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本研究從國中學校行政可以實施全面品質管理的業務內涵與實施、實

施的困難與解決策略、實施之成效三部分來陳述研究結果，並進行討論。 

第一節 學校行政實施全面品質管理的業務內涵與實施 

壹、業務內涵的選擇與實施方面 

一、業務內涵的選擇原則 

本研究原訂業務內涵的選擇原則有二： 

（一）工作內容複雜、工作量較大、影響範圍較廣者且屬於各單位內

部即可完成者。 

（二）學校必須定期辦理、工作內容複雜、工作量大、影響範圍較廣

且需結合各處室人員力量才能完成之活動。 

92年3月因SARS疫情，導致時間不足減為七項。屬於各單位內部即

可完成者，選擇五項，分別是： 

1.教務處之「語文競賽管理」； 

2.學務處之「學生出缺勤管理」與「校園環境整潔管理」； 

3.總務處之「校園美化綠化管理」； 

4.輔導室之「資優資源班經營」。 

屬於需結合各單位者，選擇其中設計較完備者兩項，分別是： 

1.「校慶活動管理」； 

2.「學校日活動管理」。 

二、作業的方式 

確定七項業務後，則根據各項業務的流程採先由上而下，再由下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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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業方式（如圖4-1）進行： 

（一）先由上而下（決策單位 → 工作團隊 → 執行單位） 

即先由研究者提出願景與構想，然後會同各單位主任、組長研商，並

就其必要性與可行性進行分析、修正，然後再透過行政會議共同討論以達

成共識，最後交由各執行單位討論實施之內涵，並彙整實施之計畫、辦法

以及擬定所需用到的表格、圖示。 

（二）再由下而上（執行單位 → 工作團隊 → 決策單位） 

即由執行單位將實施的內涵、計畫、辦法以及擬定所需用到的表格、

圖示草案彙交決策單位檢討其可行性，再交由小組會議共同討論、修正，

最後再利用行政會議議決後公告實施。實施過程中決策單位扮演支持、激

勵、協助的角色，執行單位則扮演執行、檢討與持續改進的角色。 

決策單位  工作團隊  執行單位 

 

將願景與實施計畫

向行政人員說明 
  

 

 

 

 

 

 

 

 

各單位討論實施內

涵、彙整實施辦法

檢核實施內涵、 

辦法之可行性 

執   行 

支持、激勵 
與督導 

持續改進 

利用小組會議共

同研商做法 

檢討與修正 

利用行政會議討

論以達成共識 

 

 

圖4-1  學校行政全面品質管理作業方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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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業的內容 

本研究依作業之程序，可概分為六部分： 

（一） 工作分析 

將本研究選定之七項業務，以「魚骨圖法」（fishbone diagram）與

「要徑分析法」（critical path analysis,CPA）做工作內涵的細部分析，

以做為重新設計作業流程的依據。（詳如工作手冊之各項業務工作細目檢

核表） 

（二） 修訂分層負責明細表（職掌表） 

本研究在進行工作分析與任務分配時，發現目前國民中學使用之分層

負責明細表仍係沿用民國七十二年部頒之版本，不僅有多項職務屬於新

增，如：教務處之資訊組、輔導室之輔導、資料、特教三組，且工作內容、

做法也多有變更，故本研究在進行工作分析的同時，還進行本校行政分層

負責明細表的修訂工作，做為有效分工、充分授權與工作績效檢核之參考

依據。（詳如工作手冊之「台北市立民權國中學校行政職掌表」） 

（三） 設計作業細目 

即根據各項業務工作分析之結果，由各業務單位擬定實施計畫、設計

工作單、表格、圖示、檢核表、滿意度問卷等作業細目，做為工作人員照

表操課之依據。（如工作手冊之各項業務內容） 

（四） 設計作業流程 

本研究將設計之各項作業細目，按業務之分工，先依工作時程的先

後，將各項工作的細目順序列出，再由各承辦單位負責作業流程之設計；

對於需結合其他單位人力才可完成之業務，則由校長或主辦單位主任召集

相關單位人員討論、統整後定案，以提供執行者參照實施。 

（五） 建立工作指標 

本研究為提供各業務單位檢核實施之成果，於各項業務績效檢核前，

先根據學校共同願景與學校行政共同願景建立各選辦業務綜合目標（詳如

工作手冊各項業務實施計畫之目的或目標），及各選辦業務預期達成的工

作指標（詳如工作手冊各項業務之工作指標檢核表）；各項業務工作指標

之達成基準則以5點量表設計，以檢核實施之有效性（effectiveness），

即目標的達成度，建立方式則先由校長根據各項業務之具體工作指標，擬

訂期望達到之基準，再與各業務單位討論，最後修正為大家都可接受，又

具期勉、激勵效能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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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檢核表為求能方便使用，統一以基準「4」作為共同努力目標，當

發現標準或難度過高時，則以修正達成基準之內涵為原則，如：認為基準

「4」需達到90%以上滿意度標準過高，則經討論後可修訂為「需達到80%

以上之滿意度」。工作指標建立之架構如圖4-2所示： 

學校願景 
學校行 

政願景 
選辦業 

務目標 

選辦七項業務 

具體工作指標 

能達成「 

讓每一位

就讀民權

國中的學

生都能健

康成長快

樂學習」 

之學校共 

同願景 

 

能達成 

「績效」

「服務」

「前瞻」

「創新」

之學校 
行政共 
同願景 

 

 

 

能達成 

本研究 

選辦七 

項業務 

之綜合 

目標 

 

能達成 

1.語文競賽管理 

2.學生出缺勤管理 

3.校園環境整潔管理 

4.校園美化綠化管理 

5.資優資源班經營 

6.校慶活動管理 

7.學校日活動管理 

之具體工作指標 

 

學校願 

景達成 
 

 

行政願景

達成檢核 

 

 
建立七項

業務目標

 七項業務預期達成之 

具體工作指標檢核 

圖4-2  學校行政全面品質管理工作指標建立架構圖 

（六） 實施與績效檢核  

本研究於前述各項工作完成後，即開始實施並進行績效檢核，績效檢

核包括兩部分： 

1.選定七項業務完成後之工作檢討、依學校行事曆執行情形、顧

客滿意情形與工作指標達成自我檢核情形。 

2.本研究實施績效檢核，包括「國中學校行政全面品質管理績效

評量表」與「深度訪談」，以蒐集有關之資料。 

貳、學校行政全面品質管理在民權國中實施的過程 

本研究實施的過程分實施的原則與步驟兩方面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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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施的原則 

本研究參考學者專家（井敏珠，民92；林天祐，民91；孫本初，民

86；鄭同僚，民92等）的意見，再綜合學校的性質與需求訂定實施的原

則有七，摘述於下： 

（一） 長程思考與周詳計畫 

以學校長遠發展有利的思考模式，擬定周詳實施計畫，慎選辦理業

務，明確分工充分授權，一旦原則確定，就盡量不做改變。如本研究係經

校務發展SWOTS分析，認為學校經營將面臨校際間競爭激烈和逐年減班的

壓力，必須有一長程、可行的學校經營發展規劃以因應變革，「學校行政

實施全面品質管理」就是其中一項重要策略，經行政會議決議，大家就必

須共同努力以赴。 

（二） 領導者展現推動決心與承諾 

為避免因組織經營方式改變而遭受抗拒，推動的全流程，領導者始終

扮演促動者的角色，展現追求高品質行政服務的決心與承諾。如：研究者

於行政會議、小組討論和教育訓練活動中多次公開宣示推動之決心與承

諾；於資優教育評鑑與資訊教育評鑑中主動向評鑑委員推介並獲肯定；完

成工作手冊之編擬後，以首頁學校特色欄上網公告等。 

（三） 爭取支持與認同 

於教育訓練課程中，使各處室主任、組長能瞭解學校行政全面品質管

理的理念與做法，並提出可令成員信服的驗證結果，爭取支持與認同，再

以行動研究的方式，提供學校行政人員充分參與，對實施之成果並進行共

同評鑑，以形成組織共同的文化。 

（四） 掌握全面品質管理的基本原則 

本研究在推動過程中，充分掌握全面品質管理的基本原則，有五： 

1. 顧客導向 

本研究於規劃時即以「學校師生、家長最滿意」、「下一步驟工作者最

滿意」、「作業者最便利」的角度作綜合性考量、設計，並定期提出分享、

討論。（詳如研究工作日誌之921117之主任、組長、家長委員回應） 

2. 全流程規劃 

本研究自計畫擬定、工作分析、作業流程規劃、各項辦法、表格、圖

示設計、活動辦理、成果之展現、績效檢核、資訊科技的運用等以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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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方式規劃，過程中還將師生、家長、行政同仁的創意、需求、意見也

納入考量。（詳如工作手冊之全流程工作檢核表） 

3. 全員參與 

本研究為考量要讓校內全體行政人員都能參與，所以邀請（要求）教

務、學務、總務、輔導四單位必須選擇1~2項認為最需要且可行的業務列

入，以單位內團隊工作的方式進行；其次是屬於全校性質、工作內容複雜、

影響深遠且需結合各處室人員力量才能完成之活動，選擇2項列入，分別

以小組工作（如校長或主辦單位主任召集之會議；各單位內召集之處內工

作會議）與全員工作（如整合性之籌備會議、工作說明會、檢討會，需全

體行政人員參加者）的方式進行，以達全員參與之目的。 

4. 持續改進 

利用教育訓練、小組和全員工作會議或日常工作中，隨時與學校行政

人員溝通，傾聽同仁的建議和需求，使全體行政工作人員體認持續進步和

追求高品質的行政服務是一項榮譽也是一種責任；將修訂中之資料，以專

用資料夾存於校內專用網頁（ftp://10.129.10.10），提供同仁隨時參研、

修正、補充；將每學年度完成之工作手冊訂為當年度之工作手冊版本，經

檢討、修訂後之工作手冊訂為新（下）年度之工作手冊版本。（目前使用

者為92學年度版本） 

5. 建立工作指標 

本方案於實施時，訂定各項業務之「工作指標」，以數值目標之設計，

先由校長擬出期望達到具體基準，再與各業務單位主任、組長討論，最後

修正為大家都可接受之標準，做為共同努力的目標。 

（五） 配合行事曆運作進行績效檢核 

    本研究於進行之初即與各單位同仁達成共識，各項業務之進行除教育

行政單位有特殊要求，或校內有重大原因需改變工作期程外，盡量依學校

既定之行事曆運作。 

（六） 與主辦人員分享成功和責任 

 本研究為讓學校行政人員對承辦之業務負責做好，除定期進行工作檢

討、成效表揚外，另請各業務負責人在各項實施計畫、作業表格、圖示後

面留下設計人之姓名、日期，以尊重設計者之智慧財產、區分各工作的負

責人，也可保證各業務人員工作的品質。（詳如工作手冊之各辦法、表格、

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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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適時化解同仁的擔心與疑慮 

