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學校教育的革新，一則要了解其特性與區域特質，一則要能適時運用管理學 
的知能，才足以應付瞬息萬變的社會變遷，有效經營學校，進而提昇教育品質。 
本章共分為全面品質管理的意義及內涵、全面品質管理之理論與評鑑指標、學校

實施全面品質管理之原則、策略及其步驟、全面品質管理在教育上的相關研究等

四節，加以說明之。 
 

                   第一節 全面品質管理的意義與內涵 

 
壹、全面品質管理的意義 
 
    全面品質管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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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義，依國外學者如 Barkley＆Saylor（1994）之解釋如下：「全
面」係組織中所有成員及所有事件都必須都必須參與組織中持續改進的過程，除

了人員之外組織中的任何事情包括制度、過程和任務如都必須密切合作朝向同一

個目的。Sallis（1996）亦就「全面」的概念加以解釋：「全面」是指 TQM並非
單由高階主管推行再利用命令的方式要求部屬執行，而是組織中所有的人、事、

物都參與持續改進。國內學者方面，戴久永（1992）認為「全面」是指組織中的
每一項產品及相關部門，同時應該包含組織中的每一成員讓每位員工都能為他本

身及工作小組的品質負責。吳清山與林天祐（1994）則認為「全面」是指所有單
位和所有人員都必須參與品質改進的過程，並為品質的好壞負責。楊振隆（2004）
認為「全面」是一種綜合的關照、一種整體的、全流程的考量之意。 
 
「品質」的意義，最早是 Shewhart（1931）有系統地探討品質之意義，它指

出品質的存在有兩個層面：一、與人類存在無關的客觀實在的事物之品質，即客

觀物理性性質。二、由客觀實在之結果所關連到的想法、感覺、區別等，即主觀

面的性質。Crosby（1979）認為「品質是符合要求」（qauality is conformance to 
requirements）。Garvin（1984）用五種方式定義「品質」：一、哲學導向：品質是
經由接觸，才能感受物體的優良性。二、產品導向：品質是產品所包括的屬性，

才能客觀的衡量。三、使用者導向：品質之優劣是由使用者決定。四、製造導向：

品質是符合產品的程度。五、優質導向：品質是以價格和成本來定義。Deming
（1986）認為「品質」即是降低重作與產品失敗率，減少不必要的人力、機器、



時間及原料投入，俾能降低成本，滿足顧客的期望。Juran（1988）對品質的定
義：「品質是適合使用」（quality is fitness use）。Ishikawa（1989）「品質是滿足
顧客」。換言之，好的品質不僅指公司依科技及製造的能力做出最好的產品，而

且應滿足應滿足顧客的需求。Feiganbaum（1991）對品質的看法：「無論是有形

或無形的，能滿足顧客條件之最優產品」（quality means “best” for satisfying 
certain customer conditions）。產品或服務的品質，無論是在製造、設計、行銷中，

都應符合顧客的期望及需求。Hunt（1992）以五種導向歸納品質的意義：一、顧
客導向：如 Juran的定義。二、製造業導向：如 Crosby的定義。三、產品導向：
品質的差異可由產品的成份或屬性測量而得。四、價值導向：品質是可接受價格

的優良程度和可接受成本的變異控制。五、超越導向：劣品質是草率或欺騙等令

人不滿意的情況。相反地，優良品質是能達到最高標準的情況。 
 

Barkley＆Saylor（1994）指出「品質」是指顧客滿意的達成，顧客包含了內、

外顧客，內、外部顧客滿意是 TQM的目標。Sallis（1996）認為「品質」是指適
合標準或達到顧客的要求。戴久永（1992）指出「品質」是指活動過程、結果與
服務均能符合或滿足顧客的需求，此顧客包含內部顧客（組織中負責下一個流程

的單位）以及外部顧客（產品或服務的使用者）。吳清山與林天祐（1994）認為
「品質」則是指品質改進的活動過程、結果與服務要能夠符合顧客的需求。林英

峰（1995）指出「品質」即是材料或產品具有某些滿足人類慾望或作為交換手段

的特性，這些特性包括技術、心理、時間及法規之特性。黃旭鈞（1995）主張「品
質」為迎合並超越顧客的需求與期望，以使顧客歡欣。黃久芬（1996）指出「品
質」是能符合顧客的需求與滿足。黃誌坤（1999）認為「品質」是能主動預測並
滿足顧客的期望。朱金池（1999）將「品質」簡單定義為組織績效與顧客期望之
間的比值（品質＝績效/顧客期望；Q＝P/E）。吳思達（2000）以為「品質」是一
種最經濟的手段，製造最有用的產品，它是超越顧客的需求與期望，以及持續的

改進。陳啟榮（2003）從三方面來描述「品質」：一、從生產者的立場：品質就

是製造出產品與規格標準一致達到零缺點。二、從消費者的立場：品質就是生產

者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能滿足消費者的需求與期望。三、從社會環境的立場：品

質就是減少社會環境的負擔。 
 
    「管理」的意義，依國外學者如 Saylor（1992）指出「管理」是組織的領導。

Barkley＆Saylor（1994）之解釋如下：「管理」係指組織的領導，必須採取 TQM
的領導方式。Sallis（1996）認為「管理」是指組織中所有人員無論擔任何種職

位、角色都是自身任務的管理者。國內學者方面，如戴久永（1992）指出「管理」

是組織為了確保良好的品質所做的措施及行為，一個全面品質的環境是由管理方

式所創造及維持的，管理是手段、目的的判斷使用。吳清山與林天祐（1994）認
為「管理」是有效達成品質改進目標的手段和方法。 
 



 
    全面品質管理的意義，依國外學者之看法，如表 2-1-1所示。國內學者方面，
如表 2-1-2所示。 
 
表 2-1-1  國外學者對全面品質管理（TQM）之定義表 

 

學      者 年代         定                       義 

Feigenbaum 1983 TQM是一種組織的管理方法，利用品質控制原則，將產品及服務

的品質視企業成長生存十分重要的策略。 

Rieker＆Sullivan 1985 TQM是每種與組織產品或服務有關的部門都應參與，所有的員工

都是以品質為焦點，且所有的成員都應為自身握或所屬團隊的品

質負責。 

Mckenzie 1991 TQM是以顧客為中心，以團隊合作為導向，以統計為本位的歷程

。此歷程是用來協助使用全面品質管理的組織來做持續改善。 

Crumrine＆Runnels 1991 TQM是一種領導哲學，在使組織中每個人能信誓於追求持續的改

善品質過程，依事實作決策，以團隊合作達成提供顧客所需的高

品質產品與服務。 

Long 1992 TQM是一套準則，包括員工參與產品的發展與生產，以團隊的方

法解決問題與計畫，以管理來誘發每個人接受品質改善的觀念，

不斷地努力改善過程與活動，以及對品質成效的承諾。 

Keehley 1992 品質管理是一套原則、工具、以及程序，提供確保服務品質實行

方向的指導方針。加上全面的意義，是表示將品質的管理推行到

組織內的各個部份。 

Law 1993 TQM是一個持續改善的歷程，在此歷程中必須以顧客的需求反應

為主，以資料作為決定的基礎並允許所有人參與的歷程。 

Herman 1993 TQM是一種提供組織內外顧客不斷改進品質及服務的哲學，傳送

給顧客的產品與服務都須是最高品質，所有來自顧客的回饋用來

幫助品質改進，在訓練與授權的過程中，充分讓成員發揮才能，

以發展出產品與服務的附加價值。 

Lewis＆Smith 1994 TQM是一套管理哲學，利用管理系統領導組織有效達成目標，保

證顧客滿意並創造利害關係人的最大價值。 

Coate 1994 TQM強調高品質產品或服務的追尋，及每一個人在組織之中對追

求卓越的承諾，而卓越是藉由團隊合作進行持續不斷的改進而達

成；也意謂著做到最好、高品質的服務以符合並超越顧客的期望

。 

Freed 1994 TQM是一種個人哲學及組織文化，利用科學化的結果測量及團結

合作以達成組織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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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國外學者對全面品質管理（TQM）之定義表（接前頁） 

學     者 年代 定                           義 

Sims＆Sims 1995 TQM是一種使用工具和技術持續改進的系統性概念。在它的工作

環境下，品質的追尋及顧客滿意的達成未曾停止；善用工具分析

問題，可迅速將關鍵因素找出予以控制排除，並改進所提供的產

品或服務。 

Sallis 1996 TQM是一種促使組織運作的策略性方法，必須專注於顧客需求，

以協助組織促進變革或制定策略以因應外在壓力。它並非一系列

口號，而是經由深思熟慮且系統化的方法，用以達成品質水準，

並且超越顧客需求，可視為一種持續改進哲學。 

Liu 1999 TQM可視為一種利用科學工具達成顧客滿意的策略性管理方式。

Choi＆Eboch 1999 TQM是一門管理的哲學，強調團隊成員的共同合作，促進品質的

改善，使組織的表現和顧客滿意度相連結。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表 2-1-2  國內學者對全面品質管理（TQM）之定義表   
學     者 年代 定                           義 

陳金貴 1984 TQM則是經由組織內全體人員的參與，以科學的方法不斷的改進

組織得產品、服務及作業過程，以迎合顧客現在及未來需求的一

種理念與方法。 

吳清山、林天祐 1984 TQM既非事後篩檢，也非將品質責交少數人之手，而是事先妥善

安排與設計，使所有部門、人員無時無刻致力於品質的改進，以

持續滿足消費者之需求。 

鄭春生 1995 TQM係指公司內所有的員工，由管理者至作業員，共同參與持續

性之改善工作，以全體力量改進各階層的製程績效。 

黃旭鈞 1995 TQM乃是透過適當的安排與設計，使組織所有人員的參與，利用

科學及統計的資料與方法，經所有成員的團隊合作持續不斷地改

進生產或服務的過程，以提昇產品或服務的品質，進而隨時滿足

並超越顧客的需求與期望。 

黃久芬 1996 TQM是組織永續經營的一套管理原則。組織中的所有人員、部門、

系統均應參與品質的持續改進工作，結合管理技術、統計工具與

分析技術，以滿足並超越組織內部及外部顧客現在及未來的顧客

需求。 

高麗鳳 1997 TQM是促使組織不斷改善與永續經營的管理哲學。它透過組織中

全體成員同心協力的參與，並採用系統化的管理策略、與科學化

的方法及技術，來改善組織運作或提昇產品的品質，以滿足目前

與未來的顧客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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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國內學者對全面品質管理（TQM）之定義表（接前頁） 
學     者 年代 定                          義 

陳師榕 1998 TQM強調的是小組合作的方式，來改善工作品質，建立組織中和

諧及團隊的氣氛。 

楊宗明 1998 TQM是一個不斷從資訊蒐集活動中，發現顧客真正的需求，將組

織的輸入轉化為符合顧客需求的產生，並且不斷改善組織本身的

運作過程，以真正達成組織所設定的品質目標以及顧客的長久滿

意；在這樣的過程中，需要組織全面性的參與，亦即整個組織成

員都能承諾追求高品質。 

黃誌坤 1999 TQM是在上層管理者的影響下，全體組織成員意願參與品質改善

的工作，在過程中隨時瞭解顧客的需求，並藉由良好的人力資源

管理及運用各種統計技術、品質工具的方式，提昇產品或服務的

品質，以滿足顧客的期望，達到永續經營的一套管理哲學。 

吳思達 2000 TQM是組織中所有成員、部門、系統所形成的工作團隊，利用科

學的技術及統計資料的方法，全面參與及持續改善生產活服務品

質的過程，並以提昇顧客需求與期望滿意度，作為達成組織追求

卓越、永續發展為目標的經營管理活動。 

張萬助 2002 TQM是以滿足顧客需求、組織永續經營為主要目標，在上層管理

者的影響之下，組織中所有部門、成員結合科學管理技術、統計

工具與分析技術，群策群力，共同致力於產品與服務品質的提昇

的一種管理哲學。 

彭瓊瑤 2002 TQM是不僅是塑造組織品質文化的管理哲學，更是一套管理系

統，必須在最高層管理者的領導下，透過團結合作的方式，全員

參與品質的轉變，且持續不斷的改進，以符合甚至超越顧客的需

求，最終達成組織目標。 

王文霖 2002 TQM組織中所有人員、部門、系統所形成的工作團隊，運用科學

的技術及統計資料的方法，作內部與外部市場的分析，以全程參

與及持續改善生產或服務品質的過程，期以提昇顧客需求與期望

滿意度，作為達成組織追求卓越、永續發展為目標的組織經營管

理的活動。 

張家宜 2002 TQM的意義，在於事先妥當謹慎地安排和設計任何產品的製程或

服務，避免事後的篩檢與錯誤，使所有人員都持續不斷致力於品

質的改進，以滿足顧客的要求。透過系統化的原則與策略，塑造

追求低成本，承諾高品質的組織文化，使組織中所有的部門及成

員均能持續改進所有的產品、服務與工作流程，最終目的在於滿

足並超越內外部全體顧客現在與未來的需求與期望，俾使組織得

以不斷改善與永續發展的一套管理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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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國內學者對全面品質管理（TQM）之定義表（接前頁） 

 
學    者 年代 定                           義 

陳志嘉 

 

2003 TQM是以顧客的需求為中心，全員參與各項品質經營及品質持續

改善活動，應用科學的方法及工具，塑造以品質為核心，卓越績

效為依規的組織理念。 

陳啟榮 2003 TQM是在教育行政主管的領導下，使組織運作順暢且能有效發展

人力資源管理與資訊管理，而所提供的顧客服務均能以全面品質

管理來落實。 

楊振隆 2004 TQM是係以系統為架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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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綜合上述，研究者將全面品質管理定義為「TQM是一種綜合的策略，可廣

泛地應用於各個領域中，最重要的目標是追求品質的改善。它建立起一個全方位

的工作團隊環境，每個人得以發展自身的能力和知識來改善品質，最後產出高品

質的產品，滿足顧客的需求和期望。」 
 
貳、全面品質管理的內涵 
 
    基於學者對 TQM的不同定義，對 TQM的內涵、理念與原則也各有不同，

依國內學者吳清山（1996）、高麗鳳（1997）認為全面品質管理的主要理念是透

過所有人員集體參與，不斷改進，藉由滿足或符合顧客的需求，以達成組織的目

標。其次，國外學者如戴明在日本實行的全面品質管理內涵有五大類：一、主管

須負責，品質必須由上位者領導，對未來規劃的錯誤，或為了預防問題發生，都

將帶來人力物力的浪費；二、顧客就是國王、皇帝、總裁與發號施令者，顧客是

生產線中最重要的一部份；三、瞭解並降低每一個流程的變異；四、組織中的全

體成員都必須參與並持續改善品質；五、教育訓練，讓人們樂在工作（Crainer，
2000）。 
 
總之，雖然國內外學者對於全面品質管理基本內涵互異，但仍有共同之脈絡



可尋。現就國內外學者針對全面品質管理之主要內涵，彙整如表 2-1-3 與表 2-1-4。 
表 2-1-3  國外學者對全面品質管理的主要內涵之比較表 
內 

涵 

研 

究 

者 

 

