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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我國自民國 76 年解嚴之後，民主思潮不斷在社會各個階層蔓延開來，

民智的開通與廣闊的視野衝擊保守的教育界，終於在民國 83 年民間醞釀出

一股改革的風潮，反傳統、反聯考、反僵硬的教育體制，在大手牽小手、群

策群力上街頭發出怒哄之後，徹底喚醒沉睡的教育大龍，不翻身則已，一翻

身則驚天動地，瞬間整個臺灣島陷入教改的旋風，至今仍在風中搖擺，試圖

為寶島臺灣找出一條不同以往的康莊大道。民國 83年的《師資培育法》，顛

覆稱霸近百年的師範體制，彷彿在垂垂老已的身軀中注入青春酵素，充滿澎

湃的浮動因子，加速師資培育的多元面貌，跟上變化萬千的教育步伐；民國

84 年的《教師法》的出現，更為稍早出現的《師資培育法》打入營養劑，

使其體制更為健全，隨著近幾年的修訂，教師的身分權利義務更為明確；而

民國 88 年的《國民教育法》更為原本已熱鬧萬分的校園，加入另一個新主

角—家長，在學校行政人員、教師、家長三方歸位之後，有了明定的法規，

校園的局勢呈現三強鼎立局面，三股力量之間的拉與扯，牽繫了學校的走

向，也密切關係著學生的受教權，力量的消長不僅是檯面上的運作，其中對

校園文化無形的影響才是重要之處，緊繃且拉鋸的關係只會讓建立校園不良

的教學環境，對最終目標—教育的進行、學生的受教權，沒有助益只有害處。

惟有三方彼此良好互動，呈現和諧的支持關係才是一個學校的永續經營之

道。 

本研究之目的即是為了解集體協商的意義及其相關論點，更希冀藉由本

研究的研究調查知悉目前臺北市國民小學中三方團體---學校行政人員、教

師、家長，彼此間集體協商的情形及其過程，可作為往後學校進行集體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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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的參考指標，並提供相關單位日後研議改進的方向。本研究以臺北市國民

小學為研究範圍，就公立 142 所國民小學作為調查對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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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學校規模分為三個類

型的學校，依學校規模的不同所抽樣的校數也不相同，小型學校抽樣 9所、

中型學校抽樣 16 所、大型學校抽樣 13 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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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三種職務類別的人員進行研究調

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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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所學校進行調查。在實際進行施測之後，發出 798 份問卷，共回收 590

份問卷，問卷回收率為 73.9﹪，將近 7 成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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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2﹪。資料分析方面，進行描

述統計之百分比分配、單因子變異數分析及寇克蘭 Q 考驗。本章節乃針對第

二章文獻探討部分與第四章的結果與討論，加以整理得出結論，並提出建議

以供相關單位作為參考。 

 

 

第一節  結論 

綜合文獻探討、問卷分析、訪問調查，將結論整理並分別探討如下： 

 

壹、協商主要內容可分為「課程與教學」、「人事」、「預算」、「一

般校務」四面向，臨時性質的事件也會成為協商內容 

根據文獻探討歸納出學校內的事務可以進行協商者，大致可分為四個面

向，第一部分為「課程與教學」，第二部分為「人事」，第三部分為「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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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為「一般校務」，藉此作為問卷調查的基礎進行研究，而後開放性

填答及訪談調查中發現，其中以人事、課程及大型活動的舉辦為為主，除了

此四個面向之外，臨時性質的事件也會列入協商的範圍，尤其是校園危機四

伏，學校中危機管理機制的建立以及處理原則的商議，亦需要學校行政人

員、教師、家長共同建立默契及規準。 

 

