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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是探討新竹市國民中小學教育經費編列與使用情形，經相
關文獻探討，研擬研究架構，並編製研究工具，以新竹市國民中小學校長、

總務主任、會計主任作為調查樣本，採問卷方式調查國民中小學教育經費

編列合理性與使用情形。問卷調查資料回收後，進行統計分析。本章就資

料分析結果獲得研究發現，並對教育行政單位、國民中小學及未來研究者

提出具體之建議。 

第一節  主要研究發現 

根據文獻探討及問卷調查結果，有關新竹市國民中小學教育經費編列

與使用獲得多項研究發現，茲歸納如下： 

壹、教育經費編列方面 

針對受調查者之不同服務機關背景變項對教育經費的編列進行描

述性統計分析，資料經整理後研究發現如下： 

一、新竹市國中小學對學校經費不可缺少之來源 

       依據調查結果受調查者一致認為學校經費除年度預算外，學校經
費最不可缺少來源是政府的各項補助款（含市、中央、園區工程補

助款及國民教育政策性補助款）。另外有八成五的受調查者認為地

方政府民意代表工程設備補助款，也是學校經費來源之一。 

二、不同背景變項之研究對象對學校經費最感不足項目之差異 

依據調查結果新竹市的國民中小學認為學校教育經費最感不

足項目為年度編列水電費，其次為校舍興建、整建工程補助款及教

學設備費。 

不同學校規模的大小對於學校經費最感不足項目有顯著差

異，學校規模在12班以下認為學校經費不足費用為「教學設備費」；
學校規模在13~36班及37~60班皆認為學校經費不足費用為「水電
費」；學校規模在60班以上則認為學校經費不足費用是「校舍興建
整建工程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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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同背景變項對增加學校經費之來源之差異 

不同的背景變項對「增加學校經費之來源」無顯著差異存在。

依據調查結果發現學校最希望增加教育經費的方式為爭取民意代

表工程、設備補助款。普遍被認為採用家長會募款方式來增加學校

經費是最直接最方便的方式，在此次調查結果很意外的所佔比率是

最低的只有7.69%。 

四、不同背景變項對學生家長會費收費金額之差異 

依據研究調查結果發現不同背景變項之職位對於家長會費收

費金額之認知具有顯著差異，職位為校長及總務主任認為家長會費

收費100元是不足以支應各項教學活動及雜項設備經費，職位為會
計主任的教育人士認為家長會費應維持目前收費標準。 

調查結果有46.15%受調查者認為目前家長會費只收取100元是

不足支應。其中認為家長會費應提高者有56.25%認為應將家長會費

提高至200元，有33.33%認為應將家長會費提高為300元，有10.42%

認為應將家長會費提高為500元。也有少數人認為國民中小學屬義

務教育，政府應負擔所有教育經費，不應收取學生家長會費。在其

他項，有人建議可由家長會自行決定收費標準。 

五、不同背景變項對開放校園空間及設備對學校經費使用效益之差異 

不同的背景變項對「開放校園空間及設備對學校經費使用效

益」無顯著差異存在。依據調查結果各校開放校園空間及設備供社

區民眾使用，收取場地使用規費，認為此項經費對學校水電費負擔

有些幫助的，佔54.81%。認為只負擔水電費，沒有損壞維修費，入

不敷出佔16.35%。在其他項有人表示收費偏低，增加學校教師及管

理負擔，不過也有人持不同看法認為開放校園空間可以學校社區

化、社區學校化，方便民眾，學校與社區共生共榮。 

六、新竹市國中小學對學校經費編列符合之原則 

依據調查結果發現新竹市的國民中小學校長、總務主任及會計

主任認為最符合學校編列預算原則依序為「計畫原則」、「彈性原

則」、「績效原則」。 

七、不同背景變項對符合學校預算編列原則參與的成員之差異   

不同背景變項之服務年資、教育程度對符合學校預算編列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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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的成員有顯著差異。在服務年資方面，服務年資為1~5年及