行政領導 人力發展 過程品管 資訊與分析 持續改善 顧客滿意 其    他

Snee 

（1986） 

＊領導統禦 

 

 ＊員工參與 

＊團隊參與  

 

 

＊持續改善 ＊品質及顧

客為重 

 

Oakland 

（1989） 

＊承諾 

＊溝通 

 ＊系統 

＊團隊  

   ＊工具 

＊文化 

Jablonski 

（1991） 

 ＊工作專業 

的流動 

＊兼重過程與

結果 

＊預防與檢視 

＊回饋 

＊以事實為

基礎的決定 

 ＊顧客為中

心 

 

Bonstingl 

（1992） 

＊高層的領導

與支持 

 ＊過程導向 

 

 ＊持續改善 ＊專注於顧

客 

＊使用品

質工具

Brocka＆ 

Brocka 

（1992） 

＊建立願景 

＊授權 

 ＊評鑑  ＊持續改善 ＊顧客導向  

Saylor 

（1992） 

＊遠見和 

領導 

＊長期承諾與

支持 

＊歸屬感 

＊獎賞和 

肯定 

＊訓練與 

教育 

 

＊全員參與 

 

 ＊持續改善   

Leigh 

（1993） 

＊授權  ＊團隊合作 

 

 ＊持續改善 ＊以顧客滿

意度為主 

 

Murgatoryed 

＆Morgan 

（1993） 

＊願景的 

承諾 

＊使用有效 

策略 

＊團隊學習 ＊團隊合作 

 

 ＊持續改善 ＊顧客導向 ＊使用有

  效工具

 

Price＆

Chen 

（1993） 

  ＊員工參與 

＊製程管制 

 

 ＊持續改善 ＊顧客導向  

續後頁 



 

表 2-1-3  國外學者對全面品質管理的主要內涵之比較表（接前頁） 
內 

涵 

研 

究 

者 

 

行政領導 人力發展 過程品管 資訊與分析 持續改善 顧客滿意 其    他 

Downey 

（1994） 

＊塑造共同信

念與價值的

組織文化 

＊建立系統的

組織架構 

＊視為理性的

組織 

＊激勵員工 

＊建立常設的

溝通回饋管

道 

＊培養對教

育任務的

使命感 

＊為所有的

學習者而

準備 

＊重視過程 

管理 

＊動員所有 

員工 

＊員工相互 

合作 

＊發揮系統最大

功效 

＊建立整合性的

網路組織架構

 

 ＊持續改進 

 

＊顧客至上 

 

＊為有意義

的任務而

準備 

＊瞭解變異

來源 

＊瞭解失敗

的最大原

因來自系

統錯誤 

Omachonu＆ 

Ross 

（1994） 

＊領導 

＊策略性的 

計畫 

 

＊人力資源

發展及 

管理 

＊過程品質的 

管理 

＊訊息與 

分析 

 ＊顧客中心

及滿意 

＊標竿 

 

Swift 

（1995） 

  ＊事先預防 

＊流程完善 

＊事實管理 ＊持續改善 ＊以顧客為

重 

 

Stamatis 

（1996） 

＊組織的支持  ＊全員參與 

＊測量評估 

 ＊持續改善 ＊以顧客為

重 

 

Stone 

（1997） 

＊規劃 

＊溝通 

＊授權 

＊績效責任 

 ＊品質管理 

系統 

＊共同參與、 

標準化 

＊資訊系統 

 

＊持續改善 

 

＊顧客中心 ＊品管工具

Richardson 

（1997） 

＊領導的承諾 

＊願景及價值 

＊授權 

＊溝通 

＊讚譽與報酬 

＊實行 

＊訓練 

 

＊組織系統的 

連結 

＊測量 

＊參與 

  ＊顧客中心 ＊工具和 

技術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表 2-1-4  國內學者對全面品質管理的主要內涵之比較表 
內 

涵 

研 

究 

者 

 

行政領導 人力發展 過程品管 資訊與分析 持續改善 顧客滿意 其    他 

高瑞彬（1993） ＊服務與組織  ＊著重預防 

＊長期性過程 

 ＊持續改進 

 

＊顧客導向  

李春安（1994）   ＊全員參與  ＊持續改善 ＊顧客為重  

賴宏昱（1994） ＊管理階層的

領導、承諾 

與投入 

 ＊全員參與 

＊團隊工作 

＊品質規劃、管制

 ＊持續改善 ＊顧客導向 

＊降低成本 

 

＊提高收益 

吳清山、 

林天祐（1994） 

  ＊全員參與 

＊事先預防 

 ＊持續改善 

 

＊顧客至上 

＊品質第一 

 

劉書寧（1994） ＊高階管理者

的領導 

  與支持 

＊重視教育

與訓練 

＊全員參與 

＊加強團隊工作

與協調合作 

  ＊顧客導向 

 

 

黃旭鈞（1995） ＊建立長遠持

續目標 

＊上層主管 

  領導支持 

＊授權 

＊注重成員

的發展訓

練 

＊全員共同參與 

＊錯誤的預防勝

於檢驗 

＊資料為本

位的決定與

管理 

＊持續不斷

的改進系

統 

 

＊滿足並超

越顧客的

需求 

＊承諾品質

為優先考量 

 

謝家駒（1995） ＊卓越領導  ＊全員參與  ＊不斷改進 ＊顧客導向  

黃久芬（1996） ＊文化變革 

領導 

 ＊全員承諾參與  ＊持續改進

系統 

＊確保顧客

滿意 

 

詹錦銘（1996） ＊強調高階管

理階層的領

導與策略 

＊強調教育 

  訓練 

＊對員工能

力的訓練 

＊強調全員參與   ＊顧客為主  

林偉人（1997） ＊高階主管的

領導與承諾 

 ＊全員參與 

＊團隊合作 

＊預防勝於治療 

＊過程結果兼顧 

＊以事實為

決策基礎 

＊持續改善 ＊顧客至上  

何沙崙（1997）   ＊全員參與  ＊持續發展 ＊顧客至上  

周世玉（1997） ＊長期的承諾  ＊問題預防 

＊全員品質意識 

 ＊系統性 

改善 

＊以客為尊  



續後頁 

表 2-1-4  國內學者對全面品質管理的主要內涵之比較表（接前頁） 
內 

涵 

研 

究 

者 

 

行政領導 人力發展 過程品管 資訊與分析 持續改善 顧客滿意 其    他 

陳師榕（1998） ＊建立長遠明

確目標 

＊上級對品質

承諾 

＊授權 

 ＊全員參與 

＊注重團隊合作 

 ＊持續改進 

 

＊顧客中心 ＊應用科學

統計的方法 

楊宗明（1998） ＊領導與創造

文化 

＊策略性目標

計劃 

＊溝通 

＊人性資源

發展與與

管理 

＊過程品質管理 

＊回饋 

＊測量 

＊訊息以及

分析 

 ＊顧客中心

及滿意 

＊標竿 

鄭宏財（1998） ＊品質領導  ＊全員參與承諾 

 

 ＊持續改進 

 

 ＊統計技術

的應用 

吳明隆（1999） ＊品質領導 

＊上級對品質

承諾 

 ＊重視團體共識 

＊品質掌控在於

預防而非檢視 

 ＊持續改善 ＊以客為尊  

洪勝利（1999） ＊高階主管的

承諾 

＊教育訓練 

＊組織文化

的改變 

＊全員參與 

＊團隊合作 

＊資訊管理

與應用 

＊持續改善 

 

＊顧客滿意

為導向 

＊供應商的

管理 

黃勇富（1999） ＊品質領導  ＊全員參與 

＊以團體為導向 

 ＊持續改善 

 

＊以顧客為

中心 

＊應用科學

統計方法 

黃誌坤（1999） ＊品質領導 ＊良好人力

資源管理 

   ＊滿足顧客

期望 

＊善用品質

管理工具 

吳思達（2000） ＊行政領導 

＊策略計劃 

＊人力發展 ＊過程品管 

 

＊資料分析 ＊持續改善 ＊顧客滿意 ＊經營成果 

許煜凡（2002） ＊領導風格 

＊組織未來發

展方向 

＊內外溝通 

＊策略性目標

與計劃 

＊人力資源

管理 

＊過程品質管理 

＊回饋 

  ＊服務滿意

度 

＊教育品質 

 



續後頁 
表 2-1-4  國內學者對全面品質管理的主要內涵之比較表（接前頁） 
內 

涵 

研 

究 

者 

 

行政領導 人力發展 過程品管 資訊與分析 持續改善 顧客滿意 其    他 

王文霖（2002） ＊品質承諾 

 

 ＊全員參與的工作

團隊 

＊服務品質的過程

 ＊持續改善 

 

＊以顧客滿

意為需求 

運用科學的

技術及統計

資料的方法

張家宜（2002） ＊品質承諾 

 

＊發展人力

資源 

＊事先預防 

＊團隊合作 

＊全面參與 

＊以資料為

基礎 

＊持續改進 

 

＊顧客至上  

張萬助（2002） ＊品質領導 ＊教育與 

訓練 

＊全員參與 

＊團隊合作 

＊事先預防 

注重過程 

 ＊持續改善 

 

＊顧客至上  

彭瓊瑤（2002） ＊組織領導與

承諾 

 ＊全員參與 

 

 ＊持續改善 

 

＊顧客滿意  

陳啟榮（2003） ＊教育行政主

管的領導下 

＊有效發展

人力資源 

 ＊資訊管理  ＊顧客服務 ＊組織運作

順暢 

陳昭銘（2003） ＊卓越領導 

＊建立願景 

＊授權管理 

＊士氣提昇 

＊能力強化 ＊全員參與 

＊團隊合作 

 ＊持續改善 

 

＊顧客中心  

陳志嘉（2003） ＊卓越績效 

＊品質承諾 

 ＊全員參與 

＊各項品質經營 

 ＊持續改善 

 

＊以顧客的

需求為中心 

＊運用科學

方法及工具

楊敬忠（2003） ＊品質承諾 

 

＊加強在職

訓練進修

＊全部參加 

＊注意事先預防 

＊強調團隊 

＊提供回饋 

＊善用資源

資訊工具 

＊持續改進 

 

＊顧客至上 

＊服務至上 

 

楊振隆（2004） ＊以整體組織

方式來經營 

＊人員成長 ＊全員參與 

＊以品質為中心 

＊注意事先預防 

＊強調團隊合作 

＊注重全流程品質

管理 

 ＊持續改進 

 

＊以顧客需

求為導向 

 

＊運用科學

方法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綜合上述，從國內外學者不同角度，對全面品質管理各有不同之看法，但可

以歸納出全面品質管理之主要內涵如下： 
    
一、行政領導：係指校長及行政主管，能夠創造與維持明確的教育品質觀，持續 
追求高品質教育成果。 
 

二、人力發展：係指校長及行政主管激發教職同仁工作潛能，促進成員成長，達 
成學校教育目標。 
 

三、過程品管：係指校長及行政主管追求高教育品質的整個過程，會不斷改進， 
    進而達成學校教育目標的程度。 
 
四、持續改善：係指校長及行政主管會應用評鑑制度或從事教育研究，以評估學

校運作過程的品質成效與缺失的程度。 
 
五、資訊分析：係指校長及行政主管會蒐集並運用資料，分析學校服務品質，及 
師生家長滿意度，進而提昇績效、邁向卓越。 
 

六、顧客滿意：係指校長及行政主管會利用各種管道，瞭解師生家長與學校的關 
係，以及他們對學校所提供教育服務品質的滿意程度。 

     
     
 
 
 
 
 
 
 
 
 
 
 
 
 
 
 



 

第二節  全面品質管理之理論及其評鑑指標 

 
壹、東西方品管之理念 
 
    前節對品質的義涵作一說明，然其理論與發展部份，就應從東西方代表性人

物談起，茲因他們在這方面貢獻與成就卓越，現簡述美國學者Walter A. Shewha- 
rt、Edwards W. Deming、Joseph M. Juran、Armand V. Feigenbaum、Philip B. Crosby，

以及日本學者Kaour Ishikawa 等品管大師在品質發展上的理念。 
 
一、Shewhart的品管理論 
 
    Shewhart認為品質代表「組成的方法」，其中包含「使用、成本、尊重與交
換」等四種價值，其次，堅持品質要能量化，把顧客的期望轉為具體數字，並訂

出平均值，最後，於生產中統計方法不僅可以檢驗瑕疵，更可以建立品質，改善

品質（張家宜，2002）。Shewhart是第一個將計量統計方法運用在品質管理上的

品管專家，奠定統計品管制的基礎（高麗鳳，1997），透過管制圖（control chart） 
探討生產過程中的變異行為和原因，並加以控制變異量，以減少不良產品出線的

機率（劉漢容，1995）。對於控制變異的方式，他把變異分為兩種（Bonstingl，
1992；黃誌坤，1999）： 
（一）隨機變異（random variation）：是由整個系統產生的變異，可加以預測。  
      後來 Deming將此變異改稱為共同因素（common cause）。 
（二）非隨機變異（assignable variation）：係由個人或特定因素所產生的變異，

無法預測，故需加以去除。Deming將此變異稱為特殊因素（special cause） 
      。 
    Shewhart首創管制圖，為統計品質管制之父。Shewhart發明 P-D-C-A循環
圈（plan-do-check-act），用以說明品質仍需經由持續不斷改善而得。Shewhart又
特別強調：品質是製造出來的，而非檢驗出來的，主張將簡單而直接了當的統計

