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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新北市教師會訊

引言

　　經驗裡，校園人和程度和教師組織的成

長速度與規模有一定程度的相關性，但光華

國小是特例之一。光華國小從過去到現在，

校園氣氛一直良好，在這麼和善的校園裡不

需要教師組織嗎？光華國小的教師會理事長

又是如何經營這個組織，使會員人數不斷成

長？下面將訪問作重點陳述，分享給各位會

員。

教師會成立與傳承

　　民國85年順應教師法通過，光華國小的

校教師會也順應時勢成立。不過教師會成立

時，發生戲劇性的變化！

　　原本帶頭成立教師會的成員並沒有獲得

全校教師的認同，最後反由另外一群教師出

來參與競選，並由簡維宏老師擔任第一屆理

事長。從這個案例可以看出，教師這個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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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潔身自愛，對於不適任或是可能促使組織

產生問題的人事，在某種程度上，大家還是

會抵制的。某些團體總是以不信任的心態看

待校內的評核機制，認為校內師師相護，無

法公開公正的進行考核會或教評會，這種防

賊心態是應該要自行調整！

　　光華國小自教師會成立迄今，始終穩定

成長。校長、行政同仁及全體教師對於校務

都能相互支援，校園氣氛祥和，教師會也

得到校長及教師的支持，今年，人數已近

一百八十人。教師會會長目前減課一節，補

休二節。

　　「光華國小教師會理事採候選人制。由

各學年推出參選人，再交由全體會員票選表

決。」淑芳老師說。

　　光華國小教師會每年六月改選。在這個

時間點改選，新一屆的理事長、理監事群名

單都可以在八月教務處排課前底定，如此，

教務處排課時，可以將理事長減課、外出開

會及理監事開會時間等因素一併計入。市教

師會邀請各校教師會理事長前來開會，最常

發生的問題就在於課務無法排除。若各校教

師會改選能在六月完成，請教務處在排課表

的時候，可以和市教師會的會議時間搭配，

不但可以使教師組織運作更為順暢，也可以

減少代課費支出。

　　對於教師會理事長及理監事的人選，各校

幾乎一致認其人格特質應該是熱心服務的。

　　「我們會事先找比較熱心的老師。」

　　「哈！我就是被騙上船的！」榮尉老師

說。

　　教師會理事長攸關教師組織發展，如果

由合適的人選擔任還能使校務運作更為順暢

。理事長的傳承不單只是會員關心，校長也

很關心這件事。

　　榮尉老師熱心教學，富有服務的精神。

幾年前，剛接任班級導師時，教師會的前輩

也發現他才華，發動幾波的人情攻勢說服他

出來擔任理事長。榮尉老師覺得可以試看看

，也可以貢獻己力服務學校同仁，因此爽快

地答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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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新北市教師會訊

　　在擔任理事長期間獲益良多，不僅學習

如何與人溝通（不論是與會員或是與行政之

間），同時也要學習如何說服別人認同教師

會及讓同一些對學校對大團體有益的觀念、

享法。也因為常到市教師會開會，能夠了解

會裡面為了全體會員做了多少的努力，同時

更認同教師會這個組織。但也因為新接班導

師，真的是級務、會務兩頭燒，常常不是留

到太晚還讓警衛來關心就是把做不完的工作

帶回家繼續加班，但也訓練自己在有限的時

間內更有效率的完成所有的工作，這也是這

兩年來很大的收穫。

　　接任理事長職務後，理監事一幫夥伴的

協助下，很快的掌握工作的內容。

　　「其實，(工作)並沒有想像中的多(難)

，大家都可以試看看。」

　　「其實大家都有協調溝通的能力，不用

太擔心。」

　　接下來的重責大任就由淑芳老師接任。

　　或許擔任教師會理監事、幹部或理事長

可能要面對校務或是教師權利糾紛，但絕對

不會是一件困難到無法執行的！願不願意嘗

試的態度，是否自己能挪出一段時間服務職

場夥伴的態度才是校園教師會傳承真正的關

鍵。

教師組織經營

　　光華國小教師會理事會每個月召開一次

，利用午休時間進行，如果有重要議題則召

開臨時會議。為了使教師會的訊息可以方便

的傳達給會員，學校行政傳達系統也讓教師

會方便，將教師會欲傳達之訊息能直接列於

每周一教師晨會發下之一週大是內，不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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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會員老師及時掌握教師會想傳達的事項，

