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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燿男 

臺東大學教育系 

 

一、前言 

近幾年，臺灣的學校行政場域找不

到接任學校行政的人員。根據筆者實務

經驗，有些偏鄉學校的組長甚至是代課

教師兼任。 

2015 年 8 月親子天下雜誌透過學

校深度的訪問，該期刊期望勾勒臺灣國

民教育階段的學校行政銜接的軌跡。報

導指出：臺灣的國民教育階段出現嚴重

的學校行政主管「荒」。各校 9 月即將

開學，僅台南市一處大約就有 20 所國

中小學尚未找齊學校行政人員，部分處

室運作停擺(王韻齡，2015)。該雜誌也

指出很多教師擔憂學校行政事務繁

瑣、家長溝通困難，大多不願接任行政

工作。在越來越缺乏教師有意願接任學

校行政主管的情況之下，校長只好從有

意願的教師中去尋找主任或組長，只要

有人願意接任即可；只問意願不問能

力；某些學校實在找不到行政主管，直

接抽籤決定。所以，國民教育階段學校

行政主管的問題，不只是銜接問題，也

是人才傳承問題。 

臺灣有 329 個鄉鎮，國民教育階段

行政主管的銜接危機，在偏鄉學校更加

劇烈。偏鄉學校學生來源減少，少子女

化更形嚴重，學校教師因為學生數減

少，教師員額數也會減少，許多超出額

度的教師，需要調離原校，更加速教師

流動與員額縮減。遺留下來縮減編制後

的教師人數更少，但是每所學校應當執

行的行政工作依舊，每樣行政工作都無

法減少。在人員減少/行政負擔照舊兩

方面的震盪之下，使得偏鄉學校更找不

到學校行政主管。如果連全國指標性的

學校/彰化縣樟湖國小陳清圳校長都面

臨這個銜接危機，其他散佈在各縣的偏

鄉學校，恐怕情況將更不樂觀 (陳清

圳，2015)。 

不過，筆者實地訪問國中小學也發

現有許多校長尋覓學校行政主管，並沒

有發生上述的重大困難；細細審視之

後，發現這些學校校長與主任、組長的

關係非常良好，猶如家人；或是這些有

意願接任學校行政工作的主任、組長對

於國民教育充滿工作使命感；或是有些

學校已經制定公平輪調制度；開學在

即，學校行政主管均已就位。由此可

見，在媒體報導學校行政主管荒的時

候，筆者更想探討的是：那些未出現學

校行政主管荒的學校；學校組織到底有

哪些措施可以促進主任、組長接任行政

工作? 

於是，筆者回顧許多相關的文獻，

希望根據這些文獻的論點，為偏鄉學校

行政人才的銜接，提供一些參考意見。

說明如下。 

二、行政主管工作負荷超載的課

題 

教育是百年大計(呂文惠，2012)，

教育也是國家生存與發展的命脈。國民

教育階段更是教育的重要基礎。誠如前

面所述，國民教育階段出現了學校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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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銜接危機，其中最主要的問題在於

