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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根據相關文獻探討之結果，提出本研究的研究方法，包括

研究架構、研究對象、研究工具、實施程序及資料處理。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節將依據研究目的與文獻探討結果，提出研究架構，如圖 2所

示。 

 

 

 

 

 

 

 

 

 

 
 

 

 

一、學校變項 

 

學校規模 

（班級數） 

 

圖 2 研究架構圖 

學校教師會之運作 

 
 
 

學校教師會之組織運作 

學校教師會之運作效能 

學校教師會之運作滿意度 

 

二、個別變項 

性別 

服務年資 

最高學歷 

學校擔任職務 

有無加入教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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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2可知，本問卷包括背景資料與學校教師會運作現況兩部

分。 

 

壹、背景資料 

 

背景資料分為學校變項及教師個別變項兩部分。 

 

一、學校變項 

學校變項部分，將學校規模（班級數）納入分析，藉以瞭解不同

學校規模（班級數）是否會影響學校教師會之運作。 

 

二、教師個別變項 

教師個別變項包括：性別、服務年資、最高學歷、學校擔任職務 

及有無加入教師會等五部分，以期探究教師個別變項對於學校教師會

運作之影響情形。 

 

貳、學校教師會運作現況 

 

關於學校教師會運作現況之調查，問卷探討的問題主要分為三大

面向。 

一、 學校教師會之組織運作 

二、 學校教師會之運作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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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校教師會之組織滿意度 

透過三大面向之分析，瞭解彰化縣國民中學學校教師會之運作現

況及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運作之滿意結果。 

 

第二節 研究對象 

這一節共包含三部分，分別為調查地區及對象、樣本選取與研究

樣本基本資料分析。 

 

壹、調查地區及對象 

 

本研究以彰化縣公立國民中學已成立學校教師會之教師會會員

及非教師會會員為研究對象。 

 

貳、樣本選取 

 

本研究之樣本，分學校及人員兩部分選取。 

一、學校選取 

根據彰化縣地方教師會九十四年度之統計，彰化縣公立國中已成

立學校教師會之國中共計十七所，由於學校數不多，故本研究將其全

數納入研究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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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員選取 

本研究是以彰化縣十七所已成立學校教師會之學校合格教師為

研究對象。 

為求研究對象具代表性，在樣本人數之選取上，依學校規模之大

小，以分層隨機抽樣的方式選取研究樣本。學校班級數在 30班以下

者（小型）抽 15位教師、30~50班者（中小型）抽 30位教師、50~70

班者（中大型）抽 45位教師、70班以上者（大型）抽出 60位教師。

各校抽樣人數分配如表 5、表 6。 

 

表 5 彰化縣國民中學學校規模統計表（已成立學校教師會者） 

學校規模 學校名稱 合計 累計 

30班以下 

（小型） 
彰化國中、芬園國中 2 2 

30~50班 

（中小型） 

明倫國中、花壇國中、彰安國中、彰德國中 
永靖國中、彰興國中、伸港國中、北斗國中 

員林國中 
9 11 

50~70班 

（中大型） 
社頭國中、鹿港國中、福興國中、彰泰國中 4 15 

70班以上 

（大型） 
和美國中、大同國中 2 17 

 

由表 5可知，十七所已成立學校教師會之國民中學之中，學校班

級數在 30班以下者有彰化、芬園 2所國中；學校班級數在 30~50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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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有明倫、花壇、彰安、彰德、永靖、彰興、伸港、北斗及員林等 9

所國中；學校班級數在 50~70班者有社頭、鹿港、福興及彰泰等 4所

國中；而學校班級數在 70班以上者有和美及大同 2所國中。 

 

表 6 抽樣人數統計表 

教師 樣本選取 
 

學校規模 

行政 
人員 教師會會員 非會員 教師會幹部 

合計 

30班以下 3 8 2 2 15 

30~50班 5 17 4 4 30 

50~70班 5 30 5 5 45 

70班以上 7 39 7 7 60 

 

