私人企業明顯；公共服務的內容往往是許多

不同壓力下妥協後的產物；公共服務品質與成本的關係較私人企業複雜等

因素。 

張萬助（民91）綜合黃朝盟、江岷欽等在公共組織實施困難的看法

有五：（一）全面品質管理的本質與公共服務無法相容；（二）公共管理的

本質排除全面品質管理的運用；（三）公共組織專業人員之工作文化與全

面品質管理相斥；（四）對公共組織而言，「顧客」是一個相當有問題的概

念；（五）公共服務品質與成本的關係較私人企業複雜許多等；張萬助並

綜合朱金池、李傳政、陳榮德、戴永久、Cameron、Harari等之看法，認

為組織實施全面品質管理失敗的關鍵因素經分析有下列兩方面： 

（一） 因觀念的不正確而造成者 

包括：期望速成；目標過大；試圖一次就能解決多項大問題；認為只

要訓練員工即可；以為實施「品管圈」就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認為實施

TQM只是一部份人的工作與責任；主管將推動TQM的成果視為一種時尚，

不能持續落實執行產品的改善工作等。 

（二） 因推動不當而造成者 

包括：複製；經費、人力、教育訓練不足；不能正派經營與整體規劃；

缺乏願景與短期目標和長期目標不能取得平衡；未能落實改善工作；領導

者言行不一；員工缺乏正確的觀念；員工缺乏責任意識與不願承擔責任；

未能持續改善；領導者未能傾聽員工的聲音；未建立以改善為主的顧客滿

意文化；把持續改善視為額外增加的工作；架構不清楚；過於重視書面成

效；推動的層級太低；管理者只重視內部品質的改善而忽略外部顧客的需

求變化；組織成員缺乏彈性與回應力；組織為了推行TQM而不自覺的增加

工作的監督和書面記錄；第一線員工缺乏彈性與自由；過於強調組織的層

級、控制，不能充分授權；缺乏平行組織間的溝通成效與和外部的伙伴關

係；未能將品質管理的技術與組織文化變革者合而為一；TQM的實施只停

留在管理階層等。 

根據劉仲成（民91）的研究認為目前學校行政變革碰到的困境及其

因應方式有四：（一）學校文化較趨於保守，較不易接受改革，因此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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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必須及早籌措因應策略以減少抗拒；（二）學校面臨市場競爭，使學校

