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為學校教師會之基本理念，先從教師組

織的概念談起，進而介紹美英日三國教師組織之概況，最後將焦點集

中在學校教師會，探討學校教師會之源起與定位。第二節為學校教師

會之組織與運作，透過相關文獻之分析，瞭解學校教師會之會務組織

及其運作任務。第三節為學校教師會之相關研究，回顧近年來國內針

對教師會所作之研究，歸納其研究方式與重要結論，作為本研究之參

考。 

 

第一節 學校教師會之基本理念 

本節可分為三部分，分別為教師組織的概念、美英日國家教師組

織之概況、學校教師會之源起與定位。 

 

壹、 教師組織的概念 

 

這一部分，將透過教師組織的意義、教師組織的類別及教師組織

的發展等內容之探討，來建構教師組織的概念。 

 

一、教師組織的意義 

「組織」一詞的中文原意，是將絲麻製成布帛。組織的英文為

organization，是由器官（organ）一詞衍生而來，器官（organ）原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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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多數形質不同而各具特殊功能的細胞所合成的體系。由上可知，不

管是中文或英文，「組織」的最初涵義，是指將一些原來各自獨立的

物體，加以適當的組合使其發揮更大的功能，或達成特定的共同目標

而言（謝文全，1998）。因此，我們可以為組織下一簡單的定義，即

是藉群體力量，來達成共同的目標。 

而教師組織的定義，隨著時代的演變及社會的發展，再加上學者

的認知與立論觀點不同，其定義一直以來並未有一致的定論。以下茲

列舉數位學者對教師組織的定義與看法。 

蔡璧煌（1990）認為，教師組織是代表教師團體來維護教師的專

業地位、爭取教師權益與福利的組織。 

彭富源（1996）認為，教師組織係由教育人員（包含教師與行政

人員）所組成，並訂組織章程及入會標準的長期性團體，其宗旨為促

進教師專業化及爭取權益。 

陳文燦（1997）認為，教師組織是以教師為主體，並以維護教師

權益及專業自主為主要目標，具有自願性、自主性、代表性及長期性

的正式組織。 

陳鵬飛（1999）認為，教師組織是根據法令規章所組成的自願性、

專業性、自律性的正式組織，成員以合格的現職教師為主（包括專任

教師及兼任教師），透過組織的各種運作，來維護教師權益及提高教

師的專業素養，以促進教育品質的提升。 

柯素月（2000）認為，教師組織乃是以維護教師專業尊嚴和保障

教師權益為目標，以教師為主要成員所組成的自願性、獨立性、合法

性和長期性之正式組織。 

 



 

 9

張曉蕙（2002）認為，教師組織是由教育人員所自願組成的獨立

性、自律性團體，其訂有入會的標準及組織的規範，組織的主要目標

是保障成員的工作權益，為組織成員爭取福利，並維護及提升教育人

員的專業地位。 

Cooper（1992）認為，教師組織是指代表地方、州和全國各層級

教師的正式組織。 

Lunenburg & Ornstein（2000）認為，教師組織是由教師組成，以

影響工作條件等相關決定為目的之團體。 

 

綜合以上學者的看法，將教師組織簡單定義如下：「教師組織是

由教育人員（包括教師及行政人員）所組成，以維護教師的專業地位、

爭取教師權益為目標，來促進教育品質的提升。」 

 

二、教師組織的類別 

由於學者對教師組織的認知與立論觀點不同，因此對於教師組織

類別的看法也不太一致。綜合文獻所述，學者對於教師組織的分類有

將其分為二種、三種及四種等類型。 

 

（一）將教師組織分成二類 

張容雪（1998）、柯素月（2000）及 Jessup(1985)等，依照教師組

織的性質將教師組織分為工會組織及專業組織兩類： 

1. 工會組織 

工會組織是以爭取權益為主，引導成員的認知、結合成員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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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以謀求改善工作條件，大多是與「雇主」成對立的姿態出現。 

2. 專業組織 

專業組織是以提升專業水準為主。指重視對學生服務品質及責

任，並藉著團體的力量，來提升教師的教學品質。 

 

另外，謝文全（1990）雖然也認為教師組織可分為兩類，但他認

為教師組織的工會特性中仍包含專業性質在內。 

 

（二）將教師組織分為三類 

除了上述之外，也有學者將教師組織分為三類的，如：彭富源

（1996）、陳鵬飛（1999）等，即將教師組織分為三類。 

彭富源（1997）認為，教師組織可分為「教師公會組織」、「教師

工會組織」及「學術研究組織」三類。公會組織是由行會演變而來，

行會的功能有二，一是提高工作品質；二是保障會員權益，傾向公會

性質的教師組織立場較為中庸，主要朝「提高教師工作品質」方面而

努力。由此可知，公會組織實包含專業組織及工會組織之功能（柯素

月，2000）。而研究組織之教師組織，目的在從事學術研究，使教育

理論更精進完善。 

另外，有別於彭富源的看法，陳鵬飛（2000）未將「公會性組織」

納入教師組織的分類，他主要將教師組織分為「工會性組織」、「專業

性組織」及「研究性組織」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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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將教師組織分為四類 

除此之外，還有學者將教師組織細分為四類的，如：傅瑜雯（1992）

及陳秀苓（1993）即將教師組織分為工會組織、公會組織、專業組織

與學術研究組織四類。 

 

由上可知，由於學者對教師組織的認知與看法不盡相同，所以對

於教師組織之分類亦有所出入。但是綜覽文獻我們可以發現：對於教

師組織的分類不外乎將教師組織分成「工會組織」、「公會組織」、「專

業組織」及「研究組織」四種。 

 

三、教師組織的發展 

我國最早的教師組織，可追溯至清末。清朝末年壬寅學制頒佈之

後，清廷鑑於教育事務需要民間有力的支持，方能順利開展，乃於

1906年（光緒三十二年），學部奏准「教育會章程」十五條，以為成

立教育會的依據（張曉蕙，2002）。教育章程公布後，各省紛紛成立

教育會及教育總會，不久又召開各省教育總會聯合會，並於宣統三年， 

1911年，學部奏准設立「中央教育會」，此為我國全國性教師組織之

濫觴（林海清，1998）。 

1931年，國民政府公布「教育會法」，從此以後，我國教師組織

有了法定地位。臺灣光復後， 1946年「臺灣省教育會」依據「教育

會法」在臺北市成立。隨著臺北市與高雄市分別改制為院轄市，臺北

市教育會與高雄市教育會分別於 1967及 1979年成立（林淑華，1999）。 

根據教育會法，教育會分鄉（鎮區）、縣（市）及省（市）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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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並未設全國教育會。1987 年，由於關心教育的人士積極籌備，臺