方法運用在製程中，才是預防品質下降的最佳方法（林偉人，1997）。 
 
二、Deming的品管理論 
 
    Deming的品質理念，認為品質是符合並超越顧客需求與期望，然後不斷的

改進產品。Deming也強調統計方法對管理的重要性，資料蒐集必須對管理行動

有幫助，利用調查法瞭解消費者的需求，並根據資料分析結果設計出符合顧客需

求的合適產品（張家宜，2002）。Deming認為品質由顧客現在與未來的需求來決

定，它對品質的掌握是採系統與領導二項為主軸，品質不良是由系統不佳所引起



的，而系統的好壞是管理者的責任，所以要做好管理的工作，淵博的知識是不可

少的（林公孚，1998）。Deming認為品質就是一種以最經濟的手段，製造出市場
最有用的製品（吳永智，2000）。 
 
    茲就 Deming管理理論的主要內涵，加以說明與分析。 
 
（一）健全的知識系統（the system of profound knowledge） 
 

包括系統、變異知識、心理學四個交互作用領域（Horine，1993；林公孚， 

1998；吳思達，2000；張萬助，2002）。 
 

   1. 系統的體認：系統係指組織內的網路或功能共同運作，以達成組織的目標，

它是各組成份子工作在一起，共同完成系統目標的相互網路，由輸入－處

理─輸出三者所構成。對於組織系統的管理，需要具有系統內所有組成元

素及所有人員間交互關係的知識。系統組成的因素包括員工、顧客、股東、

管理風格及環境束縛等，經營者如果缺乏對系統的鑑賞，將導致品質管理

的失敗，目標無法完成，使系統內人人受損。 
       2. 變異的知識：對過程的變化有所瞭解，才能使系統作最有效的運作，並且

改進生產能力。變異的出現顯示系統內的製程穩定性，若製程在統計管制

的狀況下，未來的變異是可預期的，其製程是穩定的。反之，則不可預測。

Deming認為品質的問題大部份是由管理階層所造成的，而此品質的問題，

大約有百分之八十五的變異來自系統或過程的問題，解決系統或過程的變

異是管理者的責任。他將變異原因分為特殊因素與共同因素，其中特殊因

素是特定之機器或操作人員引起的，是屬於非偶然產生而能明確指認得出

的原因，不屬於整體系統的一部份，它的出現是一種意外或不正常的現象，

應是由最接近它的作業人員來注意。Deming將變責任的歸屬明確區分為管
理者與作業員。共同因素是操作系統引起並且是管理者的責任，只有管理

者或管理系統者才能改造它，為它負責，不是一般工人所能為力的。管理

者即在於瞭解變異產生的共同或特殊因素。統計製程管制圖就是 Deming用
來協助診斷變異原因的主要工具（簡聰海，1999）。 

  3. 知識的理論：Deming認為知識的理論，可以幫助我們瞭解任何型式的管理

都是可以預測的。理論可以導向預測，如果僅有理論而沒有預測，則經驗

與實例就沒有任何的用處，也不能從經驗與實際中學到什麼。因此，組織

管理者必須瞭解品質管理的相關工作，並且做關於品質管理工作的預測。

研究這種預測，就可以產生新的品管知識。 

  4. 心理學的知識：Deming認為人天生具有創造與獲得知識的慾望，在工作場

所帶來喜悅，往往是來自於個人的內在動機。管理者必須瞭解人有個別差

異的存在，因此應該具備心理學知識，而作最有效的運用。 



 
（二）PDSA循環圈（plan-do-study-act，簡稱 PDSAcycle） 

Deming將 Shewhart的 PDCA（plan-do-check-act）改良而成為 PDSA，即 
計劃（plan）、執行（do）、研究（study）、行動（act）：所謂 P-D-S-A循環圈即
Deming循環圈，它認為唯有組織中的各部門群策群力共同合作推動品質改進，

產品與服務的品質才會提升，如圖 2-2-1 所示。 

 

        

 

  plan           do 
計畫           執行 

 
 
action          study  
行動           研究 

 

 

 

 

 

 

 

 

 

 

 

 

圖 2-2-1  Deming循環圈 
資料來源：From＂Out of the crisis（p.52）＂by W. E. Deming，1986. 

     
（三）Q理論（Quality of theory） 

 

Deming 提出以品質為中心的Q理論（林公孚，1998），其要點如下： 

 

   1. 企業經營理念：以長期成長、永續經營為目標，為管理者、員工及所有的 

      合作對象提供更加多元的工作機會。 

   2. 長期的彼此承諾：所有參與合作的對象，彼此對品質做出承諾。 

   3. 以市場為導向：以顧客為重，不斷地改進產品或服務水準，使品質、成本 

與交貨期等均能令顧客滿意。 

   4. 採行以品質為中心的管理方法：將品質作為追求的目標，科學管理方法與 

人性因素一倂考慮。 

   5. 全面實施品質管理與及時法。 

   6. 由上而下與由下而上的雙向溝通。 

  



 

（四） 十四項原則 

 

Deming 畢生對品質所抱持的中心思想，總結於著名Deming 十四點，任

何組織欲追求品質改革，以下十四項行動準則缺一不可（Deming，1986；Walton，

1986/1997；張家宜，2002）： 

 

   1. 建立恆久目標（Create constancy of purpose）：建立促進產品和服務品質的恆 

久目標。 

   2. 接納新理念（Adopt the new philosophy）：接納新的經營哲學，管理者應對

員工負責，並利用領導力從事變革。 

   3. 不依賴大量檢驗（Cease dependence on mass inspection to achieve quality）：停

止依賴檢驗方法達到品質要求，改善品質應從製程的第一步開始做起。 

   4. 不以價格作為採購之唯一考量（E nd the practice of awarding business on the 

basis of price）：勿僅以價格作為採購考量，要與供應商建立長期忠誠信任

關係，才得以降低成本。 

   5. 持續改進產品及服務的系統（Constantly improve the system of product and 

       srevice）：持續不斷的改進流程，促進生產與服務品質，降低成本。 

   6. 制定在職訓練（Institute training on the job）：對員工實施在職教育訓練。 

   7. 建構領導者的角色（Institute leadership）：管理者應建立領導風格，協助員 

工和設備有更好的工作表現。 

   8. 消除恐懼（Drive out fear）：管理者應協助員工排除對新經營理念的恐懼， 

使工作效能更佳。 

   9. 打破部門之間的藩籬（Break down barriers between departments）：撤除部門

障礙，設計、銷售與生產部門員工應團結合作，共同處理產品或服務問題，

為建立改善品質目標而努力。 

  10. 避免空泛的口號、說教或工作目標（Abandon slogans）：管理應對改善品質 

的理念身體力行，而非向員工喊口號、訓誡或設定工作目標。 

  11. 消除數字目標、限額，以及工作標準（Eliminate numerical goals,quotas, and 

work standard）：以領導方式達成工作要求，而非以工作產出的量為目標。 

  12. 消除傷害工作自尊的障礙（Remove barriers to pride of workmanship）：讚揚員

工的工作績效，使他們以工作成果為榮，排除妨礙追求工作容譽的障礙 。 

  13. 建立具有活力的教育與自我改善計畫（Institute a vigorous program of 

education and self-improvement）：實施多元的教育訓練與自我改進計畫。 

  14. 以結構化的管理完成改造（Structure management to accomplish the trans- 

      formation）：促使組織內每一個人都參與改革活動，以完成組織轉型任務。  

     

 



 

三、Juran 的品管理論 

 
    Juran 定義「品質＝缺點產生的次數/缺點產生的機會」，認為品質問題關鍵在

於管理，而非操作不當，故強調品質必須經過高階主管的妥善規劃，Juran 認為

組織的品質使命是讓顧客覺得「適用」（fitness for use），組織各單位的任務係依

據設計規程努力達成適用目標（張家宜，2002）。Juran 首創利用「帕雷多圖（pareto 

diagram）」分析，從事品質改善工作（劉漢容，1995）。 
 
    Juran 的品質理論最主要的概念有：（一）、管理者的參與是品質的關鍵。（二） 
、運用科學的統計方法，瞭解並解決重要的問題。（三）、品質管理應以適合使用、 
符合顧客需求、使用者參與三者為指標。（四）、要以突破的觀念、專案的手法，

從管理與技術面不斷從事研究－開發－設計－製造－檢視－售後服務改進，形成

永不休止的進步螺旋（林公孚，1995；吳思達，2000）。為提升管理者對組織品

質運動的影響力，Juran 提出「策略品質管理」（Strategic Quality Management ，

簡稱 SQM）觀念，結合組織內所有管理角色，參與品質規劃活動，SQM部份，
成立新的訓練組織與人員，為組織開辦綜合性訓練，而執行 SQM的第一步，就
是集合所有高階主管成立「品質會議」，定位在組織品質管理最高協商層級，負

責管理組織品質經營工作（張家宜，2002）。 
 
    Juran 受到 Shewhart的影響，提出強調品質規劃（quality planning）、品質控
制（quality control）、品質改善（quality improvement）的品管三部曲，以系統的
方法作為品質管理的準則（林偉人，1997；林公孚，1998）。其步驟如下： 
 
（一） 品質規劃（quality planning）：係指創造能符合所有設定目標，以及在作

業條件下的工作過程，經規劃之後，過程交到作業人員執行，使期能在

最佳的效益之下運作。品質規劃的目的在探討開發產品和流程的相關活

動，以符合顧客的需求，設計者必須與顧客具有共同的語言，同時考慮

生產階段的最佳化（吳永智，2000）。 
       品質規劃程序為： 
   1.  建立品質目標。 

   2.  界定顧客。 

   3.  決定顧客需求與發掘顧客潛在需求。 

   4.  開發產品特性以符合顧客需求。 

   5.  規劃（或製程）使其達到產品特性。 

   6.  建構流程管制和轉移結果予相關人員。 

 
 



 
（二） 品質控制（quality control）：是指在作業時，製程能符合品質目標的要求 
       ，品質計畫進行，將品質的變異控制在允許的範圍之內。強調標準的制

訂來自完美且符合顧客需求的規格，對於品質的變異必須深入探討分析

品質管制的程序基本上應是回饋迴路的運作，其內容如下： 
   1.  選擇管制主題和內容。 
   2.  決定衡量單位。 

   3.  設立管制目標。 

   4.  建立偵測裝備或設施以量測欲管制的績效。 

   5.  量測實際作業之執行績效。 

   6.  解釋實際績效與目標績效之間的差距。 

   7.  如果有明顯的差距存在，採取必要的行動。 

 
（三） 品質改善（quality improvement）：是指突破前所未有品質績效的過程，   
       使作業進行明顯地超出計畫的績效水準，特別強調品質改善必須全面性 
       且以革命性的步伐前進。品質改善是指提升品質績效以達到突破現況的 
       水準，其過程如下： 
   1.  確定有效改善的需要存在。 
   2.  建構品質改善的基礎結構。 
   3.  界定改善計畫。 
   4.  成立專案小組診斷問題。 
 
四、Feigenbraum的品管理論 
 
    Feigenbraum在 1956 年提出「全面品質管制」（total quality control），它的
定義是：「全面品質管制是一套包含品質發展、品質維持、品質改進的有效系統，

目的在於使市場、工程、製程及服務在最經濟的情形下，贏得所有顧客的滿意。」 
（Feigenbraum，1991）。因此，Feigenbraum的全面品質控制（TQC）實具有全
面品質管理之內涵。 
 
    Feigenbraum認為全面品質控制（total quality control，簡稱 TQC）是一種複
合性的名詞，它結合「全面」（total）、「品質」（quality）、「控制」（control）
三個具獨立意義的名詞結合而成。就字義而言，「全面」是指全公司系統，「品質」

是顧客滿意取向，「控制」是指工廠為了確保滿意的品質成果管理。品質是公司

經營的主要策略，而影響品質的基本九大因素（9M’S）：市場（markets）、錢
（money）管理（management）、人（men）、激勵（motivation）、原料（material）、
機器（machines and mechanization）、現代化資訊方法（modern information 
methods）、製造設備（product requirements）等九種因素（Feigenbraum，1983；



Lewis＆Smith，1994）。 
   
    Feigenbraum品質管理的主要理念有以下幾種特性（林英峰，1995；林偉人，

1997；林公孚，1998；黃麗美，1997）： 
（一）品質不是技術職能或部門的事而已，並以系統的程序擴充至公司個層面。 
（二）品質必須要由組織來推動，公司品質的結構要正確，才能有效支持個別部 
      門間的品質團隊。 
（三）強調品質改進必須始於行銷、研究發展、製造及服務上，而非限於工廠工 
      人的生產活動。 
（四）必須在過程中，體察消費者所希望的品質，以滿足其使用上的需求。 
（五）製造優劣對競爭力影響甚鉅，製造的領導者能占 5-10％的競爭優勢，因此 

，要以世界最佳者為競爭基準，從事改進。 
（六）沒有不變的品質水準，要不斷地提升。 
（七）高階管理者個人的品質知識極為重要。 
（八）從品質設計技術到電腦輔助品質管理、衡量與管制，皆要不斷地運用新的 
      技術從事品質改進。 
（九）全面品質改進不能僅靠幾個專家的努力，需要全體工作人員共同參與和努 
      力。 
（十）只有明確建立顧客導向的品質管理制度，在組織中運用，使得大家瞭解、 
      相信，且願意身體力行，上述各點才能真正落實，獲得成功。 
（十一）現代品質改進要運用新的技術。 
 
    綜合 Feigenbraum的理論，他認為品管的核心是預防，而非補救。依他的定

義「品質」絕對不是最好的，它只是在某些消費條件下是「最好」的，這些條件

是產品的價格（隱含著品質成本），以及實際的用途。而全面品質控制（TQC）
則是一種有效的系統結合公司內部各部門在品質開發，品質維護，以及品質改善

下最大的努力，使產品及服務皆能在最經濟的水準之上，獲取顧客的完全滿意。

更堅決主張必須改善每一層面的作業品質，否則將無法產生整體效果，整個系統

更難品質改善（吳永智，2000）。 
 
五、Crosby的品管理論 
 
    Crosby在 1961 年提出零缺點（zero defects）的品質理念，他認為品質的優

劣與它是否「符合要求」有關，零缺點則是品質的標準。從事教育事業方面，更

要如此要求；不管企業或教育事業，要達到這個目的，都要「事先預防」錯誤的

發生。Crosby提出品質管理的四大絕對要項（absolutes of quality management） 
（Crosby，1984；林公孚，1998；黃久芬，1996；鄭宏財，1998）： 
（一）品質為「需求的一致，而非精確」。 



（二）品質來自預防錯誤的發生。 
（三）品質的績效標準是零缺點。 
（四）以「產品不符合要求所付出的成本」作為評量品質好壞的方法。 
 
    Crosby認為管理不當才會有品質的問題，品質自己不會給自己帶來問題，

因為品質問題不會獨立於管理過程而獨立（簡聰海，1999）。Crosby 更提出改善

品質的十四個步驟（吳思達，2000；簡聰海，1999）： 
 
（一）對品質管理的承諾（management is commitment），從建立正確的品質觀念 
      做起，並使成員對品質觀念形成共識。 
（二）每一部門成立品質改進團隊（quality improvement teams）。 
（三）設定品質的測量標準（measurement），以瞭解品質還需要改進的地方。 
（四）客觀評估品質成本（the cost of quality），作為品質管理的工具之一。 
（五）喚起所有員工的品質意識知覺（quality awareness），充分讓成員瞭解與溝 
      通，使其成為組織文化的一部份。 
（六）建立修正系統，實施改正活動（correct actions），針對缺失加以改進，以