行政領導面臨衝擊；（三）師資培育多元與校園民主化，促使校園文化、

氣氛改變，造成行政領導諸多困境；（四）學校本位經營管理，強調去集

中化（decentralization）與分享式作決定（shared decision-making）

趨向，學校行政領導如何有效溝通、協調，整合組織成員不同意見，發揮

學校行政自主決定功能，為今後努力的重要方向。 

簡茂椿亦認為經營者假如不能符合實施的原則，例如：（一）未獲

得最高決策者的支持與承諾；（二）TQM實行的只開始於管理階層，並未

達到全員參與；（三）組織要求改善的速度及範圍過多，沒有足夠時間學

習及解決問題；（四）組織未提供足夠的支援，如員工的教育訓練、具專

業技術的顧問、足夠的資金等；（五）對TQM是持續改善的承諾而不只是

一項計劃沒有明確認知，就可能導致挫折（引自周碩樑，民91）。 

Blankstein在「為什麼TQM無效，一所學校卻有效」一文中列舉學

校推動全面品質管理有八大困境，即：（一）成員不喜歡改變；（二）加

重領導者的責任；（三）成員是偷懶的；（四）學校難以去評分；（五）

成員缺乏品質知識和足夠的訓練；（六）學校無法利用資料改進系統；（七）

上級的規定常與新的教學和管理相抵觸；以及（八）利用TQM不盡然可改

進品質，但這些困境卻可以一一化解的，例如佛羅里達州特拉哈西市的

Kate Sullivan Elementary School的校長杜典就是成功運用化解技巧，

將學校轉化為一所很好學校的例子（引自吳清山，民 90）。又根據調查

發現：發動學校興革的，以學校行政人員比例最高（佔 57.1%），其次才

是教育行政機關的指示（佔27%），由學校教師發動的則僅佔11.7%，值得

重視；此外，Naisbitt和 Aburdence等亦認為：從工業社會進入資訊社

會後，民主、分權、人性化領導、數位化、創新…等的趨勢必會影響學校
行政組織及領導模式，用人唯才，實施分層負責才能因應變遷，找到出路。

（引自張萬助，民91） 

綜合前述學者專家的看法目前公立學校要推動學校行政全面品質管

理並不容易，揆其原因可得下列三方面： 

一、公立學校的行政工作屬於公共服務性質的工作，受服務者行為、態

度和作業流程、工作時效等因素的影響大，所以服務的品質較難以

控制。 

二、現有的學校行政系統仍保有傳統的科層體制色彩，學校中的人、事、

物的管理大都有其傳統的模式和架構，一旦同仁要在短時間接受新

觀念、改變新做法並非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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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校行政推行全面品質管理也是學校經營上的重大變革，經營者必

須先對組織變革應注意的事項有所瞭解，設法克服學校同仁的抗拒

與疑慮，進而激勵、引導組織全員參與、互助合作才能成功。 

貳、學校行政實施全面品質管理的成功因素探討 

依據Ishikawa對實行品質管理相當成功的企業調查研究中，發現有

七個共同的特質，分別為（引自張萬助，民91）： 

（一） 以顧客為重(customer focus)：包括內部與外部顧客； 

（二） 以員工為重(employee focus)：即尊重員工，提高其滿意度，

如此員工方願意為顧客提供完善的服務； 

（三） 重視團隊工作(team-work)：集合團隊的力量充份發揮員工的

潛力，團隊及成員的成就皆必須予以肯定及獎勵； 

（四） 安全(safety)：必須重視員工、社會及顧客的安全； 

（五） 坦誠(candor)：每位員工必須坦誠，講真話，而組織本身亦

必須提供一可讓員工充份表達的環境及組織氣候； 

（六） 全員參與(total involvement)：品質不只是品管部門的責

任，而是組織所有成員的責任，每位員工都需扮演發現問題

及解決問題的角色； 

（七） 以製程為重(process focus)：組織要強調持續改善其所有的

作業流程，並著重於事先的預防(proactive)而非事後的改善

(reactive)。 

簡茂椿則規納TQM十大致勝秘訣，即:明確企業本身的TQM定位；經

營者的一貫決心；全員參與的文化；具有實質推動力的幹事處；建立完整

的TQM管理架構並加以落實；確實因應企業內外需求的方針管理；計畫的

教育訓練激發無限的潛力；定期舉辦交流觀摩；平時的諮詢與協助；與

TQM的進程回顧等十個秘訣。其中經營者的支持與承諾為最重要亦最根本

的關鍵因素，而建立品質文化、全員參與、品質持續改善的教育訓練、強

而有力的推行機構、激勵員工士氣、針對事實進行分析及改善、積極挑戰

品質認証等亦為重要的成功因素（引自周碩樑，民91）。 

又根據管高岳（民91）認為推行全面品質管理成功之重要因素，應

與「高階主管的管理理念」、「執行的策略計畫」、「組織的結構」、「教

育訓練」、「人員的參與」、「流程管理與系統」及「品質技術與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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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關﹐其中最主要之關鍵則為「機關首長的決心」，其次應厲行「責任

制」﹐從實考核，信賞必罰，值得本研究推動實施時參考。 

綜合前述學者專家的看法與個人經營學校的經驗，學校行政要成功實

施全面品質管理，可得下列八項要素： 

一、必須借重企業界的經驗，並先對TQM有明確的定位； 

二、校長和主任的支持、決心與承諾； 

三、訂定周延可行的實施計畫； 

四、落實教育訓練，並建立全面品質文化； 

五、確實做到以顧客為重，以員工為重； 

六、重視全員參與、團隊合作和落實責任制； 

七、提供可以坦誠、講真話的環境和組織氣氛； 

八、重視執行過程與做好事先的預防等的兼顧。 

參、全面品質管理應用於學校行政的相關研究與成效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要在目前公立國民中學進行學校行政全面品質管