灣省與北、高兩市的教育會共同聯名向內政部提出籌組「中華民國全

國教育會」，並於同年一月通過成立（林淑華，1999）。 

中華民國全國教育會成立之後，由於其組織結構的特殊性，教師

本身的聲音沒有辦法充分表達，於是並沒有獲得所有教師們的支持

（張曉蕙，2002）。1987年，一批懷抱教育改革理想的人士，有感於

教師人權未受尊重，現有的教師專業團體無法伸張正義、維護與保障

教師人權之功能，由教育界人士與民意代表依據「人民團體法」，組

成了「教師人權促進會」（林淑華，1999）。 

隨著政治民主的進步，教師們對於權益的意識也逐漸覺醒。當時

關於教師的權利與義務大多分散於各項法令中，教師的身份與地位並

不明確，為明定教師權利義務，保障教師工作與生活，以提昇教師專

業地位，遂於 1995年頒佈了教師法。 

教師法公布之後，給予教師組織法律性的保障，於是各縣市的地

方教師會依序成立（詳見表 1 ），而全國性的教師組織—全國教師會，

亦於 1999年，民國八十八年二月一日成立。 

綜合上述，將我國教師組織的演變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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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我國教師組織演進表 

時間 成立組織 依據法令 

1911年 中央教育會 教育會章程 

1946年 臺灣省教育會 教育會法 

1967年 臺北市教育會 教育會法 

1979年 高雄市教育會 教育會法 

1987年 中華民國全國教育會 教育會法 

1987年 教師人權促進會 人民團體法 

1996年 高雄市教師會 教師法 

1996年 臺東縣教師會 教師法 

1996年 臺北市教師會 教師法 

1997年 高雄縣教師會 教師法 

1997年 金門縣教師會 教師法 

1998年 宜蘭縣教師會 教師法 

1998年 基隆市教師會 教師法 

1998年 臺中縣教師會 教師法 

1998年 臺中市教師會 教師法 

1998年 澎湖縣教師會 教師法 

1998年 桃園縣教師會 教師法 

1998年 新竹市教師會 教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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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續） 

時間 成立組織 依據法令 

1999年 全國教師會 教師法 

1999年 臺北縣教師會 教師法 

1999年 苗栗縣教師會 教師法 

1999年 南投縣教師會 教師法 

1999年 屏東縣教師會 教師法 

1999年 臺南市教師會 教師法 

1999年 花蓮縣教師會 教師法 

2000年 嘉義縣教師會 教師法 

2002年 嘉義市教師會 教師法 

2003年 臺南縣教師會 教師法 

2003年 連江縣教師會 教師法 

2003年 彰化縣教師會 教師法 

2004年 新竹縣教師會 教師法 

2005年 雲林縣教師會 教師法 



貳、美英日國家教師組織之概況 

 

我國教師組織有三層級，在學校為學校教師會、在直轄市及縣

（市）為地方教師會、在中央則為全國教師會。三層教師組織中最基

層的單位為「學校教師會」，但世界各國大多數國家並無此設計。為

了對教師組織有更進一步的認識，並瞭解他國教師組織之概況，以下

將探討美、英、日三國之教師組織，藉由他山之石，提供我國教師會

組織之參考。 

 

一、美國教師組織概況 

美國教育工作人員所組成的教育專業組織為數甚多，主要分為全

國、州及地方三級（陳秋滿，2002）。 

 

（一）全國性教師組織 

全國性教師組織中，規模最大的是全美教育協會及美國教師聯

盟。 

1.全美教育協會 

全美教育協會（The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簡稱 NEA），

創立於 1857，是美國最大的全國性教育專業組織。其成員廣泛，只

要是教育領域工作者即可加入，主要任務為提升教師教學專業、增進

教師權益及提倡美國之普及教育。該協會又可分為全國性、州及地方

三級，各層級亦各有其努力方向與具體任務（The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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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國教師聯盟 

美國教師聯盟（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s，簡稱 AFT），

創始於 1897年（William,1991），隸屬於美國全國總工會（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簡稱

AFL-CIO，該組織旨在改善勞工家庭的生活，並為工作場合帶來經濟

正義，為國家帶來社會正義。）（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s, 

2005）。 

美國教師聯盟的會員包含教師、學校職員、州及聯邦的雇員、高

等教育機構教職員及健康專業人員。組織任務為改善會員及其家庭之

生活、代其發聲及爭取權益、促進民主及人類權益與自由（Mission 

statement, 2000）。 

 

（二）州及地方的教師組織 

美國各州均有全州性的教師專業組織，各地方亦設有地方教師專

業組織，各組織通常有其專屬之組織章程及規定，而組織成員多來自

教師及其他教育人員。州及地方的教師專業組織大多隸屬於全美教育

協會，僅少部分隸屬於美國教師聯盟（陳秋滿，2002）。 

 

二、英國教師組織概況 

英國有許多的教師組織，依其任教學科、職務、所屬政黨及教育

主張不同等，分別組成不同的協會，例如：全國教師協會（National 

Union of Teachers，簡稱 NUT）、大學教師協會（The Higher Education 

Union，簡稱 AUT）、教師專業協會（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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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ers，簡稱 PAT）、全國男女教師協會（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olmasters Union of Women Teachers ，簡稱 NASUWT）……等，

教師組織十分多元。在英國所有教師專業組織中，人數最多，且最具

代表性者，為「全國教師協會」（National Union of Teachers，簡稱

NUT）。全國教師協會建立於 1870年，初創時取名為「小學教師協會」

(the Elementary Teachers Union)，於 1889年更名為「全國教師會」，

其宗旨在於促使教師成立自主的專業團體（陳秋滿，2002）。 

 

整體而言，英國教師會組織具有下列的特性（侯禎塘，2001）： 

（一）明確的宗旨和目的 

英國各教師會均訂有明確的宗旨、目的及政策主張，來吸引會

員，得到會員認同。 

（二）獨主自主 

英國各教師會等組織均為完全獨立自主的教師團體，由於能做到

經費獨立、人事獨立和行政獨立，故能依其政策理念獨立運作，不受

政府或各政黨派的控制。 

（三）民主化運作 

英國教師會之成員皆由會員依民主方式選舉產生，且組織內之重

大決定需經全體會員的投票表決，才能決定是否行動。 

（四）完整的組織架構 

英國各教師會具有完整的組織結構和系統，包括：總部、年會、

中央執行委員會、區域分會、地方協會及各學校的會員召集人。教師

會完整的組織架構，除了使其組織之運作良好，更能提供會員便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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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服務功能。 