11~20年的受調查者認為學校預算編列原則參與的成員為校長、各

處室主任較符合；服務年資為6~10年及21年以上的認為學校預算

編列原則參與的成員為校長、各處室主任、各組組長較符合。在教

育程度方面，教育程度為研究所以上的認為學校預算編列原則參與

的成員為校長、各處室主任較符合；教育程度為大學的認為學校預

算編列原則參與的成員應擴大為校長、各處室主任、各組組長較符

合。 

調查結果發現認為最符合學校預算編列原則參與的成員是校

長、各處室主任，佔35.58%。 

八、新竹市國中小學對教育局分配審核國教經費補助符合原則 

調查結果發現教育局在分配審核國教經費補助時，認為最符合

的國教經費分配原則依序為「計畫原則」、「績效原則」、「彈性

原則」。 

九、新竹市國中小學對學校教育經費編列制度達到「教育經費編列與管

理法」目的 

調查結果發現新竹市的國民中小學校長、總務主任及會計主任

認為學校教育經費編列制度達到「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目的依

序為「教育經費編列制度化」、「教育經費分配公開化」、「教育

經費保障合理化」。 

十、不同的背景變項對學校教育經費編列會以上年度預算作基礎再酌予

增加或刪減之差異 

不同的背景變項對「學校教育經費編列會以上年度預算作基礎

再酌予增加或刪減」無顯著差異存在。調查結果發現新竹市國民中

小學有88.47%的受調查者，認為學校在編列學校教育經費大部分會

以上年度預算作基礎再酌予增加或刪減。 

十一、不同的背景變項對學校教育經費編列考量學校特色發展之差異 

不同的背景變項之教育程度對「學校教育經費在編列時會考量

學校特色發展，依學校發展的優先順序逐年編列預算」有顯著差異。

在教育程度方面，教育程度為大學程度、研究所以上皆認為學校教育

經費編列大部分會考量學校特色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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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調查結果發現有 56.73% 受調查者認為學校在編列學校教

育經費會考量學校特色發展，選擇未來幾年學校發展的優先順序逐

年編列預算。 

十二、新竹市國中小學對95年度新竹市國民中小學基本需求編列符合經

費使用需求 

（一）國中部分研究發現有52.78%受調查者認為95年度新竹市國民中

學基本需求編列，只有少部分是符合學校使用需求。依據調查統計國

民中學基本需求編列認為最不合理項目依序為 「水電費」、「校園

安全維護費」 、「辦公費」。 

（二）國小部分不研究發現只有35.29%受調查者認為95年度新竹市國

民小學基本需求編列，只有少部分是符合學校使用需求。依據調查統

計認為最不合理項目依序為「水電費」、「辦公費」、 「校園安全

維護費」。 

新竹市國中、國小95年度基本需求經費編列項目並不相同，依

據問卷調查統計結果，雖然國中、國小認為最不合理項目排序不同，

但其所勾選最不合理項目都是水電費、辦公費、校園安全維護費。顯

示新竹市國中小普遍認為水電費、辦公費、校園安全維護費的經費編

列是不符合學校需求。 

十三、不同的背景變項對經常門、資本門經費分配比例之差異 

（一）國中部分不同的背景變項之教育程度對「95年基本需求概算表

彙整經常門、資本門經費分配比例」具有顯著差異。在教育程度方面，

教育程度為大學以上的認為新竹市政府公告的 95年經費分配中，以

資本門經費所占比例偏低。依據調查統計結果顯示有 63.89%認為經

費分配比例中，資本門所佔比例偏低。 

（二）國小部分不同的背景變項對「95年基本需求概算表彙整經常門、

資本門經費分配比例」均無顯著差異存在。依據調查結果顯示有 

36.76%認為國小經費分配比例中，經常門的一般行政及各科教學所占

比例偏低，有35.29%認為經費分配比例中資本門所佔比例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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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育經費使用方面 