理的試辦研究，參酌國內、外學校實施之經驗十分必要，故本研究擬從國

外的相關研究與國內的相關研究兩部分進行分析。 

一、國外的相關研究與成效 

1990年代以後，各國教育改革的呼聲日高，由於產業界以及服務業

界使用全面品質管理的成功經驗，促使英、美等國的教育界逐漸重視全面

品質管理在教育上的應用，相關理論的探討及應用一時蔚為風潮，不僅研

究其在高等教育上的適用性，而且也逐漸擴及職業教育、教育行政、學校

經營、班級經營等方面的研究與應用，其中在高等教育階段的推動績效最

為顯著（吳宗立，民91；張家宜，民91）。 

根據Kanji和Tambi二人的報告：美國高等教育機構Fox Valley 

Technical College最早在1986年即實施TQM，FVTC以16個步驟推行全

面品質管理，分五部分摘述如下：一、建立管理委員會與TQM領導諮詢會，

並落實品質溝通系統；二、決定品質成本，設定達成目標與研發新創見；

三、建立角色定義、責任感、員工參與架構和績效要求標準，並實施教育

訓練；四、發動顧客變革與結合社交團體參與；五、指導品質稽核、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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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改進與表彰儀式等；其成果促使人員配置及員工訓練更有效率，並改

善了學習環境。之後許多高等教育機構紛紛仿效實施，至1996年全美已

有將近50%的大學建立品質管理的相關組織；英國自1992年起受美國大

學成功推行TQM的影響，也相繼仿行，為達成高等教育品質的監控，英國

政府還成立高等教育品質保證局，明列特定的要求與學位標準以提升教育

品質；此外，像澳洲、日本、馬來西亞等國的推動亦有相當可觀的成果（引

自張家宜，民91）。 

又根據Schargel在1996年的報告：1988年美國韋斯汀豪斯教育品

質協會（Westinghouse Education Quality Initalive）首先將全面品質

管理的觀念引進公立喬治韋斯汀豪斯職業技術高級中學（George 

Westinghouse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High School），結果成功的再

造該校經營的新契機。其實施的方式、策略與成果摘述如下（引自高麗鳳，

民87）： 

（一）在實施的方式方面，歸納有四： 

1.該校在美國西敏寺國家銀行（National Westminster Bank 

USA）指導下，引進全面品質管理理念，以改善學校的教育品

質，並首先從改善學校的組織結構和學校氣氛著手； 

2.發展TQM任務，召開品質訓練研討會（教師自願參加），與會

教師並研擬出該校實施TQM的發展任務； 

3.成立品質指導委員會，由該校的教職員組成，負責規劃與實施

TQM的程序及監督其成果； 

4.委員會每週召開一次，由校長、品質協調人、學科教師代表、

學生代表及家長代表參加。 

（二）在實施的策略方面，採行的重要策略有七： 

1.提昇士氣的策略：每月獎勵有功教職員，將其大名刊登在榮譽

榜； 

2.參考企業界的經驗：如高露潔（Colgate-Palmolive）、迪吉多

（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馬瑞特軍火商（Marriott 

Corporation）、IBM公司、摩特羅拉（Motorola）、紐約電信

（NYNEX）、全錄（Xerox）等； 

3.建立實施TQM的原則：發展與召開多項實施TQM教育訓練和有

關研討會，每月品質指導委員會至少提出一個問題，並消除產

生問題的原因，解決困難； 

4.運用TQM工具及技術改善學生曠課問題； 

5.針對學生發表品質研討會，將學生納入品質改善過程，成員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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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25∼30位學生，每週聚會五次； 

6.定期召開親師懇談會，以說明做法，爭取支持； 

7.主動爭取企業界的支援：如IBM公司主動提供該校教職員接受

週末班的全面品質教育訓練課程；理光公司（Ricoh）主動與

該校建立夥伴關係（即建教合作關係）。 

（三）在實施的成果方面，歸納有三： 

1.在學生生活表現上：學生的輟學率下降至2.1％，當時紐約城

的學生輟學率是17.2 ％；曠課率也下降至39.9％； 

2.在學生學習成績表現上：畢業生中有72％進入大學就讀；學

生變得喜歡上學，同時增加課外活動的時間及內容；獲得多所

大學、學院支持並提供選修大學課程；重新設計九年級的課

程，並實施學長帶領新生的制度，學生表現優異，學校也積極

發展課程激勵學生，使他們能做到最佳水準； 

3.在教師、家長與社區對學校態度的改變上：資深教職員主動參

加放學後的腦力激盪研討會；成功的召開跨部門與跨科會議；

親師協會（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的成員1987∼1991

四年間由12名增加至211名；申請就讀韋斯汀豪斯中學的人

數日增；學校得到許多經費及基金的贊助；獲得企業界與工業

界的建議與協助，提昇教育課程的品質。 

許多實證研究的結果顯示（Coate,1994; Courtney,1995;Seymour & 

Collett,1991;Davies,Hides和Casey,2001;Herguner和Reeves,2000; 

