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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新北市教師會訊

組織形變適應新時代

教師組織經營專題訪問－楊忠彬理事長
文˙整理　新北市教師會

　　聽到我是理事長的當下，有點錯愕……

　　我考慮了幾天

　　雖選擇接下這個任務，但內心忐忑不安

　　然而現在回想起來

　　慶幸當時做出正確的決定

　　兩點鐘準時到達秀朗國小校門，校門口

一處木製平台在雨水的浸潤下如鏡子般映照

著團團樹影，幾隻鳥兒展翅滑過，或許正在

覓食。

　　秀朗國小是一所歷史悠久的學校，教師

會的經營備受肯定。在本次的採訪過程中，

發現秀朗國小教師會的理監事選舉辦法非常

特別，值得我們細細推敲；其次，忠彬老師

除了熱心服務之外，對於組織經營在大方向

細心規劃、細節處謹慎執行，更讓人佩服。

感謝楊理事長接受本會的訪問，娓娓道出他

個人經營教師組織的想法及秀朗國小教師會

過往經驗。以下將本次採訪的內容分享給各

位會員。

組織現況

　　秀朗國小教師會成立於1996年11月15

日，今年已經邁入第十七屆。全校教師199

人，加入教師會有165人。教師會理事15人，

監事5人，理監事會議利用下班時間或周三下

午時間召開，每學期開會約三至五次。

傳承

　　當選理事長對忠彬老師而言，只能以

「突如其來」形容整個過程。

　　「當時我任教班級學生正擔任交通糾察

隊勤務，而我擔任總導護須巡視各崗位，因

錯過會議，我並不曉得已被理事會推選為理

事長。雖然我一直是教師會的死忠會員，但

沒料想到第一次進了理事會就變成了理事

長。」獲知當選的消息時，起初忠彬老師以

為同事在和他開玩笑，但當教務處為了安排

減課、排課事宜打電話來確認，他才真正的

意識到他和教師會理事長綁在一塊了。

　　「一時之間，無法接受這個事實！要求

教務處給我兩天的時間思考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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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成為理事長的過程，你會感到生氣嗎？」

　　「不是生氣，但是情緒上沒辦法接受。」

　　原本忠彬老師也想用一些方法來規避這事，但個性耿直的他再三考慮之下還是硬著頭皮

接下工作。

　　「如果我今天規避這個結果，那就為教師會立下一個不良的示範。」

　　忠彬老師自我要求甚嚴，雖然這件工作很吃重，而且整個過程也不是令人可以怡然接

受，但在忠於自己的信念及對事情的價值觀之下，忠彬老師還是接下這個重擔。

　　「為什麼還是接下這個任務？」

　　「那時很為難，也想規避，因為輔導高年級學生已耗費我大部分的心力。但我想，如果

真的碰上無法解決的難題，就把問題帶回理事會討論！」

　　忠彬老師仔細探究選舉過程，他發現教師會的選舉方式似乎有些問題！他發現有些教師

對於理監事選舉，甚至理事長選舉方式感到畏懼，這樣的狀況讓教師會的成員數沒辦法再進

一步的成長，甚至發生選舉前許多人不願加入，而選擇在選舉後才比較願意加入，這對於教

師會的傳承並非好事。因此他開始思考教師會的理監事選舉，並且提案做了重大的改革。

　　「我們的理事或是監事成員原本是不平均

的分散在各學年。」「後來我們將理事的推薦

名單訂為分區及不分區。監事因為負責監督理

事會，仍維持大選票直接選的方式，不列推薦

人選；理事選票則依據各學年(科)分區、不分

區的推薦人選，印入十五個參考名單由會員圈

選，另預留同額空白格位，會員若不認同參考

名單，仍可自由填寫心目中的人選。」分區是

指各學年(科)先推選出一名人選；不分區的理

事有三個席次，卸任理事長及現任理事長屬於

不分區，義務協助理事會運作，前一屆的理監

事也推選一位進入不分區。

　　忠彬老師認為這樣的推選方式有幾個好

處：第一、理事由各學年科推出，所以具有言

論的代表性；其次，大家輪流擔任，責任或重

擔才不會總是由某些人承擔；第二、不分區的

理事代表具有顧問的性質，不用擔心整個理事

會的成員全部換成新血，導致新的成員對會務

不熟悉，致使會務工作運作不順。第三、讓對

於有心經營教師會組織經營的新人可以在人脈不

廣的情況下，順利進入教師組織核心。

圖一  秀朗國小教師會組織圖
　　  （新北市教師會整理）

圖二　秀朗國小組織規劃預期效能
　　　（新北市教師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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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新北市教師會訊