 一、不同的背景變項對經常門、資本門不能互相流用，是否有效發揮其

效益之差異 

不同的背景變項之職位、服務年資對「經常門、資本門不能互相

流用，是否有效發揮其效益」具有顯著差異在職位方面，職位為校長、

總務主任者認為經常門、資本門能互相流用，才能達到有效發揮其效

益。在服務年資方面，服務年資為1~5年、6~10年者認為經常門、資

本門能互相流用，才能達到有效發揮經費使用效益，服務年資為11

年以上的則認為經常門、資本門不能互相流用，才能達到有效發揮經

費使用效益。 

依據調查結果發現有38.46%受調查者，認為經常門、資本門能互

相流用才能達到有效發揮經費使用效益。 

二、不同的背景變項對開放經費由學校自主管理，年度人事費結餘款可以

改為業務費使用之差異 

不同的背景變項之職位、服務年資、教育程度對「為開放經費由

學校自主管理，年度人事費結餘款可以改為業務費來使用」具有顯著

差異。在職位方面，職位為校長非常贊同開放；職位為總務主任贊同

開放；職位為會計主任則不贊同開放。在服務年資方面，服務年資為

10年以下的非常贊同開放；服務年資為11年以上的不贊同開放。在

教育程度方面，教育程度為研究所以上的非常贊同開放；教育程度為

大學的不贊同開放。 

依據問卷調查統計結果有64.42%受調查者贊同開放學校經費由

學校自主管理，年度人事費結餘款可以改為業務費使用。 

三、不同的背景變項對學校年度預算未使用完經費，可保留下年度使用之

差異 

不同的背景變項之職位、服務年資對「有關學校未使用完經費，

可保留下年度使用」具有顯著差異。在職位方面，職位為校長持非常

贊同意見人數多；總務主任持贊同意見人數多；會計主任對於學校年

度預算未使用完經費，可保留下年度使用，贊同與不贊同的比例相同。

在服務年資方面，服務年資為10以下的傾向於贊同；服務年資為11

年以上的傾向於沒有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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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問卷調查統計結果有82.70%受調查者，贊同校年度預算未使

用完經費可保留下年度使用。 

四、新竹市國中小學對申請國教經費補助計畫主要因素 

依據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新竹市國民中小學校長、總務主任及會計

主任在申請國教經費補助計畫主要考量因素依重要性排序為「能配合

學校長期校務發展計畫」、「能有效能提升教學品質」、「.計畫經費
概算可貼補學校費用項目」、「配合縣市政府發展教育政策申請」、「計

畫報行時間短，容易看到成效」、「該項目申請容易」。在其他項方面，

有部分人員表示會申請國教經費補助是考量學校實際有需要，且有安

全顧慮需立即改善及校園有極需改善的環境。 

五、新竹市國中小學對學校經費無法有效使用之主要原因 

依據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新竹市國民中小學校長、總務主任及會計

主任認為學校經費無法有效使用，影響教學品質提升之主要原因經依

重要排序為：「各科教學項下之經費有限」、「學校預算之執行常受

臨時性活動之影響」、「過於強化學校各建築之興建及環境之美化」。 

六、新竹市國中小學對學校經費之編列未能彈性運用的主要原因之差異 

經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學校經費之編列未能彈性運用的主要原因排

序為：「新舊學校廳舍維修所需經費不同，常使舊學校維修費佔用教學

業務費」、「現行學校辦公費，採用班級基數作為計算標準，常使小型學

校經費使用困難」、「經費支出分資本門、經常門，經費使用不流動績效

不彰」。 

七、不同的背景變項對學校經費使用未能達成使用之目標之差異 

不同的背景變項對「學校經費使用未能達成使用之目標」無顯著

差異存在。經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有 50.00% 的新竹市國民中小學校

長、總務主任及會計主任認為學校教育經費均能達成經費使用目標。

其他有關學校年度預算編列經費使用未能達成使用之目標佔 

23.08%；國民教育經費補助款未能達成使用之目標佔 6.73%；家長會

費未能達成使用之目標佔 16.35%。 

（一）學校預算無法達成目標之原因，調查顯示依序為「水電、廳舍

維修費用所占比例過大」、「教學活動經費不足，各處室行政人員由

教師兼，不熟悉經費執行流程」、「經費支出分資本門、經常門，不

能彈性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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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執行「國教經費補助計畫」而無法達成目標之原因，調查結果