表 6，依照學校規模之大小決定其抽樣人數，為求研究之周延性，

將各校抽樣之樣本分為行政人員及教師。其中教師部分，又再細分為

教師會會員之教師、非教師會會員之教師及擔任教師會幹部之教師。

以研究者所任教之國中為例，教師中已加入學校教師會者佔多數，而

未加入學校教師會者佔少數，因此，在研究樣本之選取上將以教師且

為學校教師會會員者為主要研究樣本，並考量行政人員、非教師會會

員及教師會幹部之看法。因此，本研究共發出問卷 60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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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樣本基本資料分析 

 

本研究寄發問卷 600份，問卷回收 456份，剔除無效問卷 25份，

合計有效樣本為 431份，回收率為 76%， 可用率為 71.8%。 

研究之背景變項分為學校變項及教師個別變項。學校變項之相關

資料，如學校規模等，分別由各國中提供及彰化縣政府教育局網頁上

取得；教師個別變項之背景資料部分則透過調查問卷實施獲得。 

    根據問卷填答結果，本研究之研究樣本背景資料分佈情形如下。 

    在填答者之性別方面，男性填答者有 161人，佔 37.4%；女性填

答者有 270人，佔 62.6%。由於國中各校教師性別比例普遍女多於男，

故隨機抽樣之結果亦呈現女性填答者多於男性填答者之情形。 

    在服務年資方面，「5年以下」之填答者為 132人，佔 30.6%，「6~15

年」有 167人，佔 38.7%，「16~25年」有 101人，佔 23.4%，「26年

以上」有 31人，佔 7.2%。因此，填答者之服務年資以「6~15年」者

佔最多，而「5年以下」次之，兩者即佔 70%左右，顯示調查對象多

為青壯年之教師。 

    在最高學歷方面，一般大學（學院）畢業者有 136人，佔 31.6%，

師範大學畢業者有 120人，佔 27.8%，研究所以上學歷之教師有 174

人，佔 40.4%，而選擇其他者僅有 1人，佔 0.2%。由數據可知，調查

對象之最高學歷以研究所以上佔最多。 

    在學校現任職務方面，校長有 1人，佔 0.2%，主任有 23人，佔

5.3%，組長有 61 人，佔 14.2%，導師有 246 人，佔 57.1%，專任教

師有 100人，佔 23.2%。因此，調查對象在校之職務以擔任導師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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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佔二分之一強。除了一般教師之外，擔任行政工作之教師（校長、

主任及組長）約佔 20%左右。 

    在教師會職務方面，理事長有 7人，佔 1.6%，理監事有 47人，

佔 10.9%，其他幹部有 18人，佔 4.2%，一般會員有 258人，佔 59.9%，

沒有加入教師會者有 101人，佔 23.4%。故調查對象以一般會員者佔

最多，而教師會幹部（理事長、理監事、其他幹部）次之，沒有加入

教師會者再次之。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背景資料分佈情形如表 7。 

 

第三節 研究工具 

在研究工具這一節中，將從問卷編製、問卷內容及填答與計分方

式三部分之內容，來說明研究工具發展情形。 

 

壹、問卷編製 

 

為達成研究目的，本研究參考《教師法》、林淑華（1999）對於

教師會運作任務及內容之歸納及張容雪（1998）學校教師會運作情形

之調查問卷，編製問卷初稿。 

研究問卷初稿編製完成後，研究者邀請六位學者專家針對問卷初

稿給予指導與建議，六位學者專家如表 8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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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研究樣本基本資料分析表 

項目 組別 人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男 161 37.4 37.4 
性別 

女 270 62.6 100 

5年以下 132 30.6 30.6 

6~15年 167 38.7 69.4 

16~25年 101 23.4 92.8 
服務年資 

26年以上 31 7.2 100 

一般大學(學院) 136 31.6 31.6 

師範大學 120 27.8 59.4 

研究所以上 174 40.4 99.8 
最高學歷 

其他 1 0.2 100 

校長 1 0.2 0.2 

主任 23 5.3 5.6 

組長 61 14.2 19.7 

導師 246 57.1 76.8 

學校現任職務 

專任教師 100 23.2 100 

理事長 7 1.6 1.6 

理監事 47 10.9 12.5 

其他幹部 18 4.2 16.7 

一般會員 258 59.9 76.6 

教師會職務 

沒有加入教師

會 101 23.4 100 

總人數 43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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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專家意見調查名單 

