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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共分為五節，第一節為學校教師會組織運作之問卷結果分

析、第二節為學校教師會運作效能之問卷結果分析及第三節的學校教

師會運作滿意度之問卷結果分析，透過統計結果，瞭解教師對於學校

教師會運作現況之看法，並藉由變項之分析，探究不同規模之學校教

師及不同背景之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組織運作、運作效能及滿意度是

否有差異。第四節為學校教師會運作現況之意見整理與歸納，根據問

卷開放性問題教師填答部分，整理並歸納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之相關

意見。第五節綜合討論，根據前四節之研究結果與發現，綜合討論與

分析。 

     

第一節 學校教師會組織運作之問卷結果分析 

 

這一節中，將針對學校教師會調查問卷之組織運作結果來作分析

與討論。第一部分先從各項運作任務之填答情形，來作描述性統計分

析，以瞭解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運作之普遍看法。第二部分則分別從

各不同背景變項來分析其對於學校教師會組織運作之看法，以探究變

項間差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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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校教師會組織運作之分析與討論 

     

學校教師會組織運作之問卷內容主要有六大項，分別為：「在參

與學校教評會上」、「在提出學校興革建議上」、「在參與校內行政決定

上」、「在舉辦教師進修活動上」、「在爭取與維護教師權益上」及「其

他事宜上」。以下將進一步分析教師在這六大項之填答情形。 

 

一、 在參與學校教評會上 

    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在參與學校教評會方面的看法如下：在「教

師會能協助聘約準則的訂定，健全教評會的功能」方面，有 24.1%的

教師認為非常符合，50.3%認為大致符合，20.4%認為有點符合，只有

5.2%認為非常不符合。在「教師會能推派代表參加教評會，參與教師

聘任工作」方面，有 46.2%的教師認為非常符合，42.7%認為大致符

合，8.8%認為有點符合，只有 2.3%認為非常不符合。在「教師會能

積極參與教評會，選聘優秀教師」方面，有 29.9%的教師認為非常符

合，46.4%認為大致符合，19%認為有點符合，只有 4.7%認為非常不

符合（參見表 10）。 

表 10 教師對教師會參與學校教評會之問卷統計結果 

層面 非常符合 大致符合 有點符合 非常不符合 

協助聘約準則 24.1% 50.3% 20.4% 5.2% 

參與教師聘任 46.2% 42.7% 8.8% 2.3% 

積極參與教評 29.9% 46.4% 19%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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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為教師對於教師會參與學校教評會看法之統計量，由統計

數據中之平均數可知，教師對於教師會參與學校教評會之看法多認為

大致符合問卷所述內容。 

表 11 教師對教師會參與學校教評會之統計量 

層面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協助聘約準則 431 2.94 .80 

參與教師聘任 431 3.33 .73 

積極參與教評 431 3.02 .82 

 

綜合以上研究結果，對於教師會參與學校教評會方面，多數教師

認為確能發揮其功能。 

 

二、 在提出學校興革建議上 

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在提出學校興革建議方面的看法如下：在

「教師會能蒐集教師意見，適時反應給學校」方面，有 38.1%的教師

認為非常符合，41.8%認為大致符合，16.5%認為有點符合，只有 3.6%

認為非常不符合。在「教師會能關心學校事務，積極與學校行政溝通」

方面，有 37.1%的教師認為非常符合，40.1%認為大致符合，19%認

為有點符合，只有 3.8%認為非常不符合。在「對於教師會的建議，

行政單位多能接受與重視」方面，有 13.7%的教師認為非常符合，

42.2%認為大致符合，35%認為有點符合，9.1%認為非常不符合（參

見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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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教師對教師會提出學校興革建議之問卷統計結果 

層面 非常符合 大致符合 有點符合 非常不符合 

反應教師意見 38.1% 41.8% 16.5% 3.6% 

積極與行政溝

通 37.1% 40.1% 19% 3.8% 

行政重視教師

會建議 13.7% 42.2% 35% 9.1% 

 

表 13 為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提出學校興革建議之統計量，由統

計數據中之平均數可知，在「教師會能蒐集教師意見，適時反應給學

校」及「教師會能關心學校事務，積極與學校行政溝通」方面，教師

看法的平均值為 3.14、3.11，顯示教師們認為學校教師會多能符合問

卷所述內容；但在「對於教師會的建議，行政單位多能接受與重視」

方面，平均數值相較較低，只有 2.61。 

 

表 13  教師對教師會提出學校興革建議之統計量 

層面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反應教師意見 431 3.14 .82 

積極與行政溝通 431 3.11 .84 

行政重視教師會建

議 431 2.61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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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研究結果，對於教師會在提出學校興革建議上，多數教

師認為確能積極與學校行政溝通，唯值得一提的是，在「對於教師會

的建議，行政單位多能接受與重視」方面，有 35%認為有點符合，9.1%

認為非常不符合，且其平均數值只有 2.61。顯示教師認為學校行政單

位在面對教師會建議的態度上，還需要多加改善。 

 

三、在參與校內行政決定上 

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參與校內行政決定方面的看法如下：在「教

師會能主動參與學校各項行政會議」方面，有 23.4%的教師認為非常

符合，46.4%認為大致符合，24.6%認為有點符合，只有 5.6%認為非

常不符合。在「教師會對於各項行政決定，能直言建議」方面，有

30.2%的教師認為非常符合，49.2%認為大致符合，17.4%認為有點符

合，只有 3.2%認為非常不符合。在「教師會在行政會議上，能適時

表達教師心聲」方面，有 33.4%的教師認為非常符合，43.9%認為大

致符合，18.8%認為有點符合，3.9%認為非常不符合（參見表 14）。 

 

表 14 教師對教師會參與校內行政決定之問卷統計結果 

層面 非常符合 大致符合 有點符合 非常不符合 

主動參與行政

會議 23.4% 46.4% 24.6% 5.6% 

直言建議各項

行政決定 30.2% 49.2% 17.4% 3.2% 

適時表達教師

心聲 33.4% 43.9% 18.8%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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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為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參與校內行政決定看法之統計量，

由統計數據中之平均值可知，教師對於教師會在參與校內行政決定方

面之看法，認為其大致符合問卷所述內容，唯在「教師會能主動參與

學校各項行政會議」方面，平均值略低於其他兩項，顯示教師會在參

與學校行政會議部分仍可再積極些。 

 

表 15  教師對教師會參與校內行政決定之統計量 

層面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主動參與行政會議 431 2.88 .83 

直言建議各項行政

決定 431 3.06 .78 

適時表達教師心聲 431 3.07 .82 

 

 

綜合以上研究結果，對於教師會在參與校內行政決定上，多數教

師認為其能主動參與各項行政會議，並直言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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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舉辦教師進修活動上 

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在舉辦教師進修活動方面的看法如下：在

「教師會能蒐集各類教育資源，提供教師參考」方面，有 17.2%的教

師認為非常符合，39.9%認為大致符合，34.1%認為有點符合，只有

8.8%認為非常不符合。在「教師會能舉辦活動，提供教學經驗分享」

方面，有 12.1%的教師認為非常符合，39.9%認為大致符合，37.8%認

為有點符合，只有 10.2%認為非常不符合。在「教師會能定期舉辦研

習活動，鼓勵教師進修」方面，有 9.7%的教師認為非常符合，32.9%

認為大致符合，39.9%認為有點符合，17.5%認為非常不符合（參見表

16）。 

 

表 16 教師對教師會舉辦教師進修活動之問卷統計結果 

層面 非常符合 大致符合 有點符合 非常不符合 

蒐集教育資源

提供教師參考 17.2% 39.9% 34.1% 8.8% 

提供教學經驗

分享 12.1% 39.9% 37.8% 10.2% 

定期舉辦研習

活動 9.7% 32.9% 39.9%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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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為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舉辦教師進修活動看法之統計量，

由統計數據中之平均數可知，在「蒐集各類教育資源，提供教師參考」

及「舉辦活動，提供教學經驗分享」上，平均數值分別為 2.65及 2.54，

皆低於前述之平均值，而在「定期舉辦研習活動，鼓勵教師進修」上，

統計結果更差強人意，平均值只有 2.35。 

 

表 17  教師對教師會舉辦教師進修活動之統計量 

層面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蒐集教育資源提供

教師參考 431 2.65 .86 

提供教學經驗分享 431 2.54 .83 

定期舉辦研習活動 431 2.35 .88 

 