學校行政主管的工作負荷加重，學校行

政主管的接任者越來越難找，或是接任

學校行政意願低落。但是其實行政主管

的工作負荷超載問題，許多國家都有類

似現象。 

工作負擔的超載是現代員工的共同

經驗(Aalto, Karhe, Koivisto, &Valimaki , 

2009)。美國哈佛商業出版公司研究指

出：世界各大國際性公司加速扁平化，

組織的扁平化使得組織基層主管減少，

中層主管便需要管理更多的員工，中層

主管工作負荷更加沈重 (Mckinney,  

McMahon, & Walsh, 2013)。上述組織基

於人事成本考慮，減少聘用專職人員，

增聘兼職人員、契約聘僱人員，這些人

員與專職員工一起工作，他們的心理契

約有很大的差別，中層主管要領導他

們，有很高的困難度，這些內容都加重

了中層主管的工作負荷程度。因此，我

們會看到英國人力資源公司的研究顯

示：有 40%的中層主管表示工作壓力沈

重，想要離職(Mckinney et al., 2013)。在

2012 年，澳洲學校體系也有研究指出學

校也有明顯的教師去職問題(Fetherston 

& Lummis, 2012)；在 2014 年，日本學校

體系也有類似的研究關注教師去職問

題，而且日本的研究結果發現，日本的

學生家長問題，是教師工作負荷的重要

來源，若是可以獲得同僚的支持，可減

低教師去職問題(Kusagai, 2014)。 

其實近幾年，臺灣的學校場域，學

校行政主管找不到接任人選，教師不願

任職行政的問題，相當嚴重。問題的根

本如果是工作負荷超載，下面的理論便

值得重視。 

三、工作負荷的公平性 

筆者文獻回顧許多期刊發現：教師

是否接任學校行政與工作負荷、工作分

配有關(王韻齡，2015)；這意味著個人會

考慮投入與獲得是否公平？這是優先被

重視的議題 (Greenberg, 2001; Sahin, 

2013)。隨著家長參與學校教育日益加

深，加劇了學校行政工作的複雜度與困

難度，使得行政負荷加重；相對於行政

工作，教學工作反而顯得單純以及能掌

握；因此，許多教師寧可選擇教學工作，

遠離學校行政。可是，若是學校有公平

機制，合理分配行政工作/例如輪調、採

取積分或抽籤(程序公平)，教師接任學校

行政也並非不可行。但是，以抽籤、積

分的作法，雖然符合公平；但是接任的

學校行政主管卻不一定是有能力的主

管？這是值得後續思索的課題。 

為了避免尋覓學校行政主管，只問

意願，不問能力。筆者認為從員工的角

度去了解員工為何要投入於工作，是一

個非常重要的觀點。根據筆者實地訪問

學校的經驗，近幾年學校行政主管難

尋，很多學校都是只要有意願接任學校

行政，校長幾乎都表示歡迎，學校行政

主管隱含逐漸平庸化危機。工作分配的

公平性，表面上是解除了行政銜接危

機，但是，長遠而言，卻是暗藏危機。

尋覓具有教育使命感的教師，接任行政

或許是另一項思索的方向。 

四、學校行政兼職需要使命感 

使命感是一種強調個人使命與組

織 使 命 的 連 結 (Campell & Yeung, 

1991)。組織使命(學校使命)很清楚: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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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將學生教導成健全國民。個人使命如

果也是協助學校將學生教導成健全國

民，完成上述工作。在這樣的情境中，

學 校 目 標 更 容 易 實 現 。 因 此 ，

Finkel(2013)認為使命感讓員工與組織

連結在一起，亦即組織使命與員工使命

相連，形成共同使命感，使得組織更加

強大。學校的使命是將學生教導好；教

師若是能有這份使命感，或許會有更多

教師願意投入學校行政。 

此外，Slack、Corlett與Morris(2015)

指出員工在組織中，為組織而奮鬥，是

員工對組織的責任；這種組織責任可以

說是一種使命感(sense of mission)。 

因此，根據 Campell 與  Yeung 

(1991)的說法，以及 Slack 等人(2015)