符合需求。 
（七）建立零缺點的計畫（zero defects planning），在此計畫必須是連續的，且成

員必須以嚴謹的態度來執行。 
（八）實施員工品質教育訓練（employees education）使成員更瞭解品質的意義

所在，以便能更實際的去執行。 
（九）設定零缺點日（zero defects day），主要的目的是讓成員能夠一起對品質作

承諾。 
（十）決定改進目標（set goals），從品質測量中建立表格，讓成員充分瞭解，進

而能實際完成改進的目標。 
（十一）消除錯誤因素（error cause removal）：去除溝通管理的障礙，讓問題能

充分獲得陳述，從而幫助問題的解決。 
（十二）選出品質改進的模範（recognition），表示感謝與讚賞，加強員工對品質

再認知 
（十三）設立品管委員會（quality councils），溝通問題、鼓舞成員的士氣、及主

管對零缺點的認同與執行。 
（十四）強調品質改進是永無止境的（do it all over again）。 
 
六、Ishikawa的品管理論 
 
    Ishikawa為日本實施品質管理的重要人物，他認為品質是「一種能使消費者

或使用者滿足，並樂意購買的特質。」另外，Ishikawa受到 Shewart的統計品質
管制的影響，創立品管圈活動（quality control cycle，簡稱 QCC），Ishikawa指出



品質管制要追求的是產品的品質、服務的品質及工作的品質，進而推展全面品質

活動，需要高階主管的前瞻觀念及政策的引導，全公司不分上下全力推動。其次，

嚴格要求員工接受教育訓練，培養員工具有企劃及實踐的能力。最後，發展出日

本的全公司品質管制（company-wide quality control，簡稱 CWQC），奠定品質管
理的基礎（劉漢容，1995）。 
 
    Ishikawa一生很重視「人的品質」，因此，說出「品質始於教育，終於教育」 
的至理名言。Ishikawa對品質管理有三大原則（吳思達，2000）： 
 
（一）高階管理者扮演主要的推動力量。 
（二）務必做好員工的思想革新，意識革新。 
（三）務必落實員工的企劃與實踐能力。 
 
    Ishikawa同時提出因果圖（cause-and-effet diagram），因其形狀像魚骨，亦稱

魚骨圖（fishbond diagram），也稱為石川圖（Ishikawa diagram）。它是作為分析
品質問題肇因的工具，這種技術可以讓團隊在詳細標出影響問題或影響預期目標

的所有因素，透過腦力激盪，可以畫出魚骨圖，目的是列出影響程序品質的所有

因素，然後畫出這些因素間的關係（何瑞薇譯，2001）。 
 
    Ishikawa認為日本式的 CWQC有六項獨特的特徵，是其他國家所沒有的（ 
Ishikawa，1982）： 
 
（一）全公司全方位品質管制，全員參加品管。 
（二）品質管制的教育與訓練。 
（三）品管圈活動。 
（四）品管稽核診斷（頒發戴明獎及董事長親自參與的診斷）。 
（五）活用統計方法。 
（六）全國性品質管制的推行活動。 
 
    從以上文獻分析，東西方品管大師的論點儘管有些不同，然主要的差異在於 
每一個人的立場不同，強調的方式也不同，但基本理念大致相同。唯一相同的目

的是提高產品的品質，降低產品的成本，帶動生產力，增加產品的市場競爭力，

使產品能於競爭劇烈的市場中，立於不敗之地。簡聰海（1999）發現上述學者品
管理論的共通點： 
（一）加強員工的教育與訓練。 
（二）高階管理者務必做到參與、支持與承諾。 
（三）員工要會企劃與實踐的能力。 
（四）品質管理計畫是永無止境的。 



（五）品質管理計畫必須全公司所有人員，全方位的參與與經營。 
 
    研究者依據（陳啟榮，2003）之相關圖修訂後，以圖 2-2-2 來表示品質管理

理論演變與全面品質管理的關係。 

TQM 
＊CWQC

＊PDSA 

＊全面品

質管制

Deming 
＊PDSA 

＊Q 理論 

＊十四點管理原則 

Juran 
＊品管三部曲 

＊突破程序 

Ishikawa 
＊全公司品質 

管制 CWQC 

＊品管圈 QCC 

Feiganbaum 
＊全面品質管制 

＊十項全面品質

成功標準 

Crosby 
＊四大定理 

＊品質改進的

八項步驟 

Shewhart 
＊管制圖 

＊PDCA 

 
 
圖 2-2-2   品質管理理論與全面品質管理（TQM）之關係圖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從上圖中全面品質管理的理論演變，整合出 TQM的重要理論如下： 
 
一、Ishikawa 全公司品質管制 CWQC：由 Shewhart 管制圖、Ishikawa品管圈

QCC等演變而來。 
二、Deming PDSA：由 Shewhart PDCA演變而來。 



三、Feiganbaum 全面品質管制：由 Deming Q 理論、Juran品管三部曲、Crosby
品質改進的八項步驟等演變而來。 

貳、品質管理的評鑑指標 
 
    全面品質管理概念從國外引進國內，並受企業界之重視，很多企業組織陸續 
尋找達到全面品質管理的衡量標準。經由品質管理標準的建立，可以提供一定的 
外在信心，也可以因此建立外在的信譽（Sallis,1996）。日本則早在一九五○年即

建立了Deming獎（Deming’s Prize）為其國家品質獎，一方面表達品質先鋒Deming
的尊敬，另一方面則據以獎勵國內推行品質管理績效良好的公司（汪益，1991；
Sallis，1996）；美國在一九八○年代開始建立馬康包立茲獎（Malcom Baldridge 
National Quality Award,MBNQA），以提供美國境內的公司、企業一個有關管理努

力的新方向（Sallis,1996）；歐洲各國也從一九八○年代開始漸漸注意關於品質的

一些標竿，在一九九一年由歐洲品質論壇建立了歐洲品質獎，以發展並激勵歐洲

的公司發展客觀的衡量品質標準；我國於一九八○年代正式設立國家品質獎，由

行政院國家品質獎推動委員會負責推動。在此，將介紹日本 Deming獎、美國馬
康包立茲國家品質獎、歐洲品質獎、臺灣國家品質獎之內涵，分述於后： 
 
一、美國馬康包立茲國家品質獎（Malcom Baldridge National Quality Award） 
    
    美國為了提昇品質，於一九八七年透過立法，於隔年正式設立「馬康包立茲

國家品質獎」，其主要是鼓勵企業、機關團體追求品質進步，透過國家品質獎的

規範準則，讓企業及機關團體有所因循，進而達到追求品質卓越的目的。其申請

對象為服務業、製造業、小型企業、教育組織、健康與關懷組織等五類。它不只

是一種標準，而且是一項年度競賽，主要是要確認美國境內達到品質成就及品質

管理的公司，它最重要的目的是促進品質的意識、瞭解品質的需求、分享有關成

功策略的訊息（Sallis,1996;Tenner＆ DeToro,1992）。 
 
    馬康包立茲國家品質獎的審查主要是基於三個階段過程而來的（Tenner＆ 

Detoro,1992）：第一階段是書面資料的評鑑；第二階段則是現場視察（對於書面

資料評鑑得到高分的申請公司加以視察）；第三階段係對所有結果作一最終判

斷。在馬康包立茲國家品質獎的檢視規準中，包含四個因素中的七個範疇，這也

是著名的馬康包立茲國家品質獎的審查標準，這個標準主要認為品質改善過程結

果的分析對於品質而言是一個重要的因素，茲將這四個因素及其七個範疇簡述如

下（Sallis,1996;Tenner＆ Detoro,1992）： 
 
（一）領導：高層行政者的領導是品質改善中的主要力量，此外領導者的品質 
      價值、品質管理及公共責任等亦為重要因素。 
（二）系統：品質改善系統是第二項因素，它主要包括四個範疇。 



 
   1. 訊息及分析：包括品質資料及訊息的管理、競爭性的比較和標竿展示以及

品質資料及訊息的分析等。 
   2. 策略性品質計畫：包括策略性品質計畫過程以及品質目標等。 
   3. 人力資源的利用：包括人力資源管理、成員參與、品質教育與訓練、成員

認可和表現測量以及成員表現良好及士氣。 
   4. 產品及服務的品質保證：對品質產品與服務的設計及介紹、過程品質控制、 

過程的永續改善、品質測量、商業過程及服務支持系統以及重視供給者的 

品質。 
（三）測量：主要是測量品質結果，包括對於產品及服務結果的測量、商業過程 

、運作、支持服務以及供給者品質結果的測量。這一方面的測量還包括從

顧客需求及期望中分析可測量的改善。 
（四）目標：品質的最終目標主要就是顧客滿意，主要包括決定成員需求和期望 

、顧客關係管理、顧客服務標準、對顧客的承諾、解決品質改善的抱怨、 
決定顧客的滿意度、顧客滿意結果以及顧客滿意比較等。 

 
    馬康包立茲國家品質獎之內容，如表 2-2-1所示。 
 
表 2-2-1馬康包立茲國家品質獎之內容 

類     別     及     細      目 類別計分 細目計分 
1.0 領導 100 
1.1 高層行政領導  40
1.2 品質價值觀  15
1.3 品質管理  25
1.4 公共責任  20
2.0 資訊與分析 70 
2.1 資料及資訊管理  20
2.2 競爭比較及基準  30
2.3 品質資料及資料分析  20
3.0 策略性規劃 60 
3.1 策略品質計畫過程  35
3.2 品質目標和計畫  25
4.0 人力資源運用 150 
4.1 人力資源管理  20
4.2 員工參與  40
4.3 品質教育與訓練  40
4.4 員工認知及工作管理  25
4.5 員工福利及士氣  25



續後頁 
 
表 2-2-1馬康包立茲國家品質獎之內容（接前頁） 
 

類     別     及     細      目 類別計分 細目計分 
5.0 產品與服務品保證 140 
5.1 產品與服務之設計介紹  35
5.2 品質控制過程  20
5.3 持續改進過程  20
5.4 品質評量  15
5.5 文件歸檔  10
5.6 銷售過程與售後服務品質  20
5.7 供應商品質  20
6.0 品質成果 180 
6.1 產品和服務的質結果  90
6.2 顧客滿意度  50
6.3 供應者的品質成果  40
7.0 顧客滿意度 300 
7.1 決定顧客需求及期望  30
7.2 顧客關係管理  50
7.3 顧客服務標準  20
7.4 對顧客承諾  15
7.5 設申訴管道  25
7.6 決定顧客滿意度  20
7.7 顧客滿意度結果  70
7.8 顧客滿意度績效  70
總                               計                  1000 

資料來源：From “Quality in America: How to Implement a Competitive Quality Program（p.104）” 

          by V.D.Hunt,1992,Illinois:Technology Research. 

 

二、日本 Deming獎 
 
    日本 Deming獎是日本在一九五○年為紀念 Deming博士對日本的貢獻而設
立，目前由日本國家科學技術聯盟負責統籌，對象僅針對企業界，分為個人獎 

、實施獎、績效卓越獎三大類，藉以表揚致力推行或實施 TQM之企業（或企 
業內某單位）與個人，其評選方式係由企業之「基本事項」、「活動特色」與「 
高階主管領導力」三大部份所組成，各有評選項目如圖 2-2-3所示。 
 



 
 

（一）基本事項 
 
1.品質經營策略規劃 
2.新產品開發與業務改革 
3.產品品質日常管理與改進 
4.產品品質、數量、期限、安全等製造環境之

  完備 
5.品質資訊蒐集與活用 
6.人才開發與培養 

（二）活動特色 
 
1.品質願景、經營策略、領導力 
2.創造顧客價值 
3.作業流程大幅改善 
4.奠定組織經營基礎 
5.其他 

（三）高階主管領導力 
 
1.對 TQM之理解與熱忱 
2.領導力、願景、策略方針 
3.強化組織核心技術、速度與 
  活力之能力  
4.人才的養成 
5.組織對社會的責任 

 
 
 
 

圖 2-2-3 日本 Deming獎評選內容 
 



                   資料來源：http://www.juse.or.jp/prize 
 
三、歐洲品質獎（European Quality Award） 
 
    歐洲品質獎是在歐洲品質管理基金會與委員會贊助下，由歐洲共同社區（ 
European Community）基於 Deming博士以及馬康包立茲國家品質獎的基本概念

而創辦。第一次是於一九九二年將獎項頒給實行全面品質管理頗有成效的公司 
（Costin,1994;Richardson,1997）。  
 
    歐洲品質獎係由九項因素形成觸發因素及結果，其模式如圖 2-2-4所示。此 
一模式中的每一因素都是可以讓一個組織往全面品質管理組織發展的因素，它的

過程是讓組織能夠善用其人力以創造產出，因此組織過程以及人便是這一模式的

觸發因素，用以產生結果的（Costin,1994）。基本上這一模式的觀念就是顧客滿

意、人的滿意以及對社會的影響是經由領導所達成的，透過政策與策略、人的管

理、資源以及過程而導向卓越的企業成果，這九個因素都是用以評估組織權面品

質管理的標準（Sallis,1994; Costin,1994）。在這一模式之中，最重要的是它整合
了「社會的影響」為九個因素之一，這因素包括外在的環境面向，這一項因素 
是美國品質定義與模式中心所缺乏（Costin,1994）。 

人的管理 

政策與策略 

資源 

 

 

 

過程

人的滿意 

顧客滿意 

社會的影響

 

 

企業 

結果 

 
 
 

領導 

 
              觸發者                     結  果 
 

圖 2-2-4歐洲品質獎 
資料來源：From”Reading in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p.23）”by H.Costin 

，1994. 
 

