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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根據研究目的及研究問題，進行文獻的探討，將集體協商的文獻分

成三節作陳述，第一節為學校集體協商的基本概念；第二節為學校集體協商

的歷程分析；第三節為學校集體協商的相關研究。 

第一節  學校集體協商的基本概念 

本節始論集體協商的源起，再論我國集體協商的發展背景、集體協商的

定義、集體協商的特性、集體協商的內容、集體協商的類型。 

 

壹、集體協商的源起 

 集體協商制度首先起於勞工界，教育界中的發展較為遲緩，一直到後來

教育界才從勞工界中將集體協商的制度引用在教育組織的運作過程。 

 美國早在 1857 年由一群公立學校的男教師在賓州的費城成立「全國教

育協會」（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全國教育協會的成員包括了

校長、學校行政人員、教師和其他教育相關人員，全國教育協會成立之初，

致力於教育專業品質的提升及教育學術理論的研究，所以對於教師的福利或

權益並不積極的爭取，一直到 1916 年的「美國教師聯盟」（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s）出現，美國的教育界才起了變化，美國教師聯盟

的成員絕大多數是真正執教的教師，而不包括學校行政人員及校長，因為美

國教師聯盟認為這些行政人員所扮演的角色基本上和教師是相對立的，因而

拒絕行政人員的加入（吳昆璋，民 82；曹芳齡，民 91），也因此美國教師聯

盟比起全國教育協會成員的成長速度較為緩慢；集體協商的方式在美國教育

團體之間的運用始於 1950年代，1951年康乃迪克州的最高法院裁定教師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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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組織協會，並可以與教育董事會談判，是為教育專業談判的蒿史（謝文全，

民 91），此後各州也開始制定法律規定有關教育專業談判的事宜。美國教師

聯盟因為隸屬於美國勞工聯盟，1960 年代受到勞工界談判成功的影響和鼓

舞，美國教師聯盟開始採取積極的手段為爭取教師集體協商權（張煌熙，民

85），分別在 1960年及 1962年發動罷教示威，終於贏得教師的談判權，影

響所及，會員人數在短短兩年內迅速增加了 125﹪，甘迺迪總統也在 1962

年頒布第 10988 號行政命令，准許聯邦政府的雇員有權與聯邦政府當局舉行

集體協商，就薪資及福利措施達成協議，聯邦政府此一措施，鼓舞了教育組

織集體協商的發展，影響甚遠（謝文全，民 90），而美國教師聯盟此一作法

不僅使會員人數急速增加，也逼得全國教育協會不得不改變原本溫和的態

度，轉而也採取積極強烈的手段，以免會員流失太嚴重，兩個團體之間為爭

取、拉攏會員，引發不少次的罷教行動（蘇素鸞，民 80），至此 1960 年代

以來，美國教育集體協商的制度已然形成，兩個教育團體的競爭促使集體協

商理念在教育界中蓬勃的發展，經過多年的發展，兩個組織之間的差異逐漸

縮小，因而合併之聲不曾間斷（衛民，民 85）。由於教師採取罷教常引起非

議，所以目前較著重於新的集體協商取向—增進勞資關係，譬如在加州，為

增進勞資雙方關係，經常邀請學區官員、教育委員會委員、教師組織領導人

一起聚在一起，討論新的集體協商取向，逐漸由過去對立的局面轉變到和平

共存、相互妥協的時代（吳清山，民 83）。 

 

貳、我國集體協商發展的背景 

我國集體協商發展的背景主要有三，分別敘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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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民主化的影響 

學校是社會組織的次級系統，故常受到外界社會的影響，國內政治民主

化正式衝擊社會、學校等組織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羅清水，民 88），自民

國 76 年終止動員戡亂時期，開放解嚴之後，社會由以往的單一言論、中央

集權控制轉變成言論自由、民主開放的社會，而多元民主的風氣也吹進校

園，學校在無形之中，組織文化也受到了影響，因此學校內受到政治民主化

的影響，學校的經營方式也因而變革以因應社會背景的需求。 

 

二、學校行政典範的移轉 

過去中小學學校行政以執行上級教育行政機關的教育政策為主，學校行

政的自主空間較小（張明輝，民 91），然而經過民國 83 年民間教育改革的

呼聲，動搖了國內教育政策的決策模式，由下而上的決策模式成為社會強勢

訴求，而為了社會民主化、多元化的呼聲，教育鬆綁成為教育改革的重要理

念（曹芳齡，民 91），在《教育基本法》、《九年一貫課程綱要》相繼修訂之

後，教育行政機關將以往獨攬的權力鬆綁，加強學校層級的授權，使學校擁

有自主、彈性的經營空間，提供中小學發展學校特色的良好契機，學校本位

經營加上學校成員多方面參與決定，造成了學校行政典範的轉移（張明輝，

民 91）。 

 

三、學校權力結構的轉變 

《師資培育法》的公佈實施，使教師文化產生質變（蔡純姿，民 88），

而民國 84 年公佈的《教師法》確定教師的權利與義務，並賦予教師團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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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法定權利，再加上《國民教育法》將校務會議法制化以落實校園民主，

作為授予教師和家長參與校務決定的法定依據，透過民主開放的決策，諸

如：經費、人事、考核、校務發展等都需要教師專業的參與，才能促進內部

和諧的維持（羅清水，民 88），教師角色從過去的單純教學者轉變成為學校

權力結構重要的一員。 

推動教育改革的措施勢必造成學校結構的重組（蔡純姿，民 88），在社

會民主多元、權力下放的潮流中，家長的聲音慢慢浮現，亦不容忽視，在過

去教育行政主管機關權力管制時，家長無從參與學校的任何事務，也沒有任

何合法、適當的管道參與校務的決策，只有透過家長會、班親會的管道向學

校表達意見，直到民國 84 年的《教師法》中才同意家長有參與教師甄選的

權力，家長的意見第一次可以參與決策，而民國 88年的《國民教育法》、《教

育基本法》中將校務會議法制化，才真正明定家長的參與權，家長得以要求

學校提供高品質的教學環境、教學內容及教學結果，學校若不圖行政績效的

改進、教學品質的提升，將會在家長選擇權中失去支持及信賴（羅清水，民

88），家長參與的類型，由過去重視參與的量、以及片段的參與，逐漸轉變

為重視參與的質及整合性的參與，這種轉變代表新的家長參與模式的開始

（林天祐，民 89），發展至此，學校生態從行政權獨大，校長領導擁有絕對

的決策權，作成的決策，教師與家長只有接受的權利（如圖 1 所示），如今

轉變為「學校行政－教師－家長」的三角思考模式（如圖 2）（蔡純姿，民

88）。因此，教育組織朝向參與決定的發展，與學校本位經營的推動，參與

決定者很有可能會因立場不同而產生衝突，所以在學校組織中運用集體協商

的方式來達成共識，創造雙贏的局面，以利教育的實施與發展是相當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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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集體協商的意義 

「集體協商」（collective negotiations）一詞源自國外，一般可在國

外 文 獻 中 看 到 collective bargaining （ Eberts & Stone,1984 ；

Marshall,2002；Rynecki & Lindquist,1988；Williams, 1990；Whitehead,1997）、

collective negotiations（Norton,1999；Oshagbemi,2000）、professional 

negotiations（Reason,1999），因此經過翻譯之後，國內學者有些使用「集

體談判」一詞（吳清山，民 87；張德銳，民 84；張煌熙，民 85）、或稱之為

「專業協商」、「專業談判」（謝文全，民 90）、「集體協商」（秦夢群，民 87；

涂慶隆，民 88；曹芳齡，民 91），大體上而言，議價（bargaining）和談判

（negotiation）是同樣意思，但有時用法不同，例如：議價比較像是在庭

院拍賣或跳蚤市場裏的討價還價，而談判則是雙方處於較複雜的衝突矛盾

中，去尋求共同可接受解決方案的過程，故其較為正式與重視禮節（張鐵軍，

民 90）。因此本文選擇使用「collective negotiations」而非「collective 

教師 家長 

行政人員 

圖 2 行政、家長、教師三權平衡的校園

權力生態 

資料來源：形塑教育新典範對推動教 

育改革的覺察與因應，蔡純姿，民 88，

第 23 頁。 

圖 1 校園傳統權力結構   

資料來源：形塑教育新典範對

推動教育改革的覺察與因應，

蔡純姿，民 88，第 23 頁。 

教師 家長 

行政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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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gaining」作為英文名稱；中文翻譯方面，原「negotiation」即因人異