（五）多元化的會員服務 

英國各教師會均提供會員多樣性的服務與利益，包括：專業與專

家的建議諮詢、專業書刊、法律諮詢專線與法律訴訟服務、安全保險、

急難救助、借貸、理財、信用卡、醫療與旅遊、居住服務等。 

（六）多樣性的會員資格 

在英國幾乎每個具有正式資格的教師，都至少會選擇參加一個教

師會。除此之外，舉凡退休教師、實習教師，亦可參加教師會。 

（七）參與國家的教育政策與教育事務 

透過教師會，教師的意見可直接反應或陳述給政府教育主管部

門、議會或其他相關單位，因此，教師可藉由教師會來實際參與國家

的教育政策與事務。 

（八）專業出版 

各教師會會定期出版期刊、手冊、年度報告、專業書籍及研究報

告等，提供會員參考，以協助會員充實教學生涯所需的知能。 

（九）區分主義與教師會相互競爭 

英國教育專業在以往的發展過程中，存有競爭及對立現象。例如

男教師會和女教師會、校長與教師、小學與中學、普通學校與文法學

校及私立公學之間，存有競爭及對立現象。因此各教師會組織自成立

即存有區分、對立與相互競爭的型態。雖然此現象已趨式微，但目前

仍維持多個教師會組織，反應其傳統和政策理念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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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歷史悠久 

一個具有影響力的教師會，其發展常需要一段漫長的時間。以英

國的全國教師會為例，該組織創立至今已達 135年之久，長期以來透

過其組織運作吸引越來越多的會員，也使其組織勢力越來越龐大，終

能參與並影響教育決策與教育事務，為教育的進步及學生、教師和社

會福祉有所貢獻。 

 

三、日本教師組織概況 

日本教師組織主要有：日本教職員組合的「日教組」、日本高等

學校教員組合的「日高教」、全日本教職員聯盟組成的「全日教聯」、

全國教育管理職員團協議會所組成「全管會」及全日本教職員組合協

議會所組成的「全教會」等五大團體，其中以「日教組」規模最大（陳

秋滿，2002）。 

日本教師專業組織稱為「日本教職員組織」，簡稱「日教組」，成

立於 1947 年。日本國立學校及公立學校教師具有公務員身份，稱為

教育公務員，但「日教組」卻是公私立學校教師的組合，其組織型態

一方面是標榜為教育勞動者的工會組織，另一方面又是教師團體的領

導中心。日教組之主要任務為：（一）協助教師獲得社會、政治、經

濟的地位。（二）努力追求教育民主化及研究的自由。（三）對建設一

個和平、自由、民主的國家有所貢獻（蓋浙生，無日期）。 

 

由上可知，美英日三國重要之教師組織皆有其發展歷史、健全組

織運作、明確目標與任務，並積極謀求教育之進步與成員的權益。雖

然我國教師的定位與權利義務內涵和他國不盡相同，但「他山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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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攻錯」，在教師組織蓬勃發展的同時，我們不妨參考國外教師組

織之發展脈絡與角色定位，並參酌我國國情與現況，走出自己的天空。 

 

參、學校教師會之源起與定位 

 

在學校教師會之源起與定位這部分，將分別從學校教師會之源

起、學校教師會之法源基礎及學校教師會之定位三個方向來探討。 

 

一、學校教師會之源起 

隨著社會的進展、政治民主的進步，教師組織也有了相當大的演

變。1995年教師法公佈施行，依據教師法第二十六條規定：「教師組

織分為三級：在學校為學校教師會；在直轄市及縣（市）為地方教師

會；在中央為全國教師會。各級教師組織之設立，應依人民團體法規

定向該管主管機關申請報備、立案。」教師法公布之後，對全國教師

而言具有重大意義，使教師會成為政府明定的教師組織，各級學校可

依法組成教師會。高雄市教師會於 1996 年正式成立，成為教師法公

佈施行之後第一個地方性教師會。之後，各縣市的地方性教師會及學

校教師會亦如雨後春筍般一一成立。 

 

二、學校教師會之法源基礎 

（一）中華民國憲法 

中華民國憲法第十四條：「人民有集會與結社的自由。」 

中華民國的教師屬於中華民國國民，因此其集會與結社的自由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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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受到憲法的保障。所謂結社，是指多數人為達到特定之共同目的， 

而組織有繼續性之團體（柯素月，2000）。因此，依據中華民國憲法，

中華民國教師有組織團體的自由。 

 

（二）教師法及其施行細則 

教師法於 1995 年公佈施行，其中有關於教師組織的部分摘錄如

下： 

教師法第二十六條：「教師組織分為三級：在學校為學校教師會；

在直轄市及縣（市）為地方教師會；在中央為全國教師會。學校班級

數少於二十班時，得跨區（鄉、鎮）合併成立學校教師會。各級教師

組織之設立，應依人民團體法規定向該管主管機關申請報備、立案。

地方教師會須有行政區內半數以上學校教師會加入，始得設立。全國

教師會須有半數以上之地方教師會加入，始得成立。」 

教師法第二十八條：「學校不得以不參加教師組織或不擔任教師

組織職務為教師聘任條件。學校不得因教師擔任教師組織職務或參與

活動，拒絕聘用或解聘及為其他不利之待遇。」 

教師法施行細則第二十六條：「學校教師會由同一學校（含附設

幼稚園）專任教師三十人以上依人民團體法規定組成之，冠以學校名

稱，執行本法第二十七條各款任務。」 

由此可知，教師法不但確立了教師組織教師會的合法性及正當

性，也明定了教師會三級的組織架構，使得學校教師會的組成有明確

的法令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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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民團體法 

依據教師法第二十六條：「各級教師組織之設立，應依人民團體

法規定向該管主管機關申請報備、立案。」 

人民團體法第十條：「人民團體應於成立大會後三十日內檢具章

程、會員名冊、選任職員簡歷冊，報請主管機關核准立案，並發給立

案證書及圖記。」 

人民團體法第十二條：「人民團體章程應載明下列事項：名稱、

宗旨、經織區域、會址、任務、組織、會員入會、出會與除名、會員

之權利與義務、會員代表及理事、監事之名額、職權、任期及選任與

解任、會議、經費及會計、章程修改之程序、其他依法令規定應載明

之事項。」 

由上可知，教師組織之設立，應依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報備、立

案。學校教師會的設立、職權、會議、經費、監督等都必須依照人民

團體法的規定辦理，人民團體法可說是其組織運作之重要依據。 

 

經由法源之檢視可知：中華民國憲法為教師會成立之最根本依

據；教師法及其施行細則明確保障了學校教師會之合法性與正當性；

而人民團體法則載明了學校教師會組織運作之相關事項。 

 

三、學校教師會之定位 

根據人民團體法，人民團體分為職業團體、社會團體及政治團

體。職業團體係以協調同業關係，增進共同利益，促進社會經濟建設

為目的，由同一行業之單位、團體或同一職業之從業人員組成之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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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根據教師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五條：「學校教師會：係指各級學

校專任教師所組成之『職業團體』。」 

因此，就法律定位而言，學校教師會應屬於「職業團體」。 

教師法第二十七條，各級教師組織之基本任務如下：1.維護教師

專業尊嚴與專業自主權。2.與各級機關協議教師聘約及聘約準則。3.