主要原因依序為「公務預算制度僵化」、「經費撥款緩慢，各校要執

行經費時經費還未確定」、「因經費為當年編列，使原計畫後工程的

經費無以為繼」。 

（三）執行「家長會經費計畫」而無法達成經費使用目標之原因，調

查結果依序為「家長會募款金額多少每年狀況不一不易估算」，「學

校教學活動計畫不確定」，「經費執行時，家長會委員意見不易整合」

變項對代表國民中小學教育經費使用上目標達成指標之差異 

八、新竹市國中小學對可代表國民中小學教育經費使用上目標達成指標 

經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新竹市的國民中小學校長、總務主任及會計

主任認為較能代表國民中小學教育經費使用上目標達成指標，依序為 

「教學設備完善充分利用」、「教學活動辦理的成效展現」、「學生

課業學習之進步」。 

九、不同的背景變項對家長會經費依各處室提計畫及經費概算，由家長委

員會審核後再執行之差異 

不同的背景變項對「家長會經費依各處室提計畫及經費概算，由

家長委員會審核後再執行」無顯著差異存在。經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新

竹市的國民中小學校長、總務主任及會計主任有80.77%贊同家長會經
費依各處室提計畫及經費概算，由家長委員會審核後再執行。 

第二節  結論 

依據相關文件探討、問卷調查及上述主要研究發現，綜合歸納成多項

結論，茲分述如下： 

壹、學校經費除年度預算外，學校經費最不可缺少來源是政府的各項補助

款（含市、中央、園區工程補助款及國民教育政策性補助款） 

根據調查結果新竹市國中小學經費來源除年度預算外，學校經

費最不可缺少來源是政府的各項補助款（含市、中央、園區工程補

助款及國民教育政策性補助款）。顯然新竹市國中小學學校對政府

各項補助款相當倚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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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校最希望增加教育經費的方式是「爭取民意代表工程、設備補助

款」 

學校各項教育計畫，如果受限於經費不足，無法達成預期目標

時，根據研究發現新竹市國中小學最希望增加教育經費的方式是「爭

取民意代表工程、設備補助款」。普遍被認為採用家長會募款方式

增加學校經費是最直接最方便的，在此次調查結果很意外的所佔比

率是最低的只有7.69%，顯示學校對家長會募款並不期望。 

參、不同背景變項之職位對於家長會費收費金額之認知具有顯著差異 

每學期註冊時每位學生收取家長會費100元，依據問卷調查結果

有46.16％受調查者建議調高收費標準。職位為校長及總務主任認為

收取100元是不足支應學校各項教學活動及雜項設備，建議提高收費

為200元，職位為會計主任建議維持目標收費標準。 

肆、新竹市國民中小學學校教育經費最感不足項目為年度編列水電費，

其次為校舍興建、整建工程補助款及教學設備費 

國民中小學教育逐漸開放多元發展，重視學生各種能力培養，

各項經費不斷在增加中，研究發現不論是國中還是國小反應教育經

費最感不足項目依序是水電費、校舍興建與整建工程補助款、教學

設備費。學校規模12班以下的學校最感經費不足費用為「教學設備
費」，學校規模在13~36班及37~60班皆認為學校經費不足費用為「水
電費」，學校規模在61班以上則認為學校經費不足費用為「校舍興
建與整建工程補助款」。 

伍、新竹市的國民中小學最符合學校編列預算原則依序為「計畫原則」、

「彈性原則」、「績效原則」 

新竹市的國民中小學校長、總務主任及會計主任在編列學校預

算優先考量原則為計畫原則，其次是彈性原則、績效原則。由此看

來新竹市國民中小學校長、總務主任及會計主任在經費使用上，重

視計畫的擬定與執行，並兼顧經費執行效率。 

陸、新竹市的國民中小學認為最符合國教經費分配原則依序為「計畫原

則」、「績效原則」、「彈性原則」 

新竹市的國民中小學的校長、總務主任及會計主任認為教育局

在分配審核國教經費補助原則依序為計畫原則、績效原則、彈性原

則。由此看來新竹市教育局在經費分配審核上，重視補助款計畫的

擬及經費執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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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新竹市國中小學認為學校經費編列參與的成員為校長、各處室主任

