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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本章內容係針對本研究之設計、問卷設計及問卷實施調查的情形加以說

明，共分為六小節：一、研究方法；二、研究架構；三、研究對象；四、研

究工具；五、實施程序；六、資料處理。 

 

第一節 研究方法 

 根據前一章所欲達成的研究目的及研究問題，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及

訪談調查法，作為實證資料及分析的研究途徑，以下分別就研究方法作一說

明。 

 

壹、 問卷調查法 

本研究主要探討經營集體協商的源起、意涵、內容、實施歷程，並藉此

瞭解集體協商的現況與歷程，研究設計以問卷調查法為主，研究者自行設計

問卷並進行實施調查，問卷主要是參照文獻整理之集體協商歷程自編而成，

並以此自編問卷進行調查工作，藉以了解目前臺北市國民小學集體協商的現

況及背景變項對集體協商歷程的差異情形。 

 

貳、 訪談調查法 

為進一步深入了解「集體協商」的歷程與內容及臺北市國民小學目前實

施現況與相關人員的看法，並使相關人員可以更靈活、完整地表達意見，本

研究使用訪談調查法，以臺北市國民小學校長、教師會會長、家長會會長為

對象進行深度訪談，以彌補問卷之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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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民小學集體協商運作的情形，探討內容包括集體協商

的協商內容、協商品質、協商成效、協商策略、第三人協商、僵局處理，根

據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問題，以及文獻探討的結果，擬定研究調查架

構如圖 9所示。 

 由圖 9可知，本問卷包含之相關變項如下： 

一、背景變項：分為「性別」、「學歷」、「職務類別」、「學校規模」、「互動情

形」等五類。 

（一） 性別：分為「男」、「女」兩類。 

（二） 學歷：分為「博士」、「研究所（含四十學分班）」、「大學」、「專

科（含以下）」四類。 

（三） 職務類別：分為行政人員、教師、家長三類；其中行政人員又分

為「校長」、「主任」、「組長」三種對象；教師又分為「教師會代

表」、「一般教師」兩種對象；家長又分為「家長會長、副會長、

常務委員」及「一般家長委員」兩種對象。 

（四） 學校規模：分為「24 班以下」、「25-48 班」、「49 班以上」三類。 

（五） 互動情形：「行政人員與教師互動情形良好」、「行政人員與家長

互動情形良好」、「教師與家長互動情形良好」。 

二、 集體協商運作情形：分為集體協商的協商內容、協商品質、協商策略、

第三者協助、僵局處理、協商成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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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箭頭是表示影響方向 

圖 9   研 究 架 構 圖 

 

 

第三節 研究對象 

本節分成兩部分來討論，第一部分先探就本研究的母群體問卷調查對

象，第二部分詳細說明於母群體中樣本取樣的方法。茲分述如下： 

 

壹、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及訪談調查法為主，研究對象為臺北市公立 142 所

國民小學，因此研究者首先上臺北市政府的網站蒐集最新的國民小學校數及

班級數等相關官方統計資料，由官方數字得知本研究問卷調查對象臺北市公

立共有 142 所國民小學，此為本研究之母群體，隨後對國民小學中的行政人

員（包括校長、主任、組長）、教師（教師會代表、一般教師）、家長（家長

會長、副會長、常務理事、一般家長委員）等三種類別的人員進行研究調查，

背 景 變 項 

      1.性別 

2.學歷 

      3.職務類別 

      4.學校規模 

      5.互動情形 

學 校 集 體 協 商  

    1.集體協商的內容 

2.集體協商的品質 

3.集體協商的策略 

  4.集體協商的第三者 

5.協商的僵局處理 

6.集體協商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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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類別的人員各發出 7份問卷，總計每個學校發出問卷 21 份，共針對 36

所學校進行調查；訪談調查法的部分則訪問臺北市國民小學的校長、教師會

會長、家長會會長各 3名，共 9名為對象進行訪談，編號 a.b.c 者為校長、

編號 d.e.f 者為教師會理事長、編號 g.h.i 者為家長會會長。 

 

貳、抽樣方法 

由於臺北市共有 142 所公立小學，其中包含不同地區、不同規模的各類

型學校，為了兼顧樣本之代表性及抽樣的經濟性，本研究採「二階段抽樣

法」，茲將抽樣過程說明如下： 

 本研究抽樣採用二階段抽樣法，第一階段採用「分層比例抽樣法」來抽

取樣本學校，第二階段再採「簡單隨機抽樣」，抽取各校中的調查樣本。 

 