    研究進行中常會遇見行政工作同仁對本方案不夠瞭解，或對實施的擔

心和疑慮必須適時化解，使工作能順利進行。 

「個人覺得這個方案很好，值得推，我們擔心的是不知道要做到什麼程度 

？」（研究工作日誌，920212-1，B君） 

「有些工作的內容可以有較大幅度改變，像辦校慶活動的方式、秋天時要 

種些什麼樣的花？…是否會在標準訂出來之後反而是一種限制？」（研 
究工作日誌，920212-2，B君） 

二、實施的步驟 

本研究之實施步驟，主要是以參考學者專家（吳清山，民90；張家

宜，民91等）的看法，再依學校之性質與需求研訂之，分實施前的準備

階段、學校行政全面品質管理的實施與實施後的資料蒐集與績效評鑑三部

分說明，摘述於下：  

（一）實施前的準備階段： 

1. 本方案實施前幾年，研究者就已經陸續將企業化經營的理念與

學校行政同仁分享，並嘗試應用於學校行政經營中。（如行動

辦公室、總務處之馬上辦中心、邀請企業界蒞校專題演講、計

算行政會議的單位成本等） 

2. 建立學校行政共同願景，以追求「績效」、「服務」、「前瞻」、「創

新」作為學校行政的共同願景。 

3. 將兩週一次之行政會議各安排約30~40分鐘為讀書會時間 

，由行政同仁輪流作讀書報告、經驗分享或邀請學者、專家做

專題演講，將學校行政團隊型塑成一個學習型組織。 

4. 實施前由校長於行政會議中介紹「全面品質管理」與「學校行

政全面品質管理」的意義、內涵與價值。 

（二）學校行政全面品質管理實施階段： 

 1.計畫階段： 

（1） 根據學校之性質與目前最需要，訂定實施計畫； 

（2） 選定計畫實施之各業務項目、內容； 

（3） 校長倡導與爭取各業務單位主任的認同與支持； 

（4） 釐清顧客的意義、內涵與確定顧客的需求和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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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進行學校行政實施全面品質管理的先探研究。 

2.教育訓練： 

（1） 實施教育訓練，全程安排18小時之教育訓練；（課程、講座、

時數安排如本研究之教育訓練課程） 

（2） 營造全面品質兼顧的學校行政文化； 

（3） 建立學校行政人員對行政服務品質的承諾。 

3.組織與分工： 

（1） 成立學校行政全面品質管理推動小組；（由校長與各業務單

位主任組成） 

（2） 成立各業務單位品管小組；（由各業務單位主任、組長、負

責業務之職員組成） 

（3） 修訂學校行政職掌表（分層負責表）與落實績效責任； 

（4） 進行工作分析與各項作業流程設計。 

4.執行階段： 

（1） 訂定各項業務之綜合性目標； 
（2） 修訂各項實施辦法、表格、圖示，並編製成工作手冊； 
（3） 兼顧各單位的團隊工作表現與個別工作表現； 
（4） 以行動研究模式，引進相關行政人員參與； 
（5） 訂定各業務績效評鑑工作指標； 
（6） 將「工作手冊」專檔掛於學校行政網頁中，提供同仁及友校

參照使用。 

從計畫階段、教育訓練的實施、組織與分工到執行階段，總計十八項

工作。 

  （三）績效評鑑階段： 

1. 實施績效評估與訪談，並列入學校行動研究； 

2. 以分組方式與各業務單位人員座談，除肯定同仁之工作績效

外，亦藉機發現問題、檢討缺失、設法改進並期勉持續改進； 

3. 實施「滿意度調查」或「實施方式建議調查」； 

4. 建立優質學校行政文化與發展特色，並將全面品質的概念應用

於其他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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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施過程的重要修正與改變 

本方案在實施後仍發現不少事前無法掌控或窒礙難行之處，其中影響

較大者有三，摘述於下： 

（一） 工作內容的修正 

本研究原定選辦業務計十二項，實施後發現作業量太大，過程中又遇

見SARS肆虐，學校防疫工作吃緊而暫時停頓近三個月，民國92年7月初

以後，SARS疫情稍緩，原訂之工作量已很難完全做到，只好修正減為七

項。 

（二） 顧客滿意概念重新界定 

本研究進行顧客滿意度調查表設計時，部分同仁認為學校行政人員執

行國民教育業務是在「執行公務」，不宜以「顧客滿意」為考量，經溝通，

部分業務改為大家可接受的「辦理方式建議表」替代「顧客滿意問卷」定

案，但仍保有全面品質管理之精神與做法。如：語文競賽、學生出缺勤管

理、校園環境整潔管理等三項。 

（三） 參與研究者的改變 

本研究之進行，跨91、92兩個學年度，中途仍難免有人事異動而影

響工作順利進行。如：設備組長出國進修，生教、訓育二組長堅辭行政；

經商請，原衛生組長調任訓育組長，衛生、設備、生教三組長缺則由其他

老師接任。過程中也有部分同仁以下學年將不想再接行政工作，最後校長

只好以「做完功課（完成實施辦法、作業流程、工作細目與表格之設計）

就可以下來（辭行政）」為條件才完成工作。 

參、分析與討論 

一、業務內涵的選擇與取捨方面 

由於本研究學校行政工作的內涵界定為「支援教學、服務師生、過程

督導、成果考核」四項，學校行政的願景為「績效」、「服務」、「前瞻」、「創

新」，所以提供高品質的服務是做好學校行政的核心工作。 

依專家們的看法：學校行政工作的性質可歸類於服務業類別中，服務

是直接由人對人進行，品質則是由提供服務的人和接受服務的人（顧客）

共同決定（王先仁，民84；何瑞薇，民91等）；又根據吳清山、黃旭鈞

（民84）、石川馨（民85）、孫本初（民90）等的看法：組織中本單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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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其他單位或個人，即可視為本單位之內在顧客，學校行政人員間即可

相互視為內在顧客。 

因此，本研究於實施時即是以「提供高品質的行政服務」為目標，採

行學校行政全面品質管理為主要策略，將學校內之行政人員視為實施全面

品質管理的主要顧客（內在顧客）；又根據專家們的看法：學校可先從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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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對業務內涵的選擇，

就是以學校行政人員的需求與滿意為優先考量，所以進行順利。 

二、作業的方式與內容方面 

確定七項業務後，本研究以參照學者專家（徐錠基，民92；張家宜，

民91等）的意見，作業的方式採先由上而下，再由下而上方式進行，即

先由校長提出構想、草案，然後交由各業務單位研商，選出各處室較重要

且具代表性的工作項目，再透過校長核定後試辦。 

作業的內容則依程序仍以參照學者專家（井敏珠，民92；徐錠基，

民92；張家宜，民91等）之看法，以小組方式進行工作分析、作業流程

規劃、各項實施辦法、表格、圖示設計，並修訂分層負責明細表和建立預

期達到的工作指標，最後依計畫實施。 

由於各業務內涵之選擇及全流程規劃的方式都是參照學者專家的看

法，各項實施辦法、表格、圖示的設計也符合學校的性質與需求，尤其大

部分內容、草案為學校已有，同仁只要予以整理，使它符合全面品質管理

的精神、原則即可實施，所以進行也還算順利。 

三、實施的原則與步驟方面 

本研究綜合學者專家之看法（中華專業經理人研究發展協會，民89；

林天祐，民91；孫本初，民86；秦夢群，民89；鄭同僚，民92；劉仲成，

民91等），結合學校的性質、需求與已有之條件，以：1.長程思考與周詳

計畫；2.校長展現推動決心與承諾；3.實施教育訓練與爭取支持、認同；

4.掌握全面品質管理的基本精神與原則；5.配合行事曆運作進行績效檢

核；6. 與各主辦人員分享成功和責任；與7.適時化解同仁擔心與疑慮等

七個原則實施。 

實施時主要是遵照井敏珠教授（民92~93）之指導，以掌握目前學校

進行經營變革較為有利時機作基礎，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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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研究期間學校行政人事異動較小，教務、學務、總務、輔導

四處室18位主任、組長中僅3位為新任，較有利於工作的傳承。 

（二） 教務、學務、總務、輔導四處室18位主任、組長中，有10位

在本校擔任行政職務達5年以上，同仁不僅對行政事務熟悉且

都已參與多年行政同仁讀書會，有利於教育訓練的實施和新組

織文化的塑造。 

（三） 本研究實施前（90學年度）已建立學校行政「績效、責任、前

瞻、創新」的共同願景，行政同仁亦大都能體認目前校際競爭

激烈和學校已面臨減班與經營上的困境。 

實施的步驟則主要參考吳清山（民90）、張家宜（民91）之看法，分

為：1.計畫階段（包括：訂定實施計畫、選定實施項目、倡導與爭取認同、

確定顧客需求與進行先探研究等）；2.實施教育訓練（包括：安排教育訓

練課程、營造全面品質的學校行政文化與對行政服務品質的承諾等）；3.

組織與分工（包括：成立品管推動小組、修訂行政職掌表、進行工作分析

與各項作業流程設計等）；4.實施與持續改進階段（包括：編製工作手冊、

重視工作表現、訂定工作指標、實施績效評鑑與持續改進等）四個階段。 

由於本研究在實施的原則、時機掌握和實施的步驟都是參照學者專家

的看法，也符合學校的性質與需求，或以目前學校較有利時機、條件作基

礎，致使進行中雖多次有同仁表示遲疑，但仍能順利推動。 

四、實施過程的重要修正與改變方面 

行動研究是包括一連串規劃、行動、行動結果事實發現的循環過程，

研究者與參與研究者間存在著一種相互合作的關係，而參與式行動研究

（pra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的特性是要讓參與研究者變成行動

研究者，在過程中能主動探詢資訊、提供未來行動的意見（胡幼慧，民

91）；又，質性研究是根據觀察、經驗為憑，重點在描述現象、發現事實

（丁興祥，民93）。 

本研究在進行過程中，學校部分同仁從「不願意」到「勉強接受」到

「開始認同」，進而做出了一些成果，以及在實施後遇見不少事前無法掌

控或窒礙難行需進行修正或改變之處，如： 

（一） 選辦業務由十二項減為七項，乃因期間SARS肆虐，行政業務

量過大無法兼顧而決定減項； 

（二） 部分業務（語文競賽管理、學生出缺勤管理與校園環境整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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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因同仁不認同「顧客滿意度調查」做法，而改以「執