即可；只有少數服務年資為6~10年及21年以上的則認為學校經費編
列參與的成員還是擴大層面為校長、各處室主任及各組組長。 

研究結果服務年資為1~5年及11~20年的認為學校經費編列參

與的成員為校長、各處室主任即可；只有少數服務年資為6~10年及

21年以上的則認為學校經費編列參與的成員還是擴大層面為校

長、各處室主任及各組組長，學歷為研究所以上也贊成，學校經費

編列參與的成員還是希望擴大層面為校長、各處室主任及各組組

長。   

捌、國中部分不同的背景變項之教育程度對「95年基本需求概算表彙整
經常門、資本門經費分配比例」具有顯著差異；國小部分不同的背

景變項對「95年基本需求概算表彙整經常門、資本門經費分配比例」
均無顯著差異存在。 

研究調查顯示有六成八國民中小學的校長、總務主任及會計主

任反映「95年度新竹市國民中小學基本需求編列」只有少部分項目

是符合學校需求，問卷結果顯示新竹市的國民中小學均認為最不合

理編列前三項目有水電費、辦公費及校園安全維護費，不合理的理

由是年度編列經費與實際所需支出經費不符合。有關國民中小學年

度經費基本需求編列，為符合學校環境變遷及經費執行實際需求，

教育行政主管有必要作調整，以真正符合學校經費使用需求。 

玖、在95年基本需求概算經常門與資本門經費分配比例中，國中教育程
度大學以上的認為資本門所佔比例偏低。國民小學認為一般行政及

各科教學所占比例偏低。 

在新竹市95年基本需求概算經常門與資本門經費分配比例
中，研究調查結果國民中學教育程度為大學以上的受調查者認為，

以資本門經費所占比例偏低。國民小學受調查者有36.76%認為國小
95年基本需求概算經常門與資本門經費分配比例中，一般行政及各
科教學所占比例偏低。 

拾、職位校長認為經常門、資本門不能互相流用，無法達成使用效益，

年資21年以上認為經常門、資本門不能互相流用，才能達成使用效
益。 

年度預算用經常門、資本門編列，經常門與資本門經費不能互

相流通，造成經費使用上的不便。調查結果顯示職務校長認為經常

門、資本門不能互相流用，無法達成使用效益。少數年資21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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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經常門、資本門不能互相流用，才能達成使用效益。 

  拾壹、職位為校長及總務主任非常贊同經常門人事費有結餘款，可以改

為業務費使用，服務年資在10年以下傾向非常贊同，服務年資在11

年以上則傾向不贊同或沒意見。 

依據調查統計結果有64.42%受調查者贊同開放學校經費由學校

自主管理，年度人事費結餘款可以改為業務費使用。在職位方面，

職位為校長非常贊同開放；職位為總務主任贊同開放；職位為會計

主任則不贊同開放。在服務年資方面，服務年資為10年以下的非

常贊同開放；服務年資為11年以上的不贊同開放。在教育程度方

面，教育程度為研究所以上的非常贊同開放；教育程度為大學的不

贊同開放。教育程度方面，教育程度為研究所以上的非常贊同開

放；教育程度為大學的不贊同開放。 

拾貳、職位為校長、總務主任對於學校年度預算未使用完經費，可保留

下年度使用，持非常贊同意見；會計主任贊同與不贊同的比例相

同。服務年資在10年以下非常贊同，服務年資在11年以上傾向不贊

同或沒意見 

依據問卷調查統計結果有82.70%受調查者，贊同校年度預算未
使用完經費可保留下年度使用。職位為校長、總務主任對於學校年

度預算未使用完經費，可保留下年度使用，持非常贊同意見；會計

主任贊同與不贊同的比例相同。服務年資在10年以下的受調查者非

常贊同開放；而部分服務年資在11年以上的受調查者表示不贊同開

放或沒意見。 

拾參、新竹市的國民中小學會申請國教經費補助計畫，考量因素主要依

序為「能配合學校長期校務發展計畫」、「能有效能提升教學品

質」、「計畫經費概算可貼補學校費用」 

研究調查顯示新竹市國中小學的校長、總務主任及會計主任一

致認為除學校年度預算外，學校經費最不可缺少來源是政府的各項

補助款，顯示新竹市國中小學對政府的補助款相當期待。調查結果

顯示學校會申請國教經費補助計畫，考量因素主要依序為「能配合

學校長期校務發展計畫」、「能有效能提升教學品質」、「計畫經

費概算可貼補學校費用」等。少部分學校則認為申請國教經費補助

計畫主要因素是學校實際有需要，且有安全顧慮需立即改善及校園

有極需改善的環境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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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肆、新竹市的國民中小學年度預算編列難達成經費使用目標，原因是