 

綜合以上研究結果，可見教師會在舉辦教師進修活動方面之成效

未能符合老師們期待，或教師會在提升教師專業成長上的努力仍不

夠，教師會有必要提供教育資源及教學經驗分享活動，以供教師參

考，並定期舉辦研習活動，積極提升教師專業成長。 

 

 



 

 77

五、在爭取與維護教師權益上 

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在爭取與維護教師權益方面的看法如下：在

「教師會能關心教育議題，維護教師權益」方面，有 26.5%的教師認

為非常符合，51%認為大致符合，17.9%認為有點符合，只有 4.6%認

為非常不符合。在「教師會能傾聽教師心聲，代表教師與學校行政協

商」方面，有 30.9%的教師認為非常符合，45.2%認為大致符合，19.5%

認為有點符合，只有 4.4%認為非常不符合。在「教師會能蒐集教師

意見，進一步向地方教師會反應」方面，有 18.1%的教師認為非常符

合，47.2%認為大致符合，27%認為有點符合，7.7%認為非常不符合

（參見表 18）。 

 

表 18 教師對教師會爭取與維護教師權益之問卷統計結果 

層面 非常符合 大致符合 有點符合 非常不符合 

關心教育議題維

護教師權益 26.5% 51% 17.9% 4.6% 

代表教師與學校

行政協商 30.9% 45.2% 19.5% 4.4% 

蒐集教師意見 
反應地方教師會 18.1% 47.2% 27%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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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為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爭取與維護教師權益看法之統計

量，由統計數據可知，教師會在「關心教育議題，維護教師權益」及

「傾聽教師心聲，代表教師與學校行政協商」方面，統計之平均數值

為 2.99、3.03。而在「蒐集教師意見，進一步向地方教師會反應」方

面，平均數值相較較低，為 2.76。 

 

表 19  教師對教師會爭取與維護教師權益之統計量 

層面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關心教育議題維護

教師權益 431 2.99 .79 

代表教師與學校行

政協商 431 3.03 .83 

蒐集教師意見 
反應地方教師會 431 2.76 .84 

 

 

綜合以上研究結果，對於教師會在爭取與維護教師權益上，教師

認為教師會確能維護教師權益，尤其在「代表教師與學校行政協商」

部分，有 30.9%的教師認為非常符合，45.2%認為大致符合，且統計

數據之平均數為 3.03，可見教師會在學校內足以發揮其功能，代表教

師發聲，並作為教師與學校行政間溝通的橋樑。但教師會除了代表教

師與學校行政協商之外，也應多加強與地方教師會之聯繫，能蒐集教

師意見，進一步向地方教師會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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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在其他事宜上 

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在其他事宜方面的看法如下：在「教師會能

協助解決各項紛爭」方面，有 22.7%的教師認為非常符合，45.2%認

為大致符合，26.9%認為有點符合，只有 5.2%認為非常不符合。在「教

師會能制訂教師自律公約」方面，有 24.4%的教師認為非常符合，

44.3%認為大致符合，26.5%認為有點符合，只有 4.8%認為非常不符

合。在「教師會能定期舉辦教師聯誼活動」方面，有 29.5%的教師認

為非常符合，41.8%認為大致符合，23.7%認為有點符合，5%認為非

常不符合（參見表 20）。 

 

表 20 教師對教師會在其他事宜上之問卷統計結果 

層面 非常符合 大致符合 有點符合 非常不符合 

協助解決各項

紛爭 22.7% 45.2% 26.9% 5.2% 

制訂教師自律

公約 24.4% 44.3% 26.5% 4.8% 

定期舉辦教師

聯誼活動 29.5% 41.8% 23.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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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為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在其他事宜上看法的統計量，由統

計數據可知，教師對於教師會在「協助解決紛爭」、「制訂教師自律公

約」及「定期舉辦教師聯誼活動」方面，統計平均數值分別為 2.86、

2.88及 2.96。 

 

表 21 教師對教師會在其他事宜上之統計量 

層面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協助解決各項紛爭 431 2.86 .83 

制訂教師自律公約 431 2.88 .83 

定期舉辦教師聯誼

活動 431 2.96 .86 

 

    綜合以上研究結果可知：教師會在「協助解決各項紛爭」、「制訂

教師自律公約」及「定期舉辦教師聯誼活動」方面，教師認為頗能符

合問卷所述內容，可是其統計之平均值皆略低於前面所述之運作任

務，可見相較於其他層面，教師會在協助解決各項紛爭及制訂教師自

律公約方面略為不足，可再繼續努力。 

 

綜合上面之分析與討論，可再將其主要結果歸納分析如表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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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學校教師會組織運作之統計量 

層面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參與學校 
教評會 431 9.28 2.04 

提出學校 
興革建議 431 8.85 2.13 

參與學校 
行政決定 431 9.01 2.19 

舉辦教師 
進修活動 431 7.54 2.22 

爭取維護 
教師權益 431 8.77 2.20 

其他事宜 431 8.69 2.09 

 總平均 8.69   

 

 

由表 22得知，高於總平均值之運作項目為「參與學校教評會」、

「提出學校興革建議」、「參與學校行政決定」、「爭取維護教師權益」

及「其他事宜」，低於總平均值者僅有「舉辦教師進修活動」。整體而

言，若就「參與學校教評會」、「提出學校興革建議」、「參與行政決定」、

「舉辦教師進修活動」、「爭取維護教師權益」及「其他事宜」等六方

面來審視學校教師會之組織運作現況，則多數教師認為學校教師會之

運作功能良好，大致都能符合問卷所述之內容。而在「舉辦教師進修

活動」方面，與其他相較略顯不足，學校教師會可再針對教師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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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舉辦研習活動，以充實教師教學知能。 

 

貳、不同背景之教師對學校教師會組織運作之分析與討論 

 

一、 不同學校規模之教師對學校教師會組織運作看法之分析與討論 

表 23 為不同學校規模之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組織運作看法之變

異數摘要表。由統計分析結果可知，不同學校規模之教師對於學校教

師會之運作看法達統計顯著水準（F＝15.98，p<.001），顯示不同學校

規模之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之組織運作有不同的看法。若進一步針對

「30班以下」（小型）、「30~50班」（中小型）、「50~70班」（中大型）

及「70班以上」（大型）之學校教師進行事後比較，研究發現：學校

規模在 30 班以下（小型）與 50~70 班（中大型）之教師、30~50 班

（中小型）與 50~70班（中大型）之教師、70班以上（大型）與 50~70

班（中大型）之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組織運作看法有顯著差異。學

校規模 30班以下（小型）、30~50班（中小型）、70班以上（大型）

之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組織運作之看法比學校規模在 50~70班（中大

型）之教師較好。 

     

表 23不同學校規模之教師對學校教師會組織運作看法之變異數摘要表 

變項名稱 變異

來源 SS df MS F 事後比較 

組間 5,261.18 3 1,753.73 15.98*** 
組內 46,753.78 426 109.75  組織運作 
總和 52,014.95 429   

小型>中大型*** 
中小型>中大型*** 
大型>中大型***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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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不同性別之教師對學校教師會組織運作看法之分析與討論 

    表 24 為不同性別教師對學校教師會運作看法之 t 考驗摘要表，

表中第一列為學校教師會組織運作之整體結果，二至七列則為組織運

作項下之各運作任務之統計分析結果。 

    由表 24 可知，不同性別之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組織運作看法皆

未達統計顯著水準，表示教師並未因性別的不同而對學校教師會組織

運作看法有所差異。 
 

表24 不同性別教師對學校教師會組織運作看法之t考驗摘要表 

 變項 N M SD t 
男性 161 52.75 10.72 .91 

組織運作 
女性 270 51.74 11.18  
男性 161 9.29 2.12 .06 

參與學校教評會 
女性 270 9.27 2.00  
男性 161 8.95 2.08 .72 

學校興革建議 
女性 270 8.80 2.17  
男性 161 9.07 2.09 .49 

學校行政決定 
女性 270 8.97 2.26  
男性 161 7.65 2.22 .79 

舉辦教師進修 
女性 270 7.48 2.22  
男性 161 8.91 2.15 .99 爭取維護教師權

益 女性 270 8.69 2.22  
男性 161 8.88 2.00 1.40 

其他事宜 
女性 270 8.59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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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不同服務年資之教師對學校教師會組織運作看法之分析與討論 