    歐洲品質獎的主要特色是將 TQM的理念與範圍擴大，非常重視員工、股東 
、顧客與社會期望的滿足，主要的評鑑項目內容乃是依據 TQM內涵所建構而成 
（楊錦洲，1996），共有九個部份：（一）領導。（二）人力資源管理。（三）政策



與策略。（四）資源運用。（五）製程。（六）員工滿意。（七）顧客滿意。（八）

對社會影響。（九）業務運作結果。 
四、臺灣國家品質獎 
 
    臺灣國家品質獎的主要目的是獎勵推行全面品質管理有傑出成效的企業、中

小企業、和個人獎，以激發社會追求高品質、高品級的風氣，透過得獎者所豎立

起的典範，讓社會上能夠學習觀摩，引導邁向高品質的境界，進而提昇國家的整

體競爭力。故於二○○○年十二月「國家品質獎評審委員會」決議二○○一年開

放增列機關團體獎，內容包括醫療、教育、金融、保險、貿易、水電燃氣、工商

服務、財團法人、社團法人等機關團體。其評鑑標準及其所佔的比重，如表 2-2 
-2所示。 
 
表 2-2-2 我國國家品質獎評鑑內容 
 

評       鑑       項        目 比  

重 

（一）領導與經營理念 1.經營理念與價值觀       2.組織使命與願景 

3.高階經營層的領導能力   4.全面品質文化的塑造 

5.社會責任 

150％

（二）創新與策略管理 1.創新價值 

2.經營模式與策略管理 

3.策略執行與改進 

110％

（三）顧客與市場發展 1.產品（服務）與市場策略 

2.顧客與商情管理 

3.顧客關係管理 

110％

（四）人力資源與知識管理 1.人力資源規劃           2.人力資源開發 

3.人力資源運用           4.員工關係管理 

5.知識管理 

110％

（五）資訊策略、應用與管理 1.資訊策略規劃 

2.經營目標與執行策 

3.資訊應用 

110％

（六）流程（過程）管理 1.產品流程（過程）管理 

2.支援性活動管理 

3.跨組織關係管理 

110％

（七）經營績效 1.顧客滿意度             2.市場發展績效 

3.財務績效               4.人力資源發展績效 

5.資訊管理績效           6.流程管理績效 

7.創新及核心競爭力績效   8.社會評價（品質榮譽） 

300％



資料來源：國家品質獎第十四屆推廣說明會資料（9頁），許士軍，2003。台北

市：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 
    針對國家品質獎評審項目，其架構整合圖 2-2-5如下所示 
 

學校經營理

念與價值觀 

資訊策略、應用與管理 

人力資源與知識管理 

顧客與市場發展 

創新與策略管理 

經營績效 

流程（過程管理）

 
圖 2-2-5 國家品質獎評審項目整合性架構 

資料來源：國家品質獎第十四屆推廣說明會資料（51頁），許士軍，2003。台
北市：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 

 
    上述的架構圖是以資訊策略、應用與管理、人力資源與知識管理、顧客與市

場發展、創新與策略管理為方法核心，透過領導與經營理念的引導，流程（過程） 
的管理並營造出各種經營績效，此與美國馬康包立茲國家品質獎的架構有所不同 

。現就中美兩國國家品質獎內涵做一比較，分述於后： 
 
（一）在教育機構評鑑上：美國有獨立的教育品質評鑑機制，我國的教育機構

評鑑是附屬於國家品質獎的機關團體獎裡面。 
 
（二）評鑑核心架構：美國偏重以知識管理為基礎，強調資料蒐集與分析資訊 



       ，我國偏重創新及資訊策略的應用。 
 
（三）領導的方向與策略：美國領導者領導的方向與策略，強調與學生、相關

利害關係人及市場結合；而全體教職員工的管理與績效表現及過程管理

是密不可分的。我國領導者的領導的方向與策略，是將資訊策略應用、

人力資源、知識管理、顧客與市場、創新與策略管理當作手段，去影響

流程的管理與經營的績效；以及領導者採用由上而下的作風，並將教職

員工及學生視為管理手段之一。 
 
（四）經營績效之分配比重：美國在經營績效方面佔 4成 5比重，我國在經營

績效方面佔 3成，顯示美國極重視經營的成果。 
 
（五）領導與經營理念：美國僅強調理念、願景及社會責任，我國重視高階主

管的經營能力以及全面品質管理組織文化的塑造。 
 
（六）策略管理方面：美國強調計畫的過程及如何導入的過程，我國強調創新

以及經營模式的規劃、執行、改進。美國強調了解其需求，進而提供服

務，滿足其需求以建立忠誠度，我國強調管理、策略與關係的培養。 
 
（七）人力資源方面：美國強調滿足員工的需求，並且激勵員工，增加動機，

我國強調與知識管理的結合，並規劃、開發、運用員工，以較明顯的科

層體制的上對下的經營模式，顯示美國強調滿足員工，我國強調開發員

工，有明顯的不同。 
 
（八）資訊策略的應用與管理：美國強調資料收集、衡量、分析的重要以及結

合知識管理的必要性，並重視全體教職員工的交流與分享，我國強調資

訊策略的應用與規劃。 
 
（九）流程管理方面：美國強調以支援學習為主軸，提供服務、資源，以創造

學生的附加價值，並重視因材施教與補救教學，我國強調管理的重要性。       
 
（十）經營績效方面：美國強調組織整體效能的重要性，我國強調資訊、創新

與流程管理的重要性。 
 
    經由兩國的國家品質獎評鑑項目的比較分析之後，可以看出美國與我國在組

織運作、管理的認知、員工的經營，彼此之間存有很大的差異，並且以我國現有

的國家品質獎評鑑項目，來做教育機關的評鑑，還有很多需要調整的地方，有賴 
教育主管機關的重視與修正。參考表 2-2-3所示。 



 
 
表 2-2-3 各國國家品質獎評鑑項目標準對照表 

美國馬康包立茲國家品質獎 歐洲品質獎 臺灣國家品質獎 

項     目 比重 項     目 比重 項     目 比重

領導 12％ 領導 10％ 領導與經營理念 15％
著重教職員成長 8.5％ 人力資源管理 9％ 人力資源與知識管理 11％
策略規劃 8.5％ 政策與策略 8％ 創新與策略管理 11％
流程管理 8.5％ 流程 14％ 流程（過程）管理 11％
資訊與分析 9％ 員工滿意 9％ 資訊策略、應用與管理 11％
著重學生關係人及市場 8.5％ 顧客滿意 20％ 顧客與市場發展 11％
組織績效成果 45％ 業務運作結果 15％ 經營績效 30％
  對社會影響 6％   

  資源運用 9％   

總分 1000  100  1000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綜合上述各國國家品質獎之評鑑指標前六項分別為：領導、人力資源管理、

策略規劃、流程管理、資訊策略與分析、顧客與市場，與國內外學者專家認為全

面品質管理之主要內涵（行政領導、人力發展、過程品管、持續改進、資訊分析、

顧客滿意），大致上相同，這顯示以六項評鑑指標來詮釋全面品質管理，充分涵

蓋其主要內涵。 
 

 

 

 

 

 

 

 

 

 

 

 

 

 

 

 



 

 

第三節 學校實施全面品質管理之原則、策略及其步驟 

 
    將全面品質管理的理念推行至學校教育，近年來較為積極應用的國家仍屬美

國，其中較著名的學校有紐約市的 Central Park East Schools、維吉尼亞州
Petersburg Public School、紐約州的 Johnson City School、阿拉斯加州希卡市（Sitka 
City）的Mt.Edgecumbe High School等（Jeannette ＆ Gordon,1994；McLeod, Spencer 
＆ Hairston,1992；Schenkat,1991）。 
 
    這些學校都是採用 Deming的十四點管理原則，作為在推行全面品質管理教

育的相關原則與策略。由於 Deming的哲學，是全面品質管理的理念基礎，也是

全面品質管理在學校教育方面應用最廣的原則（吳思達，2000；吳清山、林天祐，
1994、1996；黃旭鈞，1995；Blaikstein ＆ Swain, 1994；Bonstingl, 1992；Downey, 

Frase ＆ Peters, 1994；Herrman ＆ Herrman, 1993；Johnson, 1993；Kaufman ＆ Zahn, 

1993；McLeod, Spencer ＆ Hairston,1992；Tenner ＆ DeToro, 1992） 
 
壹、學校實施全面品質管理之原則 
 
一、實施全面品質管理之原則 
 
    要建立組織推動全面品質管理的基本觀念，以及落實全面品質管理之執行，

都要有一定標準、準則與原則，作為遵循的依據。現就國內外學者針對實施全面

品質管理之原則，彙整如表 2-3-1所示。 
 
表 2-3-1 國內外學者針對實施全面品質管理之原則彙整表 

 
學            者 實   施    全    面    品    質    管    理    之    原    則 
鍾朝嵩（1996） 1. 確實做好使顧客獲得滿足感、安心感的品質保證。 

2. 徹底貫徹後作程就是顧客的觀念。 

3. 有效轉動 PDCA，確實做好日常管理。 

4. 依據適時的管理。 

5. 尊重人性的管理，實施品管圈活動。 

6. 實施品經體管理（Quality Management Unit system，QMU system）。 

7. 建立有效的管理體系。 

8. 實施方針管理。 

 



續後頁 

 

表 2-3-1 國內外學者針對實施全面品質管理之原則彙整表（接前頁） 

 
學            者 實   施    全    面    品    質    管    理    之    原    則 
何沙崙（1997） 1. 過程控管原則。               

2. 防範變異原則。 

3. 制度重於個人原則。           

4. 領導重視原則。 

   林公孚（1998） 1. 瞭解過程特性。 

2. 持續改進過程。 

3. 以顧客為重。 

4. 不斷的革新。 

5. 高階管理者的領導。 

6. 全員參與團隊合作。 

7. 建立衡量標準。 

Charles 

（陳榮德，1998） 

1. 對未來具備清晰的遠景，以及行動的藍圖。 

2. 清楚地定義及時時符合顧客的期望。 

3. 組織持續改進。 

4. 管理者必須將全面品質管理視為生活的一部份。 

5. 人力資源在訓練、溝通、合作、回饋及利潤分享等政策及活動配合。

6. 持續追蹤衡量顧客滿意度。 

7. 為公眾利益負起社會責任。 

林天祐（2000） 1. 以客為尊。 

2. 全員參與。 

3. 品質承諾。 

4. 永續改進。 

5. 事實管理。 

Krajewski＆Ritzman

（楊明璧，2001） 

1. 以顧客所滿足的品質為核心。 

2. 員工參與。 

3. 持續改善。 

孫本初（2001） 1. 以顧客為導向（customer driven）。 

2. 強調團隊建立（team building）。 

3. 重視轉型領導（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4. 賦予組織成員活力（empowerment）。 

5. 品質保證（quality assurance）。 

6. 持續性的改善（continuous improvement）。  

 



續後頁 

 

表 2-3-1 國內外學者針對實施全面品質管理之原則彙整表（接前頁） 

 

學            者 實   施    全    面    品    質    管    理    之    原    則 

陳鴻基、李有仁 

（2002） 

1. 品質是與眾人攸關之事。 

2. 強調顧客的重要性。 

3. 品質必須內建於產品。 

4. 全面品質管理要求管理者的信念及全程參與。 

5. 成功地執行全面品質管理需要持續性訓練。 

6. 領導能力替代口號及訓詞。 

7. 長期強調生產力改善及可衡量的程序。 

8. 了解未開始改善前的目前流程。 

9. 強調交互職能及團隊工作。 

10.  有效使用統計方法及品質控制工具。 

11.  製程、產品及服務不斷地改善。 

12.  讓每人有參與全面品質管理的誘因。 

13.  資訊共享。 

14.  消除溝通障礙。 

15.  供應商必須執行全面品質管理的哲學。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二、學校實施全面品質管理之原則 
 
    從國內外學校組織已實施全面品質管理，以美國奧立岡大學及台北市立民權

國中為例，實施全面品質管理之原則，茲分述於后： 
 
（一）美國奧立岡大學實施全面品質管理之原則（楊忠敬，2003） 
 
   1. 整個組織之投入，以提昇品質 
2. 注重程序 

3. 分析並尋求解決影響品質之原因 

4. 滿足並超越顧客之需求與期望 

5. 團隊觀念之建立，並培養永續提昇之氣候 

 

（二）台北市立民權國中實施全面品質管理之原則（楊振隆，2004） 
 
1. 長程思考與周詳計畫 



2. 領導者展現推動決心與承諾 

3. 爭取主任、組長的支持、認同 

4. 掌握全面品質管理的基本原則 

5. 配合各單位行事曆運作進行績效檢核 

6. 與主辦業務人員分享成功和責任 

7. 適時化解同仁的擔心與疑慮 

 
貳、學校實施全面品質管理之策略 
 
一、實施全面品質管理之策略 
 
推動全面品質管理，除了一般原則外，也要有策略，才能周全與周延。如由

專業（家）指導、成立品質指導委員會、由高階主管發起及承諾與堅持、孕育品

質文化、採取消費者為導向的經營、全員參與、運用 TQM或採國際標準品質保
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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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企業界的經驗等方式。現就國內外學者針對實施全面品質管理

之策略，彙整如表 2-3-2所示。 
 
 

表 2-3-2 國內外學者針對實施全面品質管理之策略彙整表 

 
學            者 實   施    全    面    品    質    管    理    之    策    略 
吳思達（2000） 1. 學校教育應該創造出持續改善的願景目標。 

2. 學校教育應運用創新的品質哲學。 

3. 學校教育不應再以考試成績作為評量品質的唯一依據。 

4. 學校教育不應完全依據成本作決策。 

5. 學校教育與社區內的學校或相關教育機構合作。 

6. 學校教育應持續不斷的改善學生學習系統及所能提供的服務。 

7. 學校應提供成員在職教育訓練或進修的機會。 

8. 學校應努力建立新的領導觀念。 

9. 學校教育系統中應排除畏懼的文化。 

10.  學校應消除各處室間無法充分合作的障礙。 

11.  學校不再使用口號或空洞的標語進行教育。 

12.  學校系統應去除完全數量化的目標與工作標準。 

13.  學校應去除使成員失去工作榮譽感的障礙。 

14.  學校應建立一個自我教育與學習的改進方案。 

15.  學校所有成員都應付出全力對組織的轉變採取行動 

 



續後頁 

 

表 2-3-2 國內外學者針對實施全面品質管理之策略彙整表（接前頁） 

學            者 實   施    全    面    品    質    管    理    之    策    略 

吳清山（2001） 1. 學校高層主管的倡導。 

2. 確定顧客的需求和期望。 

3. 建立成員對品質的承諾。 

4. 提供學校成員品質訓練。 

5. 發展學校品質工作團隊。 

6. 訂定學校品質評鑑指標。 

7. 獎勵品質有功人員。 

吳宗立（2001） 1. 加強行政層級溝通聯繫，建立行政品質共識。 

2. 營造學校行政品質文化，塑造學校經營願景。 

3. 適切滿足老師學生需求，激發團隊共同承諾。 

4. 建構學習型的行政生態，不斷進修持續改進。 

5. 發揮主動積極行政領導，支持參與品質提昇。 

6. 建立學校行政系統分析，全面管理行政流程。 

劉仲成（2002） 1. 以扁平化領導取代科層式管理。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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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以學習型學校為基礎，建構知識創新型的學校。 

4. 以學校本位評鑑落實辦學績效責任。 

5. 從事行動研究，提昇決策品質。 

6. 建立學校共同遠景，營造全面品質校園文化。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二、學校實施全面品質管理之策略 
 

從國內外學校組織已實施全面品質管理，以美國 George Westinghouse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High School 及台北市立民權國中為例，實施全面品質管

理之策略，茲分述於后： 
 
（一）美國 George Westinghouse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High School 實施全面品

質管理之策略（高麗鳳，1998） 
 
1. 提昇士氣策略 

2. 參考企業界的經驗 

3. 建立實施 TQM的原則 



4. 運用 TQM工具及技術 

5. 發表品質研討會 

6. 定期召開親師懇談會 

7. 主動爭取企業界的支援 

 

（二）台北市立民權國中實施全面品質管理之策略（楊振隆，2004） 
 
1. 制訂完整企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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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立學習型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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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參、學校實施全面品質管理之步驟 
 