水電、廳舍維修支出比率過大，排擠教學活動經費 

研究顯示學校選擇「學校年度預算編列」是最難達成經費使用

目標，原因是水電、廳舍維修支出比率過大，排擠教學活動經費。 

拾伍、新竹市的國民中小學執行國教經費補助計畫而無法達成目標，原

因是公務預算制度僵化。 

研究顯示學校選擇執行「國教經費補助計畫」而無法達成目標

之原因為公務預算制度僵化。其中有學校表示經費無法達成使用目

標，有些原因是學校無法掌控的，如工程建照申請延宕費時、工程

受部分因素影響進度嚴重落後等。 

拾陸、新竹市的國民中小學家長會經費使用而無法達成目標，原因是募

款金額多少每年狀況不一不易估算。 

研究顯示學校選擇家長會經費使用而無法達成目標之原因，是

學校家長會募款金額多少每年狀況不一不易估算，學校教學活動計

畫多且不確定。 

拾柒、新竹市的國民中小學贊同有計畫使用家長會經費，提升經費使用

目標。 

研究顯示新竹市國民中小學的校長、總務主任及會計主任有八

成贊同學校有計畫使用家長會經費，增加經費使用效益，經費支出

依各處室提計畫及經費概算，由家長委員會審核後核撥經費交由各

處室來執行。 

第三節  建議 

依據主要研究發現與結論，提出幾點建議，作為國民中小學教育行政

主管機關、學校及未來研究者在學教育經費編列與使用上之參考。 

壹、對教育主管機關建議 

一、建立一套補助款分配資料庫及補助款使用績效考核的機制 

本研究調查結果顯示新竹市國中小學一致認為除學校年度預算

外，學校經費最不可缺少來源是政府的各項國教補助款，顯見國民中

小學對政府補助款相當倚賴。如何補助？才能滿足各校需求，讓錢用

在刀口上。但是大大小小國教補助項目繁多，如何補助？才能達到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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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公平性。由文獻資料顯示美國州政府對地方政府的教育也有補助制

度，各州對地方行政機關的補助方式分歧型態也特別多，但每一種經

費補助型態均有一套補助需求公式，作為核撥補助經費標準。我國中

央政府對各縣市國民教育的補助，主要是以資本門設備為主，偏重硬

體設施的補助，有關國民中小學國教經費的補助方式，地方政府是否

應該建立一套補助款分配資料庫及補助款使用績效考核的機制，採取

更嚴密的思考與執行方式，例如補助過的資本門經費不再重複補助，

建立合理的補助標準及執行考核系統，才能發揮補助款的實際效果。 

二、經常門之人事費及辦公費等支出列入補助項目 

本研究調查結果顯示新竹市國民中小學反映學校經費最缺乏依

序是水電費、校舍興建、整建工程補助款、教學設備費。依據新竹市

政府主計室公告95年國民中小學基本需求編列基準（不含人事費）

來編列學校預算內各項經費，新竹市的國民中小學均認為最不合理編

列前三項目有水電費、辦公費及校園安全維護費，主要原因是經費不

能滿足學校使用需求。因此縣市地方教育行政單位在補助項目方面，

除對資本門支出項目的補助外，亦可考慮將人事費及辦公費等經常門

之支出列入補助範圍，澄清每一項補助項目對學校發展的意義，在分

配過程中力求公平、公開原則，避免各校結合社區民意代表採用政治

關說爭取各項補助款。 

三、政府在補助更新硬體教學設備之餘，宜考量使用成本及後續水電等作

業費用 

本研究調查結果顯示新竹市國中小學12班以下的學校最感經費

不足費用為「教學設備費」，比對本市95年國中小學基本需求概算

表（表2-2,表2-3）中也看出小型學校未編列資本門經費。學校規模

在13~36班及37~60班皆認為學校經費不足費用為「水電費」，班級

數13~60班的學校佔新竹市六成五，因此水電費不足是國民中小學普

遍現象，尤其教學設備不斷提升為資訊化、數位化，國中小學基本

水電費用需求性是越來越高，建議政府在補助更新硬體設備改善教

學設備之餘，宜考量使用成本效益及後續水電等費用需求，如讓龐

大的水電費用排擠正常教學活動費用，即違反教育基本原則。 

四、調整國民中小學年度教育經費基本需求 

國民中小學年度教育經費之預算編列方式，是以學校為單位依

班級數及學生人數多寡將經費編入地方教育發展基金中。各校依據

市政府主計室公告基本需求表編列基準（不含人事費）來編列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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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經費。本研究調查結果顯示許多項目與實際經費使用需求是不

