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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活化學校行政

高雄縣立鳳山國中由陳麗容@退休校長

從十四年教育行政的行列轉向學校行政的隊伍，懷著喜悅的心情，來到一所

偏遠地區的國中服務，兩任滿後被遴選到市中心(母校)學校服務，秉著廉潔、愛

心、關懷、尊重、民主方式和教育專業的熱忱，推行主動服務的學校行政，發展精

緻的校園文化，使學校成為一一學生「健康成長」、「快樂學習」的環境。

民國88年8月到這所偏遠國中服務時，面臨地方家長對學校失去信心，學生

外流嚴重，馬土和各處室主任拜訪當地教會牧師和地方士紳，希望透過他們挽回家

長對學校的信心;同時在校園環境的改善方面，則向縣政府爭取經費(如興建守衛

室、校園圍牆粉刷、改善教學環境設備......等等)落實執行，使學校煥然一新。

剛到任時，學校的生活教育待加強之處甚多，三年級技藝班有實用電子班、商

業實務班及餐飲製作班，學生自己分為二派，一派為抬轎派，一為八家將派，三派

因言語不合就打架，深覺嚴重性，立即和訓導處人員及班導師研商及時處理這些問

題，依訓導規章之規定，對違反校規情節嚴重之學生給予輔導改變環境或記大過之

處分;並加強違規學生之輔導，告訴他們正確的觀念，給予適當的教導，畢業時收

到他們自己做的花朵，做為改過自新的禮物(送給導師和訓導人員以及校長) .其

實這些學生並非朽木不可雕也，只要肯花心思並予以愛心、耐心地教導，學生就會

改變;更感謝義工的個案輔導，使學生有正確的價值觀念和人生方向。其次，在校

二、三年級學生常口出穢言的現象，實在有失學生的身分，於是擬出一套辦法;若

口出穢言的學生，要自我糾正，並告訴他罵人等於罵自己的家人;若罵人三次者，

給予記過處分，實施以來，效果良好;經過一個月後，口出穢言之學生，已逐漸減

少，實為同仁教導的功勞。再者，學校對三年級的技藝班，每次月考在合辦的高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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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名次者，比照在校學生月考總平均八十分以上者，給予建狀和獎學金，

勵;若參加全校技藝班技藝比賽，得獎者另給予獎勵。

回想兩任期間，感謝上級長官的厚愛與指導，還有歷任校長、家長會長以及現

任家長會會長、副會長、委員、地方士紳和家長們的關心，以及教會牧師率領義工

爸爸媽媽的協助和全體教職員工通力合作， f吏學校獲得全縣各項評鑑優良(例如學

校午餐、第五屆中小學民俗藝陣比賽第一名、教育部法治教育特優學校、三年級技

藝班學生實用電子組第一、二、三名，電腦乙組第三名，音樂比賽甲等，啦啦隊比

賽甲等)。另外，家長會長率領家長會成員和教會義工爸爸們利用時間整理學校、

修剪花草樹木、美化校園環境，使學校煥然一新。會長還陪同本人及各處室主任到

學區內國小宣導，使89學年學生都有回流人數，一年級有十人，二年級有六人，

三年級有二人;至90 、 91學年度，學生回流三、四十人，從原有八班增為九班學

生數，學校各同仁及地方人士都很高興。

從88學年度起學校實施生命教育課程，感謝得榮基金會提供的教材和活動設

計，以及南方文教基金會師資之培訓和教學的支援，使學生了解認識生命的意義與

價值，能尊重自己，也能尊重別人，活出生命的色彩，認真地過一生。 91學年度

被教育局指定為高雄縣國中生命教育中心學校，負責研習進修、課程師資諮詢、教

材教法研究、教學媒體參考書籍蒐集、生命教育專刊編輯等，並擴及其他學校一同

實施生命教育課程。

於94學年度被遴選至市中心學校服務，學校內部行政同仁不合互相檢舉，很

少開主管、行政會報，造成橫的聯繫不好，各處室本位主義濃厚，彼此溝通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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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活化學校行政