Liu,1999;Price,1997等)：學校要成功推行TQM，校長和高階主管的發

起、承諾與堅持；在組織文化變遷重大時，校長運用強有力的領導；業務

屬於註冊、學生事務等性質之工作；員工有獨立思考的行動等因素的配合

較能成功（引自張家宜，民91）。 

又根據Hubbard在1994年的研究報告，介紹西北密蘇里州立大學

（Northwest Missouri State University）實施TQM的過程與結果，得

知其實施成效受到許多學校肯定。該校實施TQM的具體措施與成果摘述如

下（引自高麗鳳，民87）： 

（一）實施的具體措施，歸納有六： 

1.以「品質文化」為精神指標，敦促每一個人追求品質的卓越； 

2.採「精簡」原則，將學校目標依重要次序排列，依次執行，並

開始以企業化的精神經營； 

3.採「消費者為導向」的經營原則：推動「尊重、信賴、誠實、

充分展現能力與技術、清楚有禮的溝通、傾聽訴求和評語、彈

 47



性、廣納新想法、重視專業」等的品質文化； 

4.實施預防性評量，重視形成性評量與顧客（社會大眾）的需求

與反應，並辦理各種「工作坊」； 

5.實施教育訓練，定期舉辦各種訓練營，讓全體同仁瞭解TQM

的真諦； 

6.推行「持續改進計畫」，並隨時瞭解各單位的執行情形。 

（二）實施的成果，可歸納為三： 

1.該校推動TQM後，學校行政績效成果卓著，如：架設一個完整

的電腦網路、學生註冊由原需的1~2天縮減為約15分鐘，學

期上課週數由15週延長為17週等，學校品質得到全面性的提

升並獲得肯定； 

2.在教學上為學生設計的活動增加50%以上，並實施多元化評

量，教授開始以統一格式撰寫教學大綱，為初任教師辦工作坊

協助其成長等； 

3.財務由赤字轉為盈餘，學生外宿情形降至50%以下，教授的薪

水大幅調升，同時成立學生活動中心，教學與設備預算大幅提

昇，並取消原有用於維修的預備金用於美化校園環境。 

    綜合以上文獻分析結果得知，學校實施TQM確實有助於經營績效的提

升和教育品質的提高，且美、歐、亞、澳洲各國家都有成功實施的案例，

在實施方式、實施策略和實施成果綜述如下： 

（一）實施的方式 

包括：爭取專業（家）指導，引進全面品質管理的理念；改善學校組

織結構和氣氛；成立品質指導委員會；全員參與；研擬TQM的發展任務；

規劃TQM實施的程序；配以獎勵與表彰措施與評鑑實施成效等方式。 

（二）實施的策略 

包括：掌握在組織文化變遷重大的時機推動；由校長和高階主管發

起、承諾與堅持；運用強有力的領導；提昇員工士氣；孕育品質文化；參

考企業界的經驗；採行消費者為導向的經營；建立實施TQM的原則；運用

TQM工具與技術；擬定持續改進的計畫；實施預防性的評量；實施持續性

的教育訓練；選擇屬於註冊、學生事務等性質之業務優先嘗試，和主動爭

取企業界支援等策略較能收到效果。  

（三）實施的成果 

學校在實施全面品質管理以後可獲致：行政效率、行政品質明顯提

 48



升；學生生活表現、學習成績等都表現優異；教學活動增加，學生更主動

學習；教師更認真教學與重視成長；財政由赤字轉為盈餘；教學與設備的

預算大幅提昇；教師、家長與社區對學校的態度顯著改變等成果。 

二、國內的相關研究與成效 

國內教育界對全面品質管理的重視，約為90年以後的事，學者專家

們皆有專篇論述問世，內容則仍偏重於理論的探討與技術的引進；目前在 

學校採行全面品質管理的策略應用於行政或教學上的例子也不少，如：明

道中學、淡江大學、元智大學、中山大學、中央大學、成功大學、台北科

技大學、台北護理學院、虎尾技術學院等校，有的是運用TQM的技術改善

行政或教學的品質，有的則以申請國際標準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ISO）認證來保證學校行政品質，業