　　當下對於忠彬的說明，我感到佩服萬

分。除了熱情及衝勁之外，他用智慧來解決

教師會裡的一些傳承上的短缺現象。這樣的

人才如果可以進國家行政首長的政治圈歷

練，一定是整個國家的福氣。

組織經營

　　秀朗國小教師會在員池、迦豪及忠彬老

師用心經營下，創造出非常獨特的教師組

織。

　　秀朗國小教師會的理監事會和幹部各自

獨立的兩個區塊。理監事是由會員所選出

的，負責開會和傳遞訊息；幹部則是由理事

長直接任用，負責協助理事長處理文書工

作、會理財產資金會計等工作。

部門 理事會 行政部門

任務
會議討論

訊息傳遞

文書

會計

其他

目標

工作內容簡化

工作份量均攤

效果

工作內容

專一輕鬆

提升人才

留任意願

保有個人

自由時間

表一  秀朗國小教師會組織工作分配
　　　（新北市教師會整理）

　　「這樣的分配方式有甚麼優點嗎﹖」

　　「將理監事和幹部的工作分開，可以使

雙方的工作更為簡化」

　　「工作少了、簡單了，大家就不會覺得

麻煩，留下來繼續協助的意願就會更大。」

　　「那有康樂或活動部嗎﹖」

　　「學校的活動不是很頻繁，如果要辦理

會員旅遊活動或是特殊活動，只要找有專長

的會員臨時編組即可」

　　忠彬老師的組織結構很有他的道理。許

多教師婉拒擔任教師會理監事或幹部的工作

除了不熟悉會務工作之外，家庭生活或個人

作息是另一個原因，如果因為教師會的任務

而耽誤了家庭活動及個人休閒活動也是大家

所不樂見的。因此將開會的任務和會務運作

兩者分開，使每個人所分配到的工作減少了

也簡單了，對於教師會的組織運作是有極大

的好處。

　　教師會的理監事會議除了討論市教師會

所傳過來的訊息之外，校內的重大議題或是

會員的活動也會會議中提出尋求解決。像最

近的級職務選填、前一陣子人事查勤引起的

風波、更早之前的教師產假問題或是最近的

教師評鑑，都利用理監事會議討論。

　　除了組織變革提升優秀人才加入教師

會、提高留任意願以及使組織傳承順利之

外，對於組織和校長、行政以及家長會之間

的運作，忠彬老師也提出一些個人的看法。

組織互動

　　平日教師夥伴忙於自己的課務，教師沒

有太多時間和家長會的成員進行互動。但會

裡的員池老師另以家長身分擔任家長會的秘

書，藉由這個位置教師會可以適時地和家長

會訊息互通。同時忠彬老師對於每年家長會

的常委姓名也用心的記下來，以便在出席家

長會活動時可以正確的叫出委員的名字，消

除雙方的疏離感，使雙方的互動更為熱絡。

　　「家長是要和他們搏感情」

　　「你會發現只要願意搏感情，雙方的感

覺對了，彼此信任，溝通就暢通了」

　　「簡單的說就是要有被老師尊重的感

覺」

　　因為有這樣的體悟，忠彬老師也會利用

教師晨會時間跟會員宣導，請兼任導師職務

的會員平時對於家長要用心的經營，建立互

信的機制。

　　教師會和校長的互動則取決雙方的個性

和特質。忠彬老師續任教師會理事長的時期

恰逢學校校長人事更迭之時。

　　「我和前潘校長都喜歡文藝，調性蠻合

的，潘校長和家長會的互動良好，也很重視

教師組織，這點讓我很感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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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始教師會也花了一些時間，但很快