一、實施全面品質管理之步驟 
 
楊錦洲（1997）認為 TQM強調的是主管的領導、全員的參與、團結合作、

持續不斷的改善，以及良好企業文化的建立，而其最終的目的則為有效提昇品

質、達到顧客滿意與增強企業競爭立即獲利。因 TQM的推動形式涵蓋整個公司
的所有層面，所以需要建立適切的可行步驟，以推行各項活動，達到顧客滿意的

目的。現就國內外學者針對實施全面品質管理之步驟，彙整如表 2-3-3所示。 
 
表 2-3-3 國內外學者針對實施全面品質管理之步驟彙整表 
Markland（1995） 1. 確認企業關鍵（identify critical business issues）。 

2. 高階主管的承諾（secure top management commitment）。 

3. 提供基本的訓練（provide initial training）。 

4. 確認消費者需求（identify customer requirements）。 

5. 確認關鍵程序（identify key processes）。 

6. 提供專門的技術訓練（provide specific skills training）。 

7. 資料的收集及分析（collect and analyze data）。 

8. 改變程序（change the process）。 

9. 持續改善程序（continue to improve processes）。 



 

續後頁 

表 2-3-3 國內外學者針對實施全面品質管理之步驟彙整表（接前頁） 

 

學            者 實    施    全    面    品    質    管   理    之    步    驟 
楊錦洲（1994） 1. 經營者與高階層主管的決心、堅持與親自參與。 

2. 訂定品質政策、目標與策略。 

3. 成立強有力的推行組織。 

4. 擬定推行計畫及衡量標準。 

5. 員工品質意識、品質觀念的灌輸與實施。 

6. 有規劃的進行全面性教育。 

7. 建立品質管理系統。 

8. 方針管理的導入。 

9. 推動團隊合作與全員參與。 

10.  品質管理系統的執行與落實。 

11.  做好製程統計品管。 

12.  主管的領導與管理。 

13.  全面性、持續性的進行改善。 

14.  高階主管對全面品質管理推行之稽核。 

15.  改進方案之提出與實施。 

16.  良好企業文化的建立。 

李傳政（1995） 一、準備階段： 

1. 建立品質文化及環境。 

2. 宣傳溝通。 

3. 建立推行組織。 

4. 建立使命、遠景與長短程目標。 

5. 評估現行狀況。 

二、計畫階段： 

1. 選擇目標流程。 

2. 建立專案及行動小組。 

3. 建立改善計畫及行動方案。 

4. 建立激勵制度。 

三、實施階段： 

1. 流程標準化。 

2. 資料收集分析。 

3. 改善行動。 

4. 標準化。 

四、再循環階段。 



 

續後頁 

表 2-3-3 國內外學者針對實施全面品質管理之步驟彙整表（接前頁） 

 
學            者 實    施    全    面    品    質    管    理    之    步   驟 

詹政雄（1996） 1. 公司「持續競爭，成長之核心競爭力」共同的研討。 

2. 進行 TQM之教育訓練。 

3. 高階主管對 TQM意識、目的之共識形成。 

4. 確定本身 TQM之大架構。 

5. 選定最契合本身需要之管理切入點。 

6. 進行管理切入點之相關必要訓練。 

7. 各部門自主進行管理「快速」與「自有」之 PDCA。 

8. 實施高階層診斷，加速落實該管理之 PDCA，走出自有之 TQM。 

9. 持續進行有關新的 TQM植入教育。 

10.  挑戰相關獎項。 

11.  發展自有、本土化之 TQM模式，創造經營管理優勢。 

戴永久（1996） 1. 建立 TQM的經營與文化環境（項目包含：有遠景、長期承諾、人員

  參加、有規律步驟的方法、與支援體系、教育訓練）。 

2. 界定組織內各部門的任務。 

3. 設定績效改進的機會、目標與先後順序。 

4. 建立改善專案與行動計畫。 

5. 採用改進工具與方法來執行專案。 

6. 確認效果。 

7. 檢討與再循環。 

Eward Sallis（1996） 1. 領導才能與品質承諾必須來自高階主管，這是品質的「鐵律」。 

2. 取悅顧客是全面品質管理的目的。 

3. 指定品質鬥士。 

4. 建立一個品質指導小組。 

5. 指定品質協調者。 

6. 確定高階管理團隊監督品質改善的過程。 

7. 分析與診斷目前的狀況。 

8. 採用已被發展的模式。 

9. 聘請外部的顧問。 

10.  倡議員工品質訓練。 

11.  品質訊息的公告。 

12.  估算品質成本。 

13.  發展有效率的工作團隊。 

14.  定期地評估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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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3 國內外學者針對實施全面品質管理之步驟彙整表（接前頁） 

 
學            者 實    施    全    面    品    質    管    理    之    步    驟

林公孚（1998） 1. 高階領導者的承諾。   

2. 形成見解與理念。 

3. 成立品質指導委員會。 

4. 擬定 TQM策略。 

5. 進行訓練需求。       

6. 決定所需資源。 

7. 遴選專才與顧問。      

8. 設定衡量標準。 

9. 建立 TQM制度。      

10.  選擇一個能接受新觀念的單位。 

11.  作重點輔導。       

12.  檢討與評審結果。 

13.  表揚與獎勵。       

14.  調整 TQM過程。  

15.  持續改進。 

Sullivan 

（吳永智，2000） 

1. 產品導向。        

2. 製程導向。           

3. 系統導向。 

4. 員工導向。        

5. 避免社會受損導向。 

6. 品質成本導向。    

7. 消費者導向。 

Chast et 

（陳育靖，2000） 

1. 公司經營者的承諾。          

2. 教育高階管理者。 

3. 成立品質指導委員會。        

4. 建立政策。 

5. 準備公司執行過程的流程圖。  

6. 顧客及員工的調查。 

7. 持續基礎品質教育。          

8. 任命品質改善小組與分派工作。 

9. 在推薦的過程改善中進行先導試驗。 

10.  實施全公司的改善和程序運作。 

11.  開始供應商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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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3 國內外學者針對實施全面品質管理之步驟彙整表（接前頁 

學            者 實    施    全    面    品    質    管    理    之    步   驟 

美國聯邦政府 

（孫本初，2001） 

1. 高階人員的領導與支持。 

2. 策略規劃。                       

3. 以顧客為導向。 

4. 考評與分析。                    

5. 訓練與獎賞。 

6. 增能（empowerment）與團結合作。  

7. 保證品質。 

KIMO網站（2001） 1. 建立全面品質管理之管理與文化環境。 

2. 界定組織內各單位之任務。 

3. 設定績效改進之時機、目標與優先順序。 

4. 訂定改進計畫及行動方案。 

5. 運用改進方法執行改進計畫 

6. 評估改進結果。 

7. 檢討改進成效，並重複運用各項改進步驟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中國生產力中心將全面品質管理區分為四大原則、八大實務及四大信念，茲

說明如下（全面品質管理組，1998）： 
 
    一、四大原則：  
 
  （一）達到顧客的需求。 
  （二）持續不斷的改善。 
  （三）賦予每個人品質責任。 
  （四）使用策略流程。 
 
    二、八大實務： 
 
  （一）顧客為主。 
  （二）有效及更新的溝通。 
  （三）信賴的標準及衡量。 
  （四）對訓練的承諾。 
  （五）最高管理者的支持及指導。 
  （六）員工參與。 



  （七）獎勵及認同之重要性。 
  （八）長期性的承諾。 
    三、四大信念 
 
  （一）品質是可以定義的，以達成品質為目的。 
  （二）內部顧客的需求必須先要達到，否則無法一致性地到達外部顧客的需 

求。 
  （三）充分授權給員工，使組織的每一個人能著迷於品質，並追求品質的達成 
  （四）所有的工作都當作是一個有投入及產出的過程，此過程能夠被研究、 

衡量、分析及改善。  
 
    透過這四大原則、八大實務及四大信念，讓學校成員能夠清楚瞭解實施全面

品質管理之流程，如圖 2-3-1所示。我國實施全面品質管理之初，是由政府帶頭

宣導，其效果便有所差距。所以，要有好的效果，必須要從組織覺醒開始。學校

實施全面品質管理之前，必須先要得到校長及一級主管的品質承諾與支持，才有

可能作進一步推行，否則下層的行政人員及教師會認為上層並不在意全面品質管

理的政策，就不會盡心盡力推行全面品質管理。再來要引發組織內成員的覺醒，

讓組織內的成員瞭解品質管理的重要性與需求性，並且瞭解學校所面臨危機及未

來面對的挑戰，讓組織成員瞭解品質管理的重要性。所以，要施行全面品質管理 
，必須先擬定好施行的流程，以免效果不彰，事倍公半。 
 
         



學校及一級主管

的品質承諾 

組成全面品質管

理推行小組 

全面品質管理推

動小組接受教育

訓練 

訂定及發布學校

願景及全面品質

管理計畫 

擬定全面品質管

理教育訓練策略 

實施學校行政人

員教育訓練 

實施教師教育 

訓練 

實施學校組長教

育訓練 

推行全面品質管理

計畫 

訂定目標、衡量 

方法 

評估與修正全面品

質管理策略與績效 

改進做法 

設定改進目標 
獎勵及公佈績效及 

成果 

組成及推動各工作

團隊之品質活動 

評估全面品質管理 

工作成效及進度 

是否需要 

變革 

推動/協調變革 

活動 

 
 
 
 

圖 2-3-1 學校實施全面品質管理流程圖 
資料來源：全面品質保證手冊（再版）（260 頁），全面管理組，1998。 台北縣： 

中國生產力中心。 



 

二、學校實施全面品質管理之步驟 
 
從國內外學校組織已實施全面品質管理，以美國 FOX Valley Technical 

College、淡江大學及台北市立民權國中為例，實施 TQM之步驟，茲分述於后： 
 

（一）美國 FOX Valley Technical College推動 TQM之步驟（張家宜，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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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發新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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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淡江大學推動 TQM之步驟（莊淇銘、張家宜、張麗卿，2000）： 
 
1. 組織之「持續競爭成長」及 TQM共識研討 
2. 進行 TQM意義及目的的教育訓練及共識之形成 
3. 領導階層規劃訂定組織目標 
4. 各部門開始推動部門之 TQM：健全制度、建立效率流程、完成標準化工

作程序、持續進行 PDCA 

5. 領導階層診斷組織 TQM之落實，並持續進行 PDCA。 

6. 設立組織內部 TQM獎項及訂定獎勵懲罰措施 

7. 挑戰相關獎項（如國家品質獎、教育部評鑑等） 
 
 
 



 
（三）台北市立民權國中實施 TQM之步驟（楊振隆，2004）： 
 
1. 訂定周延的實施計畫 

2. 依計畫落實執行 

3. 實施評鑑 

4. 定期檢討與實施改進 
 

    根據本節文獻分析，將 TQM之原則、策略及其步驟，綜合整理如下： 
 

一、TQM之原則 
 
（一）建立清晰的遠景及行動的藍圖 
（二）高階管理者的領導 
（三）全面品質管理要求管理者的信念及全程參與 
（四）尊重人性的管理，實施品管圈活動 
（五）建立有效的管理體系 
（六）有效轉動 PDCA，確實做好日常管理 
（七）製程、產品及服務不斷地改善 
（八）持續改進過程 
（九）制度重於個人原則 
（十）以顧客為導向 
（十一）供應商必須執行全面品質管理的哲學 
（十二）資訊共享 
（十三）有效使用統計方法及品質控制工具 
（十四）防範變異原則 
（十五）為公眾利益負起社會責任 

 
二、TQM之策略 

 
（一）建立共同遠景 
（二）以扁平化領導取代科層式管理 
（三）建立成員對品質的承諾 
（四）建立學習型組織 
（五）參與品質提昇 
（六）建立工作團隊 
（七）訂定品質評鑑指標 

（八）獎勵有功人員 



 
三、TQM之步驟 

 
（一）高階領導者的決心、堅持與親自參與 
（二）達成共識與理念 
（三）成立全面品質管理工作小組 
（四）落實溝通系統 
（五）擬定全面品質管理之計畫、目標與策略 
（六）以顧客為導向 
（七）建立所有員工全面參與機制 
（八）實施全體員工之教育訓練 
（九）依計畫落實與執行 
（十）檢討與評鑑結果 
（十一）表揚與獎勵有功人員 
（十二）調整全面品質管理之過程與再循環 

 
    學校 TQM因其類型及層級不同，而有不同的原則、策略及其步驟。 

 
 
 
 
 
 
 
 
 
 
 
 
 
 
 
 
 
 
 
 
 



 

第四節 全面品質管理在教育上的相關研究 

    全面品質管理自從一九七○年代成形後，國內外陸續有許多企業界相繼實施

且績效卓越。在國外企業中，如美國的 AT＆T、IBM、Motorola、通用汽車、全

錄、德州儀器、聯邦快遞等（George＆Weimerskirch，1995）。在國內企業中，如 
中國鋼鐵、裕隆汽車、玉山銀行、光陽機車、中華汽車等公司。 
 
壹、全面品質管理的相關研究 
 
    然在一九九○年代之後，才有人將全面品質管理引入教育機構內，其中陸續 
有很多相關研究文獻出爐，而研究結果顯示實施全面品質管理後，教育機構組織

效能均有顯著差異。現就將國內外全面品質管理在教育機構的相關研究資料彙整

（林宜玄，2001；吳思達，2000；陳啟榮，2003；陳師榕，1998；黃誌坤，1999），
如表 2-4-1與表 2-4-2所示。 
 
表 2-4-1 國外全面品質管理在教育上的相關研究資料彙整表 
研 究 者 研 究 對 象 研              究              結              果 