第一階段  分層比例抽樣法 

根據臺北市政府統計處資料顯示，臺北市共有 142 所公立小學，因本研

究背景變項中學校規模為重要的變項之一，因此爲了抽樣能具有嚴格的代表

性及確實反應母群體的分配結構，避免隨機取樣造成樣本數偏頗、極度分散

或過度集中之可能性，第一階段於母群體中選取樣本學校數時，採用「分層

比例抽樣」為依據，依學校規模分為三個類型的學校：小型學校（24 班以

下）、中型學校（24-48 班）、大型學校（49 班以上），母群體臺北市 142 所

公立小學中，小型學校有 33 所，佔全部的 23.2﹪，母群體臺北市的中型學

校有 58 所，佔全部的 40.8﹪，而大型學校有 51 所，全臺北市佔全部 35.9

﹪，由於研究者時間與金錢的限制，將抽樣的總學校數定為 36 所，佔母群

體 142 所的四分之一強，故依學校規模的不同所抽樣的校數也不相同，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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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佔全部母群體的 23.2﹪，因此在抽樣學校總數 36 所中，應當也佔樣本

的 23.2﹪，意即 36×23.2﹪＝大約 8所，依此類推，在所抽取的樣本學校中，

中型學校應抽取 15 所，大型學校應抽取 13 所，如下表 2所示，決定大、中、

小型規模學校的抽樣數目後，以隨機取樣的方式進行抽樣，表 3即為本研究

抽樣之結果。 

 

表 2  抽樣學校分析表 

    學校規模 

抽取數字 

小型學校 

（24 班以下）

中型學校 

（24-48 班）

大型學校 

（49 班以上） 

總計 

母群體中總數 33 58 51 142 

母群體中比例 23.2% 40.8% 35.9% 100﹪ 

樣本抽取校數 8 15 13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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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抽樣學校一覽表 

規模 
小型學校 

（24 班以下） 

中型學校 

（24-48 班） 

大型學校 

（49 班以上） 

學 

校 

名 

稱 

博嘉國小、義方國小

福星國小、雨聲國小

銘傳國小、溪山國小

明道國小、湖山國小

 

 

 

 

志清國小、幸安國小

舊莊國小、河堤國小

健康國小、芝山國小

福林國小、士東國小

景興國小、金華國小

螢橋國小、龍山國小

中正國小、永安國小

日新國小 

長春國小、光復國小

吉林國小、社子國小

龍安國小、士林國小

西門國小、大湖國小

中山國小、石牌國小

老松國小、吳興國小

南湖國小 

總計 8 所 15 所 13 所 

 

第二階段  簡單隨機抽樣 

 在抽樣學校中，以隨機抽樣的方式分別在行政人員、教師、家長團體之

間進行抽樣，其中行政人員 1名為校長、其餘 6位則由其他擔任行政的人員

進行簡單隨機抽樣，教師及家長亦相同指定一名填答者為教師會長、家長會

長，其餘 6位則由一般樣本中進行抽樣。 

本研究總計對臺北市所抽樣的學校發出 756 份問卷，共回收 590 份問

卷，問卷回收率為 78﹪，將近 7成 8的回收率，其中無效問卷有 45 份，有

效問卷為 545 份，可用問卷比例為 72﹪，就有效問卷進行資料分析。 

性別方面男、女各為 198 人及 347 人。學歷方面分為博士、研究所（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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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學分班）、大學、專科，分別有博士 3人、研究所（含四十學分班）121

人、大學 321 人、專科 100 人。職務方面，大體分為行政人員、教師代表、

家長代表三類，其中又細分行政人員包含校長、主任、組長，教師代表又分

為教師會代表、一般教師代表，家長代表亦分為家長會長、副會長、常務理

事以及一般家長委員，回收情形行政人員共有 210 人，占全部比例的 38.5

﹪，其中校長有 21 人占全部比例的 3.9﹪、主任有 90 人占全部比例的 16.5

﹪、組長有 99 人占全部比例的 18.2﹪；教師代表共有 183 人占全部比例的

33.6﹪，其中教師會成員有 53 人占全部比例的 9.7﹪、一般教師有 130 人

占全部比例的 23.9﹪；家長代表共有 152 人占全部比例的 27.9﹪，其中家

長會長、副會長、常務理事有 54 人占全部比例的 9.9﹪、一般家長委員有

98 人占全部比例的 18.0﹪。學校規模方面，小型規模（24 班以下）回收 84

份，占全部比例 15.4﹪；中型規模（24-48 班）學校有 231 份，占全部比例

的 42.4﹪；大型規模（49 班以上）學校有 230 份，占全部比例的 42.2﹪，

茲將回收問卷的基本資料整理如表 4。 

此外，在個人基本資料學歷部分，因為「博士」學歷的樣本人數只有 3

人，僅占樣本的 0.6﹪，為避免分析上的偏差，故在後續的統計分析中，將

「博士」學歷與「研究所（含四十學分班）」學歷的樣本人數合併，併稱為

「研究所以上」，合併後樣本人數為 124 人，占有效的樣本 22.8﹪，將合

併前後的樣本個數整理如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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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問卷基本資料 