貳、學校集體協商內容目前「應列入」但仍「未列入」的議題

有：「本校教師教學時數的安排」、「本校教師任教科目的

分配」及「教師獎懲考核的實施辦法」 

本研究將協商內容分為四部分：第一部分為「課程與教學」；第二部分

為「人事」；第三部分為「預算」；第四部分為「一般校務」。 

一、整體填答者認為「應列入」協商內容者有：「課程與教學」方面，

發現受試者認為在「本校教師教學時數的安排」、「本校教科書的選用原則」

及「本校教師任教科目的分配」需要列入協商；「人事」方面，受試者認為

在「本校教師聘用的條件研擬」、「教師獎懲考核的實施辦法」需要列入協商；

「預算」方面；受試者認為在「經費的編擬與分配事項」需要列入協商；「一

般校務」方面，受試者認為「學校內大型慶典的舉辦」需要列入協商。 

二、整體填答者認為「已列入」協商內容者有：「課程與教學」方面，

發現整體填答者以選擇「本校教科書的選用原則」最多。「人事」方面，發

現整體填答者依序在「本校教師聘用的條件研擬」此項的選填機率明顯高於

其他選項；「預算」方面，發現整體填答者依序在「經費的編擬與分配事項」

的選填機率明顯高於「校內代課經費的分配與優先順序」選項；「一般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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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發現整體填答者在「學校內大型慶典的舉辦」的選填機率明顯高於其

他選項。 

三、根據研究結果顯示，受試者認為「應列入」但仍「未列入」的內容

有：「本校教師教學時數的安排」、「本校教師任教科目的分配」、「教師獎懲

考核的實施辦法」。 

 

参、不同的職務及學校規模所較重視的議題亦隨之相異 

 將受試者認為應列入協商事項，與已列入協商事項做一比較發現，

發現有下列相異之處： 

一、教師認為應列入協商但尚未列入協商的有：；家長認為應列入協商

但尚未列入協商的有：「學生輔導與管教方式」、「學生品德考查及獎懲實施

細則」，此結果可能是因填答者自身角色的不同，而最為關注的議題亦隨之

變異。 

二、小型學校認為應列入協商但尚未列入協商的有：「本校教師任教科

目的分配」、「本校教師教學時數安排」、「學生輔導與管教方式」、「學生品德

考查及獎懲實施細則」；中型學校認為應列入協商但尚未列入協商的有：「本

校教師任教科目的分配」、「本校教師教學時數安排」；大型學校認為應列入

協商但尚未列入協商的有：「本校教師任教科目的分配」、「教師獎懲考核的

實施辦法」。由學校規模可反應出一致性皆認為「本校教師任教科目的分配」

應列入協商項目，其中小型學校更傾向將「學生輔導與管教方式」、「學生品

德考查及獎懲實施細則」，可能與學校規模小與家長之間的互動較為密切，

且樣本數較少故表現出傾向將這兩項學生方面的評量亦應列入協商，而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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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則顯示出較中、小型學校未來更應重視將「教師獎懲考核的實施辦法」

列入協商範圍。 

 

