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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國中位於樹林區，

教師會成立第二年。家慶

老師及教師會夥伴以溫馨

及開闊視野，謹慎經營教

師會；在學校為會員解決

問題時，根據議題的性質

採取不同的方式來處理，

獲得學校教師支持。 

本次採訪，家慶老師詳細解說教師會幹部或領

導者面對學校議題，對於不同性質的議題，運用不

同的手法處理，讓教師會在校園裡保持一個較為中

立、超然的位置。以下將訪問所獲分享給各位會員。 

誕生 

家慶老師先後在重慶、石門及三多國中任教。

在重慶國中及石門國中任教時，兩校教師會的經營

方式及氣氛有許多鮮明的不同，這些經驗讓家慶老

師有深刻的感受。轉調三多國中之後，在因緣巧合

之下，和一些志同道合的職場夥伴決定建立屬於三

多國中的教師會。 

「提議廢除校務會議提案審議委員會是成立教

師會構想的開始。」三多國中是一所年輕的學校，

校內所有的教職夥伴都屬於年輕族群。年輕教師雖

教學熱情積極，但對學校各種會議規則、功能卻不

夠嫻熟。大體上，行政或校長所提出的建議，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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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盡量遵守。在這樣的環境下，

校內老師對於校務有想法，想要在「校

務會議」提案時，除了依規定需要找

人連署之外，提案還需要經過「提案

審議委員會」的審核，審核通過才能

進入校務會議進行討論和表決。但審

核委員會的成員配置比例不利於教師

發聲，教師的提案並不是全部都能進

入校務會議。家慶老師覺得這有違校

務會議的宗旨，在一連串的溝通之後，

廢除提案審議委員會的提案終於在校

務會議討論。這個案子在校務會議討

論及表決過程中，發生了一些讓人無

法理解的狀況。家慶老師及一些中生

代的教職夥伴認為，若全校教師想保

有發言權，教師會成立是必要的。 

年輕的學校沒有任何的包袱，學

校行政同仁及校長也多所幫助，教師

會的成立過程非常的順利。教師會以

溫馨的口號、教師彼此互相幫助等理

念號召會員。此舉，學校夥伴都能認

同，目前全校九成以上的夥伴都加入

教師會。 

傳承 

理事長的傳承是每一所學校必然

需要面對的事情！家慶老師今年也已

經是第二年擔任理事長。對於明年理

事長的傳承，也開始要有一些琢磨。

他認為一位合適的理事長人選需要熱

心服務、立場超然及一些職務歷練。

透過選舉的方式固然方便，但選出一

位沒有服務熱誠的人，對於會務運作

是非常不利的。因此，他認為，從會

員中挑選適合的成員，透過這些人選

周遭的朋友進行遊說，溫情攻勢可能

會比較好一些。另外，家慶老師認為，

卸任理事長最好在退下理事長一職之

後擔任理事，由領導者角色轉為協助

者角色，如此可以協助新任理事長快

速進入教師會業務，也可以使教師組

織傳承產生累積的作用。這個方法和

秀朗國小忠彬老師所提的方式一樣

(詳見會訊第 58 期)。 

組織經營 

教師會要想茁壯是得用心經營的。

三多國中教師會對學校各種議題處理

態度謹慎；並從「屬於全體教師的教

師會」的觀念，型塑教師會角色。 

學校議題的操作 

家慶老師認為教師會雖然是為老

師爭取應有的權力、改善教師工作環

境，但應該要保持在一中立且客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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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因此他將議題性質分為二大類。