 

 

有效問卷（545 份） 
 

人數 比例 

男 198 36.3﹪ 性 

別 女 347 63.7﹪ 

博士 3 0.6﹪ 

研究所（含四十學分班） 121 22.2﹪ 

大學 321 58.9﹪ 

 

學 

 

歷 
專科 100 18.3﹪ 

校長 21 3.9﹪ 

主任 90 16.5﹪ 

組長  99 18.2﹪ 

行政人員 210 38.5﹪ 

教師會代表 53 9.7﹪ 

一般教師 130 23.9﹪ 

教師代表 183 33.6﹪ 

家長會長、副會長、常務理事 54 9.9﹪ 

一般家長委員 98 18.0﹪ 

 

 

職 

 

 

務 

家長代表 152 27.9﹪ 

小型學校 84 15.4﹪ 

中型學校 231 42.4﹪ 

學 

校 

規 

模 大型學校 230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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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合併後學歷樣本個數基本資料 

  人數 比例 

博士 3 0.6﹪ 

研究所（含四十學分班） 121 22.2﹪ 

大學 321 58.9﹪ 

合 

併 

前 

專科 100 18.3﹪ 

研究所以上（含四十學分班） 124 22.8﹪ 

大學 321 58.9﹪ 

合 

併 

後 專科 100 18.3﹪ 

 

 

第四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工具有二，主要是以自編的調查問卷為主，大致就問卷內容及問

卷編制過程說明如下： 

 

壹、 問卷內容 

 

一、臺北市國民小學集體協商意見調查問卷 

本問卷是為瞭解臺北市集體協商之情形，根據文獻所得到的集體協商的

歷程，分別就協商內容、協商品質、協商策略、僵局處理、協商成效發展問

卷作現況的瞭解，並以協商的背景變項作為自變項，分別就其集體協商歷程

的差異作一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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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北市國民小學集體協商意見訪談問卷 

本訪談紀錄是希望透過開放性的訪談填答，更進一步深入了解集體協商

目前臺北市的情形，主要針對集體協商的歷程及協商的內容進行訪談，藉由

半結構性的問卷引導受訪者有方向的說明目前辦理的情形。 

 

貳、 問卷編製 

在本問卷在初步編製完成後，經過與指導教授的討論後進行修改，並委

請再教育界有豐富行政實務經驗與學有專精的教育行政人員、專家學者與學

校校長、教師會代表、教育局代表作內容效度和問卷形式審查（見表 6），

審查結果問卷題目大致保留，惟有些語意不清的題目在語氣上稍加修改。 

表 6  實施問卷專家效度審查名單 

專家姓名 職稱 

李柏佳 臺北市立景興國民小學校長 

吳清山   臺北市立師院教育行政與評鑑研究所教授 

林天祐   臺北市立師院教育行政與評鑑研究所教授 

周瑞雲 臺北市立博愛國民小學校長 

施博惠 臺北市教育局第三科科長 

連寬寬   臺北市立太平國民小學校長 

斯偉義   臺北市立碧湖國民小學校長 

楊宗憲   臺北市立仁愛國民小學校長 

葉慶龍 前臺北市教師會理事長 

劉春榮   臺北市立師院教育行政與評鑑研究所所長 

註：專家學者依姓名筆劃排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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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步驟 

本研究的實施程序分為五個階段：（1）擬定研究計畫；（2）決定研究程

序和架構；（3）設計問卷；（4）實施問卷調查；（5）進行統計分析；（6）進

行訪談；（7）撰寫研究論文。 

 

一、擬定研究計畫 

 研究者先前就自己本身感興趣之議題加以蒐集資料，作初步的瀏覽已大

致了解國內目前研究的趨勢，經一段時間的探索之後，鎖定若干主題予指導

教授商討研究之可行性，經過多次接受指導教授的指點與會談，研究者於

91年 10 月確定研究方向，隨即先行了解此領域目前國內外有關的論文研究

和報告資料，並與師長、學長姐、同學研究、請教，大家不吝指教之後，研

究者獲得寶貴的修正意見，並就論文研究的內容和方法，草擬研究計畫。 

 