而有不同的譯名，然研究者認為「談判」較「協商」帶有對立的意味，不適

合用於學校組織中，是故本文以「集體協商」釋之。因集體協商起源於勞工

與資方的協商，以下先從「雇主與雇員」之間的關係探討集體協商，再就「團

體與團體」之間的關係作一探究，因此集體協商的涵義可從下列學者專家之

界定，知其梗概： 

一、Webster（1985）認為集體協商是一個受法律規範的勞資權利互動

過程，它是一個持續進行的過程（引自曹芳齡，民 91）。 

二、Sauer 和 Voelker（1993）曾對集體協商下過定義集體協商是一個

共同制定決策的過程，藉此勞工與雇主誠意第協商出一個有關工資、工時、

工作條件和勞資關係的協約，而後則執行此一協約（引自衛民，民 87）。 

三、《美國全國勞動關係法》第 8 條規定，集體談判乃雇主與受雇人代

表之共同義務，其等應於合理之時間內集合，誠信地就工資、工時及其他雇

傭關係、協定或協定有關問題加以談判，並作成經雙方簽名之書面契約，記

載任何為雙方所達成之協定而經任何一方要求之事項（引自劉邦棟，民 84）。 

四、衛民（民 81）認為集體協商乃是雇主與工會議定雇用條件的過程，

此一過程之所以冠上「集體」之名，乃因涉及之眾多勞工選出代表為其進行

交涉，而稱之為「協商」，主要因為它涉及了「給和取」，同時由雙方簽訂一

個書面契約，即團體協約。 

五、秦夢群（民 83）指出集體協商是指雇主與受僱者的代表，在互信的

氣氛下，協商工作的環境與雙方之權利義務。其所產生的協議，即為日後簽

訂契約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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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林逸舒（民 86）認為集體協商的意義係由雇主或雇主團體和工會自

成一個自治系統，誠意的針對在工作場所所涉及的勞資關係、勞動信條、勞

工福利、勞工安全衛生等事項來協商，並藉由國家立法規範權的授予對協商

當事人及其內部成員有一定程度的拘束力，在形式上，集體協商是工業民主

的一種，冀望藉由協商方式，使勞資雙方有溝通的機會，避免各持己見，缺

乏互讓；在實質上，集體協商具債法效力與法規範效力，並進而衍生出協商

當事人有和諧義務與敦促義務。 

七、陳文燦（民 86）提出集體談判係指勞資雙方代表為確定僱用條件而

協商的過程，以便達成共同的協議，作為規範雙方行為的準繩。 

八、陳金泉（無日期）則認為團體協商 (collective bargaining)，是

指一個或多數僱主或僱主團體與一個或多數個工人團體間的，為達成有關工

作條件或僱傭條件協議的一種協商。 

九、曹芳齡（民 91）認為集體協商乃是勞僱雙方共同決策的過程，其協

商的主要內容是工作條件及勞僱雙方的權利義務，集體協商的目的則是簽定

勞僱雙方共同遵守的協約並確保協約的執行。 

十、Boyan（1969）認為集體協商是教師尋求「權利均衡化」的過程。（引

自涂慶隆，民 88） 

十一、Robbins（1998）將協商定義為是一種兩個或更多的團體交換產

品及服務並且試圖取得一致意見的過程。 

十二、Palestini（1999）認為協商是由兩個或更多團體於它們所爭論

的議題試圖達成共識的過程。 

十三、吳清山（民 83）提出集體談判是指教師代表與學區教育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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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ard of Education）或其代表就薪資、工作時間、工作條件或相互關心

之事物所進行的談判過程。所以，它對教師權益的維護，是有積極的意義。 

十四、張煌熙（民 85）認為集體談判是教師組織與教育主管當局，就共

同關切的事務進行磋商，藉以達成書面協商，作為雙方共同信守的行事規

範。它所追求的目標在於書面協商的達成，這是它與諮詢、聽證、非正式談

判等互動方式最大的區別，也就是它與教師組織功能具有密切關係的根本所

在。 

十五、涂慶隆（民 88）於研究中指出集體協商是教師組織之代表與各級

行政機關共同就教師工作條件或相互關心之事務進行協商，並簽定某一段時

間內的書面契約之連續過程。 

十六、謝文全（民 90）也提出專業談判，是教職員與教育行政機關雙方

就共同關懷的事務，作有秩序的磋商或談判，以便達成共同的協議，做為規

範雙方行為準繩的過程。 

十七、賴春錦（民 91）於研究中指出學校內的協商乃是學校行政單位與

教師會、家長會，為了工作條件、資源分配或其他教育議題所做的一連串溝

通的歷程。 

十八、周崇儒（民 92）指出集體協商就是組織系統的代表與組織內或組

織外某特定團體代表，就其相互關心的事務、工作條件、福利與薪資、權利

與義務等，透過公開討論、談判與磋商，藉以達成共識或解決問題，並做成

書面協商資料，作為雙方共同信守的規範與原則。 

學校集體協商，協商之主體除學校本身及教師兩者之外，尚須把家長團

體列入協商的一員，故將學校集體協商定義為「一個學校行政人員、教師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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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家長團體各派代表，就學校內教學與行政的重大事項，透過溝通達成共

同協議的歷程。」 

 

肆、集體協商的特性 

在我們日常生活中許多問題皆可經由協商來解決，與一般在戰場上的和

平談判、商場上的合作談判、或政治團體間商談，皆有相同之共同點。Roy、

David 與 John 提出協商具有以下的特性（張鐵軍，民 90）： 

一、談判者為兩方或兩方以上，可以是個人，也可以是機關團體 

可以是自己內在的自我談判，也可應用在人與人之間或團體間意見衝突

的情境。 

二、在談判者之間存有利益衝突 

一方想要的結果，另一方不見得也想要，雙方在利益需求關係上有不同

的見解，如此就需要尋求共識來化解衝突， 

三、人們協商是想發揮影響力而獲得更多利益，或使對方做更大的讓

步，甚至完全如己所願 

協商可說是一種自願性的過程，一種追求抉擇的策略。 

四、協商者通常是求同存異 

過程中雙方尋求共識，而非公開決鬥到一方投降，更不是要使衝突的爭

議非由高層出面解決不可，在既定的規章、程序或體系裡無法解決衝突時，

協商就會產生。此外，如果當事人喜歡在體制外另闢解決之道時，協商也會

因應而生。最後大家的目標無非是在異中求同，獲得雙方都能接受的解決辦

法。 

五、一旦涉及協商，就有「給予或取得」（give and take） 

在協商過程中，雙方都期望對方的開場白、請求或要求有所修改或退

讓，但即使一開始並不順利或過程難纏，經過協商之後總會改變雙方的初

衷、拉近距離，真正有創意的協商，甚至不需要退讓，協商者自能創造出雙

贏的結果。 

六、成功的協商，包括有形與無形的解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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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形的因素，諸如深藏的心理動機，將對雙方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例如：（1）在所代表的人面前要體面；（2）想比其他人取得更多優勢；（3）

害怕在協商中開先例。無形因素往往對協商過程與結果有很大的影響，因此

在協商中需要多下工夫。 

 

綜合上述對集體協商的定義與特性，可歸納出集體協商有以下的特點： 

1.集體協商是一個調節、不斷溝通的持續性過程。 

2.要有協商主體：決定需有哪些主體參與協商，協商主體可以是個人也

可以是團體，通常都是兩方以上的協商者坐下來參與會談，而由協商

主體指派或協調協商代表參與過程。 

3.要有協商內容：協商者之間存有利益衝突，有需解決的衝突或問題，

需要雙方達成共識的議題才會進行協商。 

4.要有協商過程：此集體協商是一個理性解決衝突的方法之一，有相左

或差異的需求，想要別人同意自己看法的內心渴望，而透過協商管道

進行溝通，經由「給予」及「獲得」的過程，並於溝通過程保持理性、

尊重的態度，交流雙方意見，尋求雙方認可的解決途徑。 

5.要有協議契約：在協商時除了進行策略，以期能創造持久的協議外，

同時還要考慮和協商對方在協議的有效期限應該存有何種監督機

制，故雙方協議後需協議監督機制以供日後協約的依循準則。  

 

伍、集體協商的內容 

衛民(民 81)指出，集體協商是雇主與工會議定雇用條件的一個過程，其

認為主要的協商內容應該有： 

（一）勞務的價值─薪資、福利、薪資決定方式。 

（二）使用勞工相關規定─工時、工作分類、獎懲方式等。 

（三）個別工作權利─年資制度、解雇等。 

（四）協商關係中工會與管理者的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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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協約履行、解釋和管理的方式─訴怨程序。 