研究並協助解決各項教育問題。4.監督離職給付儲金機構之管理、營

運、給付等事宜。5.派出代表參與教師聘任、申訴及其他與教師有關

之法定組織。6.制定教師自律公約。 

由教師法中所述教師組織之基本任務，我們可以知道教師會的定

位明顯傾向於「專業主義」（林志成，2004）。 

除上述依照法律對於教師會定位之判定外，學者專家也有其看法

與主張。茲舉數例如下： 

林淑華（1999）之研究指出教師會雖具有「工會」的色彩，但並

不像一般的工會擁有完整的「勞動三權」，因此各級教師會並不能視

為真正的工會。 

林斌（2003）在「教師會發展模式之探討」一文中指出，教師組

織應同時兼顧「會員權益」與「專業成長」，所以我國教師會未來發

展模式必須兼重「工會主義」及「專業主義」。 

而李新鄉（2004）綜合國內學者之研究，從臺灣目前教師會的功

能上，看出教師會混合有工會組織取向及專業團體取向，但是卻沒有

工會組織所應有的談判籌碼。 

綜合學者專家之意見，目前臺灣教師會雖然混合有「工會」的色

彩，但並沒有擁有完整的勞動三權，亦沒有受到法律的保障，所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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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視為真正的工會。依照教師法與人民團體法相關內容之規定，臺灣

的教師會性質應定位在偏向專業的職業團體。 

 

第二節 學校教師會之組織與運作 

 

1995年教師法公布以後，高雄市教師會即於 1996年七月成立，

成為教師法公佈施行之後第一個地方性教師會。之後各縣市的地方教

師會相繼成立，全國性的教師組織亦於 1999 年，依教師法第二十六

條，成立了全國教師會，為老師的專業組織，也是老師的服務組織（中

華民國全國教師會簡介，2005）。 

全國教師會之會員為各縣市教師會，如：彰化縣教師會、臺北市

教師會等等。而各縣市教師會則是由學校教師會組成。 

截至目前為止，全臺共有二十五個縣市已經成立地方教師會。依

據全國教師會網站上公布之「各縣市教師會繳費人數一覽表」可知，

九十四年度全國教師會會員共有八萬五千三十七人，而彰化縣教師會

會員則佔二千一百九十六人，約 2.58%。另外，就彰化縣地方教師會

所提供資料顯示，目前彰化縣四十三所公立國中之中，計有十七所國

中已經成立學校教師會，十七所國中名單如表 2。 

對於彰化縣教師會現況有了初步瞭解之後，接著這一節中將分別

從學校教師會之會務組織及學校教師會之運作任務來說明學校教師

會之組織及其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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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彰化縣國民中學學校教師會組織名單 

 學 校 理事長 學校電話 

1 明倫國中 曹維掌 04-8311349#305 

2 和美國中 史清廉 04-7552043 

3 花壇國中 呂冬雪 04-7862043 

4 彰安國中 廖恆彰 04-7236117#629 

5 大同國中 鄭秀梅 04-8358382#122 

6 彰化國中 李妙秀 04-7222844#20 

7 彰德國中 賴振鴻 04-7381791#124 

8 鹿港國中 施正傑 04-7772037#24 

9 永靖國中 張美琪 04-8221929#114 

10 福興國中 巫鴻堯 04-7772009#305 

11 彰泰國中 陳怡燕 04-7369676#117 

12 芬園國中 蔡秋泉 04-92522001#311 

13 社頭國中 江錦錢 04-8732047 

14 彰興國中 林美玉 04-7110743#250.251 

15 伸港國中 黃佩芬 04-7988611#24 

16 員林國中 賴慧思 04-8320873 

17 北斗國中 謝錫河 04-888207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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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學校教師會之會務組織 

 

1995年教師法公佈施行，依據教師法第二十六條規定：「教師組

織分為三級：在學校為學校教師會；在直轄市及縣（市）為地方教師

會；在中央為全國教師會。各級教師組織之設立，應依人民團體法規

定向該管主管機關申請報備、立案。」至於設立學校教師會的資格，

則含幼稚園以上之各級各類學校均得設立（教育部，1997）。 

 

一、學校教師會之籌組過程 

依據教師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五條：學校教師會，係指各級學校專

任教師所組成之職業團體。因此，學校教師會之籌組工作需依人民團

體法中有關職業團體部分之相關條文辦理。茲將成立學校教師會各階

段流程工作說明如下（教師會成立流程，2005；教育部，1997）： 

 

（一）發起階段 

依據人民團體法第八條：「人民團體之組織，應由發起人檢具申

請書、章程草案及發起人名冊，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發起人須滿二

十歲，並應有三十人以上。」因此，學校教師會之發起工作，是先找

三十名學校編制內之合格專任教師進行連署，並填寫「發起人名冊」。

發起階段流程如下： 

1.發公開信 

2.提供籌備流程給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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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願意加入之夥伴請其填 

（1）發起人名冊 

（2）入會申請書 

（3）會員名冊 

4.召開發起人會議 

（1）招收未入會會員入會流程討論 

（2）推選籌備委員會成員 

（3）籌備委員互推產生一位主任委員 

 

（二）籌備階段 

依據人民團體法第九條：「人民團體經許可設立後，應召開發起

人會議，推選籌備委員，組織籌備會。」因此，各類組織除「發起」

外，尚須有「籌備」的程序。其籌備程序如下： 

1.召開第一次籌備會（籌備委員召開） 

（1）審議章程草案（審後於會員大會討論） 

（2）決定籌備期間聯絡地址及工作人員 

（3）決定會員入會申請手續及申請書格式 

 

2.第二次籌備會（籌備委員召開） 

（1）審定會員名冊 

（2）確定成立大會時、地 

（3）擬定成立大會手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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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擬定成立大會討論案 

（5）擬定年度工作計劃及年度經費收支預算表 

（6）決定理監事選票格式、決定成立大會工作分工 

 

（三）成立階段 

上述任務若皆能達成，則學校教師會之籌備工作則告一段落，籌

備完成，即應召開成立大會。 

1.召開成立大會 

（1）籌備期間經費收支報告 

（2）審查章程草案 

（3）審查年度工作計畫 

（4）審查年度經費收支預算 

（5）討論理監事選舉辦法 

（6）選舉第一屆理監事 

2.召開第一屆理監事會議 

（1）選舉第一屆常務理事 

（2）選舉第一屆理事長 

（3）決定本會會址 

（4）聘任本會工作人員 

（5）選舉第一屆常務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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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理監事會議召開完成後，即應整理籌備及成立期間各項資

