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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我們都知道學校行政之存在價值

就是服務學校教學工作。學校行政之

主 要 目 的 乃 是 透 過 「 有 效 」

（effectiveness）與「經濟」（economy）

的方法，來達成教育目的。換句話說，

就是指用最能解決問題與最省錢的方

式來協助教學的推動，以達到行政支

援教學之使命。檢視目前中小學的學

校行政運作中，有諸多行政觀念和作

為已經落後與僵化，除了造成學校行

政效能低落之外，並且嚴重影響到學

校教學的品質。因此，要加以汰舊換

新並且與時俱進，全面進行所謂的「行

政革新」（administrative reform），這樣

一來才能有效協助教師教學與學生學

習。 

本文主要論述兩個部份。第一個

部份乃是將目前中小學諸多影響教學

之行政困境之態樣一一列出說明；第

二個部份則是針對這些困境提出行政

革新方案。希望藉由本文的提出能拋

磚引玉吸引更多關心學校事務的教育

工作者來思索如何讓學校行政效能更

加提升。 

二、行政困境態樣 

檢視目前中小學存在諸多行政困

境，詳如以下說明： 

(一) 收費問題困擾班級導師 

目前各縣市大部分中小學諸多收

費還是仰賴導師向學生親自收取，舉

凡：學期初註冊費、書籍費、每個月

的午餐費、班級費、服裝費，以及其

它代辦經費等。隨著導師角色工作量

日益增加，打從早上七點就開始監督

學生打掃校園環境、下課期間也要批

改學生作業與家庭聯絡簿、中午要指

導學生用午餐、午休時候也要陪學生

睡午覺、放學時候要整理明天的教材

與上課備課資料。另外，還有導護工

作、指導學生校內外競賽與家庭訪問

等。然而，這些與教學無關的收費流

程還會衍生一些難纏問題，譬如：收

到假鈔的無奈、學生繳費金錢遺失與

保管金錢心理壓力沉重。因此，造成

中小學班級導師十分困擾，在無形中

更會影響到導師的教學品質，這種行

政困境實在有改革的必要。 

(二) 經費不足降低教學品質 

每年中小學校園飽受颱風肆虐，

通常會伴隨著水災與風災。颱風過

後，隨處可見攔腰而斷的樹木、四處

散落的殘花落葉與堆積如山的各種垃

圾，校園一片狼藉乃是司空見慣的現

象，有些較為低漥的學校，甚至全校

泡在水中，而且教室課桌椅都嚴重泡

水。然而礙於校園經費有限，沒辦法

請大型機具與外面人力來支援，有些

家長會委員會掏腰包來協助處理，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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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仍然杯水車薪幫助不大，通常都要