Tribus 

（1990） 

阿拉斯加州 

Mt.Edgecumb 

中學 

1. 實施 TQM後學生學習動機提高。 

2. 實施 TQM後學校校能提高。 

Dann 

（1992） 

企業領導者、

中等學校行政

人員及教師 

1. 企業領導者認為 TQM的優點有：持續改善、品質承諾、 

   授權管理與持續教育訓練。 

2. 中等學校行政人員認為 TQM使學生完全投入學習中、在 

   歷程中鼓勵績效責任與持續評量。 

3. 中等學校教育人員皆同意組織實施 TQM。 

Partin 

（1992） 

德州大學教職

員及行政人員 

1. 教職員及行政人員均認為實施 TQM應再加強採用新哲

學、持續改善、工作訓練、有效領導及免除恐懼等方面 

2. 教職員對實施 TQM之態度比行政人員消極。 

Louer 

（1993） 

華盛頓州學區 

教育局 

1. 領導者是組織改革的關鍵所在。 

2. 假使領導者能對 TQM有高度承諾，則 TQM將可順利在 

   幼稚園到高中的教育中實施落實。 

Regauld 

（1993） 

賓州地區的學

校行政人員 

1. 學校行政人員對 TQM的專業知識傾向中度同意，但對於 

   實施永續改善歷程的意願低落。 

2. 學校大致支持透過學區與社區的共同努力永續改善歷程 

Wilcox 

（1993） 

田納西州學區 

教育局長 

1. 教育局長贊成將所有 Deming 的 TQM應用到教育中。 

2. 教育局長對於教育上應用 TQM四個部份之信念，依序如

下：十四點管理原則、推行 TQM的基礎理論、七個致命 



   傷與過程改革工具。 

表 2-4-1 國外全面品質管理在教育上的相關研究資料彙整表（接前頁） 
 
研 究 者 研 究 對 象 研              究               結               果 

Teigland 

（1993） 

愛荷華州學區 

教育局、學校 

董事會與學校

教師 

學校假使要實行 TQM，則必須強調：永續改善、利用目標與規

範、利用考試與成績、學校利用統計的評量與學校教職員的評

鑑與考績。 

Schmoker

＆Wilson 

（1993） 

Center  Park 

East 中學 

1. 實施 TQM後學生數理成績提高。 

2. 實施 TQM後教師教學情境提昇。 

3. 實施 TQM後學校聲望提高。 

Hanse 

（1993） 

一班主修經濟

學的大學生 

1. 實施 TQM後學生對教師教學提高滿意度。 

2. 實施 TQM後學生學習成效提高。 

3. 實施 TQM後學生能自行評估學習狀態。 

Shainline 

＆ Ellen 

（1994） 

中等學校學生 1. 學生可成功地運用 TQM工具來增進自己的生活與學習。 

2. 教室是教師與學生建立良好關係的場所。 

Rigsby 

（1994） 

小學教師 

及學生 

1. 學校和教育當局對於發展品質的文化具有高度支持的承諾。

2. TQM可促進專業人員做出對品質文化改進承諾。 

3. TQM可有效促進發展兒童與成人教育之學習。 

4. TQM中的參與式管理及團隊合作可增強彼此的合作信念。 

Carrol 

（1995） 

高等教育 

領導者 

1. 教職員工會抗拒。 

2. 對 TQM缺乏了解。 

3 上級行政主管的承諾與否是實施 TQM的主要障礙。 

Dhiman 

（1995） 

高等教育 

領導者 

1. 不熟悉 TQM的企業術語。 

2. 教職員工頑強抵抗。 

3. 教育個別化的獎賞與評鑑系統是實施的障礙。 

4. 教育傳統本位，拒絕大規模的變革。 

5. 較適合小規模的實施。 

Evangelista 

（1995） 

實施 TQM超

過三年的學校 

1. 實施時的障礙：教育組織本身的典範必須徹底改變，以績效

  責任與持續改進為改進本質的工具。 

2. 實施面臨的挑戰：上級主管無法全力支持，缺乏以顧客為導

向的概念、學生很少投入自我評量與方案的設計、測量的系

統與圖形的分析工具無法廣泛的了解與利用、缺乏能獲得長

期利潤的投資。 

Rorers 

（1995） 

一班國小的 

班級經營 

 

1. 實施 TQM後學生學習動機與問題解決能力有所提昇。 

2. 實施 TQM後教師常規有所改善。 

3. 實施 TQM後師生合作情形有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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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1 國外全面品質管理在教育上的相關研究資料彙整表（接前頁） 

 
研 究 者 研 究 對 象 研              究               結               果 

Law 

（1996） 

大學教師 1. TQM教學模擬課程可以在學校加以發展。 

2. TQM教學模擬課程可增進學生的合作學習能力。 

3. TQM工具的教學沒有威脅性。 

4. TQM的理念可應用在教育上。 

Bierema 

（1996） 

一班社區學院 

的學生 

1. 實施 TQM後學生學習動機提高。 

2. 實施 TQM後學生合作學習情形良好。 

3. 實施 TQM後學生滿意度上升。 

4. 實施 TQM後學生願意持續進步，並對自己的學習負責。 

Reese ＆ 

Mobley 

（1996） 

一所大學中修

習免疫學的研

究生 

1. 實施 TQM後期末成績有 80％的學生達到 A。 

2. 實施 TQM後學生每週的報告品質有顯著進步。 

3. 實施 TQM後學生展現更多的批判思考能力。 

Binkley 

（1997） 

Gardenview 

的初等學校 

1. TQM的持續改善原則可適用於小學身上。 

2. 實施 TQM後教職員須承受變革。 

 

資料來源：以全面品質管理建構教育行政機關評鑑指標之研究（36頁），陳啟榮，2003，高雄，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論文，未出版。 

 
表 2-4-2 國內全面品質管理在教育上的相關研究資料彙整表 

 
研 究 者 研 究 對 象 研              究               結               果 
李春安 

（1994） 

高級工、商業 

職業學校行政

主管 

1. 高級工、商業職業學校行政主管，對 TQM的態度，趨向非常

贊同。 

2. 影響高級工、商業職業學校行政主管，對 TQM態度的因素單

純，以學校類別與外境知覺較有影響。 

3. TQM態度與學校組織文化有關，其中透過創新性文化，影響

  TQM顧客為重、過程改革及全員參與三大原則。 

黃旭鈞 

（1995） 

台北縣市國民

小學教育人員 

1. 不同性別、年資與職務的小學教師整體 TQM信念並無顯著差

異，但在 TQM信念各因素卻有顯著差異。 

2. 學歷愈高，TQM信念愈高。 

3. 國小教師具有頗高的 TQM信念，而對「學校應做更多的努力

  建立制度」、「學校應去除造成各處室間無法合作的障礙」、「 

學校應去除恐懼」具有高度之信念。 

4. 校長的 TQM信念會影響教師的 TQM信念。 

 



續後頁 

表 2-4-2 國內全面品質管理在教育上的相關研究資料彙整表（接前頁） 

 
研 究 者 研 究 對 象 研              究               結               果 

王令宜 

（1996） 

淡江大學全職

教師 

1. 教師對實施 TQM之關切現況，普遍屬於不瞭解，但願意吸收

更多資訊的階段；而教師對組織氣氛的知覺大致屬於中等 

  開放程度。 

2. 不同年齡、任教年資、職務及等級之教師對教育創新的關切

  ，皆出現顯著差異之情形；而不同年齡、性別、任教年資、

職務及等級之教師對學校組織氣氛的知覺，皆出現顯著差異 

  情形。 

3. 教師知覺學校組織氣氛開放的程度，與教師對教育創新關切

的程度具有相關性。 

黃久芬 

（1996） 

台北縣市國民

小學教師 

1. 國民小學 TQM與學校組織效能在國小教師的感受屬於中上

程度。 

2. 不同年齡、最高學歷、服務年資、現任職務、學校規模、學

校地區之國民小學教師，其學校組織效能感受程度有顯著差

異情形。 

3. 國民小學 TQM與學校組織效能，無論整體或各層面均達.05

之顯著正相關。 

4. 對學校組織效能之預測，以確保顧客滿意預測力最高，其次

  為全員承諾參與、持續改進系統、學校規模、文化變革領導 

  及年齡。 

張志隆 

（1996） 

高職教師及 

行政人員 

1. 教職員整體而言相當同意實施 TQM。 

2. 根據訪談結果校長對於實施 TQM表示非常贊同。 

3. 高職教育最重要的內外在顧客分別是學生與顧客。 

4. 高職實施 TQM的七大要素：掌握顧客需求、全員參與形成共

識、系統觀念的應用、以評量數據持續改善教學、運用科學

化的品管方法於組織氣候與領導。  

張嘉銘 

（1996） 

小學校務 

資訊系統 

1. 在校務行政電腦化相當完整的學校，仍有高達 20％以上的老

師，從未使用學校電腦處理日常工作。 

2. 老師強烈的期望學校提供更完善的電腦使用相關訓練。研究

  結果也顯示，也只有不到 50％的老師對現有學校行政電腦化

  系統，表示滿意。 

3. 建構出以 TQM為基礎之校務資訊系統架構模式，模式中包含

「校務品質規劃系統」、「校務品質執行系統」、「校務品質檢

討系統」、「校務品質評估系統」四個子系統，來持續性改進

校務管理活動，以期達成提昇校務品質目標。 



續後頁 

表 2-4-2 國內全面品質管理在教育上的相關研究資料彙整表（接前頁） 

 
研 究 者 研 究 對 象 研              究               結               果 
閻自安 

（1996） 
台北縣市高級 

中學教師 

與學生 

1. 「領導」與「顧客滿意度」指標的重要程度最高。 

2. 學校實施情形：以「領導」的實施情形最好。 

張正霖 

（1997） 

臺北地區 

國民小學教師 

1. 國民小學全面品質教育現況屬於中等程度，學校組織氣氛現

況以封閉型佔多數，學校效能現況屬於中上程度。 

2. 國民小學全面品質教育與學校效能具有顯著正向典型相關情

形存在。 

3. 教師人口變項、學校環境變項、全面品質教育、學校組織氣

氛等各種預測變項中，共計有六個向度可以有效預測學校效

能。其順序為「整體全面品質教育」、「開放型氣氛」、「投入

型氣氛」、學校歷史（31年以上）、年齡（31-40 歲）、學校地

區（院轄市）。 

李彥蓁 

（1997） 

台北市之市立

國民中學 

1. 國民中學教師知覺全面品質管理文化與教師組織承諾，情況

  良好。 

2. 在整體全面品質管理文化上，科任教師、年齡較大的教師、

  年資越深的教師、學校規模越大的教師等有顯著差異。 

3. 在整體國民中學教師組織承諾上，已婚教師、科任教師、學

歷為研究所（含四十學分班）教師、服務年資越深教師、學

校規模極小或極大等有顯著差異。 

4. 國民中學全面品質管理文化與教師組織承諾的影響，兩者之

間，有互動影響的因果關係存在。 

高麗鳳 

（1998） 

台灣北區 

七縣市 

國小教師 

1. 美國學校實施 TQM做法在國內小學適用性屬中上程度。 

2. TQM在國內小學實施之可行性研究，91.8％教師認為可行，

僅有 8.9％認為不可行。 

鄭宏財 

（1998） 

南部五縣市 

國小教師 

1. 就現況而言，國民小學教師其全面品質管理信念和教師效能

均在中上程度。 

2. 就全員承諾參與信念而言，服務年資在「26年以上」與學歷

為「研究所」之教師，其全員承諾參與信念最為積極。 

3. 就教師效能而言，服務年資和最高學歷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因

素，服務年在「26年以上」的教師及學歷為「師範、師專」

的教師，其教師效能最佳。 

4. 全面品質管理信念和教師效能有顯著關係，但兩者關聯性不

高，其中持續改進系統、全員承諾參與、確保顧客滿意對內

控性教師效能有較佳的預測力。 



續後頁 

表 2-4-2 國內全面品質管理在教育上的相關研究資料彙整表（接前頁） 

 
研 究 者 研 究 對 象 研              究               結               果 
黃誌坤 

（1999） 

高縣市與屏東

縣公立國小 

1. 目前國民小學教師的班級經營尚能符合班級全面品質管理內

涵且班級經營效能尚屬良好，但仍有改善空間。 

2. 教師的性別、學歷及服務年資等背景變項會影響教師的班級

全面品質管理。 

3. 教師的性別、學歷及服務年資等背景變項會影響班級經營效

能。 

4. 班級全面品質管理與班級經營效能之間有顯著正相關。 

5. 班級全面品質管理各層面對班級經營效能有顯著解釋力。 

6. 班級全面品質管理大致適用於國民小學班級經營上。 

周碩樑 

（1999） 

高級工業學校 1. 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服務品質重要因素分為有形性、可靠性、

  保證性、關懷性及反應性等五個構面。 

2. 高工學生對學校服務品質之期望頗高，尤其在保證性、有形

性兩個構面。 

3. 高工學生對學校服務品質實際感受層面持正向的感受，尤其

在保證性和關懷性構面。 

4. 不同背景變項的學生對學校服務品質的實際感受有所不同。

5. 高工學生對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服務品質有缺口(落差、差距)

存在。 

6. 不同背景變項的學生對學校服務品質的知覺有不同的差距。

簡大為 

（1999） 

輔仁大學 1. 輔仁大學學生所認知之學習環境品質現況在「職責」與「創

新性」上得分較高，最低者為「改變之必須性」。 

2. 輔仁大學教師對教學、工作環境所認知之現況在「職責」與

「品質焦點」上得分較高，得分最低者為「改變之必須性」。

3. 輔仁大學行政人員對工作環境現況之認知，在「創新性」與

「品質焦點」上得分較高，得分最低者為「改變之必須性」。

4. 受訪學生有 59.57%具社團幹部經驗或與他人合作之經驗，各

人口變項中，除 25 歲以上之年齡層外，具經驗者皆較不具經

驗者多。今後參加小組合作之意願上，整體受訪學生之得分

為 3.80；具小組合作經驗者未來參加小組合作之意願顯著較

高。 

5. 受訪學生在人口變項上，男性所認知之品質現況於「品質焦

點」一項中之得分顯著高於女性；院別上，受訪者在「影響」、

「創新性」、「滿意度」三項之得分以及整體得分皆有顯著

差異。 



續後頁 

表 2-4-2 國內全面品質管理在教育上的相關研究資料彙整表（接前頁） 
研 究 者 研 究 對 象 研              究               結               果 
吳思達 

（2000） 

全國高職學校 1. 全面品質管理的理論，可從品質管理的發展歷程、品質定義、

組織特性、學理依據、信念基礎、及主要內涵加以探討。 

2. 從品質管理的概念基礎、可行策略、教育系統、教育顧客、

  教育產品、教育品質、教育評鑑、及研究發展，可以瞭解教

育範疇應用全面品質管理的情形。 

3. 教職人員對高職學校全面品質管理現況的知覺屬中上程度。

4. 不同背景變項教職人員對高職學校全面品質管理知覺的程度

有差異存在。 

5. 高職學校全面品質管理系統內涵間呈現高度的正相關。 

6. 高職學校全面品質管理系統內涵間可能存在相互影響的徑路

關係。 

7. 高職學校的品質信念符合全面品質管理的主要精義 

8. 高職學校的品質承諾與教職人員的工作角色有關。 

9. 高職學校的品質作為有待提昇及改善。 

10.高職學校全面品質管理系統可以從人與事兩個向度加以建構

陳玫君 

（2001） 

臺北市國小 1. 臺北市國民小學已具備運用策略規劃於校務發展計劃之知覺

與能力、重視運用策略規劃於校務發展計劃、已建構全面品

質文化之特質、已營造學習型組織型態之雛形、均重視提昇

學校效能。 

2. 學校規模與創校歷史對臺北市國民小學之策略規劃、全面品

質文化、學習型組織型態以及學校效能影響甚微; 職務之不同

對於臺北市國民小學建構全面品質文化, 營造學習型組織型

態、學校效能知覺有差異。 

3. 臺北市國民小學之全面品質文化、學習型組織與策略規劃兩

兩之間具有顯著相關。 

4. 策略規劃、學習型組織型態與全面品質文化分別皆可以提升

臺北市國民小學學校效能, 然而個別的解釋量不如三者之綜

效。 

林宜玄 

（2001） 

科技大學 1. 科技大學必須明確界定學校的顧客與供應者，以利全面品質

管理的實施。 

2. 科技大學必須盡力排除實施全面品質管理的潛在障礙。 

3. 科技大學實施全面品質管理的重要目標，依序為：提昇教育

品質、提昇競爭力、營造品質文化、達成發展願景與目標、

提高學術聲望、強化財務能力、提高顧客滿意度及滿足顧客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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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者 研 究 對 象 研              究               結               果 