料，旋即向縣府社會局報備。 

 

二、學校教師會之組織架構 

組織結構的基本概念可為組織中的垂直管理與水平聯繫提供一

架構（Lunenburg & Ornstein,2000）。學校教師會的最高決策單位是全

體會員大會，然後是監事會與理事會。理事會之下是理事長，負責整

個組織的決策，並受到監事會的監督。理事長之下，為實際的執行系

統，由總幹事領導各工作分組，負責執行不同的任務（教育部，1997）。

以下將以彰化縣社頭國民中學為例，來呈現學校教師會之組織架構。 

 

 

 

 

 

 

 

 

 

 

關於學校教師會之組織職權，分述如後（彰化縣明倫國中教師會

章程，2005；張容雪，1998）： 

會員大會 

監事會 理事會 

理事長 

總幹事 

活
動
組 

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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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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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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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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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彰化縣社頭國中學校教師會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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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會員大會 

會員大會為學校教師會最高決策單位，其職責如下： 

1.訂定與變更章程。 

2.選舉及罷免理事、監事。 

3.議決入會費、常年會費、事業費及會員捐款之數額及方

式。 

4.議決年度工作計劃、報告及預算、決議。 

5.議決會員之除名處分。 

6.議決財產之處分。 

7.議決團體之解散。 

8.議決與會員權力義務有關之其他重大事項。 

 

（二）理事會 

學校教師會之理事由會員選舉產生，最多不得超過十五人。理事

會之職權如下： 

1.審定會員資格。 

2.選舉及罷免常務理事、理事長。 

3.議決理事、常務理事及理事長之辭職。 

4.聘免工作人員。 

5.擬定年度工作計畫。 

6.其他應執行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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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會之下設理事長，由理事互相選舉產生，在會員大會和理事

會休會期間，負責整個組織的決策。理事長對內綜理督導會務，對外

代表教師會，並擔任會員大會、理事會主席。 

理事長之下，由總幹事領導各工作組，以負責執行不同任務。各

工作分組非法定規劃，所以各學校教師會可以視實際需要增刪編制或

工作內容。 

 

（三）監事會 

學校教師會之監事由會員選舉產生，名額不得超過理事人數的三

分之一。監事會的功能，主要在監督組織運作時財務的管理、使用及

決策程序是否有違法或不當之處。其具體職權如下： 

1.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 

2.審核年度決算。 

3.選舉及罷免常務監事。 

4.議決監事及常務監事之辭職。 

5.其他應監察事項。 

 

（四）其他 

會員大會之下，各校還可視需要設立一些有諮詢功能的委員會。

其任務以提供專業意見、完成一般工作組無法完成之特定任務為原

則，如：法律諮詢委員會、聘約協調小組……等。亦可以任務編組方

式，任務完成即解散（教育部，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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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校教師會之運作任務 

 

長久以來，老師被認為是社會上最聽不見聲音的職業，在重大政

策決定上極少扮演重要角色。隨著政治環境的變遷、校園民主化的落

實，為保障教師參與校務的權利與義務及培養教育人員的民主素養，

1995 年頒佈的教師法中，即明定學校內的教師可以籌組教師會。學

校教師會之成立，一來有助於校園民主化的實現（蘇進棻，2004），

再者希望透過教師會的組織力量，來爭取政府、社會大眾、學校當局

及相關團體的注意，以獲取應有的權利，並改善教學現況（黃德祥、

薛秀宜，2004）。 

盱衡美、日、英等先進國家，在學校內部，並沒有專屬於教師的

專業組織（李新鄉，2004），臺灣之學校教師會可謂空前。各國國情、

教育文化不同，本不應同日而語，唯應將重點擺在學校教師會是否有

發揮應有的法定功能，如果有發揮功能，就表示有存在的必要，如果

沒有發揮功能，則有待檢討改進（蘇進棻，2004）。 

 

一、學校教師會之功能 

關於學校教師會所應具備之功能與角色，學者專家有許多研究及

討論，以下將先述教師組織之功能，再進而討論學校教師會之功能。 

Bloomer(1985)認為，教師組織的主要功能有三：提升教師專業發

展、提高教師地位及保障教師利益。 

吳清山（1996）指出教師組織應具備下列五種功能：（一）代表

教師進行集體協議。（二）爭取教師權益。（三）維護教師專業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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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維護教師尊嚴。（五）進行教育研究發展。 

柯素月（2000）研究中，綜合諸位學者之看法，歸納教師組織應

發揮之功能分別包括： 

（一）工會取向的功能： 

1. 協助改善教師工作上的物質條件，如薪資福利、工作

環境。 

2. 保障教師權益，如公平的升遷、工作分配。 

3. 提供談判交涉的協助，如法律顧問、協助問題解決。 

4. 生活協助，如貸款、保險、休閒等。 

（二）專業取向的功能： 

1. 提升教師專業發展，如舉辦研習、在職進修等。 

2. 專業審核，如教師資格認定、職級評鑑。 

3. 影響教育政策或配合教育改革。 

4. 其他專業活動，如制定自律公約、提升社會形象。 

 

林海清（1998）之研究指出，我國教師會應發揮下列的角色功能：

（一）維護教師專業形象。（二）自制自律，建立專業倫理。（三）積

極研究教育政策，探討教育問題。（四）辦理教師進修、研習或聯誼

活動。（五）扮演專業的監督協調者。（六）維護學生的受教權。（七）

擔任教育公關的角色。 

李新鄉（2004）綜合國內學者之研究，將學校教師會所應扮演的

角色及發揮之功能分析如下：（一）參與學校發展之規劃。（二）監督

校務發展。（三）交涉協商學校各類決策，調解問題或衝突。（四）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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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校內服務性工作。（五）擔任公關角色。（六）團結教師力量。（七）

建立資訊流通管道。（八）保障成員基本的尊重與工作權，改進成員

不滿意之工作條件。（九）提高教師地位，維護教師自主權與專業形

象。（十）提升成員專業發展。（十一）訂立專業規範、發揮教師自制

自律。（十二）維護學校受教權。 

 

參酌上述學者專家見解，學校教師會之功能可統整為以下五項： 

（一）提升教師專業形象。 

（二）維護教師權益。 

（三）制訂教師自律公約。 

（四）提供教師諮詢服務。 

（五）進行教育研究發展。 

 

二、學校教師會之任務 

為能充分發揮上述學校教師會之功能，學校教師會之運作有其具

體任務，茲分述如下； 

依據教師法第二十七條，各級教師組織之基本任務如下：1.維護

教師專業尊嚴與專業自主權。2.與各級機關協議教師聘約及聘約準

則。3.研究並協助解決各項教育問題。4.監督離職給付儲金機構之管

理、營運、給付等事宜。5.派出代表參與教師聘任、申訴及其他與教

師有關之法定組織。6.制定教師自律公約。上述為法律所明訂教師組

織之基本任務，教師組織在學校為學校教師會，因此亦為學校教師會

之基本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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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容雪（1998）根據教師組織功能分析，將學校教師會之具體任