第一類屬於全校教師意見或利益較為

一致性的問題。教師會在處理這些議

題可以比較沒有立場偏頗的問題，以

教師會名義處理是妥當的。第二類議

題屬於兩難問題。家慶老師認為教師

會介入這些議題將陷入吃力不討好的

局面，所以他選擇以「個人方式」處

理。 

擴大議題發言層次 

教師會代表會員行使權利，或是

為會員爭取權利，雖然是正當的事情，

但長此以往，必定讓教師會變成一個

令人討厭的角色。為了避免這樣的狀

況發生，教師會接受會員的提案之後，

先召開理事會討論提案本身的性質與

狀況，分析提案是屬於第一類型或第

二類型。比較簡單的問題直接和行政

同仁溝通；比較複雜的問題，也許先

和校長或行政同仁溝通，若溝通無效，

需要透過會議解決時，就要慎重的布

局了。 

議題發酵是一個重要的策略！將

議題拋出讓更多人了解並深入思考。

其次，找尋適當的關係人或議題上的

夥伴，讓他們了解議題本身的重要性。

最後，邀請適當的發言者或當事人發

聲提案。教師會則扮演支持性的角色，

居中協商、幫助夥伴發言。結合多方

發言，讓全校教師及行政感受到，這

些議題並非只是教師會單方面的意見，

使其形成一個較良好的氣氛，順利達

成該議題的目標。 

三多國中停車場在建築物的地下

室，訪問當天下雨，在警衛室人員的

引導下，順利的將機車停入地下室。

但三多國中的停車場，礙於經費用有

限，一開始並沒有裝設照明設備。這

處面積若大的公共場域，因照明設施

不足，令人感到不安全。曾有多位使

用停車場的教師向學校反應，但行政

礙於行政費用的拮据，始終無法面對

這個問題。教師會接到這問題之後，

先和總務處進行意見交流，將這個問

題拋出，讓行政單位有空思索解決之

道。其次、教師會和家長會長聯繫，

把停車場未建置照明設備對全校師生

所帶來的安全問題做一說明，請家長

會協助處裡。最後在校務會議提案，

透過當事人的陳述，家長會的發言建

議，教師會再作最後總結，終於完善

的處理這件棘手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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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會與校長的互動 

三多國中在校長的領導下，學校

整體環境處於一個較為安定的狀態，

教師會不需要和校長及行政進行太多

的協商；當然，教師會在校長的眼中

絕對不是一個會配合他的組織！然而

校長和教師會溝通，還是保持溫和態

度，若意見相左時，也會以較婉轉地

的方式表達意見；而行政同仁接獲老

師或教師會的反映時，處理這些議題

的時候，也會和教師會進行意見交流。

家慶老師認為，與其單槍匹馬和校長

或各處室討論，若將教師會的幹部或

理監事以三人為一組，針對各種不同

性質的主題，派出合適的人選，這樣

可以減少理事長的壓力，也可以讓教

師會的成員都有參與的機會。 

教師會與家長會互動 

家慶老師是一位社交高手，在他

任內主動和家長會接觸。三多國中家

長會成員觀念較為傳統，對於學校事

務，習慣和行政相關人員討論。教師

會辦理活動時，教師會主動邀請家長

會成員參與。經過一段時日的努力，

家長會也會邀請教師會參與活動。 

家慶老師認為，要和家長會進行

互動需要考量到教師和家長的社經背

景及年齡。三多國中的學生家長大多

是中小企業高階負責人，自有其中小

企業的社交文化，而學校的教師生活

及工作環境較為單純，兩種之間要進

行互動，是需要勇氣去適應的。三多

國中要經營家長會這個區塊上需要一

些機會點。 

校教師會與市教師會互動 

教師會為三級組織架構，不同層

級有不同的功能與所擔任的角色。家

慶老師認為即使是教師會，在各種層

級中還是會有不同的考量。對校級教

師會和市級教師會而言，市教師會提

供學校教師一個後盾，包括法律層次、

動員。市教師會集合各校學有專精的

老師，透過集體的力量為全新北市會

員服務。 

巧妙心思凝聚會員情誼 

透過校外單車旅遊、校內舉辦

party 聚會來凝聚會員，為會員創造聯

誼空間。家慶老師分享，國中教師平

時忙於工作，且辦公室極為分散，能

夠全員到齊參加活動的機會並不大，

因此，他選擇「帶狀性」時間的模式

舉辦校內教師聯誼活動。將餐會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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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早上九點拉到下午兩點，明淨的會

議室，可口的點心，投影機播放家慶

老師為大家精心設計的投影片。沒有

課務的教師可以到會場休息、隨意使

用餐點；一邊用餐一邊欣賞投影片，

或是和教師會夥伴來個即時的友情交

流。家慶老師說，學校裡的學務處有

很豐富的資料檔案！各種校內活動，

都有老師的身影，將這些照片做些簡

單的設計串接之後效果就很好了。我

想，夥伴們可能早已忘了自己過去在

校的點點滴滴，家慶老師這些照片再

度喚起他們塵封的往事，應該是不錯

的感覺！ 

更妙的是，教師會的聚會活動和

教師節敬師活動結合，和

輔導處或學務處合作，將

學生所畫的海報、謝師感

言小卡佈置在會場裡，使

學校活動和教師會活動合而為一。從

這裡可以看到家慶老師善用各方資源，

為教師會創造更多的機會。 

家慶老師認為同事之間在某些議

題上有自己的立場是必然的現象，「但

不要縮小自己！」「要將資源做大！」。

在會議中，也許有立場上的不同，但

離開議題之後，也許可以拋棄自身立

場的包袱，讓自己有更寬廣的視野。

同時也較能夠稀釋彼此間因為「職位

別」所產生的距離感。 

本次訪問家慶老師，除了感受到

個人的熱情之外，對於公共事務的細

心剖析與應對給了我許多的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