聯繫不良，令我真是傷腦筋，晚上睡不好覺;於是半夜起來煮天山雪蓮湯，請行政

同仁享用，每週二上午召開主管會報，以化解彼此的嫌隙。學校因新建大樓未做好

整體規劃，前庭、中庭一團亂，建築物主體未和舊有大樓做完善的銜接，產生安全

系統嚴重的缺失，讓我剛到任就必須收拾建築物安全的問題，陸續完成造價一億多

元的明新大樓整合和安全措施，並協調占用多年十六戶退休老師搬遷，及校區內

的綠美化工作，使校內教職員工和家長會成員同心協力為學校努力打拚，使學校從

五十九班增加為六十七班。

本人就如何活化學校行政的內涵，使得學校每一環節生生不息的發展，發揮行

政效率與效能，以達成教育目標，有以下幾點作法供大家參考，以祈能拋磚引玉。

J 、要掌握學替中的信念、價值、認岡和人員的心態改變

一所學校是否能夠順利推展校務，和學校中的每一個人有密切的關係，要有

共同的信念、價值觀和自我認同以及組織認同。馬斯洛曾說過:心若改變，你的態

度跟著改變;態度改變，你的習，慣跟著改變;習慣改變，你的性格跟著改變;性格改

變，你的人生跟著改變。因而心態的轉換來自於思想的改變，對人類的思考模式要

做多元的探討，使其成為有智慧解決問題的關鍵者。

(→)以心緬來建立心態

任何會改變我們心態的東西，在神經語言程式學 (NLP) 裡，稱為「心

鋪」。我們的心態會隨著環境變遷不斷改變。學校的成員可從視覺、聽覺、觸覺、

味覺、嗅覺的心錯來激發建立心態，就能在任何情境裡，發揮最大的能力，使學校

充滿了活力和盼望。

(二)以多重租儷圖等級的觀點來建立心態

我們常在不同的層級(如環境、行為、能力、信念、價值觀、自我認同)上建

立各類的關係，學校是人的組成，有其個別差異。組織要健全發展，就需要和諧，

學校的人員，有共同的信念和價值觀以及自我認同和學校認同，就會把概念化為行

動，大家同心協力，一同為學校努力打拼，使其成為優質的學校。

(三)注意靈性的追求、有心萬用心

靈性是我們追求的基本人性一一我們與其他人共有的本質。越尋求越豐富，是

一種追尋、探索或旅程的終點。因人類的生活是一連串的分離與整合一一不斷地知

道自己所不知道的，而更加知道自己，所以身為人必須有靈性的追求，才不會不知

所措，這樣人生才有意義。當你全心投入時，神會與你同行，天下無難事，只怕有

心人。只要把精力和才智花費在有價值的事上，就能創造出有意義的價值。所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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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怕苦、不怕難，只要有心就有路，當你全心投入時，神會與你同行，所以用心的

人最美。

(四)不斷尋找組攝的朋符租做時間的主人

神給每一個人一天都是24小時，雖然每個人都很忙，至於如何利用時間，成

為很重要的課題。你必須是時間的主人，不讓時間成為你及命運的主人。不論任何

人都忙，必須做好時間管理，做時間的主人，把精力和才智花費在有價值的事上，

就能創造出有意義的價值。身為教育人員，必須做好個人、家庭、工作等均衡發展

的生涯規劃，並要了解自己和別人，甚至可以勝過自己和別人，可以使學校更進步

和永續經營。

(五)主管適度的據權

身為主管者必須適度的授權，可以減輕自己的負荷量，才有時間思考如何使學

校更進步和永續經營。在管理學中常提到一一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放開控制是信

任別人的第一步，而信任是授權的主要基石，有如一個輪子，信任是轉軸，所有其

他授權的狀態都繞著它旋轉一一這授權之輪，會提供支撐的力量，而且它們是互相

依靠的。作為一位領導者，在選才時必須慎選，避免請神容易送神難，任用後要加

以信任和適度的授權，才能使組織達到分層負責，個個適才適所，發揮所長，形塑

良好的學校文化，才能發揮其績效。

二、學校祉區化、種t區學校ft

學校本著「學校社區化、社區學校化」之資源共享，共同研擬社區、家長人力

資源的運用，社區組織、人文、自然資源的運用，可使學校勵精圖治、煥然一新、

校務昌盛。有下列方式可供參考:

(~)曾遁綠色按國租建立教師專業形學

為使校園有全新的視覺印象，必須營造綠

色校園;善用校內資訊專任教師，改善校內資

訊共享網路環境，促進教師大量使用網路社群

工具，建立教師專業形象，以嘉惠學子。

1.每天清晨到校運動的社區人士為數不少，為

了呈現一個全新的視覺印象，請嘉興園藝公

司陳嘉興老師，義務提供園藝造景。

2. 教會捐贈感恩亭一座，提供學生及社區學習

和休憩用(如【圖1 、 2 】)。 [圖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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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活化學校行政

3. 家長會長率領家長會成員栽種紅

龍果，做為綠籬和教學用;教會

義工爸爸媽媽利用時間整理操

場，修剪花草樹木，以美化校園

環境。

4. 善用科技媒體資源，縮短城鄉差

距:善用校內資訊專任教師，改

善校內資訊共享網路環境，促進

教師大量使用網路社群工具，如

電子郵件、討論區、留言版、個

人網頁等，以提升下一代資訊能

力。

(二)學跨世區佑，面t區家長走進來，達成互助與其事

【圖2]

為使學校社區化，必須讓社區家長走進來，一同體驗「生命共同體 J 共同關

懷社區學子的成長。

1.規劃全校學生，進行每學期一次的關懷社區教學活動，有「打掃社區環境、還

我清新健康」的動態活動，從生活實踐中，體驗「生命共同體」的意義。

2 依義工專長，協助參與學校各項工作，如交通導護、圖書管理、修剪花木、個案

輔導等。

3. 藉由「親師心橋通訊 J 了解家長學經歷、興趣及工作時間，增加與學校師生

的熟悉感、了解學校運作的實態，有助於未來成立「學校社區總體營造團隊」

的實行。

4. 提供視聽教室、電腦教室設備，

作為社區學苑的進修場所，開辦

民眾補校，讓學校成為終身學習

的最佳機構。

5. 用「教育優先區」經費，籌辦社

區家長與學生系列活動，設置

「得勝者、生命教育課程」

參與人數達二百多人(如【圖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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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義正專長教學，共創三贏局面

學校可結合義工專長教學，使教師有更多的時間可以改進教學策略、提升教學

品質，共創三贏局面。

1.由於義工的參與配合，教師有更多的時間可以改進教學策略、提升教學晶質，

學生成了最大贏家，收穫豐滿。

2. 此工作之推行，可由訓導處(或輔導室)提供調查表，將志願擔任教學的義工 也可

學經歷、講授內容匯集成冊，交由教務處安排授課時間表，安排協同教學之教

師，以利進行教學。

3. 交通路口之導護工作，仍需由教師陪同義工一起執行勤務，對學生的安全才有

保障。

(四)觀師合作協助教學

班級家長人力資源的運用，首先要建立「班級親師會 J 推動班親會活動，

讓家長走進教室，認識學校教學活動，引導家長參與班級教學活動、戶外教學、協

同教學、擔任義工團工作;同時可增進家長對學校課程的暸解，引發家長參與學校

課程的興趣，進而支持、協助學校課程的實

施。

(五)推行學輯義王胡鹿

由輔導室負責推展義工制度，建立學校

義工團;鼓勵社區家長擔任學校各種義工，

學校義工團有維護上下學交通秩序的交通導

護義工、協助圖書整理與辦理借書還書的圖

書室義工、修剪花草樹木的義工(如【圖

4 >) ，他們不辭辛勞地協助學校推展校務，

使學生能安全又快樂的學習與成長。

(式)建用祉區、家長人力協助教學

【圖4]

鼓勵教師運用社區、家長人力協助教學，社區人士與家長中有許多其有專業能

力，老師借用他們的專長協助教學活動，可以彌補教師專業的侷限，增加學生學習

的觸角。

1.訓導處邀請環保局人員協助班級進行環保教育。

2. 訓導處邀請警察人員進行學童安全教育、消防人員實施防火教育。

3. 輔導處邀請社輔機關人員進行兩性教育、性侵害防治教育。

4. 邀請社區高職校長對全校學生進行生涯及技職教育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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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活化學校行政