肆、臺北市國民小學的學校集體協商品質良好，但在個人情緒

控制及思考模式的變通仍有改進的空間，其中互動情形良

好的學校比互動情形欠佳的學校協商品質較為優良 

集體協商的協商品質項目有「彼此能保持理性的態度」（M＝2.99）、「彼

此能聆聽他人的看法」（M＝3.00）、「彼此能尊重他人的看法」（M＝2.96）、「彼

此能完整表達你的意見」（M＝2.96）、「彼此意見有充分討論的機會」（M＝

2.86）、「彼此用語口氣溫和有禮」（M＝2.89）、「彼此不會使用不適當字眼」

（M＝3.08）等 7 項，依平均數加以排序，統計結果發現分數皆在 2.5 分以

上，由此可知目前臺北市國民小學集體協商的協商品質良好，良好程度最高

前三項依序為「彼此不會使用不適當字眼」、「彼此能聆聽他人的看法」、「彼

此能保持理性的態度」。訪談調查方面，受訪者亦提出協商各方立場及思考

模式的差異會造成溝通的困難，個人情緒易影響協商品質，與問卷調查的「彼

此意見有充分討論的機會」、「彼此用語口氣溫和有禮」分數較為偏低互相呼

應，研究結果顯示在協商過程中，協商品質目前大致良好，加上訪談結果顯

示在個人情緒的控制及思考模式的變通仍有改進的空間。 

目前臺北市國民小學集體協商的協商品質大致良好，其中「互動情形良 

好的學校在協商品質符合程度的看法較「互動情形欠佳」的學校為優良，透

過變異數同質性檢定來考驗樣本離散情形，經由事後比較結果發現，互動情

形良好的學校認為在「協商品質」的符合程度高於互動情形欠佳的學校，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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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學校各團體之間的互動對於協商品質有一定的影響力，故學校中應多重視

團體之間互動，以協助協商的進行。 

 

伍、臺北市國民小學的學校集體協商成效良好，但在效率及

履約執行方面，為日後需繼續努力的方向；其中家長、

行政人員及互動情形良好的學校較認同集體協商成效 

從訪談調查與問卷調查分析結果，顯示目前臺北市國民小學集體協商的

協商成效大致良好，由問卷調查的分析可知其中良好程度由最高到最低為

「學校能根據自校的特性及需求甄選適合的教師」、「學校在預算方面的決策

能具體落實執行」、「學校在一般校務方面的決策能具體落實執行」、「學校能

根據自校的特性及需求安排、設計課程與教學」、「學校能根據自校的特性及

需求作預算的管理的分配」、「學校成員能對學校決策表達意見」、「學校在人

事方面的決策能具體落實執行」、「學校在課程與教學方面的決策能具體落實

執行」、「學校能根據自校的特性及需求作學校人力上的調整」、「能花最少的

經費完成協商達成共識」、「全部按照協商成果進行」、「能用簡潔的程序完成

協商達成共識」、「能用最少的人力完成協商達成共識」、「能以最短的時間完

成協商達成共識」，普遍認為在協商時的「程序」、「人力」、「時間」利用上

偏低，訪談中也有受訪者表示協商沒有落實，易淪為學校背書的工具，故在

效率及落實履約促進協商成果確實執行方面，將是日後需繼續努力的方向。 

透過單因子變異數分析初步結果發現不同職務對於協商成效有不同看

法，經由事後比較結果發現，家長對於協商成效意見認為良好程度比教師較

高，而行政人員對於協商成效意見認為良好程度也比教師較高，顯示家長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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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人員對於集體協商的成效較為肯定，此舉顯示校園權力結構重組織後，

新加入的成員「家長」及原本一權獨大的「行政人員」反而更能認同集體協

商所帶來的效果；不同互動情形的學校對於協商成效的看法也有顯著差異，

經由事後比較結果發現，互動情形良好的學校在「協商成效」符合良好程度

高於互動情形欠佳的學校。 

 

陸、在進行協商時多使用「先同意大架構，細節部分再行討論」

的策略進行，目前協商時第三者介入情形不普遍，如需選

擇第三者時，以「教育局人員」為多數，遇僵局時多以「先

休會擇期再開」的方式處理 

一、學校集體協商策略包括「先同意較小事項，再討論其他較大的問

題」、「先同意大架構，細節部分再行討論」、「先排除事項中不合理部分，再

協商比較適當的方法」、「討論重大事項如具有誘因，則可先行同意」等 4項，

而整體填答者認為「先同意大架構，細節部分再行討論」的策略最常使用，

高達 64.6﹪；次之才是「先排除事項中不合理部分，再協商比較適當的方

法」有 24.1﹪的填答者填答，顯示學校在集體協商時，目前學校進行協商

時最常使用的策略是「先同意大架構，細節部分再行討論」，獲得六成以上

受訪者的認同。 

二、由問卷調查結果發現在協商過程有第三者介入的情形有 201 人，

占 40.2﹪，沒有第三者介入的情形有 299 人，占 59.8﹪，由此可知臺北市

國民小學在集體協商的過程中第三者出面的情形只有四成左右，有將近六成

的填答者指出尚未有第三者出面幫忙的情形產生。集體協商歷程中的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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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包括「教育局人員」、「學者專家」、「退休或離職的校長、主任、教師」、