秦夢群（民 83）、陳金泉（無日期）把協商的協商主題分為三大類：  

（一）禁止協商事項：僅指違法的事項，例如要求妊娠或哺乳期間的女工在

夜間工作，此為法所不許，自不得協商。  

（二）強制協商事項：即勞資雙方都不得不談的議題，通常指勞動條件部分。

我國《締結團體協約須知》第 9 條特別規定有關團體協約的一般性質(包括

協約適用範圍、協約之效力、協約之締結程序)、工資(包括工資率、工資等

級、工資之發放次數)、工時(包括每日正常工時、延長工時及其加給)、休

息與休假(包括休息時間、休假日數、休假日工作之工資加給等)為協約之必

備條件(也有人稱為必要記載事項)。換言之，即為強制協商事項。就美國法

院之判例言，強制協商事項之範圍，較上述《締結團體協約須知》第 9條所

規定者，要大的多。包括週薪、月薪、年薪、退休金、有薪休假、加班費、

紅利、獎金、健康及生命保險(由僱主支付保費) 員工入股、年終獎金、員

工購物折扣、值勤輪班、加班、安全、衛生事項，甚至「資深」(seniority

意指享有最優先升遷，最後解雇之保障 )，工作職位分類、工作介紹、升遷、

獎懲、訴怨、仲裁程序、工會確保(union security ,包括 closed shop ,union 

shop . agency shop ,dues check off, hiring hall 等)及不罷工條款等

均包括在強制協商事項範圍內。  

（三）任意協商事項：也就是除前二項以外之其他主題，當事人雙方願意進

行協商並進而簽署協約，固無不可。但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均不得堅持非就任

意協商事項進行協商不可，任一方當事人均得不附理由的拒絕就任意協商事

項進行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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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勞動法》（2001）中工資集體協商試行辦法第 7 條集

體協商一般包括以下內容： 

(一)工資協議的期限。 

(二)工資分配制度、工資標准和工資分配形式。 

(三)職工年度平均工資水平及其調整幅度。。 

(四)獎金、津貼、補貼等分配辦法。 

(五)工資支付辦法。 

(六)變更、解除工資協議的程序。 

(七)工資協議的終止條件。 

(八)工資協議的違約責任。 

(九)雙方認為應當協商約定的其他事項。 

吳育仁（民 91）認為團體協約內容有： 

（一）以勞動關係作分類：1.狹義勞動關係：工資、工時和勞動條件；2.

廣義勞動關係：與工會之關係、個別勞工與雇主之關係；3.類似勞動關係：

學徒關係、企業內之勞動組織、職業介紹機關之利用、勞資糾紛之協調。 

（二）以權利義務內容作分類：1.債法性效力部分：保護第三人效力契約、

凡依可債法原則可成立契約合意者，均得為團體協約之內容（例：工會之承

認、爭議處理程序、合意管轄）、協約之違反，依契約違反之規定處理；2.

法規性效力部分：為純法律、性質為自治規章（為當事人間法律關係之規

範）。 

Stinnet 等人（1966）將美國過去協商所簽契約後分析後，共歸納出七

十多個協商項目，可大概分為 4個方面（引自謝文全，民 91）：（1）談判程

序方面：包括教師專業組織的認定程序、談判範圍、談判會議的進行方式、

解決談判僵局的途徑等；（2）課程與教學方面：包括學校行事曆、師生比例

大小及班級大小、教學助理人員的聘用、教科書選擇與分配、學生聯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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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導、母姐會、教師的任用資格等；（3）人事政策方面： 包括申訴程序

（grievance procedure）、人員的任用與升遷、任教科目的分配、考核教師

的程序、午餐時間、教師專用設備的供應（如休息室、停車場、辦公桌椅、

及儲藏室等的供應）、教學日數及時數、準備教材的時間等等；（4）薪資與

福利方面：包括薪俸表、晉級加薪的辦法、額外工作的津貼、出差的交通費

與膳宿費、各種保險的補助、各種請假的規則等等。 

 國內學者則有謝文全（民 81）認為學校內課程內容的選取與組織、教學

方法的選擇、考試的內容與方式、學生入學與畢業的；標準、教師任用與升

遷的資料、以及教師服務成績的考核等，均屬專業決定的範圍，宜由教師來

從事。至於校地的購置、校舍的建築與維護、設備器材的擴充、經費的籌措

與運用等，均屬於行政的範圍，宜由行政人員為之。為專業決定與行政決定

是相互影響的，故行政人員在做行政決定時，應使教師有表達其意見及提供

建議的機會，而在維護教師的教學自主權的前提之下，中小學教師獲更多教

學事務的自主權。 

顏火龍（民 74）則將國民小學校務運作歸納為科展與教具製作、校舍修

繕及營繕、學童保健及復建、級務及課務安排、教師關係及學校氣氛、值日

夜及導護、行政職權劃分、教師福利、公民及民族精神教育、教學研究觀摩

及參觀、教具及圖書申購、學生輔導及親職教育、校院美化及綠化、校務計

畫及經費預算、校外體育及競賽、教師進修等 16 項。  

陳文燦（民 86）也提出就我國現有的法令而言，薪資、福利已有法律訂

定之，很難成為將來聘約中協商的主要標的及內容，因此在目前教師之非關

教學的行政工作負擔仍然相當沉重的情況下，工作條件及工作範圍最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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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未來學校教師會集體協商的主要內容， 

吳清山等人（民 87）則歸納出學校、教師、家長參與校務運作的範圍有

一般校務、教學、訓輔、教師專業、家長參與等五大項。 

國民教育法（民 88）及其施行細則中有關學校組織執掌之規定，包括整

體校務、教務工作、訓導工作、總務工作、輔導工作、人事工作、會計工作

等七項。 

涂慶隆（民 88）於研究中歸納出應將一般行政事務、課程、教學和訓輔

活動事項應該列入學校教師集體協商的範圍。 

衛民（民 88）於研究中指出公立學校教師會的協商範圍為：（1）制度性

事項：教師會與學校的互動模式、教師會參與決策的事項；（2）行政管理事

項：學校行政管理措施、獎懲、進修等；至於薪資、福利等經濟性事項，由

於權責在教育行政與立法單位，學校教師會不宜干涉，但較高層級的縣市教

師會及全國教師會可適當的介入。 

曹芳齡（民 91）參考《教師法》第 27 條的規定，學者的看法、及 1966

年教科文組織提出《關於教師地位之建議書》則歸納出學校組織中集體協商

的議題有三方面：（1）協商程序方面：即所謂的制度性事項，包括學校教師

會與學校的互動方式，以及教師會參與決策的事項等，如：協商的範圍、協

商會議的進行的方式、解決協商僵局的途徑等；（2）課程與教學方面：在維

護教師的教學專業自主權的前提下，中小學教師獲得更多教學事務的自主

權，內容包括學校行事曆、課程的決定、教科書的選用、學生聯課活動的指

導、母姐會等；（3）人事政策方面：透過人事政策的合理安排，將使教師在

教學有關的事務上獲得進一步的自主權，內容包括教師的任用、教師授課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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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任教科目的分配、各種請假的規則、教師的獎懲與考核、進修、申訴、

教師專用設備的供應（如休息室、停車場、辦公桌椅、及儲藏室等的供應）

與班級人數等。 

跟著時代潮流的轉變，教育生態的變化，學校組織的經營不在單一主

體，行政人員或教師所能單獨決定施行，尤其在學校本位經營的理念中更是

強調多元成員的參與及課程與教學、預算、人事、一般校務的自主，因此綜

合以上專家學者的意見及參考學校實際施作情形，在現今學校本位經營集體

協商的內容應有「課程與教學」、「預算」、「人事」、「一般校務」等 4方面。 

1. 課程與教學： 

（1） 本校教師教學時數的安排 

（2） 本校教師任教科目的分配 

（3） 本校教科書的選用原則 

（4） 本校教學活動的設計與決定 

（5） 學生學習成果的評量方式 

（6） 教師教學觀摩的實施辦法 

（7） 學生品德考查及獎懲實施細則 

（8） 學生輔導與管教方式 

2. 人事： 

（1） 教師進修研習的實施辦法 

（2） 本校教師聘用的條件研擬 

（3） 教師獎懲考核的實施辦法 

（4） 學校內組織編制及人事的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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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預算： 

（1） 校內代課經費的分配與優先順序 

（2） 經費的編擬與分配事項 

4. 一般校務： 

（1） 編排學校行事曆 

（2） 學生入學與編班的原則 

（3） 學校課後活動、才藝班、校外教學活動實施辦法 

（4） 本校校內競賽的舉辦方式 

（5） 學校內大型慶典（如運動會、畢業典禮）的舉辦 

（6） 本校校園的規劃原則（例如：學校圍牆的拆除、學校標

誌的設計） 

（7） 學校發展的方向與策略 

（8） 學校內外導護工作的辦法（例如：站導護的時間、家長

是否參與） 

（9）校園開放與安全維護辦法。 

 

陸、集體協商的類型 

 Roy、David 與 John 認為在協商過程中，彼此雙方具有相互依賴的關係，

相互依賴的關係具有目標互鎖的特性，即雙方都需要對方的協助才能達成目

標。相互依賴的目標是協商的基石，不同協商者的互賴結構決定了協商的可

能結果，以及可能採行的策略和戰略（張鐵軍，民 90）。一般人通常都將協

商視為對抗性、要不就是合作性。將協商視為對抗性的人，會把這個過程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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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零和遊戲」，當中可供贏取的談判籌碼有限，而大家卻都希望成為唯一