全校師生總動員來整理學校環境髒

亂。造成全校師生必須花費許多時間

來打掃校園環境，進而影響到學生上

課的時間與教師教學的進度。質言

之，大多數學校師生根本無法應付這

麼重大的災害，而且校園環境復原工

作更非短時間就能立即處理完成。 

(三) 兼任行政工作乏人問津 

隨著行政工作日益繁雜與行政業

務逐漸專業化，許多教師對於兼任學

校行政工作的態度都是避之唯恐不

及，況且大多數老師非常注重生活品

質與家庭生活，許多行政工作常常要

加班到很晚，甚至假日也要到學校辦

理行政業務。因此，學校行政工作職

務包含主任與組長乏人問津，尤其是

總務主任、教學組長與生教組長這三

種兼任行政職務沒有老師要擔任。申

言之，總務主任要辦理採購與維護環

境安全，倘若稍有疏失的話，動輒有

官司纏身與處理國家賠償爭議，因此

總務主任職務沒有人想擔任；至於教

學組長主要負責全校教師排課，然而

排課不可能都能符合教師的需求與期

望，因此要頂住全校教師關說的壓

力，常常感到吃力又不討好；最後生

教組長主要是要處理問題學生與怪獸

家長，業務包山包海每件問題通常很

棘手，更是沒人要擔任，有些學校甚

至找代課老師來擔任。 

(四) 學校設施設備管理不易 

學校設施設備相當多元，包含：

禮堂、廁所、廚房、游泳池、消防設

施、各類球場、操場、電梯、圖書館、

停車場、學生活動中心、視聽教室、

電腦教室，以及專科教室等。不過，

由於學校人力短缺與經費不足，再加

上遇到工友與技工退休，學生與教師

變成為免費的義務支援者。是以，許

多整潔工作（擦窗戶與掃廁所）交由

學生來負責，許多專業工作（電腦維

修與管理）給予教師來處理。平實而

言，學生來學校之目的主要是學習，

而教師來學校之首要任務為教學。其

實，每個設施與設備之屬性均不同，

全部交由學生與教師來維護實在不恰

當。所以在維護與清潔上也需聘請專

業人士來處理才比較妥當。如此一

來，才能發揮群策群力的同舟共濟精

神。 

(五) 技工工友遇缺不補政策 

由於政府機構與學校的工友進用

過程弊端備受爭議，還有政府要精簡

人事成本，遂實施工友員額精簡政

策，行政院於民國 91 年訂定各項工友

員額管制及相關配套措施，制定「各

級行政機關、公立學校超額工友處理

原則」，各機關學校除經行政院核定為

工作性質特殊之工友外，超額空缺工

友不得遞補，並配合各該機關學校年

度預算編列核實減列，至於超額現職

工友則鼓勵退離，列為出缺不補。使

得許多學校甚至連一名工友也沒有，

造成學校運作產生一些阻礙。譬如：

操場草地沒人整理、校園樹木沒人修

剪與校園教學設備沒人修復。坦白

說，政府機關制定學校工友遇缺不補

這種政策乃是因噎廢食的作為，學校

工友對學校還是有存在的必要與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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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蓋因學校還是有一些工作必須有

專人來從事勞力服務。 

(六) 校園維安問題層出不窮 

由於中小學校園腹地廣大，而且

圍牆逐漸拆除，再加上缺乏校警監控

大門，導致校園可隨意進出不易管

制，曾有發生精神異常人士闖進校園

挾持學童，也有出現學生家長進入教

室打學生的事件，也發生業務人員進

入辦公室推銷之情況。甚至，有些學

校的單槍投影機與液晶螢幕在半夜時

被偷走。總而言之，學校變成開放空

間，再加上出入口沒人管制，校園維

安事件的增高是可預期的現象。職是

之故，對於校園師生的安全亮起紅

燈，應該要有配套措施來處理比較妥

當。 

三、行政革新方案 

揆諸上述中小學諸多行政困境，

筆者嘗試提出一些行政革新的新方

案，希望能對改善行政效能與提升行

政效率有所助益，如下詳述： 

(一) 實施電子帳單簡化流程 

為了解決收費問題困擾班級導

師，教育主管機關應規劃實施電子帳

單收費，將出納業務電子化（ATM 轉

帳及銀行電匯），進一步與各家便利商

店（主要是 7-11、全家與 OK 等三家）、

郵局、農會與其他金融機構等合作來

有效率的處理收費問題。假使能將收

費電子化，負責出納行政業務的老師

也會比較沒有壓力，行政效率也可大

大提高，那麼導師不用再擔心收費所

衍生的一些狀況，也會有多餘的時間

來從事教學創新與研究發展，長遠而

言對學生學習成效是相當有助益的。 

(二) 公開招標簽訂開口契約 

颱風對校園所造成之損害與影

響，單就學校是不能有效應付，要透

過更加專業的組織與機構來協助處

理。是以，採取公開招標簽訂「開口

契約」（open contract）乃是一個省時省

力的好方法。蓋因開口合約主要在處

理天然意外事故等修繕工程，節省繁

複的行政程序，達到快速修繕的目

的。換言之，在開口契約的廠商協助

下，颱風所造成的校園環境髒亂，能

透過其大型機具與專業人員的作業，

有效與快速的達到災後復元工作，以

迅速提供全校師生安全、整潔與舒適

的校園環境。 

(三) 行政工作外包派遣員 

雖然中小學教師自 101 年 1 月 1

日起開始恢復課稅，課稅配套有優先

補助 12-20 班之國民小學聘僱行政人

力。然而一所學校要正常運作，其中

行政工作包羅萬象，有出納業務、圖

書業務、電腦資訊管理、廚工管理、

午餐業務、環境整潔、採購發包、設

備維修、公文系統、財產管理、學生

管教、輔導諮商、教學計畫，以及交

通安全等，所以應進一步實施企業界

的「人力派遣」（temporary employee 

service）方式，其係指學校與派遣公司

簽約，從中選用自己要的人員到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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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上班，短時臨時性的人員之薪水以