「地方名望人士」、「民意代表」、「其他」等 6項，而整體填答者認為集體協

商歷程中的第三者會尋求「教育局人員」的協助，高達 33.2﹪，由此顯示

學校在集體協商時，會向第三者尋求協助為「教育局人員」，但是比例只占

三成左右，並未達到一半的比例，且排第二、三分別是「退休或離職的校長、

主任、教師」、「地方名望人士」兩者相差不多，可知學校進行集體協商時若

發生衝突需要第三者出面幫忙時，除了「教育局人員」之外，「退休或離職

的校長、主任、教師」、「地方名望人士」也是各校會選擇的對象，應是學校

個別的情形彈性運用「第三者」的力量。 

三、集體協商歷程中的協商僵局處理方式，整體填答者認為「先休會

擇期再開」的協商僵局處理方式最常使用，高達 49.7﹪；次之才是「擁有

裁量權者的一方說了就算」有 21.5﹪的填答者填答，再次之才是「請第三

者進行事實調查，提供真實資料供雙方參考」有 18.3﹪的人填答，再次之

才是「其他」有 0.9﹪的人填答。僵局處理方式有將近五成的人選擇「先休

會擇期再開」，顯示目前學校組織中多能形成共識，以暫停開會、冷靜處理

來面對協商的僵局，尋找下次協商的空間；但是第二高分的選項為「擁有裁

量權的一方說了就算 」，加上訪談結果反應校園中仍「不夠民主」的意見，

可顯見在部分學校組織中仍存有傳統權力獨裁的情形，顯示溝通過程中，彼

此間的權力關係並不全然對等，加上開放式的填答「行政人員」方面，有「挾

職權以令諸侯」之嫌，為協商埋下失敗的不良因子，值得日後在校園權力結

構及協商心態上再作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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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專科」學歷的協商代表對於「協商過程中第三者」傾向

選擇「民意代表」，行政人員、教師、家長則分別傾向求

助於「教育局人員」、「退休或離職的校長、主任、教師」、

「民意代表」 

一、學歷為「專科」的填答者對於協商過程的第三者，選擇「民意代表」

的填答機率明顯高出原先所預期的百分比範圍，顯示專科的填答者在「民意

代表」的填答與其他各選項的填答有明顯差距。 

二、行政人員選擇「教育局人員」的填答機率明顯高出原先所預期的百

分比範圍，而教師選擇「退休或離職的校長、主任、教師」的填答機率也明

顯高出原先所預期的百分比範圍，家長的填答者則在選擇「民意代表」的填

答機率明顯高出原先所預期的百分比範圍，顯示以上細格的選填與其他有明

顯的差距，可能與其平常接觸的對象及生活環境有相關。是故學校集體協商

形成僵局時，可視學校不同的需求而請相關的第三者幫忙解套。 

 

捌、教師認為學校在「協商僵局處理」時會傾向於「擁有裁量

權者的一方說了就算」，家長則認為學校應「請第三者進

行事實調查，提供真實資料供雙方參考」；而大型規模及

互動情形良好的學校除選擇「先休會擇期再開」之外，也

傾向用「請第三者調解」的方式解決 

一、教師選擇「擁有裁量權者的一方說了就算」的機率明顯高出原先所

預期的百分比範圍，由此可見在校園中，教師對於權力的分配認為仍有偏頗

現象，受訪者中也反映校園中民主機制應再加強，以避免多數暴力，而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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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在「請第三者進行事實調查，提供真實資料供雙方參考」的填答機率明顯