姓 名 現 任 職 務 

張 明 輝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研究所所長 

林 文 律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政策與管理研究所教授 

葉 連 祺 國立暨南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教授 

柯 文 賢 臺北市教師會理事長 

廖 銘 潭 彰化縣教師會理事長 

江 錦 錢 彰化縣社頭國中教師會理事長 

    

  依據六位學者專家之指導與建議，問卷內容酌修如表 9： 

 

表 9 專家建議酌修表 

原問卷內容 修改意見 修改結果 
1. 貴校教師會能協助聘約

準則的訂定，健全教評會

的功能。 

 

l 貴校教師會能協助教師
聘約準則的訂定，健全

教評會的功能。 

貴校教師會能協助教師聘約

準則的訂定，健全教評會的

功能。 

2. 貴校教師會能推派代表

參加教評會，參與教師聘

任工作。 

 

l 貴校教師會能推派代表
參加教評會，參與教師

聘任審核工作。 

貴校教師會能推派代表參加

教評會，參與教師聘任審核

工作。 

3. 貴校教師會能積極參與

教評會，選聘優秀教師。 

 

l 貴校教師會代表能積極
參與教評會，選聘優秀

教師。 
l 貴校教師會能積極參與

教評會，提出符合教學

實境的教師缺額。 

貴校教師會代表能積極參與

教評會，選聘優秀教師。 

4. 貴校教師會能蒐集教師

意見，適時反應給學校。 

 

l 貴校教師會能蒐集教師
意見，適時反映給學校。 

貴校教師會能蒐集教師意

見，適時反映給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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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續） 

原問卷內容 修改意見 修改結果 
5. 貴校教師會能關心學校

事務，積極與學校行政溝

通。 

 

l 貴校教師會能關心學校
事務，積極與學校行政

單位溝通。 

貴校教師會能關心學校事

務，積極與學校行政單位溝

通。 

6. 貴校教師會的建議，行政

單位多能接受與重視。 

 

l 貴校教師會提出的建
議，行政單位多能接受

與重視。 

貴校教師會提出的建議，行

政單位多能接受與重視。 

7. 貴校教師會能主動參與

學校各項行政會議。 

 

l 貴校教師會能主動參與
學校各項協商會議。 

貴校教師會能主動參與學校

各項行政或協商會議。 

8. 貴校教師會對於各項行

政決定，能直言建議。 

 

 維持原內容 

9. 貴校教師會在行政會議

上，能適時表達教師心

聲。 

 

l 貴校教師會在校務會議
上，能適時表達教師心

聲。 

貴校教師會在校務、行政會

議上，能適時表達教師心聲。 

10. 貴校教師會能蒐集各類

教育資源，提供教師參

考。 

 

 維持原內容 

11. 貴校教師會能舉辦活

動，提供教學經驗分享。 

 

l 貴校教師會能舉辦活
動，提供教學經驗分享

機會。 

貴校教師會能舉辦活動，提

供教學經驗分享機會。 

12. 貴校教師會能定期舉辦

研習活動，鼓勵教師進

修。 

 

l 貴校教師會能定期舉辦
教育專業研習活動，鼓

勵教師進修。 
l 貴校教師會能定期舉辦

研習活動，鼓勵教師參

與。 

貴校教師會能定期舉辦教育

專業研習活動，鼓勵教師參

與。 

13. 貴校教師會能關心教育

議題，維護教師權益。 

 

l 貴校教師會能關心教師
議題，維護教師權益。 

維持原內容 
說明：教育議題即包含教師議

題。 
14. 貴校教師會能傾聽教師

心聲，代表教師與學校行

政協商。 

 

l 貴校教師會能傾聽教師
心聲，代表教師與學校

行政單位協商。 

貴校教師會能傾聽教師心

聲，代表教師與學校行政單

位協商。 

15. 貴校教師會能蒐集教師

意見，進一步向地方教師

會反應。 

 

l 貴校教師會能蒐集教師
意見，向地方教師會反

映。 

貴校教師會能蒐集教師意

見，向地方教師會反映。 



 