務歸納為以下十點：（一）提升教師專業能力。（二）維護教師專業自

主。（三）參與聘約準則的訂定。（四）研究教育問題。（五）協調解

決紛爭。（六）參與學校各項法定組織。（七）訂定教師自律公約。（八）

參與學校各項決策。（九）對外交流及溝通。（十）維護及爭取教師合

理權益。 

柯素月（2000）之研究中，歸納學校教師會之具體任務為：（一）

維護教師專業自主。（二）提升教師專業能力。（三）協議教師聘約。

（四）派代表參與學校各項法定組織。（五）訂定教師自律公約。（六）

研究並解決教育問題。（七）協助推動學校本位管理與發展。（八）擔

任溝通的橋樑。（九）維護教師權益和爭取福利。（十）建立學校教師

會的公共形象。 

林志成（2004）認為教師會基本任務包括下列各項：（一）維護

教師專業尊嚴與專業自主權。（二）制訂教師公約並與各級機關協議

教師聘約及聘約準則。（三）研究並協助解決各種教育問題，提升教

師專業地位。（四）確保教師權益，提供教師各項生活服務。（五）派

出代表參與教師聘任、申訴及其他與教師有關之法定組織。（六）維

護並爭取教師應有的權利、利益與權益。（七）增進社會對教育的了

解，確保學生受教權。 

由於各個學校校內實際情形有所差異，教師會的運作任務也不盡

相同，但其主要方向多半大同小異。根據林淑華（1999）之研究，將

學校教師會主要運作的任務及內容歸納為以下六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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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派代表參與學校教評會 

高級中學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三條中規定：教師

評審委員會組成方式包含當然委員及選舉委員。當然委員中應包含教

師會代表一人，學校尚未成立教師會者，不置教師會代表。 

由此可知，教師會應推派代表參與教師甄選工作，對於教師之聘

任具有一定影響。 

 

（二）針對學校應興革事項，提出建議 

學校教師會在學校可視為教師們意見交流的平臺，當教師發現學

校有應改進之處，如：工作環境、教室空間、教學設備……等等，可

透過教師會的力量，推派理事長或代表進一步與學校行政溝通，以期

獲得改善。 

 

（三）參與校內行政決定 

以往學校的各項行政決定，多由校長及行政人員共同討論形成共

識，所作決定往往罔顧多數教師權益與聲音，而要求全體教師配合。

現在學校教師會可推派代表參與學校各項決策，可適時表達教師意

見，使學校行政決定也能參酌學校教育第一線工作者的想法，最後達

成共識。 

 

（四）舉辦教師進修活動 

雖然教育主管機關或學校也會定期舉辦教師進修或相關研習課

程，但是課程不見得能符合所有教師的需求與意願，因此教師可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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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教師會，針對校內教師需求，定期舉辦研習活動，讓教師們能真

正藉由研習而受益。 

 

（五）維護或爭取教師權益 

關於教師權益部分，相較於全國教師會與地方教師會，學校教師

會雖然並無實權，但學校教師會可集合多數教師意見，將基層聲音適

時表達至地方教師會，或透過教師會的團結力量，進一步向地方爭取。 

 

（六）提供各項服務 

其他如：教育相關法律諮詢、教育專業諮詢、教師聯誼活動……

等等，亦為學校教師會工作內容之一，教師可透過學校教師會管道，

進一步獲得所需之資訊。 

 

第三節 學校教師會之相關研究 

 

1995 年頒佈了教師法，教師法中除了明定教師的權利與義務之

外，亦給予教師組織法律性的保障。自此以後，各縣市之教師會相繼

成立，關於教師會之研究亦逐漸增多。研究者整理了近十年來國內針

對教師會所作的相關研究，並將其研究方式與重要結論歸納如下：  

彭富源（1996）所作「學校教師會與教師專業自主」研究，以臺

北市國民小學為研究樣本，採訪談法與文件分析法，所得結果如下： 

一、學校教師會之緣起係為了充分整合教師意見及真正發揮監督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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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二、學校教師會的任務在維護學生學習權、保障教師專業自主及教師

權益，使學校校務順利推展、促進學校與社區相互瞭解。 

三、教師希望學校教師會成為保障應得權益的後盾，且目標在提升教

師的專業地位。 

 

白世文（1997）「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會參與學校行政決定之研

究」中，以問卷調查法方式，研究臺北市國民小學，所得結果如下：   

一、以教師知覺為依據，學校教師會參與學校行政決定的程度並不高。 

二、教師對學校教師會參與學校行政決定的結果尚稱滿意。 

三、在教師職務上，「主任」所知覺的參與程度和滿意程度較高。 

四、在學校「規模」方面，「25-45班」的教師所知覺的參與程度和滿

意程度在整體和各層級都最高。 

 

陳文燦（1997）所作「我國國民小學教師對教師會組織之態度研

究」中，以文獻分析、問卷調查及訪談方式，對臺灣地區三十四所學

校進行問卷調查，並由受試者中選取二十四名進行訪談。研究所獲結

論如下： 

一、不同性別、職務、參加意願及是否屬於教師會成員間對於教師會

目標的認知有顯著差異。 

二、不同性別、職務、參加意願及是否屬於教師會成員間對於教師會

功能的認知亦有顯著差異。 

三、不同服務年資、學歷間在參與（不參與）教師會的動機上亦有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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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差異。 

四、在學校教師會的評價上，一般來說相信教師會可以帶來正面效

益，且不同職務、參加意願及是否屬於教師會成員對於教師會的

評價有顯著差異。 

五、不同職務的教師對教師會的角色定位有極大差異：校長及主任傾

向於定位教師會為協助行政的輔助性角色；而教師及教師會成員

則傾向於為教師爭取權益、處理申訴、保護教師、監督行政等積

極性角色。 

 

朱輝章（1997），「我國教師組織之研究—以教師會為中心」研究

中，以已成立地方教師會的高雄縣、臺東縣、臺北市、高雄市及金門

縣為範圍，進行問卷分析，研究結果如下： 

一、尚有一成多的教師不知道學校可成立教師會。 

二、教師參與教師會多半基於工具性的動機。 

三、教師對教師會的評價正面多於負面。 

四、教師期望教師會獨立自主運作。 

五、教師期望教師會優先研究教育實際問題。 

 

張容雪（1998），所作「學校教師會運作情形之研究—以臺北縣

市學校為例」研究中，一樣以問卷調查方式，針對臺北縣市已成立學

校教師會之各級學校的主任、組長及教師進行問卷調查，研究結果為： 

一、學校成立學校教師會最主要的因素是為了爭取及保障教師權益、

爭取教師專業自主的空間、增加教師參與學校決策的機會及促進



 