高出原先所預期的百分比範圍，顯示家長認為應以客觀的事實調查，提供資

料給各方參考，此舉可能是家長對於學校事務沒有行政人員、教師了解程度

深入，希望藉此能有客觀的資料可供參考。 

二、學校規模的不同在「協商僵局處理方式」上達顯著水準，發現規模

小型、中型、大型的學校均以「先休會擇期再開」為第一個協商僵局處理的

方式，經標準化殘差的分析，結果發現大型學校選擇「請第三者調解」的填

答機率明顯高出原先所預期的百分比範圍，顯示大型學校也傾向選擇「請第

三者調解」。 

三、互動情形良好與互動情欠佳的學校在「協商僵局處理」的填答上達

顯著水準，兩者對於「協商僵局處理方式」皆以「先休會擇期再開」比例最

高，但結果發現互動情形良好的學校選擇「請第三者調解」的填答機率明顯

高出原先所預期的百分比範圍，顯示互動情形良好的學校選擇「請第三者調

解」的情形也不少。 

 

玖、協商成員的權力及知能較為缺乏 

訪談結果中受訪者表示，隨著校園民主化的進步，舉凡校園中的成員，

都有權力表達自己的意見，除了應賦予參與協商的代表有相當的決策權力，

所發的任何言論應足以代表其相關團體，以收權責相符之效之外，因此在校

園進入集體協商的時代，學校成員的協商專業知能要跟著提升才能達到協商

的效益，才能節省時間、人力上的浪費，增進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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拾、臺北市國民小學認同「集體協商」為協商決策模式，其中以 

家長與互動情形良好的學校更認同協商決策模式 

在「學校中集體協商是否為良好的決策模式」方面，認為集體協商為「非 

常良好」的決策模式有 58 人，占全部的 10.6﹪；「良好」的決策模式有 276

人，占全部的 50.6﹪；「尚可」的決策模式有 183 人，占全部的 33.6﹪；「不

良」的決策模式有 14 人，占全部的 2.6﹪；「非常不良」的決策模式有 4人，

占全部的 0.7﹪；認為「非常良好」和「良好」者，共有 334 人，占全部的

61.2﹪，「不良」和「非常不良」僅占 3.3﹪，且全體平均數為 3.69，表示

大部分的填答者認同集體協商是良好的決策模式，其中不同職務對於協商決

策模式的評量有顯著差異，經事後比較結果發現，家長在認同協商決策模式

的良好程度比行政人員較高，而互動情形良好的學校在「協商決策模式」的

認同程度也高於互動情形欠佳的學校，顯示在校園決策模式改變之後，賦予

「家長」參與權之後對學校的運作模式認同感增高，互動情形的良劣不僅對

協商過程有影響，對於整個運作模式的滿意度也有其差異，是故學校多致力

加強組織中的互動關係，對於協商的運作更為助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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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以下根據文獻探討和本研究的發現，提出若干芻蕘之見，以供教育行政

機關、學校行政人員、教師、家長和未來相關研究之參考。 

 

壹、對學校的建議 

一、學校宜建立良好的集體協商制度，以作為重大議題的決策模式 

    根據研究結論可知集體協商的品質、成效目前情形皆大致良好，且整

體受試者對於以集體協商為決策模式也持有高度認同，在集體協商初萌芽的

階段，根據本研究的結果，建議學校可以發展並建立集體協商制度，作為學

校未來的決策模式，以化解學校內部的歧見的衝突，並作出更周延的決策。 

 

二、協商內容可分為「課程與教學」、「人事」、「預算」、「一般校務」

四面向，惟須注意臨時性質的事件也會成為協商內容 

藉由問卷的調查及訪談調查中發現，其中以人事、課程及大型活動的舉

辦為為主，除了「課程與教學」、「人事」、「預算」、「一般校務」此四個面向

之外，臨時性質的事件也會列入協商的範圍，尤其是校園危機四伏，學校中

危機管理機制的建立以及處理原則的商議，亦需要學校行政人員、教師、家

長共同建立默契及規準。 

 

三、未來學校集體協商內容可增列「本校教師教學時數的安排」、「本

校教師任教科目的分配」及「教師獎懲考核的實施辦法」的議題 

從研究結論可知目前學校中「已列入」的項目和受試者認為「應列入」

的項目有些許差距，因此建議學校未來在集體協商時可特別注意將這些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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列入協商內容，有助於學校校務的推動，並增進家長、教師、行政人員之間