地雙方的互動就進入情況。潘校長及教師會

彼此之間會邀請對方到自己的辦公室進行會

談。在茶點閒話家常之下進行意見交流。

　　「記得有一次晨會我為了學校老師請產

假認定的事情，彈吉他後發表了〈溫柔宣

言〉。校長原本對我的演出很高興，但聽到

我接著講產假的事開始略有微詞，認為我掌

握的消息可能有些誤解，應該和他先行溝

通。」

　　「我們的衝突似乎就只有那一次而已，

而經過溝通消除了誤解，後來安胎假、產假

核准的機制更加細膩，夥伴的權益也得到落

實，心向學校，可謂雙贏。」

　　現任校長因為剛來秀朗不久，雖然彼此

之間尚在磨合之中，但忠彬老師觀察，陳校

長為人誠懇、做事認真又有智慧，也願意核

准常年會費的代扣案，相信她任內一定可以

和教師組織建立穩定互信的溝通模式。

　　忠彬老師認為，行政和教師會的互動，

就跟校長和教師會長、成員夥伴的互動相

同。個性、處理事情的風格，以及建立彼此

之間的信任是過程中重要的因素。

而時間則是一個很好的潤滑劑。許多政策的

推動、議題的發酵，都要給老師時間思考、

觀察。當教師對學校產生信任感、心安了下

來，學生的感覺也就對了。

          圖四  校長和教師互動過程

　　忠彬老師和行政互動的過程中以朋友的

方式相處，在各種公開場合也曾大力的稱

讚行政的優點。有一次，學校教師和家長發

生一些爭執，輔導主任除了協助這位老師排

解紛爭，甚至代表學校向這位家長致歉，令

校內的老師們感動；總務主任犧牲許多公餘

時間，用心規劃、長期推動，因而改善了校

園環境；學務主任幽默和善、善於溝通，經

常鼓勵夥伴們參與運動，保持健康；教務主

任推動校務不遺餘力，讓秀朗在雙和口碑不

墜。這些主任的努力讓我都很敬佩。

　　學校行政會不會對教師會有一些異樣的

眼光呢？

　　「我想行政同仁應該是對人有疑問，而

不是對組織不友善」

　　「如果行政夥伴能夠感受到教師會對於

校務的正向關心，那麼就不會產生太多偏

見」

　　是的，隨然行政和教師及教師會對於校

務工作的立場也許不是一致的，但雙方都

是以愛護學生，提升校務效能為出發點的時

候，縱然有爭執，定都能夠化解的；但若有

個人的私心，不論誰也都能慧眼洞察一切。

　　對於人才的組織與留用，忠彬老師配合

市教師會的建議，將一些優秀的人才往校外

推舉，讓這些人才加入各區的小工會，除了

為整個教師組織繼續貢獻它們的才能之外，

也可以充當校內外之間聯繫的橋梁。

會員活動

　　除了組織協調及會議之外。教師會也為

大家舉辦一些旅遊活動，轉化平日教學所累

積的負面能量。忠彬老師利用寒暑假，舉辦

了兩次金門之旅，自掏腰包擔任團長全程陪

時　間

校　長
教師會

教　師

信　任



新北市教師會N
E

W

  T
A

IP
EI

  
CITY

  

TEACHERS’

  

ASSO
C

IA
T

I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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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旅遊；今年暑假除計畫和救國團合作蘭嶼

之旅，也將另外自行辦理頭城農場之旅。活

動中除了娛樂交誼，也學習新知，並且善用

救國團及農場原已規劃好的活動與課程，研

擬環境教育研習計畫。

　　「我是金門人，所以去年我舉辦了金門之

旅」

　　金門對於大部分的教師夥伴都還是陌生

的，土生土長的忠彬老師與旅行社導遊搭

配，除了帶大家到必看的景點之外，也為夥

伴們導覽後埔小鎮的私房景點。到了晚間，

大夥聚在一起，一邊品嚐一小杯忠彬老師家

藏的金門陳高，一邊以玩遊戲的方式抽籤朗

讀忠彬老師關於金門的新詩創作，獲選者贈

予一本忠彬老師就讀國北教大語創所期間所

出版的詩集。聽到忠彬老師的敘述，眼前似

乎看到這群教師會夥伴們正如東晉的王羲之

和好朋友群聚蘭亭，杯觥交錯間進行著曲水

流觴之樂。

結語

　　從秀朗國小教師會的組織發展可以發

現，當教師組織健全發展可以為校務帶來正

面的能量；其次，身為領導者的個人特質會

實質的影響整個組織的發展。另外，教師組

織的人事替換過程中，有經驗的前輩留任對

於整個組織發展有絕對正面貢獻。

　　對於教師組織的工作部分，忠彬將理監

事及幹部的工作區分開來，理監事只要負責

開會討論；而幹部只負責會務運作。使整個

會務夥伴的重擔平均分配到組織成員中，大

家就更有意願接任了。

　　忠彬老師借潘校長曾經說過的：

　　「從中華電信的工會可以看到，當工會

組織越強大，對於會員就越有保障」。

　　「當教師工會讓夥伴們心安了，全心致

力於教學，自然學生的心也會跟著安定，那

麼教育現場必然安定和諧。這也是我擔任理

事長期間一直努力的目標。」

　　是的，當教師對於屬於自己的組織有更

多認識，更能認同時，教師組織的能力就越

強；當組織能量有了，對於教育的政策和想

法就有更多發言的機會，這對於整體教育不

啻是一個正面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