務包括教務、學務、總務、人事等項，以期經由第三者的認證，確保教育

品質，但以實證研究的方式將TQM推行於教育機構的案例不多，若再針對

學校行政單位之人員推行TQM後，對TQM的認知及執行情形作深入探討的

研究卻僅有淡江大學一所（吳清山，民89；淡江大學，民90；張家宜，

民91）。 

我國教育行政組織應用全面品質管理的論述雖不少，但屬於實證研究

的報告卻不多，揆其原因，除了TQM的理論與技術原本是發展、應用於企

業界，它的做法未必完全適用於政府機構和學校行政組織外，政府機關的

推動與獎勵機制不夠也是重要原因；所謂：「品質始於頂層」（quality 

starts at the top），教育行政組織為公務機關之一，我國政府公務機關

卻自民國九十一年起才開放參與申請「國家品質獎」（自由時報，民90；

張家宜，民91），相較於美國的「馬康包立治國家品質獎」（Malcolm 

Baldrige National Quality Award,MBNQA），在1999年開始就應用於政

府教育機構上、歐洲的教育機構則在2000年有「歐洲品質獎」（European 

Quality Award,EQA）的得獎者，可見我國政府對公務、學校機關推行全

面品質管理獎勵的腳步，仍落後其他國家（孫本初，民87；張家宜，民

91）。所幸，一段期間來，國內有不少學者專家（如：王先仁，民84；王

國明，民90；江文雄，民86；吳宗立，民91；吳清山、林天佑，民83；

林天祐，民91；張家宜，民91；高麗鳳，民87；劉仲成，民91等）持

續以專書、論文方式介紹TQM在教育領域的實施方法、績效，或為文推介

國內、外推動成功的經驗，使全面品質管理的概念與方法在目前公立學校

仍不致陌生。 

    張家宜（民91）綜合國外研究及考量研究之需要，學校行政人員對

全面品質管理實施成效的界定如下列十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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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TQM的整體效益：同仁間合作互信，並能增進組織團隊合作； 

（二） TQM的組織氣氛：包括組織結構緊密、可運用資源充足，並有

積極的領導者促進組織目標達成； 

（三） TQM的個人效益：包括個人資料準備、工作控管、資源控管上

有幫助等； 

（四） TQM執行的缺點：包括訓練不足、資源有限、組織成員不願持

續推行等； 

（五） TQM的個人認知：包括個人對學校目標、品質觀念清晰，並會

主動改善工作品質等； 

（六） 個人執行TQM的情況：包括個人工作效率高，且能完成要求

的任務； 

（七） 同仁氣氛：同仁能持續進行改善工作； 

（八） 組織公平性與團隊精神：包括組織能以工作生產力和工作品

質衡量獎賞等； 

（九） 對TQM教育訓練的看法：包括品管小組會議能增進對全面品

質管理的認同，並認為學校給予合理的教育訓練； 

（十） TQM的落實：指個人認為全面品質管理在單位中確實執行。 

這十個構面則可歸納為：TQM的整體效益、TQM的個人效益、TQM的

組織效益與TQM的待改進之處等四個面向予以分析。除了前述結構性問項

外，行政人員對品質的認知與對推行TQM的看法應予列入。 

張家宜（民91）在「大學學生滿意度之實證研究」一文中綜合Bean

和Bradley；Zeithaml、Parasuraman和Berry；Okun和Weir等的研究認

為：「顧客滿意」是評鑑全面品質管理績效的重要指標，而「滿意度」卻

是一種認知評估的形式，亦是一種實際體驗（experience）與預先期待

（expectation）的差距狀態，這種體驗是個人主觀的認知；滿意度也涉

及個人的偏好與情感，不容易以量化方式陳述，卻可透過滿意度調查提供

教育品質改進的重要指標，故仍有參考價值。又根據淡江大學（民90）

全面品質管理的推行報告及張家宜（民91）對實施方式、過程、成效和

對後續研究的建議摘述有三： 

（一） 實施的方式、過程、策略 

1. 依據TQM精神訂定組織目標，並確立「國際化、資訊化、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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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化」的校務發展政策； 