的互動，集眾人智慧為學校創造更美好的願景。 

 

四、學校集體協商內容宜考慮學校規模之不同需求 

根據本研究的結果，不同的學校規模所協商的內容有些許差異，例如因

學校規模小與家長之間的互動較為密切，小型學校比較強調「學生輔導與管

教方式」、「學生品德考查及獎懲實施細則」，大型學校教師人數眾多則更為

重視將「教師獎懲考核的實施辦法」列入協商範圍，根據不同學校規模的需

求，靈活變更集體協商的內容，將更有效且貼近實際需求，對於學校未來發

展將是一大助益。 

 

五、學校行政人員、教師與家長協商時應屏除個人私益及情緒 

進行協商時，氣氛的融洽與否佔有成功重要因素，根據研究結果顯示

出，臺北市國民小學目前集體協商的協商氣氛大致良好，但是在「彼此用語

口氣溫和有禮」、「彼此不會使用不適當字眼」的部分瀕臨臨界值，顯示在這

兩部分有持續改進的空間，若能排除個人的私益，以整體學生的受教權，以

不傷害教育專業為前提，控制個人情緒，協商氣氛獲得改善，並以彈性思考

的方式增進彼此互動，大家才能心平氣和、就事論事作出最好的決策。 

 

六、學校宜精簡時間、人力、資源，以提升效率並應持續追蹤協議

的達成度 

集體協商在國內為一個新興的概念，引進學校組織中也為日不久，在大

家尚未對集體協商的運作方式十分熟捻，故在集體協商的時間、人力、資



 158

源的耗費尚未能控制得當，因此建議學校在進行協商之前，要能在自己團

體內部先召開意見協調會，事前先各自蒐集資料、累積協商的籌碼，彙整

大家的意見，在自己一方團體彼此達成共識，商量好協商的空間，如此真

正到協商時，才能節省時間、人力、資源，提升集體協商的效率；並針對

協商所達成的協議作持續的追蹤，落實協議的執行，讓集體協商制度真正

成為決策模式，以追求學校經營的最大效益。 

 

七、學校集體協商時可多使用「先同意大架構，細節部分再行討論」

的策略 

學校集體協商策略包括「先同意較小事項，再討論其他較大的問題」、

「先同意大架構，細節部分再行討論」、「先排除事項中不合理部分，再協商

比較適當的方法」、「討論重大事項如具有誘因，則可先行同意」等 4項，而

研究結論發現「先同意大架構，細節部分再行討論」的策略最常使用，因此

未來其他學校進行集體協商時不妨可多採用此策略。 

 

八、學校集體協商將來若需外力協助時，得商請相關的第三者協助 

根據研究結論，目前學校集體協商介入情形比較少，但隨時集體協商的

持續發展，未來協商內容將更為廣泛，是故集體協商歷程中若需第三者介入

可多尋求「教育局人員」的協助，但根據研究結果發現行政人員、教師、家

長的需求、看法不同，其中行政人員傾向多選擇「教育局人員」做為協助的

第三者，教師傾向多選擇「退休或離職的校長、主任、教師」的，家長傾向

多選擇「民意代表」選擇，由此可知學校集體協商形成僵局時，必要時得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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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商請相關第三者幫忙解套。 

 

九、遇協商僵局時，成員應去除獨權專大的陋習，並可考慮請第三 

者調解、進行事實調查等解決方式 

從問卷分析及訪談調查中發現，學校集體協商時有「獨權專大」的現象， 

如僵局處理方式的問卷中「擁有裁量權的一方說了就算」比例甚高，在訪談 

之中，也有受訪者反應有家長會、教師會「擁會自重」的情形，因此，集體 

協商要成為一個良好的決策模式，參與協商的各方勢必要捨棄「唯我獨尊」 

的心態，大家以平等互惠、良善溝通的方式進行協商，拋棄舊有權力獨享、 

唯命是從心態，秉持尊重他人、和平尋求達成共識的策略進行協商，方能做 

出最好的決策，且除選擇「先休會擇期再開」之外，並可考慮請第三者調解、

進行事實調查等解決方式。 

 