行方式建議表」實施； 

（三） 校園環境整潔管理因第一線導師不願在檢核表上簽名背書，

而改以每日一次由班級衛生股長檢核後直接填報衛生組；  

（四） 研究過程因跨學年度造成參與研究者的改變等。 

這些修正或改變是根據研究過程中一連串事實和需求而來，因此它就

是一種不斷修正與改變的歷程，可見本研究實施後所進行修正或改變是必

然也是常態。 

第二節  學校行政實施全面品質管理的困難與解決策略 

壹、學校行政實施全面品質管理的困難方面 

本研究在實施學校行政全面品質管理時所遇見的困難問題，可分成來

自國中行政制度的困難與來自人員新觀念建立不易的困難兩方面分析： 

一、國中行政制度的困難 

（一）行政業務量過大，再推動變革不易 

近年教育大環境變遷快速，各項教育政策也隨之大幅度改變，國中學

校行政業務量大增，再加上各項教育評鑑、業務視導過於重視書面資料的

陳現，耗去學校行政人員不少工作時間。以本校為例，教師兼主任、組長

平均每天需上班約十小時以上（Am7:30~Pm5:30），普遍感覺工作壓力太

大，而紛紛想辭兼行政工作，致使再想推動學校行政全面品質管理的難度

增加，阻力也增加。 

「一些教改的政策實在搞死人了，什麼○○要參展，沒幾天又是○○計畫 

要報局。」（研究工作日誌，911231-3，E君） 

「在做規劃、設計時，…因為事情太多，像一通電話要報什麼報表的…， 
定不下心做事情，也沒時間，我們是盡量不會帶回家做的。」（F君， 

321-3） 

「剛開始花太多時間在上面；執行的時候，它的複雜度會讓人怯步；行政 

人員都接不久，會比較難；將來校長走了，可能會變成SOP。」（E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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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1；3；4；5） 

「目前○○處的工作實在太多也太雜，比較找不出時間定下心來做事情。」 

（G君，321-1） 

（二）行政人員更換頻率高，工作推動不易 

目前國中學校行政制度下，教師大都不願接任行政工作，致使教師兼

組長、主任人員更換頻率太高，學校行政工作反由較資淺的老師擔任，或

因接任行政的時間較短，經驗不足，或因自覺人微言輕，往往不敢將該往

下交的工作往下交，結果反而是需靠自己慢慢做，造成工作業務超量而影

響進度。 

「我覺得○○姐（辦公室幹事）也很忙，不好意思再找她幫忙，我看我還 

是自己慢慢做好了。」（研究工作日誌，921114-1，F君） 

「可能我的行政歷練還不夠…，檢核總是會傷感情。」（B君，321-8） 

「環境整潔檢查表各班衛生股長簽名沒問題，但有些導師可能不肯簽…。」 
（研究工作日誌，920915-1，F君） 

（三）校長、主任缺乏及時獎、懲的權力與資源 

目前公立國中對校內行政工作人員的獎懲，大都需以直接、間接承辦

教育行政單位交辦業務之有功人員為限，校長、主任並無及時的權力與資

源，如本研究之「資優資源班經營」最早完成規劃並試行，校長卻只能以

口頭上的感謝、肯定而已。 

二、人員新觀念建立不易的困難 

綜合學校推動之經驗，公立學校在推動行政革新時，人員新觀念的建

立不易，致使在作業的困難增加。 

（一）學校行政人員較缺乏績效、品質的觀念，作業的方式常會以行

政需求或作業者便宜行事為考量。 

「有些事情知道這樣做下去有問題，可是說出來他們又會有一堆說詞…， 
有時我也會等到事情爆發，才來收拾，才有理由、藉口再要求部屬。」 

（B君，321-10） 

「我覺得我們學校已經不錯了，大家也工作的很努力，○○學校還不是一 

樣，辦○○活動，跟從前的做法沒兩樣…；只要升學率高，就是有績效 
、有品質，家長就會滿意…。」（研究工作日誌， 921114-2，C君） 

「只有校長或相當資深的主任才能推TQM，要是現在的我，是不敢這樣做 

。」（B君，3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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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行政人員較缺乏責任意識，在行政作業面臨變革時，常以

「不積極」、「不主動」、「凡事依指示辦事」的態度面對。 

「格式的統一彙整需要由一個對TQM深入瞭解的人來做，校長走了，誰來 

做？」（E君，321-6） 

「有些行政人員，凡事都要用”請示”的方式做事情，最後到校長這邊，變 
成只有校長在做TQM了。」（B君，321-5） 

「有些人希望學校的做法模糊一點好…，太清楚有壓力。」（C君，321-4） 

「是很有必要，但人會懶…；大家會覺得以前沒做，現在要做，多一事不 
如少一事嘛。」（F君，321-1；-2） 

（三）學校行政人員常把工作視為在「執行公務」，而較不考慮服務的

態度與以改善為主的顧客滿意文化。 

「我覺得辦○○競賽，是教育局規定要做的，不應該用”滿意度調查”來檢核 
執行的績效…。」（研究工作日誌，921016-2，B君） 

「要是校長、主任都沒有要求，最後辦校慶、畢業典禮會像平常的升旗典禮 

…。」（B君，361-2） 

「我不會把顧客滿意放在第一位，而認為計畫考慮周延比較重要，相信只要 

規劃的好，顧客就會滿意。」（G君，201-1） 

「我覺得…直屬的人員不是我的顧客…，應該做好的事情，大家有共識，就 
應該做好。」（B君，201-2） 

（四）學校行政人員常把組織變革、行政革新、持續改善視為額外增加

的工作，因此較缺乏改變的意願。 

「我們○○單位最近工作實在很忙，又是○○的報名，還要辦○○競賽…。 
」（研究工作日誌，920316-2 ，E君） 

「像○○○，作業流程、檢核…對他絕對有需要，但要提前讓他知道要做什 
麼工作，…對他來說也是成長。」（B君，311-5） 

「我的最大問題是來自底下的壓力，他們不喜歡改變…。」（B君，321-3） 

「是新名詞，在沒看到具體實例前，難以立即肯定其價值；把企業界的東西 

拿來教育界用，我會有點排斥。」（K君，361-1；213-1） 

貳、學校行政實施全面品質管理困難的解決策略方面 

本研究在解決困難問題的策略方面，主要參照學者專家的意見和善用

學校既有資源方式，訂定周延的實施規劃，並經常將感謝掛在嘴邊方式予

以克服，本研究之解決策略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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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解決國中行政制度困難的策略 

   （一）行政業務量過大，再推動變革不易方面，主要策略有四： 

1.清楚描繪願景，激勵同仁完成 

校長於行政會議中多次清楚描繪本方案實施前雖然會增加不少準備

工作，但在正式實施後，行政重複作業量將會減少，工作品質、績效將會

提升的願景，激勵同仁共同完成。 

2.簡化一般行政作業流程，減少工作總量 

鼓勵或允許各業務單位將一般行政作業流程簡化，以減少工作總量。

如：推動校內行政網路公佈欄，減少資料印、發等瑣碎工作；一次簽辦，

就請足全學年所需蓋妥關防的畢業證明書、成績證明單等。 

3.組織工作團隊，共同完成任務 

鼓勵各業務單位，建立工作團隊，盡量以合作互助方式完成單位內任

務；對於跨單位、全校性、跨校際或難度高、工作量大的工作，則以授權

主辦單位另組「專案工作小組」，決定所需資源、人力之方式共同合作完

成任務，如：辦理校慶、學校日、各項評鑑、訪視活動；SARS防疫工作；

承辦台北市中等學校運動會典禮組等工作。 

4.尋求人力奧援，協助行政工作 

商請實習老師以專長、興趣分組，分派各行政單位協助一般事務工作

和書面、電子資料之建檔、彙整；必要時還可比照組織「專案工作小組」

方式，給足人力奧援。（目前計14位實習老師分坐各業務單位，協助行政

工作） 

（二）行政人員更換頻率太高，工作推動不易方面，主要策略有三： 

1.商請高階主任支持與協助 

    商請各單位主任擔任學校行政全面品質推動小組召集人，並強調團隊

績效；以私下溝通、請託方式商請其他單位主任給予新接任行政之組長、

主任支持與協助等。 

2.協助中階組長增權賦能 

    重新修訂分層負責明細表（職掌表），依專業、職掌充分授權，分層

負責；利用小組討論或個別機會與新接任組長討論工作方法，並協助其完

成；定期分享各工作小組進度與表彰功勞；持續推動學校行政讀書會，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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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職能等。 

3.重視經驗傳承，提供有利工作情境 

    強調工作交接與經驗傳承，並請主任擔任監交工作；重新修訂各單位

職員之工作職掌表，並落實職務輪調與職務代理制度；提供每位行政人員

一部行政專用筆記型電腦；容忍部分新接任之行政人員不是100%的任務

達成率等。 

   （三）校長、主任缺乏及時獎、懲的權力與資源方面，主要策略有三： 

1.校長展現推動之決心 

筆者多次利用正式會議明確表明推動實施的企圖心，與對學校未來發

展的關注，並以實際行動證明個人推動的決心。如：全程參與各單位或各

工作小組之討論；安排全程之教育訓練課程；參與、協助工作進度較慢之

單位等。 

2.重視單位績效展現與個人功勞表現 

將處室間的相處關係醞釀成「既是競爭對手，也是合作伙伴」關係；

於行政會議中公開表揚傑出、提醒失誤；將工作人員姓名留於所設計之各

項辦法、表格、圖示上，既給予榮譽，也強調責任等。 

3.善用機會，展示推動成果 

完成「工作手冊」編纂後，即以「學校重要特色」掛上學校網站首頁；

利用年度資訊教育評鑑機會，將本實施方案列入學校重要特色之一；主動

向家長會、評鑑委員、友校推介，並公開表揚有功人員等。 

二、解決人員新觀念建立不易的主要策略有四： 

（一） 利用教育訓練，改變同仁觀念 

利用教育訓練與小組經驗分享機會，建立顧客滿意導向、作業全流程

考量、一次就做對做好、有績效、重品質、持續改善與單位成本的觀念。 

（二） 型塑學習型組織，擴大同仁視野 

強化行政讀書會功能，本研究期間，除依計畫安排特有之教育訓練課

程外，每學期至少安排二至三次學者專家蒞校專業講座，及一至二次校內

同仁經驗分享、專業報告，將行政團隊塑造成學習型組織。 

（三） 利用個別化溝通，協助觀念改變與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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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較缺乏責任意識、較消極被動、凡事依指示辦事之同仁，進行私下