 59

表 9  （續） 

原問卷內容 修改意見 修改結果 
16. 貴校教師會能協助解決

各項紛爭。 

 

l 貴校教師會能協助教師
解決各項紛爭。 

l 貴校教師會能協助解決
有關教師權益各項紛

爭。 
l 貴校教師會能協助解決

學校各項紛爭。 
l 貴校教師會能協助解決

行政、家長、教師間的

紛爭。 

貴校教師會能協助教師解決

學校各項紛爭。 

17. 貴校教師會能制訂教師

自律公約。 

 

l 貴校教師會能訂定教師
自律公約。 

l 貴校教師會能宣導教師
權利與義務。 

貴校教師會能宣導教師權利

與義務。 

18. 貴校教師會能定期舉辦

教師聯誼活動。 

 

 維持原內容 

19. 貴校教師會能與學校行

政單位有良好的溝通。 

 

 維持原內容 

20. 貴校教師會能與教師會

成員互動良好。 

 

 維持原內容 

21. 貴校教師會幹部有足夠

時間推動教師會各項會

務。 

 

 維持原內容 

22. 貴校教師會的資源、經費

能適當運用。 

 

l 貴校教師會的資源、經
費能合理妥適運用。 

貴校教師會的資源、經費能

合理妥適運用。 

23. 學校教師對貴校教師會

的功能都很有信心。 

 

l 學校教師對貴校教師會
的功能都很肯定。 

學校教師對貴校教師會的功

能都很肯定。 

24. 學校教師對貴校教師會

做些什麼有一定程度的

瞭解。 

 

l 學校教師對貴校教師會
所做事務有一定程度的

瞭解。 

學校教師對貴校教師會所做

事務有一定程度的瞭解。 

25. 您對於貴校教師會參與

學校教評會的結果…… 

 

l 參與學校教評會的結
果，我感到…… 

l 您對於貴校教師會參與
學校教評會的成果…… 

您對於貴校教師會參與學校

教評會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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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續） 

原問卷內容 修改意見 修改結果 
26. 您對於貴校教師會與學

校行政的溝通與互動結

果…… 

 

l 與學校行政的溝通與互
動結果，我感到…… 

l 您對於貴校教師會與學
校行政單位的溝通與互

動結果…… 

您對於貴校教師會與學校行

政單位的溝通與互動結

果…… 

27. 您對於貴校教師會參與

學校行政會議、行政決定

的結果…… 

 

l 參與學校行政會議、行
政決定的結果，我感

到…… 
l 您對於貴校教師會參與

學校行政會議、行政決

定的成果…… 

您對於貴校教師會參與學校

行政會議、行政決定的成

果…… 

28. 您對於貴校教師會在舉

辦教師進修等相關活動

上…… 

 

l 在舉辦教師進修等相關
活動上，我感到…… 

l 您對於貴校教師會在舉
辦教師進修等相關活動

方面…… 

l 您對於貴校教師會在舉
辦教師研習等相關活動

上…… 

您對於貴校教師會在舉辦教

師研習等相關活動方面…… 

29. 您對於貴校教師會在爭

取 與 維 護 教 師 權 益

上…… 

 

l 在爭取與維護教師權益
上，我感到…… 

l 您對於貴校教師會在爭
取與維護教師權益方

面…… 

您對於貴校教師會在爭取與

維護教師權益方面…… 

30. 您對於貴校教師會與教

師會成員的互動結

果…… 

 

l 與教師會成員的互動結
果，我感到…… 

l 您對於貴校教師會與教
師 會 成 員 的 互 動 情

形…… 

您對於貴校教師會與教師會

成員的互動情形…… 

31. 您對於貴校教師會在推

動教師會各項會務的運

作上…… 

 

l 在推動教師會各項會務
的運作上，我感到…… 

l 您對於貴校教師會在推
動教師會各項會務的運

作方面…… 

您對於貴校教師會在推動教

師會各項會務的運作方

面…… 

32. 您對於貴校教師會整體

的運作結果…… 

 

l 您對於貴校教師會整體
的運作成果…… 

l 您對於貴校教師會整體
的運作成效…… 

您對於貴校教師會整體的運

作成效…… 

註：修改意見一欄中呈現的是學者專家之建議修改內容，一點表示僅有一位學者

專家提出建議；二點即是分別列出二位學者專家所提之建議……依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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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初稿經專家意見修正及指導教授指導後，完成「彰化縣國民