符合，尤其是水電費、校園安全維護費及辦公費，對於國民中小學

年度經費基本需求編列，教育行政主管有必要作調整，以真正符合

學校經費使用需求。 

五、學校財務制度僵化及缺乏彈性，建議寬列對學校預算的管制。 

本研究調查結果顯示校長、總務主任非常贊同學校年度預算未

使用完經費，可保留下年度使用；會計主任贊同與不贊同的比例相

同；校長、總務主任非常贊同經常門人事費有結餘款，可以改為業

務費使用；校長非常贊同經常門、資本門能夠互相流用，才能提升

經費使用效益。由文獻資料顯示英國公立學校經費執行也採預算編

列制度，每年學校執行預算有結餘可以保留至下年度預算編列再執

行，如本年度經費不夠支應可預支下年度經費，各校自行控管經費，

讓經費運用有較大彈性空間。相較我國目前該年度未執行完經費，

只有發生權責或已規劃工程可以辦理經費保留，其餘均解繳公庫。

每到年度結束前部分經費有些學校會以消化預算方式來執行，形同

浪費。學校也相當贊同學校年度預算經費可以保留下年度使用，建

議地方政府可否解除學校財務制度僵化，試辦學校年度預算有結餘

可以保留原學校使用，注重撙節經費並創造經費最大使用效益。 

六、提高學生家長會費收取標準 

為讓學生在學校學習更為多元，教育品質再提升，本研究調查結

果顯示新竹市國中小學校長及總務主任建議家長會費應提高收費為

200元。目前學生家長會費自85學年度起為落實新制家長會，教育
部統一調高家長會費每生每學期收費100元。事隔十年學校教學活

動趨於多元化，強調學生各種能力的培養，經費需求高，經調查結

果大多數學校認為家長會費有調高必要，調高金額為200元。建議

教育行政主管重新考量是否調高家長會費收取標準。 

貳、對學校單位建議 

一、研擬行政區域資源共享的策略聯盟 

本研究調查結果顯示新竹市的國民中小學年度預算編列難達成

經費使用目標，原因是水電、廳舍維修支出比率過大，排擠教學活動

經費。新竹市國中小學12班以下的學校最感經費不足費用為「教學設

備費」，由新竹市95年國中小學基本需求概算表（表2-2,表2-3）中

也看出小型學校未編列資本門經費。顯見小型學校學學生數班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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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學校所能運用的年度預算是很少，所以各校不會把經費用在教學

設備的資本門上，學校可用之教學資源就相當有限。 

學校規模大的學校也有經費短缺現象，依據本研究調查結果，學

校規模在13~36班及37~60班認為學校經費不足費用為「水電費」，

學校規模在61班以上則認為學校經費不足費用為「校舍興建、整建工

程補助款」。面對複雜多變的社會環境，家長對學校期望越來越高，

學校如何跳脫傳統數字的競爭，力推校際之間的合作與成長，共創藍

海競爭優勢。建議學校研擬行政區域「校際整合計畫」，例如與臨近

學校合辦社區運動會、合辦國語文競賽、合辦科學遊戲競賽、合辦社

區音樂會、合辦社區平面藝術展等等。共享校際間的教學資源、教學

空間、教學人力及教學設備，扭轉學校各項經費不足窘境。 

二、摒除 「有多少錢作多少事」的心態，突破官僚體制的保守，將經費

作有效能運用 

本研究調查結果新竹市的國民中小學校長及總務主任非常贊同

經常門人事費有結餘款，可以改為業務費使用；經常門、資本門能夠

互相流用，才能提升經費使用效益；學校年度預算未使用完經費，可

保留下年度使用。目前公立中小學的經費大都由政府編列預算支應，

經費使用各項相關規定未放寬前，且地方政府財源越來越拮据時，各

局室所能編列的預算大幅縮減，對於國民中小學義務教育發展所需的

教育經費就會受到相當大的影響。 

本研究調查結果新竹市國中小學對學校經費無法有效使用之主

要原因，是「各科教學項下之經費有限」、「學校預算之執行常受臨

時性活動之影響」。在政府財源越難充分供應時，學校教育人員不應

有「有多少錢作多少事」的心態，宜思考如何依循現行法令並突破官

僚體制的保守，將經費作合理有效能的運用。 

三、突破現有資源，尋求外界與社區資源 

本研究調查結果顯示新竹市國中小學最希望增加教育經費的方

式是「爭取民意代表工程、設備補助款」，普遍被認為採用家長會募

款方式來增加學校經費是最直接最方便的方式，在此次調查結果很意

外的所佔比率是最低的只有7.69%。國民中小學是由政府編列預算來支

應各項教學活動所需經費，一般大眾印象是經費無虞，學校經費有不

足也是政府的事，要得到外界的奧援很不容易的，即便是家長會的捐

款家長會的認同，研究調查結果顯示學校也不敢有過多的期許。事實

上，學校與社區必須共生共容，學校協助社區發展，成為社區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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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社區也能回饋學校，成為學校的贊助者。另外學校的領導者也應