    表 25 為不同服務年資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組織運作看法之變異

數摘要表，表中第一列為學校教師會組織運作之整體結果，二至七列

則為組織運作項下之各運作任務之統計分析結果。 

表 25 不同服務年資教師對學校教師會組織運作看法之變異數摘要表 

變項名稱 變異

來源 SS df MS F 事後比較 

組間 1,265.77 3 421.92 3.54* 

組內 50,749.18 426 119.13  組織運作 

總和 52,014.95 429   

26年>6~15年* 

組間 40.54 3 13.51 3.29* 

組內 1,752.05 427 4.10  參與學校教評會 

總和 1,792.59 430   

26年>6~15年* 

組間 24.08 3 8.03 1.77 

組內 1,933.71 427 4.53  學校興革建議 

總和 1,957.79 430   

 

組間 33.83 3 11.28  

組內 2,033.15 427 4.76  參與行政決定 

總和 2,066.98 430   

 

組間 78.61 3 26.20 5.48*** 

組內 2,042.35 427 4.78  舉辦教師進修 

總和 2,120.96 430   

26年>5年以下** 
26年>6~15年** 

組間 35.70 3 11.90 2.50 

組內 2,031.96 426 4.77  維護教師權益 

總和 2,067.67 429   

 

組間 37.63 3 12.54 2.92* 

組內 1,831.95 427 4.29  其他事宜 

總和 1,869.57 430   

26年>6~15年* 

*p<.05；**p<.01；***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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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統計分析結果可知，不同服務年資之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之組

織運作看法達統計顯著水準（F = 3.54，p<.05），顯示不同服務年資之

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之組織運作有不同的看法。 

若進一步針對「5年以下」、「6~15年」、「16~25年」及「26年以

上」之服務年資教師進行事後比較，則發現在「參與學校教評會」上，

服務年資 26年以上之教師看法高於服務年資 6~15年之教師。在「舉

辦教師進修活動」上，服務年資 26 年以上之教師看法高於服務年資

5年以下及 6~15年之教師。在「其他事宜」上，服務年資 26年以上

之教師看法高於服務年資 6~15年之教師。 

整體來說，服務年資 6~15年及 26年以上之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

組織運作看法有顯著差異，尤其是在「舉辦教師進修活動」上，服務

年資 26年以上之教師看法高於服務年資 6~15年之教師。 

  

四、 不同學歷之教師對學校教師會組織運作看法之分析與討論 

表 26 為不同學歷之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組織運作看法之變異數

摘要表，由統計結果可知，不同最高學歷之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組織

運作看法未達統計顯著水準，表示教師並未因學歷的不同而對學校教

師會組織運作看法有所差異。 

表 26  不同學歷教師對學校教師會組織運作看法之變異數摘要表 

變項名稱 變異

來源 SS df MS F 

組間 455.34 3 151.78 1.25 

組內 51,559.61 426 121.03  組織運作 

總和 52,014.95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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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不同學校職務之教師對學校教師會組織運作看法之分析與討論 

    表 27 為不同學校職務教師對學校教師會組織運作看法之變異數

摘要表，表中第一列為學校教師會組織運作之整體結果，二至七列則

為組織運作項下之各運作任務之統計分析結果。由統計結果可知，不

同學校職務之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之組織運作看法達統計顯著水準

（F = 6.55，p<.001），顯示在學校中擔任不同職務之教師對於學校教

師會之組織運作有不同的看法。 

 

表 27 不同學校職務教師對學校教師會組織運作看法之變異數摘要表 

變項名稱 變異

來源 SS df MS F 事後比較 

組間 3,021.20 4 755.30 6.55*** 
組內 48,993.75 425 115.28  

組織運作 

總和 52,014.95 429   

主任>專任教師** 
組長>專任教師* 
導師>專任教師*** 

組間 74.75 4 18.69 4.63*** 
組內 1,717.84 426 4.03  

參與學校教評會 

總和 1,792.59 430   

導師>專任教師*** 

組間 118.49 4 29.62 6.86*** 
組內 1,839.30 426 4.32  

學校興革建議 

總和 1,957.79 430   

主任>專任教師** 
組長>專任教師* 
導師>專任教師*** 

組間 89.61 4 22.40 4.83*** 
組內 1,977.37 426 4.64  

參與行政決定 

總和 2,066.98 430   

主任>專任教師* 
導師>專任教師** 

組間 40.23 4 10.06 2.06 
組內 2,080.72 426 4.88  

舉辦教師進修 

總和 2,120.96 430   

 

組間 85.56 4 21.39 4.59*** 
組內 1,982.10 426 4.66  

維護教師權益 

總和 2,067.67 429   

主任>專任教師* 
組長>專任教師* 
導師>專任教師* 

組間 101.95 4 25.49 6.14*** 
組內 1,767.62 426 4.15  

其他事宜 

總和 1,869.57 430   

主任>專任教師* 
組長>專任教師** 
導師>專任教師*** 

*p<.05；**p<.01；***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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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進一步針對「主任」、「組長」、「導師」及「專任教師」進行事

後比較，透過統計分析，我們發現在「參與學校教評會」上，導師之

看法高於專任教師；在「學校興革建議」上，主任、組長及導師之看

法皆高於專任教師；在「參與學校行政決定」上，主任、導師之看法

高於專任教師；在「爭取與維護教師權益」上，主任、組長及導師之

看法高於專任教師；在「其他事宜」上，主任、組長及導師之看法亦

高於專任教師。由此可知，在學校中擔任不同職務之教師確實會影響

其對於學校教師會組織運作之看法，尤其在與行政相關之互動上。 

整體而言，在對於學校教師會組織運作看法方面，在學校兼任主

任、組長與導師之教師看法普遍高於專任教師。  

        

六、 不同教師會職務之教師對學校教師會組織運作看法之分析與討

論 

表 28 為不同教師會職務教師對學校教師會組織運作看法之變異

數摘要表，表中第一列為學校教師會組織運作之整體結果，二至七列

則為組織運作項下之各運作任務之統計分析結果。統計分析結果顯

示：不同教師會職務之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之組織運作看法達統計顯

著水準（F = 5.67，p<.001），表示教師在教師會中擔任不同職務對於

學校教師會之組織運作有不同的看法。 

若進一步針對教師會中擔任職務部分進行事後比較，研究結果發

現：在「參與學校教評會」上，理事長與一般會員之看法皆高於沒有

加入教師會之教師；在「學校興革建議」上，一般會員看法高於非教

師會會員；在「參與學校行政」上，一般會員之看法亦高於非教師會

會員；在「維護教師權益」上，理事長、理監事及一般會員看法高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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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教師會會員；而在「其他事宜」上，理監事、一般會員看法高於非

教師會會員。我們可以發現在參與學校教評會、學校興革建議、參與

行政決定、維護爭取教師權益及其他事宜上，不同教師會職務之教師

對其看法皆有顯著差異，只有在舉辦教師進修上未達統計顯著水準。

表 28 不同教師會職務教師對學校教師會組織運作看法之變異數摘要表 

變項名稱 變異

來源 SS df MS F 事後比較 

組間 2,633.23 4 658.31 5.67*** 

組內 49,381.72 425 116.19  組織運作 

總和 52,014.95 429   

一般會員>非會員*** 

組間 83.06 4 20.77 5.18*** 

組內 1,709.53 426 4.01  參與學校教評會 

總和 1,792.59 430   

理事長>非會員* 
一般會員>非會員* 

組間 53.69 4 13.42 3.00* 

組內 1,904.10 426 4.47  學校興革建議 

總和 1,957.79 430   

一般會員>非會員* 

組間 65.48 4 16.37 3.48** 

組內 2,001.50 426   參與行政決定 

總和 2,066.98 430   

一般會員>非會員* 

組間 31.11 4 7.78 1.59 

組內 2,089.84 426 4.91  舉辦教師進修 

總和 2,120.96 429   

 

組間 136.17 4 34.04 7.49*** 

組內 1,931.50 425   維護教師權益 

總和 2,067.67 429   

理事長>非會員* 
理監事>非會員* 

一般會員>非會員*** 

組間 104.77 4 26.19 6.32*** 

組內 1,764.81 426   其他事宜 

總和 1,869.57 430   

理監事>非會員* 
一般會員>非會員** 

*p<.05；**p<.01；***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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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在對於學校教師會組織運作看法方面，教師在教師會

中擔任不同職務對於學校教師會之組織運作有不同的看法，且一般會

員之看法高於非教師會會員，特別是在與行政相關之互動上。 
 

 