二、設計調查問卷 

 92年 1 月依研究程序和架構，參考有關研究問卷、測驗量表，自行擬定

「臺北市國民小學集體協商意見調查問卷」，再請指導教授湯志民教授指導

修正。 

 

三、實施問卷專家效度審查 

 民國 92 年 3 月進行專家效度審查，分別寄出問卷請李柏佳校長、吳清

山教授、林天祐所長、周瑞雲校長、施博惠科長、連寬寬校長、斯偉義校長、

楊宗憲校長、葉慶龍理事長、劉春榮教授等專家協助進行專家效度審查，專

家效度問卷收回後，進行修正並與指導教授討論後，確定問卷形式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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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施問卷調查 

實施問卷調查部分分為問卷的發放、問卷的回收兩部分來做說明。 

（一）問卷的發放情形：本研究是以臺北市公立小學 142 所作為母群體，

並以學校為發放問卷的單位，將設計好的「臺北市國民小學集體協商意見調

查問卷」郵寄給研究者委託的各校代表，並附上妥託函請各校代表轉交給適

合的受試者填寫，委託函中詳細記載本研究之目的、所需協助之處及發放問

卷之相關注意事項，函寄各校的問卷中並附上限時的回郵信封，以方便委託

者逕行郵遞，總計寄出抽樣的 36 所學校，其中包括小規模學校（24 班以下）

8 所、中規模學校（24-48 班）15 所、大規模學校（49 班以上）13 所，行

政人員代表、教師代表、家長代表各 7份，故每個學校實施問卷調查 21 份，

總計發出 756 份問卷。 

 

（二）問卷的回收情形：本研究之「臺北市國民小學集體協商意見調查

問卷」於 3月經專家學者指導斧正之後，於 4月始寄發各校問卷，為充分掌

握問卷的回收情形，研究者於問卷寄發之後，再次以電話詢問各校委託人是

否有需要協助之處，並請其盡量於期限內順利擲回，問卷於 4月底陸續回

收，問卷截止日期到期之後，研究者再次進行問卷催收的作業，以提高回收

率，總計發出 36 所學校、756 份問卷，回收 34 所學校，校數回收率達 94

﹪，問卷部分則回收 590 份，問卷回收率為 78﹪，將近 7成 8的回收率，

其中無效問卷有 45 份，有效問卷為 545 份，可用問卷比例為 72﹪，問卷調

查法理應有 50﹪以上的回收率，資料分析才有意義，因此可知本研究之問

卷回收率已達可進行下一步資料分析的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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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進行統計分析 

剔除無效資料後可用以分析資料者有 545 筆，爲表研究之謹慎，研究者

於進行研究分析之前，先進行資料的檢視，以次數分配的統計方法檢驗各項

資料是否合乎分析模式，確定每一筆資料無誤之後隨即以套裝軟體 SPSS 

10.0 版進行資料統計分析。 

 

六、進行訪談 

在進行問卷調查之後，利用半結構性的問卷進行訪談，利用訪談彌補問

卷不足之處，充實問卷調查所得之結果。 

 

七、撰寫研究論文 

問卷回收截止之後，進行統計分析期間，研究者同時未停止文獻蒐集的

作業，在統計分析及訪談調查結束之後，隨即進行研究結果的撰寫，輔以蒐

集之文獻作論文的結果撰寫，並與指導教授密切討論請求其指導修正，爲論

文進行最後的潤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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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資料處理 

壹、 問卷資料的處理 

一、剔除廢卷：為保持問卷資料之完整性和可靠性，凡是有問卷缺答、胡亂

作答、違反作答規定之情形者均視為廢卷，先予以剔除。 

二、編碼及登錄：剔除廢卷後，將填答資料編碼登錄。 

三、缺失資料處理：將以捨棄方式處理，缺失變項不參與統計，並是為遺失

值，亦不以其他方式來替代缺失資料，但其餘變項仍照常參與統計分析。 

 

貳、 問卷資料統計分析 

對問卷登錄資料進行描述統計之百分比分配、卡方分配、單因子變異數 

分析及寇克蘭 Q 考驗。 

一、針對問卷第 1.2.3.10 題進行描述統計的統計次數、百分比分析及單因

子變異數分析。 

二、針對問卷第 4.5.6.7 題進行描述統計的統計次數、百分比分析及卡方 

分配。 

三、針對問卷的 8.9兩題複選題，進行寇克蘭 Q 考驗。 

四、問卷的第 11 題為開放式問答題，以次數分配的方式紀錄填答者所反 

應的雷同項目。 

 

参、訪談資料分析 

訪談過程以錄音方式及輔以筆記做摘要紀錄，將兩項紀錄統合，再依研

究目的及問題進行整理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