2. 成立「教育品質管理委員會」並以「教育發展中心」為專職

單位，推動TQM工作； 

3. 持續改進並實施TQM教育訓練與行政革新研討會； 

4. 以團隊為導向，全員參與，且各單位成立TQM執行小組，持

續進行P-D-C-A，並定期召開檢討會議； 

5. 制訂各種「規章」、「工作手冊」、「各項重要作業流程圖」使

用，並簡化行政流程與降低決行人員權責； 

6. 制訂各項「規劃、執行與查核表」、「工作檢驗表」、「重點工

作計畫表」、「執行績效評估表」、「工作進度時程表」等使用； 

7. 將工作和資訊科技結合，並透過行政網頁和BBS站開放全校

師生上網評鑑和提供建議； 

8.將實施情形列為專案實證研究，且由行政副校長主持。 

（二）實施的成果 

1.顧客滿意度方面：學校師生、行政對校務滿意度高，學校的社

會形象佳，如：85~89學年度連續五年，教師通過國科會專題

計畫件數及總補助金額居私立大學之冠；民國90年獲數位週

刊公布大學院校數位環境評比第一名等。 

2.市場與人力資源發展績效方面：畢業生再升學或工作表現佳，

如：畢業後再進入研究所深造和出國留學者高達32.1%（89

學年度）；天下雜誌調查全國一千大最受歡迎大學畢業生，連

續六年（1996∼2001）蟬聯私立綜合大學第一名；研究生發表

論文比率倍增等。 

3.財務績效方面：透過全面品質管理的實施，使學校的財務組

織、會計制度健全，並實施綜合預算制度和會計作業資訊化；

以致多年來財務收支及結餘均呈穩定成長，負債減少等。 

4.作業流程管理與資訊管理績效方面：如：推行教務處業務單一

窗口，大幅簡化行政流程，提升行政效率；網路頻寬領先各校，

校園資訊傳遞方便快捷，網路資源豐富等。 

5.行政人力資源提升的績效方面：行政單位同仁對TQM推行多年

來的看法與效益得到下列三方面的效益： (1)在整體的效益

上：行政同仁認為TQM的實行對業務的執行與工作效率提升有

正面的幫助；(2)對個人的效益上：行政同仁認為自己對TQM

的理念與認知明確而積極，在工作上的規劃與控管均有正面效

益；(3)對組織的效益上：行政同仁認為TQM的實行對組織氣

氛的提升給予正面肯定，也有助於同仁間的團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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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校要推動TQM及後續研究的建議 

1.應重視對員工相關教育訓練的周延規劃；暢通單位間雙向溝通

管道與廣納建言；對資深同仁以身作則的落實程度應多加注

意，並要以明確的獎勵制度激勵人心。 

2.要獲得最高行政單位全力支持與各單位主管的配合，並重視同

仁與組織目標的一致性，以凝聚共識。 

3.對後續研究者則建議：在TQM推行成效的構面上可加入客觀性

衡量指標進行研究。 

    同時淡江大學更在民國92年10月中，經SGS稽核正式通過ISO14001

環境管理系統認證通過，並有十一名教師獲「環保之光」獎牌（淡江大學，

民93）。 

全面品質管理在教育上之應用，私立元智大學亦不遺餘力，根據研究

報告指出（王國明，民90）：元智大學於1999年2月成為國內第一所獲

得ISO9001國際品質認證之大學，在實際做法與認證效益方面檢述如下： 

（一） 實際做法方面，主要有三： 

1. 強調必須把要做的事寫成書面規定（文件化），確實依書面

規定執行，並將執行結果加以紀錄； 

2. 透過全員參與，落實學校對教育行政品質提昇的承諾； 

3. 認證過程全部由校內同仁通力合作完成，不假手外界顧問公

司，達到節省經費的效果。 

（二）認證效益方面，與本研究有關者主要有二： 

1.學校行政方面：(1)建立一套符合學校所需，亦可符合ISO要

求的教學行政品保系統；(2)明文規定各項工作，如：招生考

試、課程管理、教學設備管理、畢業審查、人員遴聘、採購等

等之程序及標準做法，讓學校持續有效的運作；(3)整合學校

資源，並藉由外部認證過程，進行持續改善。 

2.行政人員方面：(1)明確定義各項工作流程及相關單位同仁之

工作權責所在，不再因人而治；(2)減少對學校各項業務摸索

的時間，品質系統各項工作在程序中均有規範。 

    （三）採行認證的檢討方面： 

申請國際標準組織（ISO）認證，是推動全面品質管理的方法之一，

它也是目前教育組織應用最多的方法。此法雖然是以獲得第三者認證證書

來表明組織績效達到基本的要求，具有某種品質保證和為顧客提供信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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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有利組織形象的提升，但並不表示組織就達到了「高品質管理」和