中學學校教師會運作之調查問卷」。 

 

貳、問卷內容 

 

本研究之問卷內容包括背景資料與問卷主要內容兩部分。 

 

一、背景資料 

背景資料分為學校變項及教師個別變項。 

 

（一）學校變項 

學校變項為學校規模（班級數）。 

（二）教師個別變項 

教師個別變項包括：性別、服務年資、最高學歷、學校擔任職務

及有無加入教師會等五部分，茲分述如下： 

1.性別：分為「男」、「女」兩類。 

2.服務年資：分為「5年以下」、「6~15年」、「16~25年」、

「26年以上」四類。 

3.最高學歷：分為「一般大學（學院）」、「師範大學」、「研

究所以上」、「其他」四類。 

4.學校擔任職務：分為「校長」、「主任」、「組長」、「導師」、

「專任教師」五類。 



 

 62

1. 有無加入教師會：分為「理事長」、「理監事」、「其他幹部」、

「一般會員」及「沒有參加教師會」五類。 

 

二、問卷主要內容 

問卷主要內容包含三大面向，分別為：學校教師會之組織運作、

學校教師會之運作效能及學校教師會之運作滿意度。 

（一）學校教師會之組織運作 

本研究依據林淑華（1999）對於學校教師會運作任務之歸納，將

其分為六大項： 

1. 參與學校教評會 

2. 提出學校興革建議 

3. 參與校內行政決定 

4. 舉辦教師進修活動 

5. 維護或爭取教師權益 

6. 提供各項服務 

在每一項下，分別設計三個問題提供填答者作答，以瞭解各學校

教師會在這六大項中之運作情形。 

（二）學校教師會之運作效能 

除了上述學校教師會之組織運作現況調查外，本研究參考張容雪

（1998）學校教師會運作情形之調查問卷，設計學校教師會之運作效

能調查問題，共計有六題，以探究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整體運作效能

之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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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校教師會之運作滿意度 

本研究參酌前列之學校教師會組織運作調查問卷，設計了八個調

查問題，以探究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整體運作之滿意度。並於問卷末

提供開放式問題，讓教師們能進一步表達其建議與看法。 

 

參、填答及計分方式 

 

    本研究之研究工具為「彰化縣國民中學學校教師會運作之調查問

卷」，問卷主要內容包含三大面向：學校教師會之組織運作、學校教

師會之運作效能及學校教師會之運作滿意度。其填答及計分方式說明

如下： 

 

一、「學校教師會組織運作」方面 

    在「學校教師會組織運作」方面，主要由「參與學校教評會」、「提

出學校興革建議」、「參與校內行政決定」、「舉辦教師進修活動」、「維

護或爭取教師權益」及「提供各項服務」六大項來瞭解學校教師會之

組織運作現況。在每大項下各設計三個問題供填答者作答，量表由「非

常符合」至「非常不符合」，分別給予四分至一分，分數越高表示符

合程度越高。最後，統計各選項填答之百分比，並求平均數，以作為

分析與討論之依據。 

 

二、「學校教師會運作效能」方面 

    在「學校教師會運作效能」方面，共設計了六題有關學校教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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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運作效能之調查問題，量表由「非常符合」至「非常不符合」，

分別給予四分至一分，分數越高表示符合程度越高，即學校教師會的

運作效能越好。最後，統計各選項填答之百分比，並求各題之平均數，

以作為分析與討論之依據。 

 