個別溝通，一面協助其觀念改變，一面和其共訂目標與工作進度，陪同、

協助其成長；先認同將工作視為「執行公務」，同時要求建立績效、品質、

服務與持續改進的行政文化等。 

（四）進行SWOTS分析，爭取信任與支持 

對學校發展進行SWOTS分析，也鼓勵各單位將重要業務之經營進行

SWOTS分析，並提出具體經營、改善策略，以爭取各階層行政工作人員和

家長、老師的信任與支持。 

參、分析與討論 

本研究在推動之初期遇見不少困難問題，也逐項依學校的性質與需求

提出解決策略，分析討論如下： 

一、本研究在進行的前一段時間，確實遇見如王先仁（民84）、台北市

公訓中心（民85）、黃朝盟（民87）、吳清山（民90）及劉仲成（民

91）等所提：公立學校成員較缺乏危機感；比較沒有品質的概念；

不願意從事革新工作的問題，尤其在行政業務量較繁忙的期初、期

末，例行的業務已經讓學校行政人員十分忙碌，學校又無權做太多

改變，再加上校長、主任缺乏及時獎、懲的權力與資源，常令工作

進度延宕，且幾乎每一次的工作持續進展都需由筆者主動邀請、準

備資料、交代作業後才能順利進行。 

二、學校部分行政人員不完全認同在國中實施全面品質管理的理念，例

如把工作視為「執行公務」，較不易建立以服務為主的顧客滿意文

化，這也與前述學者專家的看法一致。因此，本研究在推動過程中

對實施的內涵、方式需有較多的妥協，如：將語文競賽管理、學生

出缺勤管理和校園環境整潔管理三項的「滿意度調查表」改為「實

施方式建議表」，以先爭取支持，但在做法上仍盡量維持全面品質

管理的原則與精神。 

三、本研究解決困難問題的策略，主要是先參照學者專家的意見（井敏

珠，民92；林天祐，民91；秦夢群，民89；陳木金，民91；廖麗

玲，民90；劉仲成，民91等）和善用學校既有資源方式，將實施

後之願景清楚描述，激勵同仁以團隊方式完成，同時還將部分行政

業務的作業流程簡化，和商請實習教師協助學校行政，並經常將感

謝掛在嘴邊方式予以克服。 

四、學校行政同仁把工作視為執行公務，做事缺乏積極主動，凡事依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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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辦事等不易建立以服務為主的顧客滿意文化部分，筆者曾嘗試能

以較短時間內改善，但發現確實不容易，最後仍需以妥協收場。但

經推動一段時間後，發現同仁觀念仍可慢慢建立，可見在公家機構

進行改革或經營方式轉型，正如吳清山（民90）、秦夢群（民89）、

張萬助（民91）、管高岳（民91）、黃朝盟（民87）、劉仲成（民

91）以及Blankstein(1996)、Deming（1997）、Handy（1998）等

的看法：引進外界觀點或壓力、落實教育訓練、協助同仁增權賦能、

重視經驗傳承，以「漸進」又較「強制」的方式推動；同時，筆者

亦盡量提供學校行政同仁更充分參與決策的機會，對實施的方式也

允許較大幅度修正，以爭取合作，到實施後期反而有漸入佳境的成

績。    

五、對新學年校長異動後能否持續實施的看法和疑慮方面，幾乎所有學

校行政同仁都認為全面品質管理對學校很具價值，經過一段時間努

力也見到不錯的績效，但卻會擔心因新校長不認同、不支持，或是

因缺乏支持的行政團隊而變質，甚至會因新人新政，再推出一項新

做法而告中斷，這是目前在公立國中校長有任期制，和教師兼行政

人員異動較大下的無奈。 

第三節 學校行政全面品質管理實施的成效 

本研究擬從國中學校行政全面品質管理績效評量表之結果分析、選辦

之七項業務工作指標成果分析與深度訪談之結果分析三部分說明： 

壹、「國中學校行政全面品質管理績效評量表」實施結果的分析與討論 

本研究於實施國中學校行政全面品質管理後，即進行績效評量，總計

向學校行政人員發出問卷28份（含本研究選辦七項業務之主、協辦全體

主任、組長、職員等全數學校行政人員），回收有效問卷24份，回收率

85.7%。其結果分析如表4-1至4-5所示。 

一、實施後之整體效益方面 

    整體而言，學校行政人員認為學校實施行政全面品質管理後之整體效
益高於實施前，且達顯著水準（p ＝-18.4120）；又，就各分項題目之結

 88



果看，學校行政全面品質管理實施後，學校行政人員認為： 

（一）老師、家長、學生和行政人員間與校內行政人員間的信任程度

都高於實施前，且達顯著水準（p＜.01）； 

（二）老師、家長、學生和行政人員間與校內行政人員間的合作關係

都高於實施前，且達顯著水準（p＜.01）； 

（三）行政決策的開放、工作士氣的提高、執行P-D-C-A情形、對業

務電腦化的推行成效及對本研究選定辦理之七項業務執行情

形均高於實施前，且達顯著水準（p＜.01）； 

（四）對工作時間的節省、學校經費的節約與學校形象的提升都高於

實施前，且達顯著水準（p＜.01）。 

可見學校行政人員在實施全面品質管理後之「整體效益」均持肯定

態度，詳細之結果如表4-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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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學校行政全面品質管理整體效益分析表            n＝24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1.老師、家長、學生和行政人員間 

的信任程度增加情形？ 
實施前

實施後

6.7083

7.7083

1.6545 

1.3667 
-3.6253** 

2.校內行政人員間的信任程度增加

情形？ 
實施前

實施後

6.6250

8.2917

1.3453 

1.2329 
-5.5750** 

3.老師、家長、學生和行政人員間合

作關係的改善情形？ 
實施前

實施後

6.0833

7.3750

1.3160 

1.3126 
-4.6302** 

4.校內行政人員間合作關係的改善

情形？ 
實施前

實施後

5.7917

7.5833

1.3181 

1.4116 
-5.7306** 

5.行政決策過程的開放情形？ 
實施前

實施後

6.0417

7.5000

1.7315 

2.0851 
-4.9476** 

6.對行政人員工作士氣提高的成效

如何？ 
實施前

實施後

6.2083

7.5833

1.6146 

1.8631 
-4.2557** 

7.執行「P-D-C-A循環」的情形？ 
實施前

實施後

6.0000

7.7500

1.5604 

1.2938 
-6.8055** 

8.對「業務電腦化」的推行成效情

形？ 

實施前

實施後

6.7917

8.1667

1.5030 

1.3077 
-4.6812** 

9.學校在全面品質管理的指定業務

項目執行情形如何？ 

實施前

實施後

6.4167

8.0417

1.5581 

1.3667 
-6.7890** 

10.對工作時間節省的成效如何？ 
實施前

實施後

6.0417

8.1250

1.3981 

1.3929 
-7.7554** 

11.對學校經費節約的成效如何？ 
實施前

實施後

5.9167

7.2500

1.6659 

1.7258 
-4.0000** 

12.對學校形象提升的成效如何？ 
實施前

實施後

6.2917

8.0417

1.4590 

1.6280 
-6.0295** 

合       計 
實施前

實施後

6.2431

7.7847

1.5198 

1.5264 
-18.4120**

** p＜.01                                             

二、實施後之組織效益方面 

    就對組織的效益來說，學校行政人員認為學校實施行政全面品質管理
後之效益高於實施前，且達顯著水準（p ＝-18.8603）；又，就各分項題

目之結果看，學校行政實施全面品質管理後，學校行政人員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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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促進學校組織目標之達成、組織結構的緊密增加情形均高於

實施前，且達顯著水準（p＜.01）； 

（二）對組織溝通的開放、民主共決與行政人員依TQM精神、計畫、

流程做事情形均高於實施前，且達顯著水準（p＜.01）； 

（三）在資源的分配、設備、器材運用與單位主管的激勵、協助情形

均高於實施前，且達顯著水準（p＜.05∼p＜.01）； 

（四）在持續改進情形與行政人員在工作方法、工作時間上之自主空

間亦高於實施前，且皆達顯著水準（p＜.01）。 

可見學校行政人員在實施全面品質管理後之「組織效益」均持肯定態

度，詳細結果如表4-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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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學校行政全面品質管理組織效益分析表             n＝24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1.促進學校組織目標的達成情形 

？ 
實施前

實施後

5.9583 

7.6250 

1.7565 

1.9295 
-5.6920** 

2.促進各處室組織目標的達成情

形？ 
實施前

實施後

6.5417 

7.8750 

1.5598 

1.4540 
-4.9950** 

3.組織結構緊密的增進情形？ 
實施前

實施後

6.2917 

8.1667 

1.7315 

1.4346 
-6.5940** 

4.組織溝通的開放程度？ 
實施前

實施後

6.3333 

7.5833 

1.9927 

1.6659 
-4.8610** 

5.行政人員接受團體決議執行的

情形？ 

實施前

實施後

6.4583 

8.0417 

1.7189 

1.5737 
-6.3950** 

6.單位主管要求所屬人員要按照

工作計畫、流程做事的情形？ 

實施前

實施後

6.5000 

8.2917 

1.6418 

1.5174 
-7.4460** 

7.行政人員用全面品質管理知識 

、技巧與精神完成任務情形？ 

實施前

實施後

6.1667 

7.9583 

1.3406 

1.3015 
-7.4460** 

8.人力資源供分配、運用的靈活情

形？ 

實施前

實施後

5.9583 

7.6667 

1.4289 

1.8098 
-6.9910** 

9.資訊、設備、器材的靈活運用情

形？ 

實施前

實施後

6.3750 

7.6667 

1.5829 

1.5228 
-4.7420** 

10.單位主管對所屬人員工作困難

協助改善的情形如何？ 

實施前

實施後

6.6250 

7.5417 

1.7399 

2.2454 
-2.0190* 

11.校長、主任經常會刺激行政人

員重新思考做事的方法？ 

實施前

實施後

6.0833 

7.5000 

1.7917 

2.2458 
-3.5120** 

12.學校行政人員持續改善工作的

情形？ 

實施前

實施後

6.2917 

7.8750 

1.7315 

2.0068 
-6.5930** 

13.在工作方法上行政人員的自主

空間如何？ 

實施前

實施後

6.6667 

7.9583 

1.6330 

1.2676 
-4.0940** 

14.在工作時間上行政人員的自主

空間如何？ 

實施前

實施後

6.1667 

7.4583 

2.0359 

2.0637 
-4.5260** 

合       計 
實施前

實施後

6.3155 

7.8006 

1.6827 

1.7309 
-18.8603**

* p＜.05    **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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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施後之個人效益方面 

    就對個人的效益來說，學校行政人員認為在學校實施行政全面品質管
理後之效益高於實施前，且達顯著水準（p ＝-26.0839）；又，就各分項

題目之結果看，學校實施行政全面品質管理後，學校行政人員認為： 

（一）對工作準備、工作控管與資源控管情形均高於實施前，且達顯

著水準（p＜.01）； 

（二）對全面品質管理與對學校目標的瞭解，以及成功擬定和執行各

項計畫之情形均高於實施前，且達顯著水準（p＜.01）； 

（三）對規劃與安排工作進度、依作業程序完成工作與主動改善工作

品質的情形均高於實施前，且達顯著水準（p＜.01）； 

（四）對能否獲得肯定或獎勵，以及將來是否有更多學校願意推行全

面品質管理亦高於實施前，且皆達顯著水準（p＜.01）。 

可見學校行政人員在實施全面品質管理後之「個人效益」均持肯定態

度，詳細結果如表4-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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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 學校行政全面品質管理個人效益分析表              n＝24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1.個人工作資料準備的及時、妥善