第二節 學校教師會運作效能之問卷結果分析 

 

本節將針對學校教師會運作效能部分問卷填答結果，來進行分析

與討論，瞭解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運作效能之普遍看法，並由各不同

背景變項來分析學校教師會之運作效能，探究變項間差異之情形。 

 

壹、學校教師會運作效能之分析與討論 

 

    學校教師會運作效能之問卷內容共有六大題，分別為「教師會能

與學校行政單位有良好的溝通」、「教師會能與教師會成員互動良

好」、「教師會幹部有足夠時間推動教師會會務」、「教師會資源經費能

適當運用」、「教師對教師會功能都很有信心」及「教師對教師會作些

什麼有一定程度的瞭解」等，以下將進一步分析教師在這六大題之填

答情形，瞭解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運作效能之普遍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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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與學校行政單位溝通上 

    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能與行政單位有良好的溝通」方面的看法

如下：有 16.7%的教師認為非常符合，50.6%的教師認為大致符合，

27.4%的教師認為有點符合，5.3%的教師認為非常不符合（參見表

29）。 

因此，多數教師認為學校教師會與學校行政單位有良好的溝通。 

 

表 29 教師對教師會與行政單位溝通之問卷統計結果 

層面 非常符合 大致符合 有點符合 非常不符合 

與行政有良好

溝通 16.7% 50.6% 27.4% 5.3% 

 

二、與教師會成員互動上 

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能與教師會成員互動良好」方面的看法如

下：有 29.9%的教師認為非常符合，52.2%的教師認為大致符合，16.5%

的教師認為有點符合，1.4%的教師認為非常不符合（參見表 30）。  

因此，大多數教師認為學校教師會能與教師會成員互動良好。 

 

表 30 教師對教師會與成員互動之問卷統計結果 

層面 非常符合 大致符合 有點符合 非常不符合 

與教師會成員

互動良好 29.9% 52.2% 16.5%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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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推動會務之時間上 

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幹部有足夠時間推動教師會會務」方面的

看法如下：有 9.7%的教師認為非常符合，43.6%的教師認為大致符

合，37.1%的教師認為有點符合，9.6%的教師認為非常不符合（參見

表 31）。在這一部分，有將近一半的教師認為教師會幹部在處理會務

的時間上並不充裕，顯示教師會幹部在未能酌減授課時數的情況下，

未能有足夠的時間推展教師會會務。 

 

表 31 教師對教師會幹部推動會務之問卷統計結果 

層面 非常符合 大致符合 有點符合 非常不符合 

足夠時間推動

會務 9.7% 43.6% 37.1% 9.6% 

 

四、 在資源經費之運用上 

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的資源、經費能適當運用」方面的看法如

下：有 18.6%的教師認為非常符合，53.4%的教師認為大致符合，25.1%

的教師認為有點符合，2.8%的教師認為非常不符合（參見表 32）。 

因此，大多數教師認為學校教師會的資源、經費確實能適當運用。 

 

表 32 教師對教師會資源經費運用之統計結果 

層面 非常符合 大致符合 有點符合 非常不符合 

資源經費能 
適當運用 18.6% 53.4% 25.1%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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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在教師會的功能上 

    教師對於「學校教師對學校教師會的功能都很有信心」方面的看

法如下：有 20%的教師認為非常符合，46.4%的教師認為大致符合，

28.8%的教師認為有點符合，4.8%的教師認為非常不符合（參見表

33）。 

因此，大多數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的功能都很有信心。 

表 33 教師對教師會功能之問卷統計結果 

層面 非常符合 大致符合 有點符合 非常不符合 

對教師會的功

能很有信心 20% 46.4% 28.8% 4.8% 

 

六、 在對教師會運作的瞭解程度上 

教師對於「學校教師對學校教師會做些什麼有一定程度的瞭解」

方面的看法如下：有 11.1%的教師認為非常符合，49.4%的教師認為

大致符合，32.5%的教師認為有點符合，7%的教師認為非常不符合（參

見表 34）。這一部分，有四成左右的教師認為不太符合，顯示仍有部

分教師並不瞭解學校教師會之會務內容，因此，教師會有必要多加宣

導教師會之會務並多與教師互動。 

 

表 34 教師對教師會運作瞭解程度之問卷統計結果 

層面 非常符合 大致符合 有點符合 非常不符合 

瞭解教師會運

作情形 11.1% 49.4% 32.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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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之運作效能皆能持肯定觀點，顯

示教師會之運作效能良好，唯教師會幹部在推動會務的時間上，並不

充分，且部分教師對於教師會之會務不是很清楚，教師會仍須對教師

多進行宣導。 

 

貳、不同背景變項對學校教師會運作效能之分析與討論 

 

一、 不同學校規模之教師對學校教師會運作效能之分析與討論 

表 35 為不同學校規模之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運作效能看法之變

異數摘要表。由統計分析結果可知，不同學校規模之教師對於學校教

師會之運作效能達統計顯著水準（F = 7.58，p<.001），顯示不同學校

規模之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之運作效能有不同的看法。若進一步針對

「30班以下」（小型）、「30~50班」（中小型）、「50~70班」（中大型）

及「70班以上」（大型）之學校教師進行事後比較，研究發現：學校

規模在 30~50 班（中小型）與 50~70 班（中大型）之教師、70 班以

上（大型）與 50~70班（中大型）之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運作效能

之看法有顯著差異，而且 30~50班（中小型）與 70班以上（大型）

之學校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運作效能之看法皆高於班級數在 50~70

班（中大型）之學校。 

表 35 不同學校規模之教師對學校教師會運作效能看法之變異數摘要表 

變項名稱 變異

來源 SS df MS F 事後比較 

組間 307.48 3 102.49 7.58*** 
組內 5,771.45 427 13.52  運作效能 
總和 6,078.93 430   

中小型>中大型** 
大型>中大型*** 

 

**p<.01；***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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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不同性別之教師對學校教師會運作效能之分析與討論 

表 36 為不同性別教師對學校教師會運作效能之 t 考驗摘要表，

結果顯示，不同性別之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運作效能的看法未達統計

顯著水準，表示對於學校教師會運作效能之看法不因性別的不同而有

顯著差異，兩者之間並無因果關係存在。 

表 36 不同性別教師對學校教師會運作效能看法之 t考驗摘要表 
 變項 N M SD t 

男性 161 16.80 3.53 .07 
運作效能 

女性 270 16.77 3.90  

 

三、 不同服務年資之教師對學校教師會運作效能之分析與討論 

表 37 為不同服務年資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運作效能之變異數摘

要表。由統計分析結果可知，不同服務年資之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之

運作效能達統計顯著水準（F = 3.10，p<.05），顯示不同服務年資之教

師對於學校教師會運作效能有不同的看法。若進一步針對「5 年以

下」、「6~15 年」、「16~25 年」及「26 年以上」之服務年資教師進行

事後比較，研究結果發現：服務年資 6~15年及 26年以上之教師對於

學校教師會運作看法有顯著差異，且服務年資 26 年以上之教師對學

校教師會運作效能之看法高於服務年資 6~15年之教師。 

表 37  不同服務年資教師對學校教師會運作效能看法之變異數摘要表 

變項名稱 變異

來源 SS df MS F 事後比較 

組間 129.48 3 43.16 3.10* 
組內 5,949.45 427 13.93  運作效能 

總和 6,078.93 430   

26年以上>6~15年*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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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不同學歷之教師對學校教師會運作效能之分析與討論 

表 38 為不同學歷之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運作效能看法之變異數

摘要表，由統計結果可知，不同最高學歷之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運作

效能看法皆未達統計顯著水準，表示教師並未因學歷的不同而對學校

教師會運作效能有不同看法。 

表 38 不同學歷教師對學校教師會運作效能看法之變異數摘要表 

變項名稱 變異

來源 SS df MS F 

組間 41.75 3 13.92 .98 

組內 6,037.19 427 14.14  運作效能 

總和 6,078.93 430   

 