同時也讓非會員老師了解教師會有什麼好康

，讓他們羨慕一下。會員可以快速的更新相

關資訊。

　　校教師會的團結程度通常和校園氣氛成

一定程度的反比，但光華國小歷年校長及行

政同仁和全體教師都以理性無私的精神處理

校務，學校氣氛和諧。在這麼快樂的氣氛裡

，要如何讓教師夥伴持續投入這個組織？幾

年前，初任教師會長，榮尉老師認為，學校

氣氛良好，所有的制度都在軌道中運轉，教

師會可以把打仗的力氣省下來做點別的事情

。他設定將學校的會員人數提高作為目標是

，經過二年的努力，教師會的會員人數已經

來到一百七十人以上。但在氣氛溫馨的學校

裡要如何經營教師會，進一步的提升教師會

會員人數？

特約商店福利多

　　榮尉老師覺得除了延續過去教師組織的

經營模式之外，還可以創造福利，來吸引同

仁的加入。

　　榮尉老師以學校為中心點，以教師會的

名義和經營信譽良好、能夠提供優質服務，

且能符合該校教師需求的商家簽約，使會員

教師到這些店家消費的時候都能夠享有比其

他非會員更好的服務品質。過程中，榮尉老

師要和這些店家一間間的洽談，訂定同意契

約書。光華國小因為有榮尉的努力與創思，

所以會員才得以享受這些優待。在尋覓特約

商店前先對內調查會員老師對各類店家的需

求，再開始逐一拜訪鄰近符合的商店，經過

一段時間的努力，學校周邊的文具店、印章

鎖匙店、眼鏡行、小兒科、骨科、甚至連早

餐店都加入我們特約商店的行列（當然也有

被老闆狠狠拒絕的經驗），也因為和這些特

約商店合作的相當愉快，之後便將這些特約

商店推薦給市教師會，讓全市的會員都能享

受優惠。

賽跑也能聯誼

　　這幾年的經營中，榮尉也善用資源，結

合新北市教師會的教師增能研習，為會員辦

理相關的研習增進教師知能，並獲得研習時

數；舉辦手工香皂製作、餐會、繞圈賽等活

動來聯絡會員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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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新北市教師會訊

　　「繞圈賽是甚麼？」

　　「計時繞操場！參賽者在一個小時內可

以跑多遠，跑的距離越多的就獲勝！」

　　「哈！這麼耗體力的事，應該沒有人參

加吧！」

　　「不，今年有一百二十人報名，而且還

有人報不到名，自己作布條下場跟著跑哩！」

　　「這個活動最初是由康書源老師（於

103學年度獲得市府頒發體育有功人員）發

起的！」

　　活動在星期三下午舉行。原本只有一群

愛好長跑的人參加，但幾年下來參加的人越

來越多，甚至報名人數超過預設人數。有時

候，學生在一旁看老師跑步覺得有趣也跟著

跑了起來。後來為了使活動更公平、公正，

還租用路跑專用的『晶片』，使整個過程非

常的專業。這個活動結合教師會、家長會及

校長的贊助，使活動變得有趣也更有意義。

全校教職員餐會暨期末會員大會

　　光華國小教師會的會員大會舉辦方式也

是一絕！

　　「先來個全校聚餐再開會員大會，最後

進行摸彩。」

　　「當然非會員用完餐得先離席！」

　　對於期末聚餐教師會、校長和家長會也

煞費苦心。每年教師會在學校視聽教室舉辦

歐式自助餐，用餐完畢之後進行會員大會，

最後進行摸彩活動。因為餐費是用會員所繳

的錢舉行的，為了要使沒有加入會員的教師

也可以參加，因此，校長和家長會也贊助經

費，如此，就變成全校的聚餐活動。在餐會

中，所有教師可以無拘無束的用餐，同時和

伙伴們閒話家常，整個餐會氣氛融洽感人。

　　用餐完畢送走校長、家長會及非會員之

後，緊接著就是會員大會，以及的最壓軸好

戲－－摸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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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乎全校全員到齊的盛況，大家一齊參

加數個小時的活動。教師會長和他的幹部一

起集思廣益，將會員大會結合餐會，並且得

到校長及家長會的協助，使得這場活動充滿

了歡樂氣氛也更為圓滿。

組織互動

　　教師會代表學校教師群體的意見，若整

合得當，有協助學校行政效率的正面能量。

校務運作能否流暢有效率取決於校長、教師

群和行政同仁的密切合作。光華國小應該是

一個很好的正面典範。校長和教師會的關係

有點像「合作夥伴」。

　　「校長有甚麼想法都會和教師會討論。」

　　從討論中獲得更明確的目標，使決策朝

向更正確遠滿的目的前進。榮尉舉「國小教

師職級務編排」的例子解說。當學校要進行

修改職級務編排辦法時，教師會也被邀請參

與討論。因為教師會提供學校各方教師意見

使得及置物選填辦法更為嚴謹。而科任教師

的選填辦法部分較不完整，由教師會擔任行

政同仁與教師之間的協調協調者，使整個修

訂過程更有效率........。

　　學校理事長在教師組織中是一個重要的

角色。理事長經營教師會的態度與想法不但

可以影響學校教師組織的規模與運作，間接

地也影響到整個教師組織的能量。從單純的

教師和教師會幹部轉變為教師領導角色的過

程，想法和視野也會隨之擴大。榮尉和淑芳

老師都有這種感覺。

　　「擔任理事長後，得對教師組織的認識

也改變不少。」

　　「去會裡(市教師會)開會越多次，了解

就越多，越認同感越多。」

　　淑芳老師也表示，「以前只是幹部，管

理財務工作，對於會務運作並不是很了解。

」現在的淑芳老師正在急速吸收更多教學以

外的經驗哩。

　　學校教師平時忙於校務及教學工作，兼

之教師也是溫和敦厚的族群，除非已經影響

到自己的權益，否則對於許多狀況並不太在

意。而理監事及理事長的承擔卻恰好讓教師

有深入感受教師組織的功用與重要性。

結語

　　訪問結束後，我們順道參觀教師會的辦

公室。辦公室裡會旗、會員大會的海報，潔

淨依舊，我想在這小小的辦公室裡，每當學

期結束前，有一群教師，熱烈的一起討論辦

餐會的細節，摸彩的表演節目或是要和某一

家很棒的店家簽約。

這次的訪問中我們發現，很多事情沒有身歷

其境，是無法真正了解。教師能風平浪靜的

在教室裡完成工作，憑藉的是另一群教師在

學校外面努力奔波。

組織經營並不需一定的模式，不管校園氣氛

是晴是雨，只要有心，願意嘗試與承擔的態

度，就能為教師會帶來不同的氣象。今日就

在國華國小前後兩任理事長的熱情招待裡，

結束訪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