的見解；如果能在學校中尋覓具有使命

感的教師，兼任學校行政工作，對於學

校行政人才的銜接，便會產生加乘的效

果。不過，使命感是否涉及到教師的工

作價值與動機呢?教師專業可以透過教

師甄試，經過篩選而獲得；但是，如何

篩選具有工作使命感的教師呢?具有一

定的困難度。筆者認為教師內在動機與

工作價值觀，需要再進一步在人才甄試

中，被重視。 

五、另一個可能的因素是內在的

工作價值與動機 

教師是否投身於學校行政可能與內

在自主動機有關。Gagne 認為內在自主

動機促進個人決定是否投入於工作

(Gagne, 2003)，此即為自我決定論。因

此，檢視自我決定的理論，可以了解教

師是否投身於學校行政工作。但是，自

我決定理論也強調被控制的行為；被控

制的行為是外在的動機，是為了得到特

定外在獎勵與職位的行為，投入於工作

(Vansteenkiste, Lens, de Witte & Feather, 

2005)。因此，個人擁有自我選擇權(賦

權)，其自主需求被滿足，可促進個人投

入於工作；主管職位給予也可能促進個

人投入於工作。 

所以，從自我決定理論而言，今日

學校行政工作，如果能提供相對的職位

權力，教師個人能施展教育抱負，比較

不會受到家長意見的限制，或許仍然有

教師願意承擔學校行政主管/主任、組

長。但是，假如擔任學校行政，只是擔

任行政救火的工作，每天公務繁忙，沒

有尊嚴，恐怕願意兼任學校行政的教

師，只剩下想要往主任、校長職位邁進

的教師而已。因此，根據這個理論，學

校校長應當思考的是，如何讓學校行政

團隊，工作上有尊嚴，能夠施展其教育

抱負。 

六、交換信賴關係與心理回報 

社 會 交 換 理 論 (social exchange 

theory)提供了一個主管與員工情感交

換的建立，以創造員工正向工作態度的

理論基礎。社會交換理論說明組織人員

相互對待的關係(Ko & Hur, 2014)。因

此，組織中的社會交換，主要是主管與

員工的情感交換。Slack 等人(2015)認為

員工在組織中工作，組織提供許多資源

與薪給，員工對於組織有留任義務並為

組織而奮鬥，這是員工對組織的責任。

因此，組織提供工作，員工交換個人對

於組織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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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組織提供教師工作機會，有學

校的存在，始有教師的存在。不過，校

長與教師的感情與信賴關係，仍能左右

教師是否願意投身於行政工作。這是華

人世界的文化特性 /回報、果報的思

想。華人文化中「回報」「果報」的概

念，有強調互惠的想法，同時， 也涵

蓋著深刻的情感互惠的預期，這種情感

互惠的預期，即為社會交換關係的預期

（曾家文、姜定宇，2012）。 

學校校長在尋覓學校行政人才時，不

免需要運用社會交換關係、以及華人果報

思想，與教師建立長久的信賴關係。如

此，在尋覓人才時，才能順利獲得教師的

認可。因此，能夠運用這些關係的校長，

開學在即，學校行政主管均已就位。 

七、結語 

臺灣近幾年偏鄉學校行政人才銜接

問題嚴重。許多學校開學在即，仍然找不

到行政主管，校長們於是改以輪流、抽籤

的方式，安排學校行政人員。學校行政是

服務教師、服務學生、服務家長的重要人

員，也是引導校務發展的重要幹部。如果

未來的學校行政主管，只能採取輪流、抽

籤的方式，來決定人選。相信未來國中小

學的行政品質堪憂。偏鄉學校，原來班級

數就相當少，受到少子女化的影響，偏鄉

學校紛紛採取混齡教學，學校是保留下來

了，但是班級數卻減少了，教師員額也相

對減少。影響所及，學校行政專任教師數

不足，行政工作往往需要依賴代課教師。

代課教師在心理契約上，缺乏安全感，每

年都需要準備教師甄試，學校行政工作自

然無法全心全力。這是偏鄉學校的行政困

境。 

然而，筆者透過許多文獻的探討，

整理出幾項作法，提供中小學校長尋覓

學校行政人才之參考。首先，學校建立

公平機制，合理分配行政工作/例如輪

調、採取積分或抽籤。但是，以抽籤、

積分的作法，雖然符合公平；接任的學

校行政主管卻不一定是有能力的主

管。因此，在學校中尋覓具有使命感的

教師，兼任學校行政工作，對於學校行

政人才的銜接，便會產生加乘的效果。

此外，如果能提供相對的職位權力，使

得教師個人能施展教育抱負，且儘量不

受家長意見的限制，或許仍然有教師願

意承擔學校行政主管/主任、組長。 

最後，校長與教師的感情與信賴關

係，可左右教師是否願意投身於行政工

作。這是華人文化的果報思想。華人文

化中「回報」「果報」的概念，有強調

互惠的想法，同時， 也涵蓋著深刻的

情感互惠的預期，這種情感互惠的預

期，使得學校校長在尋覓學校行政人才

時，不免需要運用社會交換關係、華人

果報思想，與教師建立長久的信賴關

係。如此，在尋覓人才時，才能順利獲

得教師的認可。都市學校應如此，偏鄉

學校更需要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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