林宜玄 

（2001） 

科技大學 4. 有利性較高的外部環境條件，包括：提昇教育品質、產業人

力需求、提昇畢業生知能、提昇經營效能、提昇工作績效。 

5. 有利性較低的外部環境條件，包括：教育經費不足、教育資

源減少、學齡人口減少、大學數量增加、教育成本提高、開

放國外大學設校、自籌校務基金等。 

6. 有利性較高的內部環境條件，包括：承諾改善品質、營造品

質文化、促進全員參與、鼓勵團隊合作、訂定發展目標、激

勵創新工作、依據需求規劃課程。 

7. 有利性較低的內部環境條件包括：顧客的滿意度調查、教職

員的參與時間、教職員的品管知能、將學生視為顧客的意願、

顧客的需求調查、滿足顧客需求的方案、運用品管方法的能

力、接受教育訓練的機會、夥伴關係的建立、品質指標的訂

定。 

彭瓊瑤 

（2002） 

台北縣、市 

公立國民中學 

1. 「組織領導與承諾」、「持續改進」、「全員參與」及「顧

客滿意」為全面品質管理之重要內涵。 

2. 國民中學整體全面品質管理介於符合及稍微符合程度之間，

各向度介於普通及符合程度之間。 

3. 國民中學全面品質管理與學校效能呈現高度正向典型相關。

4. 全面品質管理各向度透過典型變項對於學校效能各向度的解

釋變異量達 38.42%，學校效能各向度透過典型變項對全面品

質管理各向度的解釋變異量達 61.92%。 

陳櫻桃 

（2002） 

台北市 

國民小學 

1. 以台北市為例之國民小學行政人員之整體與全員參與、持續

改善、顧客滿意、品質承諾等層面之信念現況頗佳。 

2. 在整體輔導工作全面品質管理與顧客滿意層面，年齡愈大

（41-50 歲）其全面品質觀念愈優於年齡輕的（30 歲以下）行 

  政人員。 

3. 在整體全面品質管理信念與全員參與、持續改善、顧客滿意、 

品質承諾等層面有差異情形的包括國小學校行政人員之服務

年資、學歷、輔導專業知能進修以及學校規模等變項。 

張萬助 

（2002） 

高雄縣、市及

屏東縣、市 

公立國民中學

教育人員 

1. 國民中學教育人員有相當高程度的意願為提升教學及服務品

質而付出個人心力。 

2. 國民中學教育人員有相當高度體認教育人員的專業知能有助

於教育品質提升。 

3. 國民中學學校經營導入全面品質管理的理念與作法是相當可

行的。 



續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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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者 研 究 對 象 研              究               結               果 

王文霖 

（2002） 

高雄縣、市 

地區公私立 

高級中學 

教育人員 

1. 高級中學全面品質管理之現況屬於中等程度。 

2. 男性、年長、專科以下、資淺者、學校行政人員在全面品質

管理之知覺程度較高。 

3. 中等規模、位於都會之高級中學，知覺「全面品質管理」的

程度較高。 

4. 全面品質管理與學校效能的關係，呈高度的正相關；全面品

質管理對學校效能具有顯著預測力。 

楊忠敬 

（2003） 

台北縣公立 

國民小學 

1. 男性認為 TQM可應用在國小的校務經營上較女性為高。 

2. 服務年資越高者，認為 TQM可應用在國小的校務經營上。 

3. 學歷越高者，認為 TQM可應用在國小的校務經營上。 

4. 職務愈高者，愈認為 TQM可應用在國小的校務經營上顯著於

職務較低者。 

5. 學校地區愈偏遠者，愈認為 TQM 理可應用在國小的校務經營

上顯著於其他地區者。 

6. 學校規模愈小者，愈認為 TQM可應用在國小的校務經營上顯

著於規模大者。 

陳志嘉 

（2003） 

國民中學 

教育人員 

1. 國內教育人員以男性、年齡 50 歲至 60 歲、校長、服務年資

為為 20年以上、四十學分班學歷、學校規模 72 班以上、創校

歷史20年至40年，對全面品質管理的現況認知及接受度最高。

2. 國內教育人員在我國國家品質獎評鑑核心架構上，以男性、

年齡 50 歲至 60 歲、校長、四十學分班學歷、服務年資為 20-40

年、學校規模 72 班以上、創校歷史 20-40，對全面品質管理的

現況認知及接受度最高 

3. 我國國民中學施行全面品質管理具有可行性。 

陳昭銘 

（2003） 

國民小學 

資源班教師 

1. 學校特教全面品質管理情形屬於「中等」程度，其中以「全

員參與」向度得分最高，而在「顧客中心」得分最低。 

2. 學校特殊教育全面品質管理與教師教學自我效能呈顯著正相

關，亦即學校特教全面品質管理愈佳，其教師教學自我效能

也愈高。 

3. 參與特教工作，所遭遇之困難包括：成員能力不足、欠缺共

識、政策不定和無法有效支援協助等。 

4. 令人滿意的特教工作環境：包含工作氣氛、行政支持、專業

成長、教學設備和支持性。 

 



續後頁 

表 2-4-2 國內全面品質管理在教育上的相關研究資料彙整表（接前頁） 

研 究 者 研 究 對 象 研              究               結               果 

鄭夙雯 

（2003） 

特殊教育 

專業團隊 

1. 專業團隊之全面品質管理包含共同承諾、顧客滿意、持續改

善、合作參與、事先預防、彼此授權、教育訓練、溝通協調

等八個層面。 

2. 不同性別的專業團隊成員，在全面品質管理之整體認同度與

可行性上，看法一致。 

3. 不同職務與服務年資的專業團隊成員，在全面品質管理之各

層面認同度與可行性上有顯著差異。 

4. 不同年齡的專業團隊成員，在全面品質管理整體認同度沒有

差異，但在整體可行性有顯著差異。 

5. 專業團隊運作，應重視彼此授權、合作參與、顧客服務滿意

及溝通協調。 

蔡東呈 

（2004） 

台北縣、市 

公立國民中學

之教師 

1. 國民中學全面品質管理之現況屬於中等程度。 

2. 男性、年長、服務年資愈久並擔任行政工作之受試者在全面

品質管理之知覺程度較高。 

3. 男性受試者在全面品質管理及教師自我效能之知覺程度皆較

女性受試者為高。 

4. 中型學校（25 至 60 班）之受試者在全面品質管理之知覺程度

較高。 

5. 全面品質管理與教師自我效能之間，呈現高度之正相關。其

中，以「組織領導與承諾」對教師自我效能最具預測力。 

楊振隆 

（2004） 

台北市立 

民權國中 

1. 學校行政人員透過教育訓練課程的實施，對 TQM的意義、內

涵認知清楚且認同其價值。 

2. 公立國中學校行政之經營可以導入 TQM的理念與做法實施 

3. 學校行政人員對學校實施 TQM的做法認同，對實施價值亦持

肯定，但實際工作時卻持較保留的態度。 

4. 工作繁瑣、同仁不喜歡檢核、校長任期屆滿，行政人員異動

  大等因素，會阻礙學校行政 TQM的推行。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貳、全面品質管理的實例 
 
    國內運用全面品質管理理論成功的實例，就學校組織而言，以淡江大學及臺

北市立民權國中為例，作為未來國民中學推動全面品質管理之參考與學習對象，

現分述說明如下： 
 



 
一、淡江大學 
 
    淡江大學自一九九三年起即由張建邦博士引進全面品質管理之觀念，積極推

動全面品質管理，以提昇學校之教育及行政品質，於推動全面品質管理之步驟

上，淡江大學皆有其執行之實例如下（莊淇銘、張家宜、張麗卿，2000）： 
 
（一）組織之「持續競爭成長」及全面品質管理共識研討 
 

         推動「淡江大學第三波」理念，成立「跨世紀發展指導委員會」、「第

二曲線委員會」，舉辦「第二曲線研討會」，以凝聚單位主管之共識，

共同為建立一個跨世紀之全球性大學而努力。 
 
（二）進行全面品質管理意義與目的教育訓練及共識之形成 
 

         舉辦各類研討會，如「教學與行政革新研討會」、「新進教師研習會」 
         、「行政人員 TQM研習會」等，透過研討會讓組織之成員了解組織之

使命及願景，培養成員之能力去達成組織之使命及願景。 

 

（三）領導階層規劃訂定組織目標 
 

      1. 領導階層明確的訂定具國際化、資訊化、未來化之特色的國際一流綜

合大學為淡江大學目標，推動組織成員致力達成。 
      2. 在三化之大原則下，以科技整合進行學生發展、教師發展和教學發展 
         ，培養學生健全人格教育和確立未來觀念，並強化教學環境，增進科

技與人文之良性互動，以提昇全校教育品質及學術研究品質至國際水

準為未來之發展目標。 
      3. 舉辦「教師教學設計工作坊」，以輔導老師教學知能與授課技巧。 

 
   （四）推動部門之 TQM，制訂健全制度 

 
      1. 淡江大學各單位皆訂有規章，如教務規章、輔導規章、總務規章、人

事規章等，明訂組織章程，以為各單位行事之依據。 
      2. 系所評鑑規劃「教學單位評鑑辦法」及「教學單位評鑑評量表」。 
      3. 對於教師，則有教師聘任待遇服務規則及教學評鑑，以評量教師教學、

研究、服務、行政諸方面之績效。 
 
 



 
   （五）領導階層診斷組織 TQM之落實，並持續進行 PDCA 
 
      1. 校長室執行校內自我評鑑，並編印成「校務自我評鑑白皮書」，以持 

         續提昇淡江大學之學術和教學品質。 

      2. 行政副校長室負責督導各單位完成「TQM工作報告」，查核各單位之 

         TQM執行情形，並提出執行 TQM較優之單位，供其他單位參考改進 

 
   （六）設立組織內部 TQM獎項及訂定獎勵懲罰措施 
 
      1. 鼓勵教師從事教學研究之獎勵辦法有──專任教師研究獎勵申請報辦

法、專任教師學術著作及教材出版與製作獎勵辦法。 

      2. 對於教學評鑑結果不佳之最後十五名教師則給與兼任教師不續聘，專

任教師需提報告說明。 

      3. 行政人員設有優良職工獎勵辦法。 

      4. 八十七學年度之行政人員 TQM研究會提出制定 TQM獎，以進一步推

動及表彰落實 TQM於工作中之有功單位。 

 
   （七）挑戰相關獎項（如國家品質獎、教育部評鑑等）。 
 
         依據教育部之中程校務發展計畫評鑑以及天下雜誌、遠見雜誌等民間

團體之評鑑指標，進行淡江大學之自我評鑑、分析，並檢討改進，以

挑戰相關獎項，如下： 
 
      1. 教育部評鑑獲得全國私立綜合大學之冠。 
      2. 天下雜誌評鑑「企業界之最愛」中獲得全國大學排名第四。 
         皆可見淡江大學之辦學成效獲教育部及企業界之肯定，而其中 TQM

落實則不容忽視。 
 
二、台北市立民權國民中學 
 
    民權國中自二○○二年起即由楊振隆校長引進全面品質管理之觀念，積極推

動學校行政全面品質管理，以追求績效與提昇經營效能，於實施全面品質管理之

步驟上，民權國中皆有其執行之實例如下（楊振隆，2004）： 
 
 
 
 



 
（一）實施前的準備階段 
 

      1. 楊校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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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最需要，訂定實施計畫。 
      （2）選定計畫實施之各項業務項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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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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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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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層負責明細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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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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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以上國內外學者專家研究結果，整理如下： 
 

一、從教育相關研究得知，有關 TQM之信念研究論文及 TQM可行性研究論文，

兩者之研究論文篇惟數不多。因此，本研究將 TQM之信念與施行可行性列

為研究之重點。 
 
二、發現多從背景變項（性別、年齡、擔任職務、最高學歷、服務年資、學校規

模）之面向，探討國民中學全面品質管理系統的結構因素。 
 
（一）性別：不同性別之國小教師、高職教師與行政人員，對全面品質管理的知

覺有顯著的差異，男性高於女性，也有女性高於男性。所以，性別對於全

面品質管理系統的影響似乎存在，需要更進一步研究。因此，本研究將性

別列為重要的背景變項。 

 
（二）年齡：不同年齡之國小教師、國中教師，對全面品質管理的知覺有顯著的

差異，以年齡較長者的知覺較高，以及年長者優於年輕者。所以，年齡對



於全面品質管理系統的影響是否存在，需要更進一步研究。因此，本研究

將年齡列為重要的背景變項。 

 
（三）擔任職務：不同職務之國小教師、國中教師、高職教師，對全面品質管理

的態度有顯著的差異，行政人員比教職員更持正面的看法，及校長具有顯

著的影響力；不同職務之國小教師、國中教師、高職教師，對全面品質管

理的態度完全沒有達顯著水準。所以，擔任職務對於全面品質管理系統的

影響是否存在，需要更進一步研究。因此，本研究將擔任職務列為重要的

背景變項。 

 
（四）最高學歷：不同學歷之國小教師、國中教師、高職教師，對全面品質管理

的信念有顯著的差異，以研究所學歷教師的知覺較高；不同學歷之國小教

師、國中教師、高職教師，對全面品質管理整體作法可行性，未達顯著水

準；不同學歷之國小教師、國中教師、高職教師，學歷與全面品質管理的

感受無關。所以，學歷對於全面品質管理系統的影響似乎沒有定論，需要

更進一步研究。因此，本研究將學歷列為重要的背景變項。 

 
（五）服務年資：不同服務年資的國小教師、國中教師、高職教師，對全面品質

管理的知覺有顯著的差異，以年資較深者的知覺較高，資深者優於資淺 
者；不同服務年資的國小教師、國中教師、高職教師，對全面品質管理整

體作法可行性，未達顯著水準；不同服務年資的國小教師、國中教師、高

職教師，對整體全面品質管理信念，無論顯著的差異。所以，服務年資對

於全面品質管理系統的影響似乎沒有定論，需要更進一步研究。因此，本

研究將服務年資列為重要的背景變項。 

 
（六）學校規模：不同規模的國小教師、國中教師、高職教師，對全面品質管理

的知覺有顯著的差異，以 13-24班的知覺較高，以及 12班以下的知覺較
高；不同規模的國小教師、國中教師、高職教師，對全面品質管理整體作

法可行性，未達顯著水準；不同規模的國小教師、國中教師、高職教師，

對整體全面品質管理信念，無論顯著的差異。所以，學校規模對於全面品

質管理系統的影響似乎沒有定論，需要更進一步研究。因此，本研究將學

校規模列為重要的背景變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