三、「學校教師會運作滿意度」方面 

    在「學校教師會運作滿意度」方面，主要參酌前列之學校教師會

組織運作、運作效能之相關問題，設計八個題目供填答者作答，以探

究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運作現況之滿意情形。量表由「非常滿意」至

「非常不滿意」，分別給予四分至一分，分數越高表示滿意結果越高，

即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的滿意情形越好。最後，統計各選項填答之百

分比，並求各題之平均數，以作為分析與討論之依據。 

 

第四節 實施程序 

 

本研究之實施程序如下： 

一、擬定研究計畫 

自 1995 年頒佈教師法後，各縣市教師會紛紛成立，各校之學校

教師會亦如雨後春筍。學校教師會既然依法成立，其任務是否能完全

落實？實際發展情況如何？又能否確實發揮其功能？再者，多數教師

會之相關研究多將研究範圍界定在北部地區，北、中地區無論是社

會、經濟皆不盡相同，故其研究結果實難推論於中部地區。因此，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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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以彰化縣為研究範圍，來探討彰化縣國民中學學校教師會之運作

現況，並據以擬定研究計畫。 

 

二、進行文獻探討 

確定研究問題之後，便進一步蒐集相關文獻。關於教師會之期刊

論文及相關書籍主要來源為國家圖書館、政治大學圖書館及社會科學

資料中心，相關法規部分由教育部法規會所公布之全國法規資料庫取

得。而關於國外教師組織之資訊則透過網際網路連結上該組織之網

頁，瞭解該組織之沿革與目標，並參考國內其他學者之相關介紹。另

外，有關於彰化縣國民中學學校教師會之相關訊息，則由彰化縣地方

教師會所提供之書面資料獲得。透過期刊、書籍及學術論文等文獻之

研討，瞭解先進研究的方向與重要之研究結果，以作為研究者在研究

上的參考，並根據教師會之相關文獻，著手撰寫研究之文獻內容。 

 

三、編製調查問卷 

為達成研究目的，本研究參考相關文獻及張容雪（1998）學校教

師會運作情形之調查問卷，編製「彰化縣國民中學學校教師會運作現

況之調查問卷」。 

 

四、施測調查問卷 

問卷編製完成之後，即以彰化縣已成立學校教師會之國民中學教

師為對象，依據學校規模之大小，以分層隨機抽樣的方式選取研究樣

本，並進行施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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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析研究資料 

寄發之問卷回收後，剔除無效問卷，將有效之問卷加以編碼並輸

入電腦，以 SPSS統計套裝軟體來進行分析。 

在統計方法的使用上，將採用 t考驗（t-test）及單因子變異數分

析（One-way ANOVA）來進行顯著性考驗，並以薛費法（scheffe 

method）來進行事後比較。 

 

六、撰寫論文 

資料分析之後，將根據統計結果提出研究結果，並進行研究結果

之討論。 

 

最後，依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俾供未來欲瞭解彰化縣國民中學

學校教師會運作現況之其他研究者參考。 

 

第五節 資料處理 

     

本研究寄發問卷回收後，剔除無效問卷，將有效問卷整理編碼，

以 SPSS10.0套裝統計軟體進行分析。 

    本問卷採用之統計方法為： 

一、 次數分配、百分比：透過次數分配與百分比之計算，分

析填答者之背景資料及其對於學校教師會運作之看

法、滿意度等相關差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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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t考驗（t-test）：背景變項部分，在性別上採用 t-test方

法來進行顯著性考驗，以瞭解不同性別之教師對於教師

會之組織運作、運作效能與運作滿意度是否有差異。 

三、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背景變項的其

他部分，如：學校規模、服務年資、最高學歷、學校現

任職務、教師會中擔任職務……等，則採用單因子變異

數分析來進行顯著性考驗，以探究不同背景教師對於學

校教師會之組織運作、運作效能及滿意度之差異情形。 

四、 薛費法（Scheffe method）：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中，若

變異數差異達顯著水準，則採薛費法來進行事後比較，

以瞭解各變項間的差異情形，並能進一步指出樣本究竟

在哪幾對處理水準上之平均數差異達顯著水準。 



 

 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