的贏家。這種對抗性「贏家全拿」的態度，反應了對「協商」的誤解以及個

人的短視近利。一旦對抗性的協商者贏了，另一方很可能再也不想跟對方打

交道。而持核作態度的協商者則可看見更寬廣，並且可以經由商談進而獲得

的利益。採合作態度的協商者，了解協商不是零和遊戲，而是為參與的各方

創造更大的利益，協商過程能了解讓各方皆為勝利的重要性，如此才能建立

起長期的互利關係（袁世珮，民 92）。Robbins（1998）亦認為在協商過程

中，雙方必然選擇有助於實現各自目標的策略，可分為分配式協商

（distributive bargaining）和整合性協商（integrative negotiation）

兩種。可見在協商的過程中，如何進行、採取何種類型的協商方式，成為協

商是否成功的重要關鍵。 

一、分配式協商（distributive bargaining） 

分配式協商即為一般所稱「win-lose」的模式，此協商方式的最主要目

的是為了要分配固定的資源，雙方的目標基本上是直接衝突的，資源必定有

限，而雙方都想分配到最多，故會運用策略來贏得其最大值， Roy、David

和 John（2001）認為採用分配式協商時，雙方基本上是以競爭的方式進行，

雙方各自擁有起價、目標價及抗拒值，雙方的抗拒值之間稱為「議價範圍」

（bargaining range）、定案範圍（settlement range）或是協議潛力區（zone 

of potential agreement），這各範圍才是協商實際進行的範圍，超出此一

範圍則可能遭受其中一方的拒絕。Kennedy、Benson 與 McMillan 也認為為

了達成目標雙方妥協是必要的，而「妥協」則和協商小組的活動以及兩個組

織目標間的距離是有關的。協商小組所能決定的範圍如圖 3所示是位於理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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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most favorable position，簡稱 MFP）和底限（limit）之間，此一範

圍即稱為「迴轉空間」。Kennedy、Benson 與 McMillan更提出只有在雙方決

定範圍重疊時，才可能達成協議，而此重疊區稱為「討價還價區」，協議可

能落在其中的任何一點，而最後的定案則視雙方的談判技巧而定。但若雙方

決定範圍沒有重疊，則不太可能達成協議。所以在協商進行前，應先訂出自

己的開場條件、目標和可接受的轉圜空間，而在協商進行中，則應逐漸了解

對方的開場條件、目標，然後慢慢逼近對方轉圜空間的底限，以為自己取得

最大的獲利空間（蔡宗揚，民 85）。 

 

 

 

 

 

 

 

圖 3    決定的範圍 

資料來源：談判技巧手冊，蔡宗揚譯（民 85）（G. Kennedy, J. Benson, & 

J. McMillan 原著）。臺北市：遠流，第 50 頁。 

 

二、整合性協商（integrative negotiation） 

大多數協商都不會侷限於單一議題上，每一方都有各自要追求的利益，

也非常可能發展出解決這些議題的個人偏好方法，因此協商時比較可能會涵

理想點（MFP）底限（limit）

A 的決定範圍 

B 的決定範圍 

討價還價區 

理想點（MFP） 底限（li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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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到各種議題，而不限於單一個議題。而談判的籌碼越多，每一方能從協商

中有所收穫的可能性越大。因此，聰明的協商者會運用創意思考，儘可能地

在協商過程中增加協商籌碼。不只是依靠標準運作流程，跳脫框架、排除障

礙，都能增加協商各方可以帶走的成果。這個方法的目的在讓每一方都可以

滿載而歸，對協商結果更為滿意（袁世珮，民 92）。整合式協商本質上就是

尋求一個以上的解決方式以創造出雙贏（win-win）或是共贏（mutual-gain）

的可行策略，在此種情形下，個人與眾人之間有正面的交互作用，Roy、David

與 John 認為一個合作、問題解決、整合式談判，是解決矛盾衝突的最好途

徑；而且最好的解決方案是雙方皆高度的關注，彼此目標是否能被達成；此

外，成功的整合式協商需具備下列的先決條件（張鐵軍，民 90）： 

1.目標的型式：此一目標是雙方一起達成，一起分享的目標，或是一

方不合作便無法達成的目標。 

2.談判雙方要能分享依同工作的動機及承諾，並保持良好的關係。 

3.雙方有意願相信對方的需要是必要的。 

4.雙方之間存在著信任的關係，並樂於延續下去。 

5.對彼此所想得到能清楚且精密的溝通，而且盡力了解對方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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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分配式協商與整合式協商之差異比較 

資料來源：1.談判學第三版，張鐵君譯（民 90）（Roy,J.L., David M.S., & 

John, W.M.）。臺北市：華泰，第 80 頁。 

2.Organizational behavior：concepts,controversies, 

applications.by S.P.Robbins,1998,pp.450. 

 

 

 

 

 

項目   協商方式 分配式協商 整合式協商 

資訊流通 

策略性、選擇性的使用資訊，並

藏匿資訊 

開放資訊共享，以營造一個自由

公開的資訊流通情境 

對另一方之了解 

不去了解另一方或使用資訊去

取得策略性利益 

儘可能的了解另一方的真實慾

望與需求 

對共同點與差異

之重視性 

重視雙方之目標、、標的與利益

的差異性 

重視雙方之目標、標的與利益的

共同性 

解決方案 尋求滿足我方需求的解決方案 尋求符合雙方需求的解決方案 

可用的資源 固定數量的資源被分配 可變數量的資源被分配 

首要動機 我贏你輸 雙贏 

首要利益 相互反對 彼此合作 

關係的特徵 短期 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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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學校集體協商的歷程與原則 

 

壹、集體協商的歷程 

 集體協商的歷程是一個複雜的活動，從協商前的準備到契約的達成與執

行，這中間需要透過各種程序與策略，才能順利達成預期的目標（周崇儒，

民 92）。因此集體協商並不完全毫無目的或毫無準備，說要協商就可以馬上

進行協商，需要集體協商就表示雙方之間就彼此關心的議題認知有所落差，

希望可以達成共識、解決問題以作為日後合作的準繩，因此進行集體協商的

過程不得馬虎，要在雙方有誠意合作、共同尋求解決策略的前提下，進行一

連串溝通、協商的過程。 

Rech 和 Long（1987）提出了 PRAM 模式如圖 4，可營造出雙贏的局面，

其中包括了以下四項步驟： 

（一）建立計畫：根據雙方的目標來決定可能協商的範圍，企圖以建立雙贏

的局面來解決衝突所建立的協商計畫。 

（二）發展關係：發展雙方良好的信用，培養彼此間的信任感，以期和平且

順利的進行協商。 

（三）形成契約：確定雙方的目標及可供討論協商的範圍，彼此能夠優先考

慮以雙方皆有利的方式來解決差異的歧見。 

（四）執行契約：為確保契約能確實運作，雙方應保持良好的關係及密切的

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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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PRAM 模式 

資料來源：The win-win negotiation, by R.R. Rech, & B.G.Long,

（1987）,pp.88. 

 

Morphet 等人（1982）認為集體協商歷程可分為：（1）新契約的協商；（2）

現行契約的執行；其協商歷程中的主要活動如圖 5所示，Morphet 等人（1982）

認為此一歷程是連續性及循環性的，在新契約的協商之後即要進行契約的執

行，而迄約的執行之後則要馬上為下一個新契約作準備，Palestini（1999）

也認為在前一個契約簽訂之後，隨即為下一個協商活動準備，期間的彈性時

間為 6 個月。而在這歷程中的兩個活動進行時，可以採取各種非正式的協

商，以處理可能遭遇的困難。 

 

 

計畫 

維持 
關係 

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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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Morphet 等人的集體協商歷程 

資料來源：Educ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Administration：Concepts, 

Practices, and Issues, by E. L., Morphet, R. L., Johns, 

and T.L., Rell,（1982）, pp.379. 