 40

教師專業成長。 

二、教師加入學校教師會，主要是期望學校教師會能爭取及保障教師

權益、爭取教師專業自主的空間、促進個人專業成長。 

三、目前學校教師會運作的主要內容為「針對學校應興革事項，提出

建議」、「維護或爭取教師權益」及「參與校內各項事務決策及規

劃」，與其成立的主要原因相符。 

四、教師會本身的運作情形尚可，唯自律公約的功能有待加強。 

五、目前學校教師會運作上的主要問題包括：學校教師對教師會的參

與及瞭解不足、教師工作太忙碌，沒有足夠的時間推動及參與會

務，以及教師推動會務的相關能力有待加強等問題。 

六、提升教師專業能力是學校教師會的重要任務，但教師會在這方面

的功能有待加強。 

 

陳鵬飛（1999），所作「高雄縣市國民小學教師會現況及其相關

因素之調查研究」，以歷史研究法及問卷調查法，研究高雄縣成立教

師會之國民小學，所得研究結果如下： 

一、高雄縣市二十班以上的國民小學成立教師會的比例超過六成四，

而教師參加教師會的百分比達八成四以上。 

二、不同地區、學校規模、學歷和服務年資的國民小學教師參加教師

會的百分比有顯著差異。 

三、高雄縣市的國民小學教師對教師會的態度均屬中等程度，而且認

知層面顯著高於情感及行為層面，而行為層面又顯著高於情感層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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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同規模、是否成立教師會的學校教師，以及性別、是否參加教

師會的教師，對教師會的態度有顯著差異。 

五、學校教師會的發展困境主要是「教師工作繁忙，無暇參與活動」、

「缺乏法律專才」及「教師認識不清，參與意願不高」。 

 

林淑華（19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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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問卷調查法研究高雄市已成立學

校教師會之公立國民小學。該研究之研究結果如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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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況均屬中等程度，其中以「爭取權益」的需求情形最為強烈。 

二、國小教師參與學校教師會的功能需求（如：爭取權益、提升專業、

參與決策）與組織滿意之間具有顯著的關係。 

三、教師參加學校教師會因個人背景變項的不同在功能需求、運作策

略與組織滿意上的知覺亦有所差異。 

 

柯素月（2000）所作「國民小學學校教師會之個案研究」中，以

訪談、參與觀察及文件分析法研究臺灣中部一所國民小學，所得之結

果為： 

一、學校教師會在學校行政的支持與協助之下成立，活動內容偏重辦

理休閒康樂活動與事件處理，並重視維持校園的和諧。 

二、學校教師會雖能維護教師專業自主，但在促進教師專業成長和約

束教師專業行為方面尚未有具體作為與成效。 

三、學校教師會的困境包括：缺乏活動時間、教師會和行政關係受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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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對校務只有建議權、會員和非會員福利無法區分、對教師缺

乏約束力、和行政人員利益相衝突、運作難以制度化、無法脫離

行政掌控等。 

四、學校教師會的實際發展情況雖然受到肯定，但與理論及法令規定

仍有很大差距。 

 

連學淵（2001）「高級中等學校教師對教師會組織功能之認知與

期望研究」，以問卷調查法研究臺灣地區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研究

結果為： 

一、高級中等學校教師對教師會的運作，大抵上持贊成、理性、平和

態度。 

二、高級中等學校教師覺得教師會最重要的功能依序為：教師專業、

與學校行政溝通及維護權益等。 

三、高級中等學校教師對教師會應有功能及運作現況間之認知，彼此

間存有顯著差異。 

四、高級中等學校教師對教師會的印象，普遍說來是積極正向的。 

 

陳志成（2002）「國民中小學教師會參與學校行政決定之研究」，

以問卷調查法對中部五縣市（臺中縣、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及雲

林縣）已成立學校教師會之學校進行研究，所得結果如下： 

一、國民中小學教師會參與學校行政決定的程度並不高。 

二、國民中小學教師對學校教師會參與學校行政決定的結果並不滿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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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秋滿（2002）「學校教師會運作情形之研究—以中部四縣市公

立高中職為例」之研究，對中部四縣市公立高中職進行問卷調查及訪

談，該研究結果為： 

一、不同性別、職務、年資及畢業學校等背景變項對學校教師會運作

情形的看法上並無差異。 

二、臺中市及彰化縣學校教師會在「內部運作」與「學校互動」上認

同度較高。 

三、規模較大的學校教師對學校教師會內部運作認同較高。 

 

趙怡婷（2003）所作之「學校教師會參與學校行政決定之研究—

以桃園縣國民小學為例」，以參與觀察法、訪談法、文件分析法、調

查表等方法，研究桃園縣國民小學，其研究結果為： 

一、學校教師會皆依法成立，但任務無法完全落實。 

二、教師意見仍多由「非正式管道」傳達。 

三、學校教師會參與學校行政決定的層面仍受限。 

四、學校教師會參與程度停留在學校行政徵詢其意見的階段。 

 

根據上述說明，再將教師會相關研究之內容整理之後簡化如表

3，並歸納出以下現象： 

一、在研究方法上以問卷調查法為主 

在十二篇學校教師會相關研究中，有七篇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

三篇研究採用訪談法，有二篇研究兩種研究方法並用。故在研究方法

上，多數研究仍以問卷調查法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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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學校教師會相關研究表 

研究方法 研究樣本 
研究者

與年代 問卷 
調查 

訪談 國小 國中 高中 
研究範圍 重要研究結果 

彭富源 
1996  ● ●   臺北市 

教師希望教師會成為保障其

權益的後盾，並提升教師專業

地位。 

白世文 
1997 ●  ●   臺北市 

教師會參與學校行政決定的

程度並不高。 
陳文燦 
1997 ● ● ●   臺灣地區 

不同職務及是否為教師會成

員對教師會的評價有顯著差

異。 
朱輝章 
1997 ●     

高雄縣、臺東縣、

臺北市、高雄市、 
金門縣 

教師期望教師會優先研究教

育實際問題。 

張容雪 
1998 ●  ● ● ● 臺北縣市 

教師會本身的運作情形尚

可，唯自律公約功能有待加

強。 

陳鵬飛 
1999 ●  ●   

高雄縣市 

教師會發展困境主要是「教師

工作繁忙，無暇參與活動」、

「缺乏法律專才」及「教師認

識不清，參與意願不高」。 

林淑華 
1999 ●  ●   

高雄市 

教師參加教師會因個人背景

變項的不同在功能需求、運作

策略與組織滿意上的知覺亦

有所差異。 

柯素月 
2000  ● ●   臺灣中部 

學校教師會的實際發展情況

雖受肯定，但與理論及法令規

定仍有很大差距。 

連學淵 
2001 ●    ● 臺灣地區 

教師覺得教師會最重要功能

為：教師專業、與學校行政溝

通及維護權益。 

陳志成 
2002 ●  ● ●  臺中縣市、彰化

縣、南投縣、雲林

縣 

教師會參與學校行政決定的

程度並不高，而教師對其參與

學校行政決定的結果並不滿

意。 

陳秋滿 
2002 ● ●   ● 臺中縣市、南投

縣、彰化縣 

不同性別、職務、年資及畢業

學校等背景變項對學校教師

會運作情形的看法上並無差

異。 

趙怡婷 
2003  ● ●   桃園縣 

教師會皆依法成立，但任務無

法完全落實。教師會在參與學

校行政決定的層面仍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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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研究樣本上以國小為主 