5. 邀請社區家長、義工在各班教學、協同教學、協助戶外教學及進行鄉土教學活

動。

(七)結合世區資囂，贊助學輯及學生需求真開融學醫場所，供虛t區民用E
体聽聽運動

社區資源是學校最好的社會資源，學校可結合使學校資源充沛;並可開放學校

場所，供社區民眾休憩及運動，以達到「學校社區化、社區學校化」資源共享之功

能。

1.學校可結合當地的社會資源(如部隊、工廠、公司、教會、慈善團體、地方士

紳......等等) .使其大力贊助學校和學生的需求，使學校校務昌盛，學生專心

向學。

2. 學校本著「學校社區化、社區學校化」之資源共享，提供社區民眾早晚、假日

在學校場所運動或舉辦各項比賽、聯誼活動;亦可開辦縣民學苑，提供社區民

眾終身學習機會。

三、依學生能力發展，給予遍性輔導租整體規割跨國環

境，充實軟碩體設備

每一位學生都有其個別差異，給予個別化教育，並依其性向，給予輔導升學或

至技藝班就讀，使其適性發展，重拾「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信心。做法如下:

(一)一、二年級常態編班，二年級實施學科能力分組教學，以落實個別化教育，

使學生適性發展。

(二)三年級依其性向，給予輔導升學或至技藝班就讀。三年級技藝班學生表現優

異者，一樣給予獎勵，增加其信心，重拾「天生我材必有用 J 以習得一技

之長(如【圖5 、 6 、 7 】)。

學校要作好校園的綠美化工作，使學生在綠意盎然，心曠神怡的校園中學習，

易收到潛移默化，發揮境教的功能，學習效果必能加增。學校亦要添購軟體設備

(如圖書、教材、視聽教具)使學生養成閱讀的好習價和教師教學效果的提升。

四、多元化教學、重鹹班級經營租落實導師責任胡

學校實施小班教學，落實小班教學的精神;第八節實施課業輔導和多元化社團

活動，以激發學生的潛能;辦理各項比賽，擴大學生學習領域;利用週會、班會、

聯課活動，聘請專家學者到校演講，擴充學生視野;多鼓勵學生參加校外各項比

賽，以增加其學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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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應以身教、言教並重，給予學生良

好的示範和教學;並與學生家長保持密切聯

繫，使學校與家庭教育密切結合。

五、五育均衡發展的全人教育和

主動服務的學齡行政

學校提供「健康成長、快樂學習」的園

地，使學生身心健康，情緒穩定，樂觀進取，

勇於表現......等等，以達到五育均衡發展的全

人教育，培養出健康、活潑、快樂的好學生。

學校以智慧建立制度、以制度解決問

題、以服務代替嶺導、以規畫取代權力，使學

校行政效率提高。

朮、塑講師生以按為樂，團結合

作的跨國氯氣

每位同仁「以身作則 J 主動關心愛孩

子，並關切學校內的每件事和物。教職員佫守

法規，不貪賄、不遲到早退、認真教學等，有

效警惕且影響團隊形象的教職員工。尊重教師

的專業自主權，加強研究進修，教師以愛心的

{圖6 】

關懷，耐心的教導，陪著學生成長。學生應以「感恩情福」的心，認真學習，接受

教師的教誨，共同塑造良好的校園文化，全校師生以校為榮，大家共同來營造一個

健康成長、快樂學習的園地。

由此可知，在民主自由、多元化的開放社會中，學校從靜態的封閉組織，轉變

為動態的開放系統。身為學校的一份子，必須了解學校行政乃在透過組織、計畫、

決策、溝通、領導的歷程，統合有限的人力、物力、財力資源，使之協調合作，活

化學校行政，大家有生命共同體的觀念，來經營學校和提升學校行政效能，並使我

們的下一代有優質的學習環境，以培育出優秀的國家未來主人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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