程度？ 
實施前

實施後

6.6250 

8.3750 

1.5551 

1.6892 
-7.2122** 

2.個人工作控管的有效性如何？ 
實施前

實施後

6.6250 

8.5000 

1.4982 

1.3513 
-6.9115** 

3.個人資源控管的有效性如何？ 
實施前

實施後

6.3333 

8.1250 

1.7362 

1.2619 
-6.8324** 

4.行政人員對全面品質管理的理念

與內涵瞭解程度？ 
實施前

實施後

5.5833 

8.2500 

1.5581 

1.3270 
-8.0000** 

5.行政人員對學校整體目標的瞭解

程度？ 
實施前

實施後

6.0417 

8.1667 

1.4590 

1.3726 
-8.7408** 

6.成功擬定各項活動計畫的機率情

形？ 
實施前

實施後

6.3333 

8.2500 

1.4346 

1.3910 
-9.2241** 

7.成功執行各項活動計畫的機率情

形？ 
實施前

實施後

6.4167 

8.1667 

1.3160 

1.4646 
-7.4449** 

8.行政人員規劃與安排工作進度的

情形？ 
實施前

實施後

6.2917 

8.1667 

1.3667 

1.2394 
-9.2614** 

9.行政人員依標準作業程序完成工

作的情形？ 
實施前

實施後

6.1667 

8.4167 

1.2740 

1.2129 
-9.2728** 

10.個人主動改善工作品質的程

度？ 

實施前

實施後

6.3750 

8.1667 

1.5551 

1.1293 
-7.9611** 

11.行政人員工作表現獲得肯定或

獎勵的情形？ 

實施前

實施後

6.4167 

7.8333 

1.4116 

1.2394 
-5.4113** 

12.認為將來會有更多學校推行全

面品質管理？ 

實施前

實施後

5.7917 

8.3333 

1.8877 

1.4346 
-7.5864** 

合       計 
實施前

實施後

6.2500 

8.2292 

1.5142 

1.3342 
-26.0839**

** p＜.01                                             

四、學校行政人員對實施教育訓練的滿意度方面 

    就實施教育訓練的滿意度來說，平均得分從7.50至8.08之間，可見
學校行政人員對教育訓練課程之內容、價值、講座與場地安排、資料準備

以及是否願意參加日後辦理有關課程或活動均持相當滿意的態度，但也因

得分都在7.50到8.08間，表示在做法、內容上仍有改進的空間，詳細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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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如表4-4所示。 

表4-4  學校行政全面品質管理教育訓練滿意度分析表       n＝24 

 平均數 標準差 

1.教育訓練課程讓行政人員瞭解全面品質管理的意

涵？ 
7.5417  1.6413 

2.教育訓練課程讓行政人員瞭解全面品質管理的做

法？ 
7.9583  1.6280 

3.參訪成功實施機構（標竿學習）的幫助情形？ 7.6087  1.4378 

4.教育訓練課程讓行政人員認同學校實施全面品質

管理？ 
7.9583  1.3015 

5.教育訓練課程的講座安排滿意情形？ 7.5000  1.3513 

6.教育訓練課程的資料準備滿意情形？ 7.6667  1.4646 

7.教育訓練的場地安排滿意情形？ 7.9583  1.4590 

8.日後持續辦理有關全面品質管理的訓練課程或活

動？ 
8.0833  1.6129 

合       計 7.7853  1.4906 

                                 

五、學校行政人員對實施後實務績效之滿意度 

    本研究就選辦之七項業務的實務績效來說，學校行政人員認為在學校
實施行政全面品質管理後之實務績效皆高於實施前，且達顯著水準（p ＝
-16.7295），可見學校行政人員對實施行政全面品質管理後之實務績效滿

意度均持肯定態度。惟，就實施後各選辦業務之績效滿意度結果看，平均

得分卻僅在7.79到8.75之間，而實施前之績效滿意度結果亦僅在6.67

到7.21之間，可見不論實施前或實施後，學校行政人員認為這些業務的

辦理仍有進步的空間。 

此外，本研究於各項業務辦理後，即由各業務單位實施「顧客滿意度

調查」或「執行方式建議」，並由各業務單位自行將結果提供本研究參考，

其中資料彙整較完整者有校慶活動辦理、學校日活動辦理、資優資源班經

 95



營三項。辦理校慶活動後對學校行政人員之滿意度調查，達「滿意」以上

者為89.8 %（n=21）；辦理學校日活動後對家長之滿意度調查，達「滿意」

以上者佔91.18 %（n=408）；辦理資優資源班經營後學生對資優班之課程

安排的滿意度調查，達滿意以上者為59.85%（n=33），可見整體上學校行

政同仁、家長、學生對學校以全面品質管理方式辦理的活動是滿意的，其

結果與本項「實務績效滿意度分析」的結果也相當一致。（詳如附錄七：

顧客滿意度調查之結果分析） 

學校行政全面品質管理實務績效滿意度分析結果詳如表4-5所示。 

表4-5 學校行政全面品質管理實務績效滿意度分析表       n＝24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1.「語文競賽活動」的整體成效滿

意情形？ 
實施前

實施後
6.6667 

7.9583 

1.3406 

1.1602 
-4.9919**

2.「學生出缺勤管理」的整體成效

滿意情形？ 

實施前

實施後

6.6667 

7.7917 

1.1672 

1.0624 
-5.1224**

3.「校園環境整潔管理」的整體成

效滿意情形？ 
實施前

實施後

6.7917 

8.0833 

1.3181 

1.1001 
-6.3336**

4.「校園美化綠化管理」的整體成

效滿意情形？ 
實施前

實施後

7.0833 

8.2083 

1.2129 

1.2847 
-6.4825**

5.「資優資源班經營業務」的整體

成效滿意情形？ 
實施前

實施後

7.0833 

8.3750 

1.2129 

0.8754 
-6.0745**

6.「校慶活動」的整體成效滿意情

形？ 

實施前

實施後

7.2083 

8.7500 

1.3507 

0.9891 
-8.1077**

7.「學校日活動」的整體成效滿意

情形？ 

實施前

實施後

7.1667 

8.6667 

1.1672 

0.9168 
-7.8804**

合       計 
實施前

實施後

6.9524 

8.2619 

1.2516 

1.0957 
-16.7295**

** p＜.01                                             

六、分析與討論 

（一）雖然本研究在推動過程的前段時間較為辛苦，幾乎需要以強力

宣導、推動的方式才有進展，但工作進行到後期，尤其在92

年11月底辦完校慶活動後，大部分同仁已經從中獲得成就感和

方便，反而有順水行舟的感覺，如：各單位都提出多項將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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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的業務、願意將學校辦理的成效主動和他校人員分享、各

主任主動參與專為職員辦理的教育訓練課程等，這與本研究績

效評量表之各分量表「實施後」的得分都顯著高於「實施前」

的結果一致。 

（二）學校行政人員對實施後之整體效益、組織效益、個人效益和實

務績效等均持肯定態度，這與淡江大學（張家宜，民91）實施

之結果相當一致；學校行政績效與品質獲得全面性的提升方面

與淡江大學（民90）、張家宜（民91）及美國1988年George 

Westinghouse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High School（引自

高麗鳳，民87）的實施成果亦符合；與張萬助（民91）之研究

發現：國民中學教育人員有意願用心於提升教育及服務品質，

和認為國中學校經營導入全面品質管理的理念與作法相當可行

的看法相符。 

     （三）從以上實施「國中學校行政全面品質管理績效評量表」之結果，
在整體效益、組織效益、個人效益和實務績效等方面學校行政

人員均持肯定的看法，且達顯著。可見本研究學校推動行政全

面品質管理之成效與學校行政追求「績效、服務、前瞻、創新」

的共同願景達成，和學校要「讓每一個學生都能健康的成長，

快樂的學習」的共同願景實現，提供一有力的佐證。 

貳、工作指標成效的分析與討論 

本研究選辦七項業務工作指標皆以預期達成基準「4」之標準，檢核

成員為校長及教務、學務、總務、輔導四主任，共計5人。經檢核後和前

述實務績效滿意度結果之分析、討論如下： 

一、屬於可由學校行政人員主導或操控且內容具體之部分，能完全達到

預期之工作指標，即達到指標「5」之標準。如：語文競賽之第一、

三項；學生出缺勤管理之全部工作；校園環境整潔管理之第一項；

校園美化綠化管理之第一、二項；校慶活動之第一、二、三項和學

校日活動之第一、二項。 

二、屬於較無法完全由校內行政人員主導或操控之部分則未達到預期之

工作指標，即未能達到指標「4」之預期標準。如：校園環境整潔

管理之「創造優質學習環境，發揮境教功能」、數理資優資源班經

營之「編、修訂適用之加深加廣課程、教材實施」與「重視執行創

意與鼓勵家長協助參與」三項，由於實施過程的變數太多，無法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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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完全掌控，致使較難達成預期之工作指標。 

三、前述一、二兩項之結果與徐錠基（民92）在本校教育訓練時所提：

設定工作的達成指標要以具體化且認為「自己」經過努力才能做到

之標準…的看法一致，也是學校日後需更努力將全面品質管理的理
念運用於教師教學上的地方。 

四、就前述之實務績效滿意度分析結果看，學校行政人員認為學校實施

全面品質管理後之實務績效皆顯著高於實施前，再就本項工作指標

實際達成之成效看，選辦七項業務總計26個具體工作指標中，有

13項能完全達成（即達到指標「5」者），有10項能達成指標「4」

之預期標準，總達成數計23項，達成率為88.46％，前後對照，

其結果相當一致，可見學校行政人員對推動學校行政全面品質管理

工作相當用心，對實施後之成果也很滿意，這與本研究預期能達成

學校行政追求「績效、服務、前瞻、創新」的共同目標，和學校要

「讓每一個學生都能健康的成長，快樂的學習」的共同願景結果相

當一致，也再提供一個有力佐證。 

五、對未能達到預期工作指標之三項，依筆者分析，除屬較無法完全由

學校行政人員主導或操控之因素外，學校行政人員對目前學校物理

空間條件不滿意（校地狹小，全校僅3210.74坪，每生平均擁有校

園活動空間不到3.2坪，且校舍已老舊…）、多年來始終無法聘到
具數、理資優專業之專任教師（目前國內此項師資仍十分缺乏）和

社區家長參與學校事務不夠熱衷（91學年度上下學期學校日之家

長出席率平均未達六成）等因素有關。 

選辦之七項業務工作指標成效分析詳如表4-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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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6  選辦之七項業務工作指標成效分析表           n＝5 

具  體  工  作  指  標  
預期

指標 
實際

達成 備註

壹、辦理語文競賽工作指標之成效 
一、定期依規定、辦法辦理各項國語文競賽 4 5  
二、開發學生多元才能，提供多樣表現機會，發展特色 4 4  
三、活動前周全準備與辦法每年更（創）新 4 5  
貳、辦理學生出缺勤管理工作指標之成效 
一、隨時掌握學生動向與聯絡、追蹤、通報 4 5  
二、作業項目、流程、紀錄完整 4 5  
三、特殊個案落實輔導與記錄 4 5  
參、辦理校園環境整潔管理工作指標之成效 
一、落實日常生活及班級表現考核 4 5  
二、創造優質學習環境，發揮境教功能 4 3.6 ◎ 