五、 不同學校職務之教師對學校教師會運作效能之分析與討論 

    表 39 為不同學校職務教師對學校教師會運作效能看法之變異數

摘要表，由統計結果可知，不同學校職務之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之運

作效能達統計顯著水準（F = 5.13，p<.001），顯示在學校中擔任不同

職務之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之運作效能有不同的看法。 

    若進一步分別對學校現任職務中之「主任」、「組長」、「導師」及

「專任教師」進行事後比較，結果顯示主任與專任教師、導師與專任

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運作成效皆有顯著差異，且在學校兼任主任及導

師之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運作效能的評價普遍高於專任教師。 

    若進一步由教師會中職務來分析「主任」、「導師」及「專任教師」

之組成結構，可以發現：學校職務為「主任」之樣本中教師會成員佔

87%，非教師會成員佔13%。學校職務為「導師」之樣本中教師會成

員佔84%，非教師會成員則佔16%。學校職務為「專任教師」之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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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教師會成員佔60%，而非教師會成員則高達40%（詳見表40）。 

表 39  不同學校職務教師對學校教師會運作效能看法之變異數摘要表 

變項名稱 變異

來源 SS df MS F 事後比較 

組間 279.14 3 69.78 5.13*** 

組內 5,799.80 426 13.62  運作效能 

總和 6,078.93 430   

主任>專任教師* 
導師>專任教師** 

*p<.05；**p<.01；***p<.001 
 

表40  主任、導師及專任教師在教師會中職務分析表 

學校職務 教師會中職務 人數 百分比 

理事長 0 

理監事 4 

其他幹部 1 

一般會員 15 

87% 
主任 

沒有加入教師會 3 13% 

理事長 4 

理監事 22 

其他幹部 11 

一般會員 170 

84% 
導師 

沒有加入教師會 39 16% 

理事長 3 

理監事 11 

其他幹部 5 

一般會員 41 

60% 
專任教師 

沒有加入教師會 40 40% 



 

 97

六、不同教師會職務之教師對學校教師會運作效能之分析與討論 

表 41 為不同教師會職務教師對學校教師會運作效能看法之變異

數摘要表，由統計結果可知，不同教師會職務之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

運作效能之看法達統計顯著水準（F = 4.84，p<.001），顯示在教師會

中擔任不同職務之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之運作效能有不同的看法。 

若再進行事後比較，教師會中職務為「一般會員」及「沒有參加

教師會」兩者之間具有顯著差異。因此，研究者認為對於教師會運作

效能之看法會因是否為教師會成員而有顯著差異，且教師會會員對於

教師會運作效能的看法高於沒有加入教師會的教師。 

表 41 不同教師會職務教師對學校教師會運作效能看法之變異數摘要表 

變項名稱 變異

來源 SS df MS F 事後比較 

組間 264.23 3 66.06 4.84*** 

組內 5,814.70 426 13.65  運作效能 

總和 6,078.93 430   

一般會員>非會員*** 

***p<.001 
 
 
 

第三節 學校教師會運作滿意度之問卷結果分析 

 

本節將針對學校教師會運作滿意度部分之問卷填答結果，來進行

分析與討論，瞭解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運作之滿意情形，並由不同背

景變項來分析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之運作滿意度，主要目的在探究變

項間差異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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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校教師會運作滿意度之分析與討論 

 

學校教師會運作滿意度之問卷內容共有八大題，分別為「教師會

參與學校教評會的結果」、「教師會與學校行政的溝通與互動結果」、

「教師會參與學校行政決定的結果」、「教師會舉辦教師進修等相關活

動結果」、「教師會爭取維護教師權益結果」、「教師會與成員互動結

果」、「教師會推動各項會務運作結果」及「教師整體運作結果」等，

以下將進一步分析教師在這八大題之填答情形，瞭解教師對於教師會

之滿意結果。 

 

一、 在參與教評會上 

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參與學校教評會」的滿意結果如下：有

12.1%的教師認為非常滿意，58.3%的教師認為大致滿意，24.5%的教

師認為有點滿意，5.1%的教師認為非常不滿意（參見表 42）。 

因此，大多數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參與學校教評會的滿意度良

好。 

表 42 教師對教師會參與教評會之滿意結果 

層面 非常滿意 大致滿意 有點滿意 非常不滿意 

參與教評會 12.1% 58.3% 24.5%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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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與學校行政溝通互動上 

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與學校行政的溝通與互動結果」的滿意度

如下：有 10.3%的教師認為非常滿意，50.3%的教師認為大致滿意，

29.8%的教師認為有點滿意，9.6%的教師認為非常不滿意（參見表

43）。由此可知，多數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與學校行政的溝通互動結

果大致滿意，唯仍有一成左右教師持非常不滿意的觀點，教師會在與

行政的溝通互動上，還有努力空間。 

表 43 教師對教師會與行政溝通互動之滿意結果 

層面 非常滿意 大致滿意 有點滿意 非常不滿意 

與行政溝通 
互動上 10.3% 50.3% 29.8% 9.6% 

 

三、 在參與學校行政決定上 

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在參與學校行政會議、行政決定的結果」

的滿意度如下：有 10.3%的教師認為非常滿意，49%的教師認為大致

滿意，30.3%的教師認為有點滿意，10.4%的教師認為非常不滿意（參

見表 44）。由此可知，多數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參與學校行政決定的

結果頗為滿意，但仍有一成左右教師持非常不滿意的觀點，值得教師

會進一步反省與檢討。 

表 44 教師對教師會參與學校行政決定之滿意結果 

層面 非常滿意 大致滿意 有點滿意 非常不滿意 

參與學校行政

決定 10.3% 49% 30.3%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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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舉辦教師進修活動上 

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在舉辦教師進修等相關活動上」的滿意結

果如下：有 11%的教師認為非常滿意，42.9%的教師認為大致滿意，

33.6%的教師認為有點滿意，12.5%的教師認為非常不滿意（參見表

45）。由此可知，五成左右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在舉辦教師進修活動

的結果頗為滿意，但值得注意的是，有接近五成教師表示並不是很滿

意這樣的結果，可見教師會在提升教師專業上的努力仍不夠，在舉辦

教師進修等相關活動上未能滿足大多數教師的需求。 

表 45 教師對教師會舉辦教師進修活動之滿意結果 

層面 非常滿意 大致滿意 有點滿意 非常不滿意 

舉辦教師進修

活動 11% 42.9% 33.6% 12.5% 

 

五、 在爭取維護教師權益上 

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在爭取與維護教師權益上」的滿意度如

下：有 21.7%的教師認為非常滿意，49.2%的教師認為大致滿意，22.4%

的教師認為有點滿意，6.7%的教師認為非常不滿意（參見表 46）。相

較其他層面的滿意結果，教師會在爭取與維護教師權益方面的努力頗

受教師肯定，有七成左右教師大致滿意這樣的結果。 

表 46 教師對教師會在爭取維護教師權益之滿意結果 

層面 非常滿意 大致滿意 有點滿意 非常不滿意 

爭取維護教師

權益 21.7% 49.2% 22.4% 6.7% 



 

 101

 

六、 在與教師會成員互動上 

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與教師會成員互動結果」的滿意度如下：

有 20%的教師認為非常滿意，53.1%的教師認為大致滿意，24%的教

師認為有點滿意，2.9%的教師認為非常不滿意（參見表 47）。由此可

知，多數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與教師會成員互動結果大致滿意。 

 

表 47 教師對教師會與成員互動之滿意結果 

層面 非常滿意 大致滿意 有點滿意 非常不滿意 

與教師會成員

互動 20% 53.1% 24% 2.9% 

 

七、 在推動各項會務上 

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在推動教師會各項會務的運作上」的滿意

度如下：有 18.2%的教師認為非常滿意，52.7%的教師認為大致滿意，

24.2%的教師認為有點滿意，4.9%的教師認為非常不滿意（參見表

48）。由此可知，多數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在推動教師會各項會務的

運作結果頗為滿意。 

 

表 48 教師對教師會推動各項會務之滿意結果 

層面 非常滿意 大致滿意 有點滿意 非常不滿意 

推動各項會務 18.2% 52.7% 24.2% 4.9% 



 

 102

 

八、 在整體的運作結果上 

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整體的運作結果」的滿意度如下：有 15.6%

的教師認為非常滿意，52.9%的教師認為大致滿意，26.1%的教師認為

有點滿意，5.4%的教師認為非常不滿意（參見表 49）。由統計結果可

知，七成左右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整體運作結果表示滿意，可見教師

會在學校之運作結果頗受多數教師肯定。 

表 49 教師對教師會整體運作之滿意結果 

層面 非常滿意 大致滿意 有點滿意 非常不滿意 

整體運作結果 15.6% 52.9% 26.1% 5.4% 

 

貳、不同背景之教師對學校教師會運作滿意度之分析與討論 

 