 

Castetter（1986）認為集體協商的歷程是一個既廣泛又複雜的活動，

包括（1）協商前的計畫：發展協商的結構、分析現在的契約、分析預期的

議題、預測財政的前景、評估契約可能的變化、比較各地的契約、檢討來自

契約的協商 

契約的執行 

1.協商前的準備 

2.組織 

3.協商的策略 

4.協商的技術 

5.僵局與停頓 

6.契約的達成

1.契約的溝通 

2.行政小組的說明 

3.現行契約的檢討 

4.申訴的程序 

5.契約爭議的解決 

非

正

式

的

諮

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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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單位的報告、準備協商的手冊、預期工會的計畫、明確的策略和戰術；

（2）契約協商：建立基本規則、改變計畫、評估工會的計畫、準備計畫回

應、計畫僵局的處理、準備罷工的計畫、契約的認可；（3）契約執行：契約

的溝通、契約擬定人員的說明、執行申訴系統、處理契約的爭議、檢驗契約

的正當、有效、適當性等三個階段（如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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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商前的計畫 

契約協商 

契約執行 

1.發展協商的結構 

2.分析現在的契約 

3.分析預期的議題 

4.預測財政的前景 

5.評估契約可能的變化 

6.比較各地的契約 

7.檢討來自行政單位的報告 

8.準備協商的手冊 

1.建立基本規則 

2.改變計畫 

3.評估工會的計畫 

4.準備計畫回應 

5.計畫僵局的處理 

6.準備罷工的計畫

1.契約的溝通 

2.契約擬定人員的說明 

3.執行申訴系統 

4.處理契約的爭議 

階段三

階段二

階段一

 

 

 

 

 

 

 

 

 

 

 

 

 

 

 

 

 

 

 

圖 6  Castetter 的集體協商歷程模式 

資料來源：The Personnel Function in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by 

W. B. Castetter, 1986, pp.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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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b 等人（1994）則認為集體協商的歷程，要有 5個的步驟：  

（1）計畫和準備：包括先決定僵局程序、最初策略、成本分析、範圍、基

本規則目標、資料蒐集；（2）單位的認定：決定協商代表、認可協商單位、

組成協商單位；（3）代表的決定；決定主要發言人、教育委員會小組的選擇、

工會小組的選擇；（4）策略協商：達成協議、簽訂契約、申訴條款、戰略；

（5）達成協議：評估重要性、契約的溝通、申訴的執行、認可（如圖 7）

所示： 

 

 

 

 

 

 

 

 

 

 

 

圖 7 Webb 等人集體協商的歷程 

資料來源： Human Resources Administration: Personnel Issues and Needs 

in Education（2nd ed.）, by L. D. Webb, P. A. Montello, and 

M. S.Norton,1994,pp.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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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可協商單位 
組成協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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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學者所提出的集體協商歷程大致上差異不大，都是研究教師代表如

何與學區行政當局進行協商，屬於學校層級與上級之間的協商，本研究中的

集體協商則是指學校內團體之間的協商，這些程序可作為學校本位經營集體

協商歷程之參考。 

國外學者 Palestini（1999）認為學校內的集體協商有四個步驟： 

（1）準備協商；（2）決定使用及發展的協商策略；（3）進行協商；（4）

簽署意見一致契約；而國內的研究中，涂慶隆（民 88）於研究中指出教師

集體協商歷程的主要事項可歸為六項：（1）集體協商前的計畫與準備；（2）

集體協商小組代表的決定；（3）集體協商的策略；（4）集體協商的僵局與僵

局處理程序；（5）達成協議；（6）契約的執行。 

謝文全（民 90）則認為專業談判應分為 3個階段的進行：（1）推選及組

織談判小組；（2）進行談判；（3）簽訂合同或契約。另曹芳齡（民 91）也

提出集體協商程序的步驟為：（1）準備與計畫；（2）進行程序性協商；（3）

進行實質性協商；（4）簽定及實施協約。 

 

綜合以上學者針對學校組織的集體協商步驟，研究者歸納學校集體協商

程序為前置作業、協商作業、執行作業，分別將其包含之內容陳述如下： 

 

（一）前置作業：協商的準備過程是和協商本身一樣重要

（Palestini,1999）。協商不是為「協商」而存在，協商並不是漫無目的，

需先發現有協商的需求，知道的協商的目的何在，才能發動一場有效率的協

商（陳金泉，民 92），Cohen（2003）更直接提出了談判的準備工作應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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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重點：（1）了解你的利益；（2）假設其他人的 BATNA（談判協議的最

佳方案），事前充分預想對方的 BATNA；（3）了解談判的主題；（4）了解你

要交涉的談判對手。周詳的計畫和完整的準備，有助於在協商中順利達成所

要求的目標，並爭取到最大的利益（涂慶隆，民 88），因此事先的前置作業

需完備才能使協商過程順利且達成其協商效果，前置作業包括： 

1.確定議題：首先要先知道協商的內容為何，最有效的方法是查 

閱最近或以往的經驗中，將可確定協商範圍及未來協商最有可能發生的情形

（Palestini,1999），Cohen 認為必須明確了解並點出談判主題的議程項目，

且在設定議程的過程，將會實際了解哪些實質要素應該被涵蓋在這場談判之

中（袁世珮，民 92）。 

2.蒐集資料：蒐集有關資訊和必要的資料供作決定和成本分析之 

參考，在集體協商之前，雙方都必須蒐集資料、評估資料，使得在協商時可

供發言之參考和佐證（Webb 等,1994），經由蒐集了解對方的立場，就能以

較有利於自己的數字和事實來反駁對方（Robbins,1998）。Cohen 認為尤其

在準備過程中，對自己的利益和優先順序的注意，應當能幫助發展出一套談

判可能結果的期望。在形成自己的期望時，先規劃願意讓步或交換哪些部

分，才能滿足自己的利益，事先規劃的讓步所帶來的痛苦遠低於你在壓力下

被迫做出的讓步（袁世珮，民 92）。所以事先搜集完備的資料，是一件「知

己知彼」功夫，多一分準備可以更了解自己的優劣情勢，創造機會改善你認

為自己處於劣勢的地方。 

3.推選代表：要先確定協商主體，知道有哪些人要參與協商， 

之後再由團體中推選代表參與協商，Palestini（1999）強調協商的代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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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能夠反應學校內的層級，人選應重在適當的職位身分，人微則言輕（陳金

泉，民 92），而且代表必須需是具有協商知能、法律知識、了解協商過程，

必且具備分析、計畫及協調的能力；說服力強，具協調性，有耐力，對協商

的目標有充分的理解及支持，此外，人數不宜過多，約三至五人較為洽當

（Webb 等,1994；陳金泉，無日期）。 

 

（二）協商作業：協商實際上是一個交換的過程，企圖反覆不斷的討論

岀大家的共識，因此協商時各方需作適當的讓步（Robbins,1998）。 

1. 協商品質：Cohen（2003）認為要增加更多的談判籌碼，心態 

一定要開放，在準備與回應對方提議時，能有突破框線的思考（袁世珮，民

92）。要達成共識，保持一個合理且有禮貌的氣氛在協商過程中是很重要的，

一旦建立適當的氣氛，協商者將可針對欲協商的議題進行討論，互相評論並

且回應對方的計畫（Palestini,1999）。除了要持有開放的心態、合協的氣氛

外，在談判各方之間更要能彼此尊重、建立信任，當談判各方對彼此並不十

分熟悉，或者是過去的關係並不融洽時，應使用各種工具加強他們與對方相

處的自在感（袁世珮，民 92），提高協商的品質。故協商品質應具有下列要

點：（1）彼此能保持理性的態度；（2）彼此能聆聽他人的看法；（3）彼此能

尊重他人的看法；（4）彼此能完整表達你的意見；（5）彼此意見有充分討論

的機會；（6）彼此用語口氣溫和有禮；（7）彼此不會使用不適當字眼。 

2.協商策略：協商的目的在於達成共識、解決問題，以尋求雙贏

的成功，但協商的參與者多希望對方能順從自己的意見，Taylor 提出有 4

種方式可以獲得對方的認同（張滿玲，民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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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腳在門檻策略：先提出一個小要求，對方順從後，再提出

另一個比較大的要求。 

（2）低空拋球策略：先提出一個合理的要求，然後再透露會是

使其付出代價增加的細節，也就是讓一個人依據不完整的訊息而被要求同意

某事，稍後再被告知完整的狀況。 

（3）門在臉上策略：先提出一個不合理的大要求，然後立刻提

出一個比較適當的要求。 

（4）不僅如此策略：先提出一個很大的要求，然後立刻提供獎

金或折扣，使這個要求較為合理。 

 

因此在學校進行協商時，可採行的協商策略有以下 4個方向： 

1. 先同意較小事項，再討論其他較大的問題。 

2. 先同意大架構，細節部分再行討論。 

3. 先排除事項中不合理部分，再協商比較適當的方法。 

4. 討論重大事項如具有誘因，則可先行同意。 

 

3.僵局處理：集體協商過程中經常會因為雙方堅持各自主張，彼此

不肯讓步而使協商陷入僵局（涂慶隆，民 88），僵局為談判之鑰（劉必榮，

民 85），當協商意見觸礁形成僵局時，通常有調解（mediation）、事實調查

（fact-finding）、仲裁（arbitration）、罷工（strikes）、停工（lockout）

等方式（Morphet 等,1982；Webster,1985），而交涉的過程中，成員還會運

用強制權力以增加自己的利益（李美枝，民 74），但國內目前學校組織內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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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以罷工、停工的方式處理僵局，通常會採下列 5 種處理方式（秦夢群，民