十二篇學校教師會相關研究中，在研究樣本部分有七篇以國小階

段為主，二篇以高中為主，另外二篇一篇以國中小為主，一篇則將國

中小及高中皆納入研究樣本。 

由整理之資料可知，多數學校教師會之研究集中在國民小學，屬

於國民中學部分如九牛一毛，將研究樣本全集中在國民中學階段的更

是付之闕如。 

 

三、在研究範圍上多集中在北高地區 

在所整理的相關研究中，範圍涵蓋臺北地區的有六篇，高雄地區

的有五篇，而彰化地區的僅有二篇。研究範圍涵蓋彰化地區的二篇論

文中，一篇研究樣本鎖定在高中職部分，另一篇研究樣本雖包含國民

中小學，但其研究主要方向為教師會參與學校行政方面，故無法藉此

瞭解學校教師會整體之運作現況與成效。 

 

四、在研究變項上之相關討論 

    根據表 3 學校教師會相關研究表，研究者將研究方法中採用問

卷調查法之教師會相關研究依其研究題目與研究變項，整理成表 4學

校教師會相關研究之研究變項一覽表。 

    表 4中共有九篇學校教師會相關之研究論文，有關於教師會組織

相關運作之研究論文共有七篇，而其他關於教師會參與學校行政決定

之研究論文有二篇。在七篇教師會組織相關運作之研究論文中，有五

篇以教師會之運作或運作現況作為研究變項，探討教師會之運作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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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有三篇以教師會組織之評價或滿意度作為研究變項，瞭解教師會

運作之滿意情形。故研究者在針對彰化縣國民中學學校教師會所作之

研究中，亦以多數研究論文所欲探討之主題，來探究彰化縣學校教師

會之組織運作與運作滿意度。另外，相較於北高二地區教師會之蓬勃

發展，彰化縣學校教師會雖未能如北高二地區有良好成效，但亦正努

力、持續發展中，部分未成立學校教師會之學校亦陸陸續續成立了學

校教師會，因此，研究者欲探求彰化縣國民中學學校教師會之運作效

能，瞭解彰化縣學校教師會之努力成效與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運作效

能之看法。 

   故依據歷來研究之分析與彰化縣地區之特性，研究者以組織運

作、運作效能及運作滿意度作為研究之主軸，以這三方面來進一步探

究彰化縣國民中學學校教師會運作之現況。 

 

五、在研究結果上之相關討論 

彭富源（1996）之研究顯示，教師希望教師會成為保障其權益的

後盾，並提升教師專業地位。連學淵（2001）研究結果發現，教師覺

得教師會最重要的功能為：教師專業、與學校行政溝通及維護權益。

由此可知，教師們普遍希望教師會能保障教師權益並提升教師專業地

位，而這也是教師會設立之初衷，學校教師會之產生，確實頗能符合

教師期望與需求。 

白世文（1997）之研究發現，教師會參與學校行政決定的程度並

不高。柯素月（2000）發現學校教師會的實際發展情況雖受肯定，但

與理論與法令規定仍有很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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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學校教師會相關研究之研究變項一覽表 

研究者與年代 研究題目 研究變項 

白世文 1997 
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會參與

學校行政決定之研究 

l 教師會參與學校行政決定層面 
l 教師會參與學校行政決定層級 
l 教師會參與學校行政決定結果 

陳文燦 1997 
我國國民小學教師對教師會

組織之態度研究 

l 教師對教師會運作之認知 
l 參與動機 
l 教師意識型態 
l 教師會運作原則 
l 教師會影響評價 

朱輝章 1997 
我國教師組織之研究—以教

師會為中心 

l 教師會成立狀況 
l 教師參與教師會動機 
l 教師會功能與評價 
l 教師會運作 

張容雪 1998 
學校教師會運作情形之研

究—以臺北縣市學校為例 

l 加入教師會原因 
l 教師會運作內容 
l 教師會運作情形 
l 教師會對學校組織之影響 

陳鵬飛 1999 
高雄縣市國民小學教師會現

況及其相關因素之調查研究 

l 教師會成立現況 
l 校長領導方式 
l 學校組織氣氛 
l 教師對教師會態度 

 林淑華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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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功能需求 
l 運作策略 
l 組織滿意 

連學淵 2001 
高級中等學校教師對教師會

組織功能之認知與期望研究 
l 教師會應有功能 
l 教師會運作現況 

陳志成 2002 
國民中小學教師會參與學校

行政決定之研究 

l 教師會參與學校行政決定情形 
l 影響教師會參與學校行政決定
因素 

陳秋滿 2002 
學校教師會運作情形之研

究—以中部四縣市公立高中
職為例 

l 教師會定位看法 
l 教師會組織功能 
l 教師會運作看法 
l 教師會對學校運作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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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怡婷（2003）之研究亦發現教師會之任務無法完全落實，且在

參與學校行政決定的層面仍受限。根據上述研究之結果，我們發現在

將近六年的期程內，學校教師會之任務運作仍未臻理想，雖然上述研

究之研究範圍未在同一地區，無法呈現出縱向的比較差異，但這正好

也透露些訊息，即應運而生的學校教師會，其運作之現況值得探究與

追蹤。 

 

由上列整理之要項可知，多數學校教師會之相關研究是以問卷調

查法為主，故本研究仍以問卷調查法為研究之主要方法，而研究樣本

則以相關研究鮮少涉獵的國民中學為主，並將研究範圍集中在彰化縣

市。 

再者，陳文燦（1997）之研究中發現，不同職務及是否為教師會

成員對教師會的評價有顯著差異。盱衡相關研究，發現大多數研究者

在研究學校教師會時多以教師會會員為研究對象，未能兼採非教師會

會員之看法，故其研究結果可能失之公允。因此本研究在研究對象

上，將納入未加入教師會之教師，除了蒐集教師會會員教師的看法之

外，亦瞭解非會員之教師如何看待教師會，期能以較客觀的方式呈現

研究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