三、培養學生勤灑掃、愛整潔的好習慣 4 4  
肆、辦理校園美化綠化管理工作指標之成效 
一、校園四季花木扶疏，創造優質學習環境 4 5  
二、落實校園美化、綠化，發揮境教功能 4 5  
三、配合學校慶典與重要節日，美化、活潑校園 4 4.8  
伍、辦理數理資優資源班經營工作指標之成效 
一、定期擬（修）年度實施計畫、重點與SWOT分析 4 4.8  
二、編、修訂適用之加深加廣課程、教材實施 4 3.2 ◎ 

三、落實活化教學，確保學習成效 4 4  
四、鼓勵學生參加校內、外各項競賽 4 4  
五、落實資、績優生之鑑定、安置與入班輔導 4 4.8  
六、落實執行績效考核與師、生、家長滿意度調查 4 4.8  
七、重視執行創意與鼓勵家長協助參與 4 3.6 ◎ 

陸、辦理校慶活動工作指標之成效 
一、擬定周延、活潑的校慶活動計畫實施 4 5  
二、辦理各項競賽、展覽（示）、表演、遊園會等活動，

提供多元學習、多元表現機會 4 5 
 

三、透過活動的規劃、參與以激發學生愛班、愛校、榮

譽、團隊合作的精神與工作、服務能力 4 5 
 

四、年度辦學績效展示與行銷，以爭取家長信賴、社區

肯定，進而激勵學生自信心、榮耀感 
4 4.4 

 

柒、辦理學校日活動之成效 
一、擬（修）訂工作重點與實施計畫 4 5  
二、明訂各行政單位、班導師、任課老師及各配合單位

之工作重點、內容與配合、考慮並辦事項遵照執行 4 5 
 

三、展現辦學績效，爭取家長認同與信賴 4 4.2  
◎ 表執行後未能達成預期工作指標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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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談結果的分析與討論 

    本研究共抽選教務、學務、總務、輔導4位主任及各業務單位之主辦
之組長5人，再隨機抽選職員1人、實習教師1人，總計11人進行訪談。

本研究為呈現更真實之資料，11位受訪者之角色、背景僅以代號表示。

各訪談對象之代號、擔任行政年資、訪談地點、訪談時間及使用時間如表

4-7所示。 

表4-7  訪談對象、行政年資、地點、時間摘要表 

訪談 

對象 

擔任行 

政年資 

訪 談 

地 點 
訪 談 時 間 使用時間 

A 6年以上 
校長室 

校  園 

93.01.05. pm14:00∼15:50 

93.02.03. am10:00∼10:40 
共約2.5小時

B 6年以上 
校長室 

校長室 

92.12.31. pm14:00∼16:00 

93.01.20. am08:30∼09:30 
共約3小時 

C 6年以上 
校長室 

校長室 

92.12.29. pm14:00∼15:50 

93.01.19. am11:30∼12:15 
共約2.5小時

D 6年以上 
校長室 

校長室 

93.01.12. am08:40∼10:20 

93.01.19. am10:20∼11:20 
共約2.5小時

E 6年以上 

校長室 

校長室 

校長室 

92.12.30. pm14:00∼15:30 

93.01.13. am10:00∼11:00 

93.02.04. am11:00∼11:40 
共約3小時 

F 5年以下 
校長室 

校長室 

93.01.06. pm15:00∼16:50 

93.01.19. am09:00∼10:00 
共約3小時 

G 5年以下 
校長室 

校長室 

92.12.30. am08:30∼10:00 

93.01.29. am10:00∼11:30 
共約3小時 

H 5年以下 
校長室 

校  園 

93.01.05. am08:45∼10:20 

93.02.03. am11:00∼11:20 
共約2小時 

I 5年以下 

校長室 

校長室 

校長室 

93.01.13. pm15:20∼17:00 

93.01.29. am09:00∼10:00 

93.02.03. pm15:00∼16:00 
共約3.5小時

J 5年以下 
校長室 

校長室 

93.01.05. am10:30∼12:10 

93.02.04. am08:30∼09:00 
共約2小時 

K 無 
校長室 

校  園 

93.01.12. pm14:00∼16:00 

93.02.03. am08:30∼09:30 
共約3小時 

本研究根據訪談之結果摘要，以受訪者對問題的「直接回答內容」或

根據其「語意」判斷，並參考各受訪者所編擬之工作手冊和在實務工作上

的工作情形，分析全體受訪者對學校行政全面品質管理意涵的認知與認

同、價值的認同、做法的認同、對教育訓練課程實施之看法及對學校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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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議等五方面說明，最後再予以分析、討論。 

本研究為能呈現更具客觀性之訪談結果，除摘列部分較具代表性之對

話陳述外，再以語意判讀的方式，除由筆者對訪談資料之意涵進行語意評

斷外，另商請兩位客觀的第三者（即完全無參與本研究學校老師），就訪

談資料之摘要進行語意判讀，並以眾數（2人以上認定）作為判讀之最後

結果，整理成表4-8至表4-10所示。 

一、 受訪者對學校行政全面品質管理意涵的認知與認同方面 

整體上說，全體受訪者除一位實習教師（K君）因未完全參與本研究

之過程，僅在辦理教育訓練課程時擔任記錄與資料整理工作，對學校行政

全面品質管理的意義、內涵較不深入外，其餘十位學校行政同仁對學校行

政全面品質管理意義、內涵均有清楚明確的認知，但卻未必完全認同可在

目前國中實施。本研究就「顧客滿意」、「全流程規劃」、「過程檢核」、「全

員參與」與「持續改進」等五個關鍵意涵分述如下： 

（一）對「顧客滿意」意義、內涵的認知與認同 

全體受訪者對顧客滿意之意義、內涵認知清楚並表示肯定，但在國中

教育階段實施的認同上卻有較大落差，受訪的11人中被判讀為高認同者

有2人，中認同者6人，低認同者則有3人。雖大部分同仁能認同行政同

僚間、教師、家長、社會未來之需求和學生未來的發展可「等同視為顧客」，

卻不完全認同會以當下學生的需求或單位內所屬工作人員視為自己的顧

客。 

「用滿意度調查的觀念我可以接受，假如連自己都不滿意，別人怎麼會滿 

意。」（C君，201-1） 

「我覺得內部顧客的滿意與否應該不是TQM的真正價值，而是應該以學 

生、家長的需求、滿意為目標才比較重要。」（I君，201-2） 

「以顧客需求為核心的考量，我是認同的；…不能以當下學生的喜不喜歡 
來判斷它好不好…。」（J君，201-1；-2） 

「我不會直接以學生當作直接顧客的做法，社會需求、他們的未來發展比 

較需要考慮…。」（F君，201-1） 

「辦理國中教育我認為是在執行公務。」（E君，201-2） 

「我覺得工友、警衛…直屬的人員不是我的顧客…。」（B君，201-2） 

（二）對「全流程規劃」意義、內涵的認知與認同 

全體受訪者對全流程規劃的意義、內涵均有清楚的認知並持肯定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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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受訪11人中被判讀為高認同者有5人，中認同者6人；亦有超過一

半的受訪者（6人）認為要做好全流程規劃不容易。 

「從整個流程去考量很好，本來就應該這樣…，各單位分工、合作才有可 
能…，大家也才會知道要怎麼配合。」（F君，202-1） 

「以全流程規劃的方式辦理一項業務或辦一個活動的做法非常認同，覺得 
這樣做很好。」（G君，202-1） 

「假如看的不夠遠，沒有明確的目標導引，規劃出來的做法仍然不夠好， 

…這個目標的找到，列入全流程的規劃就不容易了。」（I君，202-1） 

「要規劃得很好我覺得不容易…。」（H君，202-2） 

「能由有經驗的人設計、規劃，再做傳承，這樣很好。」（K君，202-2） 

 (三) 對「過程檢核」意義、內涵的認知與認同 

全體受訪者對過程檢核的意義、內涵認知清楚，並表示有其必要，11

位受訪者中有5位被判讀為高認同，中認同者亦有5位，1位低認同；中、

低認同者大都認為要落實做到不容易，在實務工作表現上亦有相同的現

象。 

「在辦理的過程中要做工作檢核，我覺得是很有必要，可以確定它的績效 
，也可以保證品質。」（G君，203-1） 

「在過程中做檢核可以避免中途疏漏、缺失，很認同這個做法。」（H君， 

203-1） 

「檢核的機制當然有其必要，能逐項、逐點檢核，是很明確，通常我們不 

會這樣做…。」（J君，203-1） 

「工作過程中進行檢核雖然必要，但在目前學校推動會有阻力…，人也不 
喜歡被檢核。」（E君，203-1） 

（四）對「全員參與」意義、內涵的認知與認同 

全體受訪者對全員參與均有相當清楚的認知並持肯定的看法，且大都

認為要推動學校行政全面品質管理需要大家參與，不能只有某個單位或是

少數一些人在做；11位受訪者中有7位被判讀為高認同，4位為中認同。 

「以辦校慶的經驗，成功要靠每一個流程的人共同努力、合作…。」（A君， 
204-1） 

「需要大家都參與，不能只有某個單位，或是某一些人在做…。」（B君， 
204-1） 

「很認同，學校是大家的…。」（D君、F君，204-1） 

「能夠大家都參與當然是比較好…，只是推起來會比較辛苦。」（J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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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1） 

「非常認同，但要旁邊的人（同事）多幫忙才行…。」（H君，204-1） 

（五）對「持續改進」意義、內涵的認知與認同 

全體受訪者對持續改進均有相當清楚的認知，且認為有其需要，11

位受訪者全數都被判讀為高認同，只是有部分同仁對要如何落實做到較無

把握。 

「需要不斷的修正，像校慶時掛的風車，每兩年就需要換一次，才不會出差 
錯…，這需要經驗，設計一個過程就需要一個經驗…。」（A君，205-1） 

「大家熟悉了，反而會變成一種限制，要經常增加、修正一些東西才行。」 

（B君，205-1） 

「覺得很好，可以前後比較，每年改進。」（C君，205-1） 

「持續改進非常重要，大部分同仁都有這樣的認知，問題在如何落實執行 

…。」（I君，205-1） 

全體受訪者對學校行政全面品質管理意義、內涵的認同判讀結果摘要

如表8所示。 

表4-8  受訪者對學校行政全面品質管理意涵的認同判讀結果摘要表 

n＝11 

 A B C D E F G H I J K 合計

1.顧客滿意 ◎ ○ ● ○ ◎ ◎ ○ ◎ ● ◎ ◎ 
● = 2 

◎ = 6 

○ = 3 

2.全流程規劃 ● ● ◎ ◎ ● ● ● ◎ ◎ ◎ ◎ 
● = 5 

◎ = 6 

○ = 0 

3.過程檢核 ● ◎ ● ● ○ ◎ ● ● ◎ ◎ ◎ 
● = 5 

◎ = 5 

○ = 1 

4.全員參與 ● ● ● ● ◎ ● ◎ ◎ ● ◎ ● 
● = 7 

◎ = 4 

○ = 0 

5.持續改進 ● ● ● ● ● ● ● ● ● ● ● 
● = 11 

◎ = 0 

○ = 0 

● 表高認同（語意清楚、肯定、明確認同者）                 
◎ 表中認同（語意雖清楚、肯定，但亦帶質疑或需有條件認同者） 
○ 表低認同（語意雖清楚，但帶質疑或需有條件，且對做法認同低或不