一、 不同學校規模之教師對學校教師會運作滿意度之分析與討論 

表 50 為不同學校規模之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運作滿意度之變異

數摘要表。由統計分析結果可知，不同學校規模之教師對於學校教師

會之運作滿意度達統計顯著水準（F = 12.78，p<.001），顯示不同學校

規模之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之運作有不同的滿意結果。若進一步針對

「30班以下」（小型）、「30~50班」（中小型）、「50~70班」（中大型）

及「70班以上」（大型）之學校教師進行事後比較，研究結果發現：

學校規模在 30~50 班（中小型）與 50~70 班（中大型）之教師、70

班以上（大型）與 50~70班（中大型）之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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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度有顯著差異，且學校規模 30~50班（中小型）、70班以上（大

型）之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運作之滿意度比學校規模在 50~70班（中

大型）之教師較好。 

 

表 50  不同學校規模之教師對學校教師會運作滿意度之變異數摘要表 

變項名稱 變異

來源 
SS df MS F 事後比較 

組間 1,003.97 3 334.66 12.78*** 

組內 11,129.88 425 26.19  運作滿意度 

總和 12,133.85 428   

中小型>中大型*** 
大型>中大型*** 

***p<.001 
 
 

二、 不同性別之教師對學校教師會運作滿意度之分析與討論 

表 51 為不同性別教師對學校教師會運作滿意度之 t 考驗摘要

表，結果顯示，不同性別之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運作滿意度的看法未

達統計顯著水準，表示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運作之滿意度不因性別的

不同而有顯著差異，兩者之間並無因果關係存在。 

 

表 51 不同性別教師對學校教師會運作滿意度之 t考驗摘要表 

 變項 N M SD t 

男性 161 22.24 5.02 1.06 
運作效能 

女性 270 21.68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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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不同服務年資之教師對學校教師會運作滿意度之分析與討論 

表 52 為不同服務年資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運作滿意度之變異數

摘要表。由統計結果可知，不同服務年資之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運作

滿意度的看法未達統計顯著水準，表示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運作之滿

意度不因服務年資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兩者之間並無因果關係存

在。 

表 52  不同服務年資教師對學校教師會運作滿意度之變異數摘要表 

變項名稱 變異

來源 SS df MS F 

組間 194.42 3 64.81 2.31 

組內 11,939.43 425 28.09  運作滿意度 

總和 12,133.85 428   

 

四、 不同學歷之教師對學校教師會運作滿意度之分析與討論 

表 53 為不同學歷之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運作滿意度看法之變異

數摘要表，由統計結果可知，不同最高學歷之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運

作滿意度看法皆未達統計顯著水準，表示教師並未因學歷的不同而對

學校教師會運作有歧異的滿意結果。 

 

表 53 不同學歷教師對學校教師會運作滿意度之變異數摘要表 

 

變項名稱 變異

來源 SS df MS F 

組間 54.80 3 18.27 .64 

組內 12,079.05 425 28.42  運作滿意度 

總和 12,133.85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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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不同學校職務之教師對學校教師會運作滿意度之分析與討論 

表 54 為不同學校職務教師對學校教師會運作滿意度之變異數摘

要表，由統計結果可知，不同學校職務之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之運作

滿意度達統計顯著水準（F = 5.50，p<.001），顯示在學校中擔任不同

職務之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之運作有不同的滿意結果。 

   若分別對學校現任職務中之「主任」、「組長」、「導師」及「專任

教師」進行事後比較，結果顯示「組長」與「專任教師」、「導師」與

「專任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運作成效皆有顯著差異，且在學校兼任

組長與導師之教師對學校教師會運作之滿意度普遍高於專任教師。 

    若進一步由教師會中職務來分析「組長」、「導師」及「專任教師」

之組成結構，可以發現：學校職務為「組長」之樣本中教師會成員佔

70%，非教師會成員佔 30%。學校職務為「導師」之樣本中教師會成

員佔 84%，非教師會成員則佔 16%。學校職務為「專任教師」之樣本

中教師會成員佔 60%，而非教師會成員則高達 40%（詳見表 55）。 
 

表 54  不同學校職務教師對學校教師會運作滿意度之變異數摘要表 

變項名稱 變異

來源 SS df MS F 事後比較 

組間 598.72 3 149.68 5.50*** 

組內 11,535.13 424 27.21  運作滿意度 

總和 12,133.85 428   

組長>專任教師* 
導師>專任教師*** 

*p<.05；**p<.01；***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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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組長、導師及專任教師在教師會中職務分析表 

學校職務 教師會中職務 人數 百分比 

理事長 0 

理監事 10 

其他幹部 1 

一般會員 32 

70% 
組長 

沒有加入教師會 18 30% 

理事長 4 

理監事 22 

其他幹部 11 

一般會員 170 

84% 
導師 

沒有加入教師會 39 16% 

理事長 3 

理監事 11 

其他幹部 5 

一般會員 41 

60% 
專任教師 

沒有加入教師會 40 40% 

 

六、 不同教師會職務之教師對學校教師會運作滿意度之分析與討論 

表 56 為不同教師會職務教師對學校教師會運作滿意度之變異數

分析表，由統計結果可知，不同教師會職務之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運

作滿意度達統計顯著水準（F = 5.39，p<.001），顯示在教師會中擔任

不同職務之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之運作有不同滿意結果。 

若再進行事後比較，研究結果發現，教師會中職務為「一般會員」

及「沒有參加教師會」兩者之間具有顯著差異，且教師會一般會員對

於教師會運作之滿意度高於非教師會會員。因此，研究者認為對於教

師會運作滿意度之看法會因是否為教師會成員而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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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不同教師會職務教師對學校教師會運作滿意度之變異數摘要表 

變項名稱 變異

來源 SS df MS F 事後比較 

組間 587.54 3 146.89 5.39*** 

組內 11,546.31 424 27.23  運作滿意度 

總和 12,133.85 428   

一般會員>非會員*** 

***p<.001 
 

 

第四節 學校教師會運作現況之意見整理與歸納 

 

本研究問卷第三部分為「對學校教師會的其他意見」，這部分共

分為二大項，第一項為開放式問題，供教師自由發表對教師會的看法

與建議；第二項為教師會運作總評，在滿分為十分之前提下，請填答

教師為其學校教師會之運作作個總評。以下將分別整理這二大項的內

容。 

 

壹、學校教師會開放式問題整理與歸納 

     

在「對教師會的其他意見」部分，教師填答的情形十分踴躍，研

究者將所有填答意見進行整理，主要意見歸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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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與學校教師互動方面 

1. 多加強會員聯誼，保持流暢的溝通管道。 

2. 多推廣、多宣導教師會的運作，吸收新會員的加入，以壯大學

校教師會的勢力。 

3. 增進學校教師會成員的情誼，使得彼此互利共生，進而形成學

習型學校，這大概是長久的目標之一吧！ 

4. 教師會代表與會員的互動應更頻繁。 

5. 未積極辦理活動，沒有感覺教師會的存在，也有可能是教師會

有做事，但未告知會員。 

 

二、 與行政溝通協調方面 

1. 對立多於合作。 

2. 教師會應是行政單位與教師的溝通橋樑；不該是學校最不穩定

的因素。 

3. 行政系統若太強勢，將壓制教師會某些意見。 

4. 常被行政人員視為異端份子，這些幹部的付出與堅持「公平正

義」的精神令我非常敬佩。 

5. 和行政單位的溝通常因「主觀性」太強，效果也是有限。 

6. 雖然教師會可代表教師與學校行政單位協商，但成效並不大，

此跟學校的行政風格及在上位者的處理方式有直接關連。 

7. 行政體系仍然不能接受對等協調、溝通、互惠、成長之趨勢。

尤其是校長的權責，今昔尚未找到平衡，故校長等行政團隊亟

需再調適、認清、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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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教師會幹部不能代表教師會整體意見。 

 

三、 參與學校行政決定方面 

1. 可再積極參與校務 

2. 影響行政（參與行政）的部分尚有其努力的空間（非教師會問

題，而是久而僵化的傳統制度）。 

3. 行政部分太固執，不考慮教師意見。 

4. 校長及行政主管心存排斥，認為教師會的意見干涉其行政裁量

權，他們更在意的是家長會及地方上的壓力。 

5. 教師會有的只是建議權，即使 90%的教師會員贊同的方案，依

然會讓行政以窒礙難行的理由推諉。 

 