「高品質服務（產品）」的水準，且能保證長期成功。就全面品質管理的

意義而言，人們常容易將其所應用的某些方法或工具等視為其本體，而發

生「手段與目的錯置」的現象，因此教育組織在導入ISO後，仍應持續改

善，繼續推動TQM，否則為ISO而ISO，得到的只是更多的文書作業及更

複雜的行政流程而已（廖麗玲，民90；王國明，民90等）。 

全面品質管理在國民中學學校行政應用方面，張萬助（民91）以問

卷調查的方式瞭解國民中學推動全面品質管理的可行性，及教育人員對實

施全面品質管理的意願程度，結果發現：1.國民中學教育人員有相當程度

的意願為提升教育及服務品質付出個人心力；2.國民中學教育人員有相當

高程度體認教育人員的專業知能有助於教育品質提升；3.國民中學教育人

員有相當高程度體認教育人員廣泛的行政參與有助於教育品質提升；4.

國民中學在提升學校教育品質上的相關行政作為有待再更努力；5.國民中

學學校經營導入全面品質管理的理念與作法相當可行；6.不同背景變項教

育人員在「全面品質管理」各層面上有顯著差異。 

綜合以上文獻和國內學校研究的結果分析得知，學校實施全面品質管

理（TQM）或採國際標準品質保證（ISO），和國外學校研究的結果相當一

致，皆有助於經營績效的提升和教育品質的提高。國內的學校在實施方式

與策略、實施成果和實施檢討方面綜述如下： 

（一）實施的方式與策略方面：如：由專業（家）指導；成立品質指

導委員會；由高階主管發起、承諾與堅持；孕育品質文化；採

行消費者為導向的經營；全員參與；運用TQM或ISO工具與技

術；擬定持續改進的計畫；實施預防性的評量；實施持續性的

教育訓練等方式。  

（二）實施的成果方面：學校實施TQM或ISO認證以後可獲致：行政

效率、品質明顯提升；學生生活表現、學習成績表現優異；教

師更認真教學與重視成長；財政轉為盈餘；教學與設備的預算

提昇；教師、家長與社區對學校的態度顯著改變等。  

（三）實施的檢討方面：認為應重視周延的員工教育訓練規劃；暢通

單位間雙向溝通與廣納建言；落實資深同仁的以身作則；要以

明確的獎勵制度激勵人心。 

（四）實施的建議方面：政府應提早推動並獎勵學校機關導入全面品

質管理的機制；學校機關應發展適用於自己機構的TQM方案實

施；申請國際標準組織（ISO）認證，是推動全面品質管理的

方法之一，但並不表示就達到了「高品質管理」和「高品質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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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的水準，因此仍應持續改善，繼續推動TQM。 

肆、小結 

研究者綜合前述文獻論述及國內、外之研究結果，可得如下五個結論： 

一、學校行政實施全面品質管理是學校經營上的重大變革，經營者必須

設法克服學校同仁的抗拒與疑慮，以激勵、引導組織全員參與、互

助合作才能成功。 

二、現有學校行政系統仍保有傳統的科層體制色彩和架構，一旦同仁要

在短時間接受新觀念、改變新做法並非容易。 

三、在困難的克服方面，學校可運用：適宜的教育訓練；重視全員參與

與團隊合作；落實責任制；校長展現決心；借重企業界的經驗；提

供有利的環境和組織氣氛等策略予以克服。 

四、全流程規劃、持續實施教育訓練、簡化行政流程、降低決行人員權

責並制訂各種規章、工作手冊、檢驗（查核）表和各項作業流程圖

使用等是成功推動學校行政全面品質管理的重要關鍵。 

五、檢核學校行政實施全面品質管理的成效，可從整體效益；組織氣氛；

個人效益；執行的缺點；個人的認知；個人執行的情況；同仁氣氛；

組織公平性與團隊精神；對教育訓練的看法；以及全面品質管理的

落實等十個構面著手。這十個構面可歸納為：全面品質管理的整體

效益、個人效益、組織效益與待改進之處等四個面向，獲得所需資

料予以分析。除了前述結構性問項外，行政人員對品質的認知與對

推行全面品質管理的看法亦可列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