看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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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小結 

從表4-8的判讀結果得知：學校行政人員對全面品質管理意涵的認

同，以「持續改進」最受肯定，其次是「全員參與」、「過程檢核」，再次

為「全流程規劃」，認同較少的則是「顧客滿意」，與推動實施過程中學校

同仁反應的結果一致。 

二、受訪者對學校行政全面品質管理價值的認同方面 

本研究係以全體受訪者對「組織的需求」、「組織的助益」、「實施的可

行性」三方面瞭解受訪者對學校行政全面品質管理價值的認同情形，摘述

如下： 

（一）對「組織的需求」的認同情形 

受訪者大部分（10人）都認為學校行政全面品質管理是目前學校行

政革新的有效策略之一，也能符合學校的需求，但也有表示不甚認同的看

法（1人）。 

「時代改變，社會需求，重視品質是必走的路…。」（B君，211-1） 

「它對新手非常有用…；會非常希望有這套辦法可以參考。」（H君，211-1 
；D君，211-1） 

「目前對我們學校來說是很有必要，大家比較知道怎麼做事。」（A君，211 

-1） 

「學校之間很競爭，要讓老師知道，我們必須努力才行。」（C君，331-1） 

「我還不能夠說是不是學校最需要的…，學校裡也已經有一套運作的機制 
在…。」（J君，211-1） 

（二）對「組織的助益」的認同情形 

受訪者大部分（10人）都認為學校行政全面品質管理能對學校的發

展有助益，並肯定其價值，但也有表示較為保留的看法（1人）。 

「確實能給學校的長期發展帶來幫助。」（E君，212-1） 

「每一件工作都是可以提高績效的；學校推TQM它的價值是無可否認的 

…。」（B君，212-2；-3） 

「大家可以按部就班做事，對學校很有幫助。」（C君，212-1） 

「TQM對行政效率提升是很有幫助，但對工作的人來說就比較不喜歡…， 
每件事要鉅細靡遺，會有壓力。」（J君，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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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實施的可行性」的認同情形 

學校行政全面品質管理在公立國中實施的可行性方面，大部分受訪者

持較保守、肯定的看法，也有抱持較不看好的態度者；11位受訪者中有3

位被判讀為高認同，6位為中認同，2位為低認同。 

「現在大家都清楚了，覺得很有用，就沒問題。」（C君，213-1） 

「TQM雖然很好用，但過於花時間…。」（E君，213-2） 

「學校中還是有許多事情無法用這套模式來做，像輔導工作…，用在行政工 
作上是可以。」（D君，213-1） 

「基本上我覺得應該是可行的…，雖然在剛開始做的時候比較辛苦，但是值 
得。」（I君，213-1） 

「○○處的業務差不多都是很制式的，大部分是由教育局統一規定，學校的 

彈性不大，但也可以列入，像…。」（E君，351-2） 

「要全面實施還是有困難，不易推展…。」（G君，213-1）   

受訪者對學校行政全面品質管理價值的認同判讀結果摘要如表9所

示。 

表4-9  受訪者對學校行政全面品質管理價值的認同判讀結果摘要表   

n＝11 

 A B C D E F G H I J K 合計

組織的需求 ● ● ● ● ● ● ● ● ● ○ ● 
● = 10 

◎ = 0 

○ = 1 

組織的助益 ● ● ● ● ● ● ● ● ● ◎ ● 
● = 10 

◎ = 1 

○ = 0 

實施的可行性 ◎ ◎ ● ◎ ◎ ◎ ○ ● ● ◎ ○ 
● = 3 

◎ = 6 

○ = 2 

● 表高認同（語意清楚、肯定、明確認同者）                  
◎ 表中認同（語意雖清楚、肯定，但亦帶質疑或需有條件的認同者） 
○ 表低認同（語意雖清楚、肯定，但對做法認同低或不看好者） 

 

    （四）小結 

從表4-9的判讀結果得知：學校行政人員對全面品質管理價值的認同

以「組織的需求」與「組織的助益」兩項較受肯定，這與學校同仁日常小

組工作討論時就已普遍表示，並能完成指定業務之工作手冊的結果一致；

在「實施的可行性」方面認同相對較低，也和本校實際推動時所遇見的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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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問題一致，學校行政同仁雖然認為它對學校的發展有助益，也符合學校

需求，但要落實到工作上時，因工作量增加而有較多的遲疑。 

三、受訪者對學校行政實施全面品質管理做法的認同方面 

本研究從整體性之看法、是否符合組織需求與對組織有助益、在學校

實施的可行性、對持續實施的期望和除了目前試辦之七項業務外，還值得

列入實施的業務等五方面，瞭解全體受訪者對學校行政實施全面品質管理

做法的認同情形。 

（一）「整體性之看法」方面 

整體上說，全體受訪者對學校行政能實施全面品質管理表示認同、肯

定，經語意判讀結果有3人高認同，7人中認同，但亦有1位同仁抱持較

為保留的態度。 

「應是一種創舉；可以成為我們學校的特色。」（E君，301-1；-2） 

「我可以很清楚感覺學校的行政有在變…，現在新的組長，想從顧客那邊聽 
到聲音；是絕對值得去推展的。」（B君，301-1；-2） 

「整體上來看，學校能推這個TQM，我覺得還蠻不錯的…。」（A君，361-2） 

「我曾和一些教師輩的朋友說過，他們都非常肯定；也是因為校長要我們暑 

假前交卷，有壓力，才做出來的。」（F君，301-5；-3） 

「內部顧客滿意的目標目前是達到了，但這不是最重要的，教學目標的達成 

、符合教育本質才最重要…；花20%的規劃，可節省80%的精力；蠻累的 
，但卻值得。」（I君，361-1；-6-(4)、(5)） 

「感覺它好像會令每個學校”統一規格化”的情形；把企業界的東西拿來教育 
界用，我會有點排斥…。」（K君，301-2； 361-2） 

（二）「符合組織需求與對組織有助益」的認同方面 

受訪者對是否符合組織需求與對組織有助益方面均持肯定的看法，11

人中有10人被判讀為高認同，僅1人為中認同，這與前述二之（一）、（二）：

受訪者認為學校行政全面品質管理對「組織的需求」與「組織的助益」兩

方面的認同情形結果相當一致。 

「假如學校原先沒有一套，新接任的校長為了要績效，他會有很多的指示… 
；像○○○，作業流程、檢核…對他絕對有需要。」（B君，311-3；-5） 

「在必要性方面，這應是時代的產物，也很實用…；覺得很好，也有需要。 
」（H君，311-1；-2） 

「TQM就像填滿行政工作架構的”肉”，詳細述明行政活動的進行方式，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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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長性、可變性…。」（K君，301-1） 

「可以藉著這機會，把一些資料重新整理一次…；給學校帶來一股動力。」 
（E君，311-1；-2） 

「可是要到做出來之後大家才知道它很好。」（G君，311-2） 

「今天學校確實需要有一些不同的經營方式…，但是不是目前就是最好的 
時機，我很難去分辨。」（I君，311-2） 

（三）「實施的可行性」認同方面 

受訪者在學校實施的可行性方面持較為肯定的看法，11人中有6人

判讀為高認同，5人為中認同，這與前述二之（三）：受訪者認為學校行

政全面品質管理「實施的可行性」的結果（高認同：3人；中認同：6人；

低認同：2人）有較大的落差；整體上說，學校行政同仁對學校要正式實

施時的認同態度比前述一般性的看法更積極些。 

「做好的意願會很高，意願是出自於自己的需求；要做的東西累積就會多， 

要慢慢來。」（F君，312-1；-2） 

「以前○主任、○組長做了很多，我只是把它整理起來而已…；我已經將班 
際賽的部分做好了。」（H君，312-2；341-2） 

「有意願的一定能用在實際工作上；覺得不錯啦，可以再推推看。」（B君， 

341-1；-2） 

「像○○已經將升學博覽會的辦理就用TQM的模式做。」（C君，341-1） 

「假如校長持續推，大家會配合…，大家也已經知道怎麼做了。」（C君， 
312-1） 

學校同仁中亦可發現部分人員在前述二之（三）的一般性看法，與三

之（三）之實際校內實施的看法有前後矛盾的現象，在一般性看法時為低

認同，但在對學校要實施的看法時卻為高認同，如G君在一般性看法之實

施可行性： 

「覺得要全面實施還是有困難，不易推展。」（G君，213-1） 

但在實際校內實施的看法時則： 

「以我們辦理今年度的校慶活動成果來說，績效是很好，成果出來，滿 

意度就出來。」（G君，312-1） 

又如K君在一般性看法之實施可行性： 

「把企業界的東西拿來教育界用，我會有點排斥。」（K君，213-1） 

但在實際校內實施的看法時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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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學校還是可以推。」（K君，312-1）；「能繼續做當然是很好。」 
（K君，313-1） 

這可能與受訪者在面對切身問題時（學校要實施），和訪談者為學校

校長會有顧慮有關。 

（四）「持續實施的期望」的認同方面 

受訪者對「持續實施的期望」方面亦持肯定的看法，11人中有7人

判讀為高認同，4人為中認同，其中大部分同仁都會擔心新學年新校長未

必認同，或因缺乏有力的工作團隊而持較沒把握的看法，筆者在實際工作

推動的後期也有明顯的發現。 

「做出來後很方便，就好像建捷運，過程很辛苦，但建好之後大家在享受； 

不希望學校會被人家比下去。」（E君，313-2；-4） 

「有價值的東西要堅持做下去，我們一定會配合。」（G君，313-1） 

「這個理念真的很不錯，相信大家應該會持續做；相信這套做法一定會延 

續。」（H君，313-1；-3） 

「希望能持續推下去；我會向新校長推薦，而且會很驕傲自己已經做了一 

些東西出來；假如我是新校長看到這些，我會很高興，因為可以看到整 

個業務的發展和前景。」（I君，313-1；-2；-3） 

「我是為了明年能順利的接○○組長，想辦好○○活動才做的，動力會比 

較大；這個不錯，當然會希望持續下去…。」（F君，313-1；-2） 

「能夠繼續做當然是最好…，但要有推動的人…。」（B君，313-1） 

（五）「還值得再列入實施」的業務方面 

除了目前試辦之七項業務外，受訪者對還值得再列入實施的業務皆能

明確提出看法，11位受訪者共提出26項具體業務（不含重複提出者），

平均每人提出2.36項，其中還有多項已經在進行規劃或實施中，如：升

學博覽會、畢業典禮、大隊接力賽等。（重複提的部分本研究僅列屬於業

務主辦者所提出者為原則） 

「招標工作、營繕工程。」（A君，351-1）； 

「物品管理、工友工作管理。」（B君，351-1）； 

「升學博覽會、認輔工作、身障資源班經營、教室蒸飯箱、學生課桌椅的 

維修，暑假鄉土教育活動。」（C君，351-1；2）； 

「國小宣導。」（D君，351-1）； 

「教科書分發。」（E君，3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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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典禮、學生聯課選組、優良學生選舉。」（F君，351-1）； 