四、 爭取與維護教師權益方面 

1. 於遇到教師福利受損、或工作量增加時，能適時向上級表達心

聲。 

2. 能為學校老師爭取權益，對於不合理的規定能主動爭取改善，

十分佩服。 

3. 教師權利固然重要，但可多加強教師義務宣導。 

4. 大部分的老師對於教書以外的事務敏感度不夠，有賴教師會的

成員互相提醒，維護自身的權利與應盡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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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舉辦教師進修研習方面 

1. 可多辦一些與管教、教師權益有關的研習，讓教師可以在現在

這個瞬息萬變、處境日益艱難的教育環境保護自己。 

2. 可定期舉辦聚會，提出近日校園內發生的關於教學或師生互動

的相關事件，提供同仁間交流資訊的機會，相信對經營班級、

教學、輔導上都很有幫助，也增加同仁對學校各事件的關心與

瞭解、教師團體的凝聚力。 

3. 教學路上，教師專業成長很重要，期盼能多舉辦教育或教學性

的研習活動。 

 

六、 會員參與與向心力方面 

1. 參加的人員不夠踴躍，教師對教師會的向心力不足。 

2. 對於新會員的吸收、教師會理念的宣導及如何永續經營，都有

待大家群策群力。 

3. 大型學校因員額眾多，彼此不熟悉，致向心力不足，多數人在

現行教育體制下，選擇噤聲並隨波逐流。 

4. 教師對組織的認同度不夠強、個人關心度也過低。 

5. 學校老師認知落差大，會務推行困難。老師不夠團結。 

6. 行政人員之參與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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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會務推行與運作方面 

1. 與學校互動內容、方式、地位等缺乏法律的具體支持。 

2. 缺乏會務時間，完全憑個人的認知與熱忱，在運作唯這種熱忱

會隨時間而遞減，隨不同的人而轉變。 

3. 教師會幹部屬義務職，國中教師教學工作繁重，教師會幹部完

全無減課，各項活動的推動靠的是傻勁與熱心服務同仁，常感

心有餘而力不足 

4. 若校方高層一意孤行，教師會的功能也無法正常運作發揮，是

以，校長……等高階行政人員的態度，會影響教師會的影響力

與功能。 

5. 教師會可再積極的推展會務，並多招募新兵，利用新兵之熱情

將教師會活潑化，就可更拉近教師們的距離。 

6. 大都只是形式上存在，實質功用只在有教師權益受損時才發生

作用，但也僅限於某些「特定」的教師。 

 

八、 其他方面 

1. 建議與縣教師會、全國教師會多多聯繫。 

2. 結合社區相關資源，協助解決師生衝突或法律問題。 

3. 教師會和學校行政能互動良好，必須有開明的校長、積極關心

的會員教師、強而有力（包含計畫、執行、溝通）的教師會幹

部組織。 

4. 教師會在校內不易運作，眾所皆知，可多聯合縣內其他學校發

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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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校家長會影響校務運作甚多，故教師會應加強與家長會之溝

通、協商。 

6. 結社自由權為憲法所明定之自由權，教師更應有權組織教師工

會，應有團結權、協商權、爭議權，否則教師會即使再努力想

做事，也只是「閹雞工會」！ 

7. 教師會的定位不清楚。 

8. 校級教師會無存在之必要性，教師會對應之問題多非行政體系

可解決之問題，如上下學導護輪值，此乃全縣或全國性之政策

問題，教師會應設縣、全國二級即可。 

     

貳、學校教師會運作總評之統計與分析 

 

教師會調查問卷最後一部分即是教師會運作總評，在滿分為十分

之前提下，請填答教師為其學校教師會之運作作個總評。 

在調查問卷 431個樣本的填答中，對於學校教師會運作之總評有

表示意見的有 385份，運作總評之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 57： 
 

表 57 學校教師會運作總評統計結果 

 個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運作總評 385 .00 10.00 7.37 1.69 

 

由表 57 之統計結果可知，教師給予學校教師會運作總評之平均

分數為 7.37，顯示對於學校教師會整體之運作現況有超過半數教師持

肯定態度。這部分數據若配合開放性問題教師填答意見來作分析，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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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教師因為肯定教師會的功能，及教師會對教師的努力與付出，故多

數教師對於教師會運作之總評皆給予頗高的評價，但在鼓勵支持之

餘，教師希望教師會之運作能夠更上層樓，沒有最好，只有更好，積

極發揮教師會之影響力與功能。 

 

第五節 綜合討論 

 

    本節依據前四節問卷調查結果，進行分析與討論。瞭解目前彰化

縣國民中學學校教師會整體之組織運作、運作效能及運作滿意度，並

分別探究不同背景變項之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組織運作、運作效能

與運作滿意度之看法。相關討論內容如下： 

 

一、學校教師會組織運作之分析與討論 

若就「參與學校教評會」、「提出學校興革建議」、「參與行政決

定」、「舉辦教師進修活動」、「爭取維護教師權益」及「其他事宜」等

六方面來審視學校教師會之組織運作現況，根據統計分析結果，多數

教師認為學校教師會之組織運作功能良好，大致都能符合問卷所述之

內容。唯值得注意的是，在「提出學校興革建議」方面，有接近五成

之教師對於「教師會的建議，行政單位多能接受與重視」選項持否定

觀點，認為「不太符合」或「非常不符合」。可見教師會雖能克盡厥

職，蒐集多數教師意見進一步向行政單位反應，但行政單位普遍未能

接受對等的協調、溝通，以致造成教師與行政之間的隔閡。另外，在

「舉辦教師進修活動」方面，對於「教師會能定期舉辦研習活動，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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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教師進修」的選項，大多數教師僅認為有點符合，顯示教師會在提

升教師專業知能這部分的努力仍不夠，未能符合多數教師的期待。根

據張容雪（1998）所作之研究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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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素月（2000）之

研究結果顯示：學校教師會雖能維護教師專業自主，但在促進教師專

業成長方面尚未有具體作為與成效。由此可知，學校教師會發展至今

在提升教師專業知能這部分始終未能符合教師期待，一個組織如果只

是一味爭取維護會員權益，卻未能積極提升會員專業知能，其發展終

究會受人質疑。因此，學校教師會應針對教師需求，透過研習活動、

刊物發行或專題研究等方式，積極提升教師教學知能，促進教師專業

發展。 

 

二、不同背景之教師對學校教師會組織運作之看法 

    研究顯示，不同性別、最高學歷之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組織運作

看法未達統計顯著水準，表示教師並未因性別或學歷的不同，而對學

校教師會組織運作看法有所差異。 

    另一方面，不同學校規模、服務年資、學校職務及教師會中擔任

職務之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組織運作看法皆達統計顯著水準，顯示不

同學校規模、服務年資、學校職務及教師會中擔任職務之教師對於學

校教師會之組織運作有不同看法。 

在學校規模部分，學校規模在 30班以下（小型）與 50~70班（中

大型）之教師、30~50班（中小型）與 50~70班（中大型）之教師、

70 班以上（大型）與 50~70 班（中大型）之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

組織運作看法有顯著差異，且學校規模 30班以下（小型）、30~50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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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型）、70班以上（大型）之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組織運作之看

法比學校規模在 50~70班（中大型）之教師較好。 

在服務年資部分，服務年資 6~15年及 26年以上之教師對於學校

教師會組織運作看法有顯著差異，且服務年資 26 年以上之教師對學

校教師會組織運作之看法高於服務年資 6~15 年之教師，尤其是在舉

辦教師進修活動上。研究者認為中生代教師對於提升教師專業知能之

需求普遍高於資深教師，因此對於進修研習活動較積極、也希望教師

會能多提供相關資訊。正因為他們有進修研習的需求，所以對於教師

會在提升教師專業成長部分會務存有一定的期待，若教師會在這部分

的努力與積極度不夠，則易造成其心理上的落差。另外，相較於資深

教師，中生代教師普遍瞭解教師會之功能與運作，希望教師會能充分

發揮組織之特性，故對於教師會之組織運作現況可能覺得未臻理想，

還有努力空間。 

    在學校職務部分，「主任」與「專任教師」、「組長」與「專任教

師」、「導師」與「專任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組織運作看法有顯著差

異，且在學校兼任主任、組長與導師之教師對學校教師會之看法普遍

高於專任教師。若進一步分析主任、組長、導師與專任教師之組成結

構，發現專任教師中非教師會會員的比例皆高於主任、組長及導師，

而透過統計結果也發現：教師會會員與非教師會會員對教師會組織運

作看法有差異。因此，研究者認為專任教師由於非教師會會員的比例

過高，以至影響專任教師整體對於教師會組織運作之看法。 

    在教師會職務部分，教師會一般會員與沒有加入教師會之教師對

於學校教師會組織運作看法有顯著差異，且教師會一般會員之看法高

於非教師會會員。研究者認為，教師會會員多半認同教師會之功能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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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其運作，故加入教師會以表示其支持程度；而沒有加入教師會之