87；曹芳齡，民 91；謝文全，民 90；賴春錦，民 91），以幫助協商的雙方

很快的重回正式的協商中： 

（1）強制權力：若協商的一方擁有較大的強制權力，使協商過程

地位不平等，擁有權力者會利用自己的權力威脅對方，被威脅的一方若不順

從威脅者的要求，則將遭受處罰，有時由於害怕處罰的繼續，對方可能更急

於達成協議或屈服，此時的協商地位平等點已降低（李美枝，民 74），也容

易造成擁有強制權力的人說話無人敢反駁的情形。 

（2）休會：協商過程中難免碰到互不相讓之僵局，此時最能考驗

協商代表的智慧。碰到僵局時，宜先休會，雙方各自冷靜一段時間，也同時

再檢討一下我方的讓步底線，及對方遂行爭議手段的可能性及利弊得失（陳

金泉，無日期）。 

（3）調解（mediation）：調解與仲裁最大不同之處在於，調解人

身為中立的第三方，並不提供任何解決方案。調解的目標在協助爭議各方化

解事端，因此，當事人的人格特質與期望、爭議的本質與發展過程，以及調

解人的性格與技巧，都會使調解人的功能有所不同。可以從調解人積極的程

度，以及他們的職業、所扮演的角色，看到這些因素對調解產生的影響。在

調解過程中，勝任的調解人大致會以下列的順序採取行動；敦促當事人彼此

交談、協助他們了解調解的本質與目標；傳遞訊息；協助當事人談妥議程、

或幫他們設定時程；提供妥適的談判環境；維繫談判秩序；協助當事人了解

他們的問題以及衝突的根源；排除當事人不切實際的期望；協助當事人擬訂

化解爭議的提案；協助當事人進行談判；建議化解爭端的方式；以及最後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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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他們接受某個和解方案（蕭羨一，民 90），第三方能客觀地看待各方，編

製成一個考慮每一個人利益的計畫（楊恆達，民 85）。而學校組織中集體協

商的過程中，當事人需要第三人擔任調解人時，調解人通常由政府部門官員

擔任、社區上有經驗的人士、或是退休的教育界人士來擔任，分別就雙方爭

論的問題加以討論，並試圖說服雙方相互讓步，提供自己的專業意見以釐清

爭論的焦點，促進雙方理性的溝通，調停下而作的讓步常被視為最有利於解

決交涉問題的反應，由於旁觀者清，他同時擁有爭執權力雙方的訊息資料，

所提議的方案較容易被視為公平，而使雙方較願意調整其抱負水準（李美

枝，民 74）。 

（4）事實發現法（fact-finding）：由一個第三者或小組來蒐集有

關爭論問題的事實資料，提交雙方參考，以便於有助於問題的解決（謝文全，

民 91）通常這個第三者可由政府指派，也可由當事人聘請大學學者或是地

方名望人士或退休老師來擔任（曹芳齡，民 91），通常第三方只提供事實資

料，意見也僅供參考用，而不提供解決辦法，亦不試圖說服任何一方讓步 

（5）仲裁（arbitration）：當以上的方法都無法使協商主體冷靜

思考，均無法建立有效溝通平臺時，仲裁即為最後的手段。仲裁本質上仍具

有對抗性質，由第三方做出具約束力的裁決，性質最近似法律訴訟。爭議各

方有時會在發生衝突之後，決定尋求仲裁。理論上，仲裁規則取決於爭議各

方，但實務上多採用美國仲裁協會（American Arbitration Association, 

AAA）建議的程序，爭議各方基本上會選擇單一仲裁者、或通常稱三人為一

組的仲裁團（蕭羨一，民 90）。而在學校組織中，最常見的仲裁者為上級的

教育行政機關，聆聽雙方意見，並審查當時情勢，以提出解決的方案；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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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分為兩種，一種是約束性協商，即雙方一定要接受仲裁者所提出的解決

辦法；另一種則為建議性的協商，即雙方不一定要接受仲裁者所提的辦法（謝

文全，民 91）。 

故學校中集體協商僵局處理有以下方式可循： 

1. 擁有裁量權者的一方說了就算。 

2. 先休會擇期再開。 

3. 請第三者調解。 

4. 請第三者進行事實調查，提供真實資料供雙方參考。 

5. 請第三者舉行仲裁。 

 

（三）執行作業： 

 在經過協商雙方已就問題達成協議之後，便要將協商結果正式化 

（Robbins,1998），將協商的結果用文字呈現出來，以簽訂契約，而此契約

應經過雙方共同的確認，將來才不會引起爭議（涂慶隆，民 88），並且考慮

你和談判對方，在協議的有效期間應該存有何種監督機制（袁世珮，民 92），

如僅獲致「結論」，而不簽訂團體協約，僅以「君子協定」( Gentleman 

Agreement) 之方式約束雙方，仍不算是一次成功的團體協商（陳金泉，無

日期）。合同簽訂之後，雙方的行為就要受其約束（謝文全，民 91），甚或

有時會找個公正的第三者來監督談判各方的表現，因為談判各方會比較信任

客觀的局外人（袁世珮，民 92），協商的最後步驟無非是使協商共識的成果

得以落實，如此才算是有效且成功的集體協商。 

因此學校集體協商後協商成效亦為重要之課題，歸納出以下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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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能以最短的時間完成協商達成共識。 

2. 能用最少的人力完成協商達成共識。 

3. 能花最少的經費完成協商達成共識。 

4. 能用簡潔的程序完成協商達成共識。 

5. 全部按照協商成果進行。 

6. 學校能根據自校的特性及需求安排、設計課程與教學。 

7. 學校能根據自校的特性及需求作預算的管理的分配。 

8. 學校能根據自校的特性及需求作學校人力上的調整。 

9. 學校能根據自校的特性及需求甄選適合的教師。 

10. 學校成員能對學校決策表達意見。 

11. 學校在課程與教學方面的決策能具體落實執行。 

12. 學校在人事方面的決策能具體落實執行 

13. 學校在預算方面的決策能具體落實執行。 

14. 學校在一般校務方面的決策能具體落實執行。 

 

伍、集體協商的原則 

Webb 等人（1994）即協商的目的在於達成協議，因此成功的協商常常

取決於下列因素： 

（一）協商的過程是以專業為基礎 

（二）在雙方所限制的範圍內達成協議 

（三）協商達成不會帶來更多的申訴 

（四）達成協議不會再宣告陷入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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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慶勳（民 85）則提出下列七項談判原則： 

（一） 有備無患---談判之前不僅要先了解自己的立場、籌碼，也要了解所

追求的目的以及如何進行談判。 

（二） 培養定力---談判前要先做好各項工作及心理準備與計畫，養成「定

→靜→安→慮→得」的談判心法。 

（三） 寧可輸，也不要破裂---談判者宜視本身籌碼的多寡，抱持「留得青

山在，不怕沒柴燒」的心理準備，談判結果最好依序選擇「贏→和→

輸→破裂」的策略。 

（四） 掌握談判開場氣氛---談判者宜仔細觀察談判開始的氣氛，妥善運用

發問技巧，誘導能使談判進行的氣氛。 

（五） 不能大幅讓步---為了尋求對方的合作，宜漸進地以附帶條件的討價

還價的方式慢慢讓步，將損失減到最低。 

（六） 勇於面對困難情境---只有面對問題才能有機會解決問題，否則將會

被對方識破弱點而處於不利的地位。 

（七） 盡量使主控權操之在我---能夠擅用談判策略與計謀就能掌握談判主

控權，奠下談判的勝利的基礎。 

Cohen（2003）則提出在談判中應加以注意的要點，其稱為談判智慧的

七大支柱（如圖 8）（袁世珮，民 92）： 

（一）關係：談判最聰明的方法就是把每一次談判當成關係延續的一段經

歷，因為在眾多談判中可能會一而再、再而三與相同的人進行談判。

這種態度可以讓你了解持續關係的價值，並從更長期的觀點來看待得

失，對於日後談判過程將會有顯著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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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利益：談判不是一場競賽，參與談判的每一方，都是為了利用這場談

判，好為自己的利益帶來最理想的可能解決方法。滿足自己的利益，

不見得就意味要否定會呼應他人的協議，必須先充分了解自己本身的

優先利益，才不會在倉卒之間做出損及利益的決定或承諾，因此在談

判過程中，安排利益的焦點優先順序位置將成為談判中的一大抉擇。 

（三）BATNA：即為「談判協議的最佳替代方案」（Best Alternative To a 

Negotiated Agreement），經由準備談判的過程，要對自己的 BATNA

有相當程度的了解，如此才會知道談判是否能為自己所面對的問題提

出一個好方法，調查任何可以控制或掌握的資源，藉此建立上談判桌

之前的底線，一個可以做出明智抉擇的標竿。 

（四）創意：突破框線的思考，試著跳脫當時的情境，從不同的角度來思考

所面對的情勢，以擴大談判各方的可能性，可以幫助各方尋求共共

識，及各方願意履行的協議。 

（五）公平：必須了解整個談判過程的公平性、氣氛是否融洽、以及多方是

否願意接受，談判過程中必須有公平性的存在，方能確保對方能夠同

意最後的協議並履行協約。 

（六）承諾：只有在協議受到各方承諾遵守時，這場談判才算成功。在談判

結束後，分析談判過程時要特別注意，手上握有多少資訊，可以藉此

了解他方履行協議責任的可能性高低，找出一些標竿或衡量標準，以

呈現對方履行承諾的可能性。 

（七）溝通：資訊是談判的基本要素，而溝通就是資訊在談判各方間流通，

要知曉取得何種資訊才能達成明智又耐久的協議。成功的溝通會讓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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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過程透明化，透明化能建立信任，有了透明化的談判過程，談判者