時薪來計算，如果時間較常的人員則

以約聘契約的金額計算。如此一來，

可達到一舉兩得，一方面是省下了龐

大的提撥退休金、保險等費用，可降

低教育人力成本，另一方面也可紓解

教師兼任行政工作的沉重壓力。 

(四) 學校設施設備委外處理 

所謂術業有專攻，隔行如隔山。

學校有些工作要委託專業機構與人員

前來協助處理會比較適當。舉凡：學

校電腦維護可與電腦維修公司簽訂合

約協助學校電腦快速修復與網路系統

暢行無阻；對於學校設施要做清潔工

作比較危險時，譬如：比較高的窗戶、

教室天花板與禮堂的燈具等，應請清

潔公司來協助清掃；還有學校游泳池

管理可委託游泳協會來經營，聘請專

業救生員與專業經營管理人才來管

理；至於學校樹木修剪可委託專業修

剪樹木廠商來修剪。另外，學校消防

設施可委託專業消防公司來做整體規

劃與配置。最後，學生活動中心可委

外經營，在學校沒有上課時間或是例

假日時，妥善經營與管理，讓其效能

發揮到極大。 

(五) 編列約聘僱人員預算 

學校技工與工友之存在一方面是

基於專業分工精神，讓行政效率能更

加順暢，另一方面則是體恤學校教師

教學辛苦，不再額外增加老師教學之

外的其它負擔。然而民國 91 年實施學

校技工工友遇缺不補政策的實施下，

至今（民國 104 年）已有 20 多年，導

致目前許多中小學沒有技工工友，許

多校長非常頭痛，因為技工工友長期

以來負責校園環境維護與設備設施修

繕，使得校園整潔與環境優美。如今

學校沒有技工工友的協助，儘管學校

每年編列的環境維護行政管理費用，

還是不足以應付廣大的校園環境維

護，常常出現要找臨時人員來協助校

園環境整潔找不到人的窘境。職是之

故，教育主管機關應編列約聘僱人員

預算，授權學校去聘用臨時環境維護

人員來協助處理校園環境，最好是一

年簽訂一次契約，表現好的人員得優

先續聘，表現不好的人則是解除契

約。舉此有三項優點：第一，不用負

擔高額的人事成本；第二，不用擔心

校外人士進行關說；第三，運用專業

人員也效率的處理校園環境。 

(六) 建立校園保全安全系統 

校園安全乃是學校極為重視的問

題。不過隨著校園空間的對外開放與

技工工友遇缺不補的政策發酵下，校

園維安亮起紅燈，造成學生、教師與

家長們的不安與恐慌。因此，應建立

校園保全安全系統來提高校園安全，

主要包含三大部分：第一，實施門禁

管制：學校上課期間嚴禁不相關人士

進入校園逗留，可委由學校替代役弟

兄來執行門禁管制；第二，設置閉路

監視系統，將學校出入口與角落處設

置監視器，監控可疑人士進出校園，

也可遏阻犯罪動機；第三，安裝入侵

保全系統，學校放學後或是例假日期

間，學校辦公室、班級教室與視聽中

心等門窗要安裝入侵系統，如有人蓄

意破壞門窗，馬上感應連線保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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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並且通報警察單位前來協助處理。 

四、結語 

本文所提及的中小學學校經營與

管理問題並不是無病呻吟，更非吹毛

求疵，也不是藉此批判教育機構。其

實，最主要的目的在反映基層學校單

位的困境，由於筆者曾待在小學擔任

學校基層工作，因此對於學校行政問

題特別感觸良多，並且野人獻曝提出

一些行政革新之方案，希望能對目前

面臨諸多行政困境的中小學工作夥伴

參酌，更希望教育主管機關能正視這

些問題，協助基層學校解決這些陳年

行政困境，使得學校行政運行能更加

順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