十、落實家長監督機制 

國民教育法中明文規定，家長得以在校務會議中以代表制出席會議，在

校園權力重新分配的現今世代，家長的角色定位已然不同，該如何運用家長

資源已經變成一項學校人員要學習的課題，一味限制或避免家長參與校務的

心態容易引發家長的反彈，尤其在現在國人知識水平提升的社會，家長的角

色應該從以往的「贊助者」轉變成為「成員」，善加運用家長的力量，可為

學校未來發展規劃出一個符合社區期望的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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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對教育行政機關的建議 

一、辦理協商知能的研習 

 在協商過程中，研究結果顯示，目前臺北市國民小學的集體協商發展尚

稱良好，然協商過程中的品質、成效及策略均需要成員能有足夠的知能，能

判斷協商議題的適切性、控制協商的品質、達成協商的成效、運用溝通略的

技巧，教育行政機關應主動辦理相關活動及研習，提升學校人員及家長在協

商方面的知能，在面對未來校園權力的均權化，協商成員要獲得協商專業知

能才能使「集體協商」這項決策模式真正能落實並運轉得當，為學校的經營

謀一永續之道。 

 

二、建立諮詢的資訊平台 

教育行政主管機關應建立一個協商諮詢的資訊平台，提供可讓學校諮詢

的專家學者名單，以及各個學校的相關個案、資訊，學校在協商過程遇到困

難時有可查詢的資料及諮詢的智囊團，彙集專家的知識以及學校的實際案例

作為學校進行集體協商時的參考，並作直向行政機關及橫向學校的聯繫，形

同在彼此之間架起一座橋樑，隨時隨地可對集體協商實施的程序、困難尋求

解決之道協助。 

 

三、制定相關協商的法令 

民國 88 年的《國民教育法》使原本傳統的校園，加入另一個新主角—

家長，在學校行政人員、教師、家長三方角色之間，有了明定的法規，校園

的局勢呈現三強鼎立的態勢，三股力量之間的拉與扯，牽繫了學校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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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密切關係著學生的受教權，力量的消長不僅是檯面上的運作，其中對校園

文化無形的影響才是重要之處，因此在學校未來永續經營的路途上，協商商

討決策的過程應有一系列的準則加以遵守，制定相關的協商法令，確保協商

的完善歷程及效益，方為長久之計。 

 

參、 對未來研究的建議 

一、 研究方法 

本研究研究法使用文件分析、問卷調查法及訪談調查法，現場親自參與

集體協商的過程較為困難，未來若能突破此一限制，運用實地觀察法或個案

研究法是值得繼續研究的方向。 

 

二、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學校組織內的行政人員、教師、家長為研究對象，並未包括社

區人士及學生團體，隨著協商概念再國內的日益發展，未來協商的議題將更

為廣泛，可能擴及校外事務的協商，且國外學生參與校務程度較高，若將來

國內學生自治權限提升，未來研究方向將可再行深入研究；而且本研究在研

究對象僅限於研究臺北市公立國民小學，對於私立的學校因有董事會等私人

機構，未能納入研究之中，將來在私立學校亦可嘗試做這方面的研究。 

另一方面，本研究只侷限於學校內組織，對於日興的教師團體、家長協

會與教育部或教育局等教育行政主管機關的協商亦值得後續研究者持續關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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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範圍 

本研究僅以臺北市的國民小學為研究範圍，將來建議後續研究可從其他縣市

或是不同層級的學校持續作集體協商的研究，以更徹底了解集體協商的內

涵，亦可作不同層級的對照應也是一個值得研究的方向。 

 

四、 研究內容 

本研究內容僅探討集體協商的議題及歷程，對於集體協商的困難、影響

因素及發展模式未能深入繼續探討，但將來不失一個極富意義的研究方向，

尚待後續研究者能多作一系列的問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