就不會欺騙彼此，運用清楚的溝通方法，降低談判與最終合約生效期

限前出現突發狀況的可能性。 

 

 

 

 

 

 

 

 

 

圖 8：談判智慧的七大支柱 

資料來源：談判協商，袁世珮譯（2003），S.P.Cohen 原著。 臺北市:

麥格羅·希爾，第 125 頁。 

由上述可知，協商進行的過程中可能因雙方的利益、需求不同，或是協

商方式的不同，而產生全盤皆輸，或是一方輸家、一方全贏的結果，但是本

於教育以學生為主體的主要宗旨，學校組織中在進行協商時應謹慎考慮協商

的過程是否會侵略學生的受教權、傷害教育的本質，勿以一己之私傷及學生

的權益，彼此之間宜以追求雙贏為目標，相互取捨並協調出平衡點，有效且

平和的化解彼此間的衝突及歧見，並切實遵守協議，期以建立日後長期的互

助、互尊、互信的合作關係。 

準            備 

溝

通 

承

諾 

公

平 

創

意 
B

ATN
A

利

益 

關

係 

協       議



 44

第三節 學校集體協商相關研究 

本節主要探討我國目前學校組織中集體協商的相關研究，分為教師與家

長兩方面做探討，主要以博碩士論文及發表於期刊雜誌的研究計畫為主，將

主要內容概述如下： 

壹、教師方面 

一、蘇素鸞（民 80）在《中學教師對參與工會及罷教的態度》研究中，

以中學教師為調查對象進行問卷調查，研究結果顯示多數教師選擇以理性溝

通的方式解決問題，也同意他們是為了爭取改善「工作條件」而願意加入教

師工會，其次才是為了提高「工作待遇」而加入工會，而年齡愈大、年資愈

深的教師愈不會有抗拒行為，也愈反對罷教權，研究也發現贊成採行罷教手

段的教師，同時也是支持藉「理性溝通」或「集體抗爭」行為來表達不滿，

可見會爭取罷教的教師，乃是理性的一群，只不過是想藉著加入工會而以集

體力量來表達不滿而已。 

二、吳昆彰（民 82）在《我國公立中小學教師籌組工會可行性之研究-

以臺北縣公立中小學》的研究中，以問卷調查法進行研究，研究結果顯示教

師的罷教態度相當理性，對於爭取工作權保障和行政決策參與權而發動罷教

表支持的態度，但為爭取更好薪資和福利而罷教則不表同意，研究結果教師

籌組工會是可行的，教師工會的成立對教育革新，甚至是對社會整體的發展

是一項社會資產而非負債；認為教師工會的功能應具有與教育行政主管機關

或校方溝通的功能，擁有行政決策的參與權，並且應兼重會員權益和教育學

術研究。 

三、高義展（民 87）在《國民小學學校教師會組織功能、影響型態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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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效能關係之研究》的研究中，以問卷調查法進行資料蒐集，研究結果顯示

目前學校教師會較少使用集體協商，而大型學校比小型學校愈能發揮集體協

商的型態，而且集體協商發揮得愈好，其學校效能各層面也較佳。 

四、白世文（民 87）在《臺北市國民小學教師會參與學校行政決定之研

究》中，以問卷調查法調查臺北市已成立教師會的學校，調查學校教師參與

學校行政決定的情形，研究結果顯示學校教師會參與學校行政的意願並不

高，只有與教師個人權益相關的「人事」、「總務」、「輔導」部分參與意願較

高。 

五、涂慶隆（民 88）在《國民小學學校教師會集體協商功能及其運作歷

程之研究》中以問卷調查進行分析，研究結果顯示學校教師會所參與學校相

關事務之優先考量因素為與教師權利、義務相關的事務，大多數國民小學教

育人員認為學校中一般行政事務、課程、教學和訓輔活動事項應該列入學校

教師集體協商的範圍，大多數教師認為學校教師會集體協商有助於校務的推

動，也使校長及行政人員的權力縮減，大多數教師認為學校教師會集體協商

的實施，在目前有法令不明確及學校教育人員缺乏協商知能的限制。 

六、衛民（民 88）在《從勞動三權觀點論公共部門教師會協商權與罷工

權》研究中，針對學校中已成立教師會的教師會理事長和校長進行問卷調

查，研究結果顯示理事長和校長均支持教師會擁有集體協商權，且理事長的

支持度明顯高於校長的支持度，而雙方在教師會是否擁有罷教權的議題上，

則明顯持相反意見，校長對教師擁有罷教權持強烈反對的意見。 

七、張容雪（民 88）在《學校教師會運作情形之研究 : 以臺北縣市學

校為例》研究中以臺北縣市已成立教師會的學校作為問卷調查對象，研究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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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顯示學校教師會成立的主要原因是為了爭取及保障教師權益、爭取教師專

業自主空間、增加教師參與學校決策的機會及促進教師專業成長，而目前教

師會的主要運作內容是針對學校應興革事項提出建議、維護或爭取教師權

益、參與校內各項事務決策及規劃等，唯在自律公約的功能有待加強。 

八、李克難（民 89）在《國民中學校長政治模式領導策略之研究》中以

國民中的校長作問卷調查的對象，另訪談 10 位中學校長，研究結果顯示學

校行政與家長會、教師會運作順暢對中大型學校發展有助益。 

九、林淑華（民 89）在《國小教師參與學校教師會的功能需求、運作策

略與組織滿意之關係》研究中以問卷調查法調查國小教師會的運作策略，結

果發現學校教師會的運作策略中以「集體協商」對學校教師會的滿意度最具

解釋力，並且建議學校教師會應擴大溝通層面，運用「集體協商」策略以提

升會員的滿意度。 

十、林君齡（民 90）在《國民中學學校教師會運作之微觀政治個案研究》

中，以質性研究的方法，進入一所國中透過觀察、訪談、文件分析等方法蒐

集資料，結果發現教師會成立之初，因教師想要改變學校過去由上而下的運

作模式，加上雙方對於溝通技巧或方式都不熟悉，因此造成彼此間的衝突，

最後在校長、教師會理事長的引導下，才逐漸改變學校與教師會之間緊張的

氣氛，也逐漸使行政單位改變權力支配的觀念，以權力分享的態度來看待教

師會的存在。 

十一、柯素月（民 90）在《國民小學學校教師會之個案研究》中，採取

質性研究的方法，以一所國小教師會為個案研究對象，探討學校教師會之發

展過程、概況、運作方式、未來展望，以及學校成員的看法、感受和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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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發現學校教師會與學校行政之間的溝通方式採取私下協商，從未進行過

集體談判，彼此之間具有合作與利益衝突的互動關係，其關係型態較屬於合

作型，但學校行政較強勢。 

十二、曹芳齡（民 91）在《學校組織中集體協商運作之研究—以北部六

縣市國民中學為例》研究中，以問卷調查法對國民中的校長、主任、組長進

行研究，研究結果顯示國民中學的集體協商目標達成不特別顯著，而且主要

困境是協商意見不易整合與協商知能不足，而國民中學集體協商困境對國民

中學集體協商目標達成具有明顯的負面影響。 

十二、賴春錦（民 91）在《臺北市國民中學學校行政協商之研究》中 

，以學校校長、主任、組長為調查對象進行問卷及訪談的研究，研究結果顯

示學校行政人員肯定學校行政單位與教師會、家長會之協商，有助於席政工

作之推動，行政人員亦能主動與教師會、家長會協商，而在協商的優先考慮

事項為學生權益，協商地點多以會議室為主，且教師會會長認為教師的法律

素養不足及協商意見不易整合，教師對於公共事務的不關心，造成教師會運

作的困難，而家長會對行政協商最大困難為對校務的不瞭解及沒時間參與。 

 

貳、家長方面 

一、陳良益（民 85）在《我國國小學生家長參與學校教育之研究》中，

探討國內家長參與學校教育的情形及國小教師與家長對「家長參與學校教

育」的看法、實施態度與滿意程度，並探討推行上的困難與改進意見。研究

結果顯示國內國小教師及家長對家長參與學校教育都持正面看法，國內國小

教師及家長對家長參與學校教育的態度有待加強，國內國小教師及家長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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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參與學校教育及政府所做努力的現況持有中等的滿意度，而家長參與學校