教師可能對於教師會並不瞭解抑或對於教師會之功能與運作持不同

看法，故道不同不相為謀。因此在討論教師會之運作上，有必要納入

非教師會會員的看法，研究結果才能具客觀性、全面性。 

 

三、學校教師會運作效能之分析與討論 

在學校教師會運作效能部分，研究者分別從「教師會能與學校行

政單位有良好的溝通」、「教師會能與教師會成員互動良好」、「教師會

幹部有足夠時間推動教師會會務」、「教師會資源經費能適當運用」、

「教師對教師會功能都很有信心」及「教師對教師會作些什麼有一定

程度的瞭解」等六方面，來檢視學校教師會運作之效能。整體而言，

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之運作效能皆能持肯定觀點，顯示教師會之運作

效能良好，唯教師會幹部在推動會務的時間上，並不充分，有將近一

半的教師認為教師會幹部疲於奔命。而且在開放性問題填答上也有許

多教師提到應酌減教師會幹部之授課時數，讓教師會幹部能妥善運用

時間來推展會務。張容雪（1998）針對學校教師會運作情形所作之研

究發現，目前學校教師會運作上的主要問題之一即是教師工作太忙

碌，沒有足夠時間推動及參與會務。除此之外，有四成左右的教師表

示對於教師會的會務不是很清楚，且許多教師在意見的表達上提及教

師會與會員的互動需更頻繁。張容雪（1998）之研究發現：學校教師

對教師會的參與及瞭解不足，成為學校教師會運作上的主要問題之

一。陳鵬飛（1999）所作研究顯示：學校教師會的發展困境之一，即

是教師認識不清，參與意願不高。由此可知，學校教師會在運作上的

確有推動會務時間不充裕及會務宣導不足的情形，因此，教師會有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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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透過各種方式多宣導會務，增進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的瞭解，並增

加與教師互動機會 。 

四、不同背景之教師對學校教師會運作效能之看法 

 

透過研究數據顯示，不同性別、最高學歷之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

運作效能之看法未達統計顯著水準，表示教師並未因性別或學歷的不

同，而對學校教師會運作效能有不同看法。 

    另一方面，不同學校規模、服務年資、學校職務及教師會中擔任

職務之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運作效能之看法皆達統計顯著水準，顯示

不同學校規模、服務年資、學校職務及教師會中擔任職務之教師對於

學校教師會之運作效能有不同看法。 

    在學校規模部分，學校規模在 30~50班（中小型）與 50~70班（中

大型）之教師、70 班以上（大型）與 50~70 班（中大型）之教師，

對於學校教師會運作效能之看法有顯著差異，而且 30~50班（中小型）

與 70 班以上（大型）之學校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運作效能之看法皆

高於班級數在 50~70班（中大型）之學校。 

    在服務年資部分，服務年資 6~15年及 26年以上之教師對於學校

教師會運作效能之看法有顯著差異。且服務年資 26 年以上之教師對

學校教師會運作效能之看法高於服務年資 6~15 年之教師。研究者認

為：由於中生代教師普遍瞭解教師會之功能與運作，希望教師會能充

分發揮組織之特性，故對於教師會之運作效能可能覺得未臻理想，還

有努力空間。而資深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之看法，多採樂見其成的態

度，故對於教師會運作之成效給予的評價相對較高。 

    在學校職務方面，研究發現「主任」與「專任教師」、「導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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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任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運作成效皆有顯著差異，且在學校兼任

主任及導師之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運作效能的評價普遍高於專任教

師。在主任、導師與專任教師的組成結構方面，專任教師中非教師會

會員的比例高於主任及導師，而透過統計結果也發現：教師會會員與

非教師會會員對教師會運作看法有顯著差異。因此，研究者認為專任

教師由於非教師會會員的比例過高，以至影響專任教師整體對於教師

會運作效能之看法。 

    在教師會職務部分，教師會一般會員與沒有加入教師會之教師對

於學校教師會運作效能之看法有顯著差異。陳鵬飛（1999）所作研究

發現：是否參加教師會的教師，對教師會的態度有顯著差異。由此可

知，對於教師會運作效能之看法會因是否為教師會成員而有不同，且

教師會一般會員之看法高於非教師會會員。研究者認為，沒有加入教

師會之教師之所以不加入教師會，可能是因為不認同教師會之理念或

認為教師會未能有實質功能，故選擇不加入教師會，因此，他們對於

教師會之運作效能所給予的評價相對也較低。 

 

五、學校教師會運作滿意度之分析與討論 

在學校教師會運作滿意度部分，研究者分別從「教師會參與學校

教評會的結果」、「教師會與學校行政的溝通與互動結果」、「教師會參

與學校行政決定的結果」、「教師會舉辦教師進修等相關活動結果」、

「教師會爭取維護教師權益結果」、「教師會與成員互動結果」、「教師

會推動各項會務運作結果」及「教師整體運作結果」等八方面來分析。

就教師會整體運作結果之滿意度，由統計結果可知，七成左右教師對

於學校教師會整體運作結果表示滿意，可見教師會在學校之運作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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頗受多數教師肯定。其中，在與學校行政溝通互動上、參與學校行政

決定上、舉辦教師進修活動上，皆有部分教師表達非常不滿意的觀

點，尤其以舉辦教師進修活動方面的比例較高。事實上，教師會在與

學校行政的溝通互動上及參與學校行政決定上，歷來研究皆顯示互動

結果不盡理想。白世文（1997）研究發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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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素月（2000）透過參與觀

察發現：學校教師會的困境包括與行政關係受懷疑、對校務只有建議

權、和行政人員利益相衝突及無法脫離行政掌控等。陳志成（2002）

針對中部五縣市之調查研究發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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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怡婷（2003）研究結果發現：學校

教師會參與學校行政決定的層面仍受限。由此可知，教師會與行政之

互動結果一直以來都未能符合教師期待，且參與學校行政決定的程度

始終不高，一直存在的問題，卻始終未見改善，值得教師會深思。 

總之，教師會在與行政的互動上及提升教師專業成長上還需要多

努力，積極與行政單位協商、溝通，與行政單位維持良好互動，並應

針對教師進修需求，多舉辦教育與教學性研習活動，除了可以提供教

師交流資訊的機會，也能積極提升教師專業成長。 

 

六、不同背景之教師對學校教師會運作滿意度之看法 

 

研究顯示，不同性別、服務年資、最高學歷之教師對於學校教師

會運作滿意度之看法未達統計顯著水準，表示教師並未因性別、服務

年資或學歷的不同，而對學校教師會運作滿意度有不同看法。 

    另一方面，不同學校規模、學校職務及教師會中擔任職務之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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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學校教師會運作滿意度皆達統計顯著水準，顯示不同學校規模、

學校職務及教師會中擔任職務之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之運作滿意度

有不同看法。 

在學校規模部分，學校規模 30~50班（中小型）、70班以上（大

型）之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運作之滿意度比學校規模在 50~70班（中

大型）之教師較好。 

    在學校職務部分，「組長」與「專任教師」、「導師」與「專任教

師」對於學校教師會運作看法有顯著差異，且在學校兼任組長與導師

之教師對學校教師會運作之滿意度普遍高於專任教師。研究者所持觀

點同上所述，即專任教師中非教師會會員的比例高於組長及導師，因

而影響專任教師整體對於教師會運作之滿意度。 

     

在教師會職務部分，教師會一般會員與沒有加入教師會之教師對

於學校教師會運作滿意度有顯著差異，且教師會一般會員對於教師會

運作之滿意度高於非教師會會員。研究者所持觀點亦同上，即沒有加

入教師會之教師之所以不加入教師會，可能是因為不認同教師會之理

念或認為教師會未能有實質功能，故選擇不加入教師會，因此，他們

對於教師會之運作效能所給予的評價較低，相對地，對於學校教師會

運作滿意度之看法也比一般會員來的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