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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新北市教師會訊

專訪曹信文理事長—談教師組織經營 

前言 

曹信文老師任教於土城區廣福國小。

曾擔任縣教師會幹部、學校行政職務，熟

稔議事規則，現為該校教師會理事長。對

於教師會組織經營頗有心得。廣福國小教

師會在他及會務伙伴的帶領下，教師會會

員達全校正式教師九成；教師會和學校行

政互動良好，並且在這樣的氣氛下，協助

及反應教師在教學上的各種需求。為了讓

全市的會員了解教師會的經營方式，我們

電話連繫信文老師，說明我們的想法後，

他很爽快的答應接受我們的專訪，並把他

經營教師會多年的經驗毫不保留的傾囊相

授。我們在這期的會訊，特別將他經營學校教師會的理念及作法做一整體性的介

紹，提供給各位會員伙伴。 

組織現況 

廣福國小目前正式教師約 176 人，有九成以上的正式教師加入教師會。教師

會理事十一人、監事三人。教師會理監事常會每學期舉辦二次，學期中，視狀況

召開臨時會議，會議時間利用星期三或星期五的

下午，所有的理監事在該時段儘量不排課務。 

為了讓教師會理事長能有更多的時間，協助

處理學校教師相關事件，以及出席校內外各項會

議，因此教師會理事長的課務得減授一節。教師

會每年不定期舉辦活動聯絡會員情誼，並建制手

機簡訊系統傳遞訊給理監事。 

校內組織互動 

廣福國小教師會歷經多年的努力，行政體系和教師組織的互動逐漸走向和諧。

不過行政同仁加入教師會的人數尚待努力。 

「教師會的立場和想法有時是和行政體系相左，我們能理解行政同仁的顧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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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除卻行政工作職稱，大家的身份都是教師，在同一條上，『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教師會也是行政推動校務時重要的伙伴。」「每個學期要招考代課教師這

件事，教師會裡的教師和代課教師多有互動，對於他們平日的教學技巧、個人教

學理念或多

或少都能知

曉一二。在

教評會議裡 

，教師會代

表可以提出

一些客觀的

意見供教評

委員參考，

協助學校物

色到最好的

師資。」 

另外，

教師會貼近

學校每位教師，也最能聽到每位教師的心聲！學校的人事要穩定，教師會是一個

強有力的伙伴。學校行政系統有些不良積習讓老師們不滿。這些不滿通常不會當

行政同仁的面前反應出來，但這些意見常反應到教師會來。若行政或校長和教師

會互動良好，教師會可以當作兩者間溝通的橋梁，適時的把教師們對學校運作不

滿意的地方向校長反應，讓這些不滿的情緒或是狀況及時得到改善。 

另外，學校行政體系是執行上級—教育局所交付下來的任務，往往有些公文

連行政都感到窒礙難行，例如學生編班、特殊學生安置、活化課程實施。學校行

政雖然發現問題所在，也向教育局反應，但還是只能貫徹命令。此時，後透過教

師組織的管道來反應意見，其效果可能更好。 

講到這裡，我和曹理事長出現一個共同的想法－教育界的怪異行徑－教育行

政本應協助學校組織運作更為順暢，遇到問題，本該透過行政系統往上呈報，讓

上層的人員知悉並做適當的處理。但如今，這個管道竟然無效，還要透過教師組

織把事情反應給教育局、教育部，豈不怪哉！ 

「如果經營得好，家長會是一個強大的助力！」「家長委員們其實非常希望

能夠認識學校的老師！很多家長會苦於沒有機會認識教師會！若教師會能主動

和家長會聯繫，家長會是教師在教育職場上的良好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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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文老師和廣福國小家長會張會長，兩人除了對於學校事務經常交流溝通之

外，也是是單車運動的好朋友。透過雙方的互動，讓家長會的委員對學校的老師

更為了解及信任。當教師會要舉辦活動或是推展學校校務，兩會適時的進行意見

溝通，將歧見降到最小，如此在會議表決的時候，家長會成為教師會的最佳助力，

教師會在推展會務更是如魚得水。 

「上次我們辦理福山植物園研習活動，家長會

也出錢贊助，一同到福山進行活動。藉由活動彼此

更加了解，也就能減少誤會。」「與家長會友好，取

得家長的認同，當學校某些班級出現較無理取鬧的

家長，家長會也能適時的介入，支援教師。家長會

是學校教師值得用心互動的組織，做得好，能成為

老師的一大助力。」 

「市教師會是各學校教師會對外的代表，他們

的意見是各校教師會意見的彙集。同時也是力量的

匯集！因此，市教師會有會議，校教師會當然應該

參加。」學校教師會派員參加市教師會的會議，除

了得到外界傳來的資訊之外，各校教師會也可以進

行意見交流。最重要的是，許多在教學現場所發生

的事情，必須由校教師會代表透過參與會議，將校

內所面臨的問題拋出，讓市教師會知悉，尋求可能

解決的方法。如此，一內一外互相支援，團結互助

才能夠尋求全體會員最大的利益。 

「自從國小教學授課時數固定後，各校行政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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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可以運用的編餘節數變少了，給各校教師會理事長的時數也變少了，但理事長