教育的障礙包括了「家長沒有時間」、「家長要求特權」及「家長會功能不彰」

等因素，並建議強化家長組織，健全正式參與管道、提供在職訓練，提升家

長參與知能，提供多種誘因， 鼓勵教師與家長合作。 

二、詹秋薇（民 85）在《臺北市國中義工家長參與的現況與發展之調查

研究》中，採用文獻探討、問卷調查以及深度訪談等方法，對臺北市國中義

工家長承辦人發出問卷，研究結果顯示學校是否成立義工家長和學校主事者

的理念及校齡有關；工家長參與項目以親職教育為最多，學校及家長對義工

家長參與的評價都是正向的，父母成長團體在義工家長參與中扮演重要的角

色義工家長發展的歷程是漸進的且和家長會關係密切。 

三、王威傑（民 85）在《國民小學家長會組織及其運用之研究》中，以

問卷調查方法，對臺北市、高雄市及臺灣省之公立國民小學的學校教育人員

與家長進行調查，研究結果顯示家長會具有：作為家長與學校溝通的橋樑、

協助學校及協助家長等三大功能，長會的運作方式，包括：舉行會議、辦理

親師活動、參與義工服務、發行刊物、參與學校行政事務及成立家長會辦公

室等六大項，惟目前國民小學學校層級之學生家長會則以前三項之運作方式

較為普遍；國民小學學生家長會適合協助學校辦理的活動，包括：運動會、

園遊會、校外參觀教學、募款活動及晚會等親師活動；而家長會本身則適合

主辦園遊會及募款活動等二項 親師活動；國民小學學生家長會應採取選派

代表的方式參與學校行政事務，並應有所限制。 

四、郭明科（民 85）在《國民小學家長參與學校教育之理論與實際研究》

中，探討家長參與學校教育的相關理論，研究結論如下：家長參與學校不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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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傳統的角色，可扮演更積極的倡導與決策者的角色，父母教育權是自然法

不可侵犯之權利，為保障兒童的學習權，家長應有適當參與決策的機會；目

前家長會的運作狀況普遍不理想，尚有許多改進空間；民間教改人士認為家

長會、教師會與學校行政是建構學校教育的平衡機制。 

五、張明侃（民 86）在《桃園縣國民小學家長會參與校務運作之分析研

究》中，以問卷調查法，調查桃園縣各國民小學家長會參與校務運作狀況，

研究結果發現桃園縣國民小學家長會大體而言組織完整、結構健全、功能齊

備、運作良好、對校務的影響有良好的助益；桃園縣國民小學各有關人員對

家長會參與校務的看法，以期望家長會參與服務性的工作居多；教師對家長

會參與校務運作持較高的要求，但對開放讓家長會參與校務的看法上，卻持

較保守的態度。 

六、洪麗玲（民 87）在《臺北市國小學生家長參與學校事務及其相關因

素之研究》中，採問卷調查法瞭解國小教師與家長對家長參與學校事務的看

法，結果顯示：教師與家長均對家長參與持正向態度，但家長的態度較為積

極，雙方在參與類型、層級、途徑、家長參與校務會議和甄選教師部分看法

分歧；而「家長過於忙碌，沒有時間參與」、「教師與家長對家長參與的理念

不同」、「家長參與學校事務的能力與技巧不足」是阻礙家長參與主要的因

素。「提供家長參與學校事務的方法與指導」、「協調家長與教師間的教育理

念」則是促進家長參與最有效的方式。 

七、黃傳永（民 87）在《校長轉型領導與家長參與學校教育之研究》中，

以問卷調查法瞭解臺北縣市國民小學校長轉型領導與家長參與學校教育之

現況，研究結果發現臺北縣市教師對於家長參與學校教育知覺偏向中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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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校長在學校中的領導風格若表現出較高的轉型領導行為，則學校中家長

參與學校教育活動的程度也相對較高。 

八、吳烈洲（民 90）在《學生家長參與學校事務之研究--以桃園縣平興

國民小學為例》中，，探討一個學校家長參與學校事務時，可從了解家長參

與現況、相關人員的看法，研究結果顯示家長參與學校事務的內容可以分為

政策、教務、訓輔、總務、人事、公共關係等六類；家長參與學校事務中，

家長扮演決策與決策諮詢、監督、倡議、倡導、義工、支援、學習、支持、

旁觀、溝通、承辦、訊息提供等角色；家長參與學校事務產生的正面影響，

遠多於負面影響；家長與教育人員對家長參與學校事務的看法稍有不同。 

九、簡加妮（民 90）在《高雄市國民小學家長參與學校事務角色層級及

影響策略之研究》中，採調查研究法進行研究結果的分析，研究結果發現國

內國小教師對家長參與學校事務都持整正面看法；家長參與學校事務角色層

級尚有溝通改進空間；家長參與學校事務的障礙包括了「家長參與能力技巧

不足」、「家長過於忙碌」、「害怕子女遭人另眼看待」等因素；校人員與家長

均認為，家長有意見提出時多以「理性的」、「隱性的」影響策略使用頻率較

高，使用效果也較好。 

十、李淑芬（民 90）在《臺北市國民小學學生家長參與學校行政決定之

研究》中，探討臺北市國民小學學生家長參與學校行政決定的現況，研究結

果發現，臺北市國民小學學生家長對家長參與學校行政決定抱持正向積極之

理念；臺北市國民小學學生家長對家長參與學校行政決定之理念受個人背景

之影響；臺北市國民小學學生家長對家長參與學校行政決定的態度不夠積

極；臺北市國民小學學生家長參與學校行政決定現況尚有改進之空間；「缺



 51

乏家長參與學校行政決定的政策或指導方針」、「家長太忙，沒有時間參與」

以及「地方派系的介入」是阻礙家長參與學校行政決定的三個主要因素。 

十一、佘豐賜（民 90）在《臺南縣市國民小學家長參與學校事務及其相

關問題之研究》中，探討國小教育人員與家長對家長參與學校事務的態度、

對家長參與的類型及參與的角色層級之看法，研究結果發現國小教育人員與

家長對家長參與的態度都抱持積極的看法；在家長參與的類型中，以「決策

倡導」之看法差異最大；阻礙家長參與的主要因素是「過於忙碌」、「缺乏互

動」、「能力不足」、「難以參與」及「理念不同」；促進家長參與的主要因素

是「溝通教育理念」、「提供教育方法」、「成立家長成長團體」和「定期提供

學校重要行事曆」。 

十二、林美惠（民 90）在《高雄市國民小學家長參與校務及其影響因素

之研究》中，採調查研究法進行研究結果之分析，研究結果發現；家長參與

校務能力和意願有顯著關係，參與能力愈高，參與意願也愈高；家長參與校

務能力和意願間有明顯的不同。 

十三、陳慕華（民 90）在《國民中學家長參與校務和學校效能關係之研

究》中，探討家長參與校務與學校效能的關係，研究結果顯示，國民中學家

長參與校務的程度有待提昇；目前家長參與校務仍以庶務性或非專業性活動

居多；國內家長參與校務的法源基礎仍不夠具體完備；家長參與校務的程度

會影響學校效能；在家長參與校務各層面中，以社區營造與關係對學校效能

最具有預測力；家長參與校務和學校行政看法或作法不同時，學校的處理方

式十分紛歧；家長參與校務雖有許多正面影響，但亦會帶來不少的負面影響。 

十四、謝宜倫（民 91）在《國小家長參與學校教育之個案研究－以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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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太平國小為例》中，探討國小家長參與學校教育之障礙與策略，研究結論

顯示，家長參與學校教育的內容趨向多元，參與的層級提高到參與決策層

面；家長參與學校教育的負面影響大多源自於親師間的衝突；學校重視家長

的參與，有助於教師及家長對於家長的參與產生正面的看法；教師運用良好

的人際溝通技巧，較易與家長產生良好的互動；家長以尊重學校為前提，參

與而不干預。 

十五、許水和（民 91）在《高雄市國民中學學生家長參與校務之研究-

家長與教師的觀點》中，以問卷調查法的方式進行研究，研究結果發現，國

中家長與教師認為學校家長會面臨的問題，以運作方面較多；家長參與校務

功能不彰，主要原因來自家長本身、家長會、學校行政三方面。 

 

 由以上研究可發現以下的特點： 

1.研究方法上多以問卷調查的量化研究為主，質性調查法則是以個案研

究為主。 

2.研究對象上，多以中小學為主，且調查研究的對象多為教師、家長，

多未能同時研究行政人員、教師、家長三方。 

3.研究成果上，教師多贊成以理性溝通的方式解決問題和衝突，即使贊

成擁有罷教權，也是基於以理性的角度去爭取自身的權益、獲得行政

參與決策權，家長參與和學校行政人員的重視有極大關係。 

4.研究發現上，大部分研究者皆發現校園權力結構的重組，使得校園決

策機制的轉變，不再是行政一權獨大，教師與家長參與機會變多，但

決策權的運用卻有待加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