提出治校理念贏得外界的認同，讓經費贊助者或是學區家長對學校有

信心，才會產生具體支持行動，增加學校教育經費來源。 

四、經費預算編列明確，計畫執行重視目標與程序，減少臨時性活動，提

升經費使用效率 

本研究調查結果新竹市國中小學對學校經費無法有效使用之主

要原因，是「各科教學項下之經費有限」、「學校預算之執行常受臨

時性活動之影響」。臨時的活動常是學校活動經費失衡的重要因素，

為讓學校平穩中求發展，應避免非計畫性的活動產生。 

本研究調查結果顯示新竹市的國民中小學教育經費編列上，會優

先考量的是計畫原則，其次是彈性原則及績效原則，這也符合當前國

內有許多民眾甚至企業基金會贊助學校，作為公益事業的推動的基本

期望，甚至是學校的學生家長對學校捐款贊助最想瞭解學校的辦學計

畫。這些有願意拿出資源贊助者，多數本身是有規劃的資源者，他們

更希望接受資源的學校也是有計畫的執行經費。因此學校各項活動經

費預算編列要明確，要拿出可執行的計畫交代預期執行具體目標，並

珍惜善用各項經費來源，提升經費使用效率。 

參、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一、研究區域方面 

本研究主題為國民中小學教育經費編列與使用之研究，考量研究

便利性，研究區域選擇單一的新竹市，新竹市幅員狹小，學校數不多

也沒有山區偏遠學校，有關經費編列與使用各項調查顯示學校區域性

並無顯著差異。建議未來研究者可以擴大研究區域例如桃竹苗四縣

市，瞭解城鄉是否與學校經費編列與使用有顯著差異。 

二、研究對象方面 

本研究僅以新竹市公立國民中小學現職之校長、總務主任、會計

主任為問卷調查對象，並未擴及其他處室主任、組長，甚至教師。因

部分主任是初上任，對於經費編列方式及核銷方式都還在瞭解學習

中，有關經費問卷試題的填答，是有些不瞭解。因此建議未來相關研

究應擴大研究對象，除現職之校長、總務主任、會計主任外應將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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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室主任、組長納入，並以擔任相關行政職務三年以上為調查對象，

期能以實務經驗從不同角度來獲得教育經費編列與使用之見解。 

三、研究方法方面 

本研究的研究方法有文件分析法及問卷調查法，主要是以問卷調

查研究法為主，基於問卷本身之限制，無法明確掌握受試者的真實反

應，而問卷又全由受試者依自己相關經驗填答，問卷試題雖以描述性

設計，還是很難讓受調者充分表達意見。雖然以普查方式作問卷，在

資料的解釋上，仍然有其限制，故建議未來研究者可另加教育行政主

管單位訪談等質性研究作為輔助，兩者相輔相成，將使研究結果更精

確嚴謹。 

四、在研究內容方面 

本研究問卷調查內容，僅就文獻探討結果及與新竹市政府相關單

位主管研討調查研究方向，再根據研究者學校總務行政經驗發展問卷

調查試題，經研究調查分析歸納出學校對教育經費編列與執行之看

法。整個研究調查內容在各校補助款分配與使用部分稍嫌不足，建議

在未來的研究中，研究者應可針對地方教育行政主管補助款分配各校

情形與各校經費執行結果加以深入探討，以提高對教育經費的編列與

經費使用之研究的廣度。 

五、研究工具方面 

本文的研究工具為「新竹市國民中小學教育經費編列與使用之研

究調查問卷」，係研究者以文獻探討及新竹市政府相關單位主管研討

實務工作中之經費問題編製而成的問卷，問卷內容以描述性問題採單

複選題進行。問卷試題只經專家意見調查，依專家意見彙整經過試題

項目分析後，即發展正式問卷，因此試題建構良好的專家效度。本研

究採全市性普查方式調查，全市普查樣本只有121份，且利用全市性

校長研習及總務主任會議統一發問卷，因此問卷試題未作試題抽樣預

試，僅就幾位人員試答。如問卷試題若要進一步修訂為量表，還是需

要更進一步的作信度測試。 

 
 
 


	第一節主要研究發現
	第二節結論
	第三節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