的工作辛苦而繁瑣！所以為學校教師會理事長爭取授課時數是市教師會該努力

的目標。樹木(教師組織)唯有莖幹(理事長)強壯，枝葉(教育)才會茂密，才能健

康茁壯。」 

組織經營實務 

務實且靈活運用手上可以掌握的資源，是我

在訪問信文老師後的感受。 

訊息的傳遞與意見的收集是一個很重要的環

節。教師會召開理監事會議除了宣達市教師會所

傳來的訊息之外，也討論校園裡教師當下所面臨

的一些問題。有時候必須緊急的做出結論，或是

提出具體的應變措施。最後還要把這些訊息快速

準確的傳遞給每位會員知曉。除了理監事將訊息

傳回各學校年之外，教師晨會是學校教師重要時

段，行政各處室每週晨會時間宣達校務訊息。曹

理事長也善用教師晨會這個時間宣達教師會的重

要訊息。 

「如何取得晨會發言權呢！」 

「教師會是學校組織裡的一部份。行政體系

和教師組織雙方或許理念、立場不同，但雙方共

同的目標應是提升教師教學品質、使校務推展更

順利。」「秉持這個理念，讓行政系統及校長了解，

教師組織越健全，對校務的參與就更全面；越能

夠從正向的角度支持行政推動校務，甚至，可以

協助行政發現更多可以改善的

地方。」廣福國小經過歷任理事

長的努力，在學校任何會議都有

充份的發言權。 

舉例來說，廣福國小運動會

六個學年都要參加，並且各學年

必須有一個表演活動。經過幾年

的經驗，大家覺得太花時間也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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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新北市教師會訊

勞師動眾。因此，透過教師會意見反應，希望以分年段的方式來提供運動會的演

出。也就是一、二年級（其他年段類推）輪流在運動會上做表演，這樣就可以讓

另外一個學年休息。此後，廣福國小的運動會演出，每年不再六個學年都要參與

表演了。 

其他像級職務編配、教師聘約或是各種學校會議，因為有教師會的居中協調，

使得各項校務的推動更為快速流暢，行政也能快速的解決問題提升工作效率。 

「代課教師也是我們組織成

員之一。教師組織給這些代課老師

有歸屬感、安全感，甚至以後參加

教師甄選的時候也能夠給予一些

意見和想法。」雖然代課教師無法

從教師會得到直接的利益，但是信

文老師用更溫馨及正面的想法和

代課教師作接觸，部分代課老師認

同教師會也加入這個組織。 

經營人氣是一件重要事，而人

氣還要有建築物收納，教師會辦公

室成了組織經營中重要的一環。

「會員經常出入辦公室，辦公室就

成為訊息散播與彙集的地方。因此

辦公室的地點一定要是全校最好

的位置！且要永久駐留！不要每年搬來搬去。」教師會辦公室裡的設備逐步提升，

可以讓會員常到辦公室來聚會，也可以開放成為教師的辦公室，如此也讓全部的

教師都受益。但是設備要花錢，信文老師建議，可以用合作社盈餘分配的錢來添

置辦公室的冷氣、冰箱等。為了讓辦公室更溫馨，不但和伙伴一起佈置辦公室，

也將個人的一些收藏拿來裝飾辦公室，使整個辦公室的氣氛更柔和、更溫馨。許

多老師、學生都非常喜愛來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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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優質有代表性的教師來擔任教師會幹部是非常重要的！」 

他認為教師組織需要一群能量強的伙伴。因此信文老師在組織教師會的過程

中，他選擇從各學年著手。 

「各學年主任都是該學年教師共通推選出來，因此，儘量將學年主任選為理

監事，其所表達的意見或想法能代表各學年，理事長又由所有理事共同推選。在

這樣的民意基礎上，教師會理事長的地位與發言，自然舉足輕重。」 

為了穩定整個教師組織，並解決理事長傳承的問題，理監事的任期一任兩年，

並且修章程取

消連任次數的

限制。讓這些優

秀教師可以盡

量的奉獻服

務。 

整個教師

會的組織經營，

從裡到外、由上

到下，盡是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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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新北市教師會訊

而成功往往來自這些細微處。在多年的磨合中，廣福國小的教師會和學校行政、

家長會慢慢走向合作的方向；透過協助他人來成就自己，使得教師會在整各學校

組織結構中變得重要無比。 

組織動員 

這幾年由教師組織發起的幾件重要社會運動，例如去年的「打爛案、救改革」。

透過這些社會運動表達對教育的理念，以及對現今教育制度的不滿意。教師組織

唯一的武器來自於人氣，所以教師會所發起的社會運動，能號召的人數多寡至為

關鍵。 

但從幾次的社會運動現場可以看到，並不是每一所學校的動員能力都很強。

我特別請教信文老師這個問題。 

信文老師說：「長期漠識別人的需求與想法，等到自己也遭受困境的時候，

別人也必定如此回報。」「對於教師會的社會運動，我們學校的動員也不是特別

突出。當教師會發起社會運動的時候，我們會盡量去宣導並鼓勵學校教師到場參

與，但行動與否則尊重會員各人的選擇。」「通常，純粹的遊行比較有意願，若

涉及政治色彩比較不願意」。「希望別人能為自己做更多」這是人性，了解這個層

面，對於教師的反應也就不足為奇、挫折也就不會這麼強烈了！ 

教師會沒有任何行政權力，我們手中唯有的是人。團結就是力量，有力量才

能爭取我們想要的，不團結則一無所有，『老師要團結，團結真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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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在信文老師熱情的招待下，訪問活動接近尾聲，我盡情的攝取教師會辦公室

的每一角落的剪影，耳裡，校園裡學生的笑鬧聲此起彼落，分散各處的教師正忙

著帶領學生進行學習活動。就在繽紛錯落裡，教師會正悄無聲息的運作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