「畢業旅行、校外教學、畢業典禮。」（G君，351-1）； 

「大隊接力賽、校際比賽、聯課鐘點費；每一組都有工作值得做…。」（H君 
，351-1；-2）； 

「身障班、特教班經營。」（I君，351-1）； 

「教訓輔三合一。」（J君，351-1）； 

「導師班級經營的打掃工作。」（K君，351-1） 

全體受訪者對學校行政實施全面品質管理做法的認同判讀結果摘要

如表10所示。 

 

表4-10  受訪者對學校實施全面品質管理的認同判讀結果摘要表 n＝11 

 A B C D E F G H I J K 合計

整體性看法 ● ◎ ◎ ◎ ◎ ◎ ● ● ◎ ◎ ○ 
● = 3

◎ = 7

○ = 1

組織的需求與助

益 
● ● ● ● ● ● ● ● ◎ ● ● 

● = 10

◎ = 1

○ = 0

實施的可行性 ◎ ● ◎ ◎ ● ● ● ● ◎ ◎ ● 
● = 6

◎ = 5

○ = 0

持續實施的期望 
◎ ◎ ◎ ● ● ● ● ● ● ◎ ● 

● = 7

◎ = 4

○ = 0

值得再列入實施

的業務 
◎ ◎ ● ○ ○ ● ● ● ◎ ○ ○ 

● = 4

◎ = 3

○ =4

● 表高認同、高可行、高期望或能提出3項以上業務者        
◎ 表中認同、中可行、中期望或能提出2項業務者    
○ 表低認同、低可行、低期望或至少能提出1項業務者 

（六）小結 

從表4-10的判讀結果得知：行政人員對學校實施全面品質管理的認

同仍以「組織的需求與助益」最受肯定，與前述表4-9的結果一致，其次

是「持續實施的期望」、「實施的可行性」兩項，在「整體性看法」的看法

則較保留，這與學校同仁日常的工作表現相當一致。 

四、受訪者對教育訓練課程的看法 

（一） 學習的難度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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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受訪者都認為要學會學校行政全面品質管理的知識、技術不難。 

「不難，看要不要做而已；每位講座的說法都不太一樣，剛開始我們會不知 
道要聽哪一個的才對。」（E君，401-1；2） 

「我覺得不難，其他的人學應該也不難。」（A君，401-2） 

「覺得職員們要學會也不難…。」（F君，401-2） 

（二） 學習的意願方面 

全體受訪者大都表示有學習的意願，但部分主任、組長卻對職員的學

習意願比較沒有信心，而專任職員的部分卻表示仍有很高的學習意願；此

外，行政工作忙碌也會影響同仁的學習意願。 

「我個人的意願是很高，相信其他人也是一樣的。」（I君，411-1） 

「對主任、組長來說，它有管理的功能在，會希望有，所以會想學…；職員 
、幹事只是照著去做而已，比較不會想去瞭解TQM是什麼。」（J君，411 

-1；-2） 

「職員的部分意願應該也高，工友比較屬於”你叫他怎麼做，他就怎麼做”的 
…。」（A君，411-2） 

「有時聽到又要去上課，手邊還有很多事情沒做完，蠻煎熬的…。」（F君， 
411-3） 

（三） 教育訓練課程的安排方面 

全體受訪者對學校安排之教育訓練課程表示肯定，但「需有一些先備

知識做基礎」、「講太多的理論」、「有些課程太專業、太複雜」等是學校同

仁希望改進的地方。 

「安排的次數是蠻剛好的…；上午到淡江參訪（標竿學習），覺得很好…。」 
（F君，421-1；2） 

「吸收新知會給我們動力，但我們不一定要全部接受嘛，要發揮自己的創意 

…。」（H君，421-1） 

「假如沒有一些”先備知識”，我說的是以前校長推介的”企業化經營理念”， 
突然要推TQM一定會有很大的障礙。」（B君，421-3） 

「講太多的理論，和學校要做的比較不能配合，我們自己也要有選擇…。」 
（C君，421-3） 

「學者專家把重點放在理論上，和學校第一線工作人員的實際經驗有落差。 

」（G君，421-2） 

「有些課程太專業、太複雜了…。」（E君，4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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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之結果看，與前述壹之四：「學校行政人員對實施教育訓練滿

意度」，平均得分從7.50至8.08間，雖屬滿意但在做法、內容上仍有改

進空間之結果一致。 

五、受訪者對學校行政實施全面品質管理的建議 

從前述之結果得知，受訪者雖普遍認同學校行政實施全面品質管理的

做法，但卻認為需有相對的配合條件，才能成功。 

（一） 對學校推動者的建議 

全體受訪者都表示：學校要成功推動行政全面品質管理，校長的認

同、信心、魄力和毅力是重要的關鍵。 

「領導者的看法、認不認同很重要…。」（I君，331-3） 

「要有一個強力的推動者；上網分享可以相互學習，提升整個學校行政的績 

效和品質。」（E君，331-1；361-2） 

「校長要有魄力和毅力。」（G君，331-1；D君，331-2） 

「領導者需要對這個TQM有強烈的信心，就好像是一種信仰。」（K君，331 

-1） 

「校長應該堅持做下去。」（I君，331-4） 

（二） 對學校實施時應有之配套措施的建議 

全體受訪者對學校要實施行政全面品質管理都能提出具體的配套措

施和建議，如：激勵行政團隊合作的機制、與行政資訊化結合、同仁知識

管理能力的提升、工作輪調等。 

「假如能和資訊化結合，讓大家使用起來更方便。」（E君，321-10） 

「學校要推動TQM，我覺得行政同仁知識管理的能力很重要。」（J君，321 

-2） 

「除了留下許多表格之外，還要交待是怎麼做的…。」（K君，321-2） 

「接辦的人會不自覺忽略掉顧客需求、顧客滿意、檢核…，慢慢會變成SOP 
，因為後面的人沒有我們走的這一段歷程；職員是學校行政中比較不會異 

動的人，可以嘗試讓他們去學習設計一些東西…。」（I君，321-5；6） 

「幹事輪調是有必要，會比較好交代事情。」（F君，331-1；3） 

「需要多溝通…，先做好每個人的心理建設，再漸進推動。」（H君，3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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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分析與討論 

（一）整體上看，全體受訪者對學校行政全面品質管理意義、內涵、

價值認知清楚且持肯定看法，對實施之教育訓練課程亦持肯定

態度，主要原因有四： 

1.全面品質管理經國內、外多年的研究、推動，已具備完整的理

論基礎和實際實施成效，它本身就具有足夠的說服力。 

2.學校行政全面品質管理的概念雖引用自企業界，但在國內、外

也已有多年的引述、研究、試辦，甚至全面實施的經驗，已具

備完整的理論基礎和實施成效做佐證，本身同樣具有足夠的說

服力。 

3.學校行政人員雖對學校行政全面品質管理的意義認知清楚，對 

價值持肯定，但對於要做好它卻認為不容易，主要是因為大家

對「要滿足顧客的需求」不完全認同，要「顧客滿意」更不易

做到，而且它的作業歷程相當繁瑣，需要大量時間才可能完成。 

4.學校行政人員對安排之教育訓練課程肯定，除前述原因外，大

家已經體認：時代不斷進步，持續成長、學習已是必須和對個

人在工作上有幫助。 

前述1.、2.之結果與張家宜（民91）、張萬助（民91）與美國1988

年George Westinghouse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High School（引

自高麗鳳，民87）等看法或研究結果：對學校實施全面品質管理的績效、

價值肯定之結果相符；第3.項之結果與黃朝盟（民87）、張萬助（民91）

之研究結果：全面品質管理的本質與公共服務無法相容之結果相符；第

4.項之結果則從本研究訪談之結果可得知（詳如附錄三之訪談結果摘要）。 

（二）對學校行政實施全面品質管理的做法認同，對實施的價值亦持

肯定，但在實施的可行性上卻持較保留的看法，主要原因有四： 

1. 學校行政人員對學校行政實施全面品質管理的做法和價值認

同、肯定，主要是在實際工作上已享受到成果；其次是學校

行政全面品質管理已具備完整理論基礎和實施成效，本身具

有足夠說服力。 

2. 學校行政全面品質管理確實有其實施的價值，但如前面所述

「要做好它不容易」，再加上要在校內推動，必定會增加不少

工作而擔心，因此對要在學校實施時會持較保留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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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全體受訪者都認為學校行政實施全面品質管理可以提升行政

的績效，也認為是目前學校行政革新的有效策略之一，但對

學校是否能持續實施抱持較保留看法，主要是因筆者在今年

八月將任期屆滿離開，學校行政同仁對未來新接任的校長是

否支持、認同不得而知有關。 

4. 在學校能否持續實施方面，受訪同仁雖表示「有可能」，也表

示會向新任校長、主任推介這項做法，但卻不會太勉強，因

為仍希望是由一個團隊來推動。 

（三）全體受訪者對日後應用的意願和目前應用之成效均持相當肯定

的看法，但在推動的過程卻是以一種「漸入佳境」歷程來的，

依筆者分析有下列兩項： 

1. 從訪談結果和筆者實際觀察發現：在推動的初期，確實有不

少觀望或是消極抵制的現象，這與前述推動時之困難問題分

析結果一致（較不願意從事革新工作、較缺乏品質概念、不

完全認同實施全面品質管理、工作量過大、工作太繁瑣、不

喜歡被檢核等因素）。 

2. 實施後期，大部分學校行政人員都認為這些困難仍有解決的

可能，大部分同仁已認同全面品質管理的做法；已經做出了

一些成果；有完整的實施計畫和內容；18位主任、組長已有

15位接受過教育訓練；確定新接任的校長仍會在乎績效、品

質；同仁會向新校長推介等，這和學者專家（林天祐，民91；

管高岳，民91；陳木金，民91；張萬助，民91；簡茂椿，民

88等）的看法一致。  

（四）依研究者全程參與研究過程之觀察，和根據各選辦業務行政工

作同仁編擬之工作手冊資料分析，不論實施初期或後期，學校

行政人員參與推動的意願和態度與行政職務、行政年資間並無

明顯差異存在，與張萬助（民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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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果不同。依筆者分析，

主要原因有三： 

1.本研究僅為單一學校之個案研究，參與研究者、受訪者的樣本

數小，且學校較資深之行政人員多為職位較高責任較重的主

任，不易顯現明顯差異有關。 

2.實施初期行政同仁會以消極方式迴避，是因對學校行政全面品

質管理不夠瞭解，實施後期普遍表現較積極則是因為已經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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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做法清楚且認同，這些與行政職務、行政年資無關。 

3.學校在實施學校行政全面品質管理前，已推動一段時間的「企

業化經營校務」與「行政同仁讀書會」，校內較資深的行政同

仁反而對經營方式的變革較能接受，且擁有較多企業經營的先

備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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