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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彰化縣國民中學學校教師會之運作，由學校教師

會之組織運作、運作效能及運作滿意度三方面，來瞭解彰化縣國民中

學學校教師會運作之現況並探究不同背景變項對於學校教師會運作

看法之差異情形，最後依據研究結果，提出結論與建議。本研究以彰

化縣國民中學現職合格教師為研究對象，針對已成立學校教師會之

17 所國中進行問卷調查，以自編的「彰化縣國民中學學校教師會運

作之調查問卷」為研究工具，共發出問卷 600份，問卷回收 456份，

回收率為 76%，有效的調查問卷有 431份，可用率為 71.8%。在資料

分析上，以描述統計、t 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薛費事後比較法

等統計方法進行分析與考驗。 

這一節中，將依據本研究所欲探討之研究問題，綜合研究所得之

結果歸納成結論，並提出建議，以供學校教師會運作與發展上之參考。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之綜合結論如下： 

 

壹、彰化縣國民中學學校教師會運作之現況 

 

一、 學校教師會之運作功能良好，頗能符合教師期待，但在與行政

互動及提升教師專業部分仍須多加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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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統計結果，約有七成左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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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些部分統計之數據值得注

意：在提出學校興革建議方面，有接近五成教師認為「學校行政單位

在接受與重視教師會建議」部分不太符合；在舉辦教師進修活動方

面，有約五成左右教師認為不太符合，甚至在定期舉辦研習活動部

分，有將近六成教師表示不太符合。以上結果，顯示多數教師對於學

校教師會之運作現況持肯定觀點，表示其運作功能良好，但在與行政

互動的結果上未能有良好成效，在提升教師專業知能這部分也未能符

合多數教師的期待，仍須多加努力，並尋求改善。 

 

二、 學校教師會之運作效能完善，頗能得到教師認同，但在推動會

務時間上及與會員互動上還需尋求改善。 

 

根據統計分析結果，約有七成左右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之運作效

能持肯定觀點，顯示教師會之運作效能頗能得到教師認同。但在教師

會幹部推動會務的時間上，有接近五成的教師認為幹部處理會務的時

間並不充裕，希望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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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四成左右的教師表示對於教師會的

會務運作不是很清楚，因此，教師會有必要多加宣導會務並增加與教

師互動機會。 

 

三、 學校教師會之運作滿意度高，頗能受到教師肯定，但在與行政

互動及提升教師專業部分仍未符教師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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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約有七至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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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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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皆有一成左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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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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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針對教師需求，舉辦教育與教學性研習活動，多提供相

關進修研習資訊，積極提升教師專業知能。 

 

貳、不同背景之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運作之看法 

 

一、 30班以下（小型）、30~50班（中小型）、70班以上（大型）之

學校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運作之看法高於 50~70班（中大型）

之學校教師 

 

    在學校教師會組織運作部分，研究結果顯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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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學校教師會運作看法有顯著差異，且學校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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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會運作之看法較學校規模在 50~70班（中大型）之教師好。 

    在學校教師會運作效能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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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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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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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學校教師會運作滿意度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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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滿意度較學校規模在 50~70班（中大型）之教師好。 

 

由上可知，不同規模之學校教師對於教師會運作之看法有差異，

而且在不同規模之學校當中，相對其他小型（30 班以下）、中小型

（30~50 班）、大型學校（70 班以上）而言，中大型學校（班級數在

50~70班）之教師對於教師會之運作評價較低。至於為何學校規模會

影響教師對於教師會運作之看法？其主要影響因素為何？研究者在

此不敢妄加推論，留待未來研究進一步釐清。 

另外，國民教育法中規定：國民小學、國民中學以不超過四十八

班為原則，根據研究之結果顯示，班級數四十八班以內之學校，教師

對於學校教師會之運作看法較高，表示國民教育法所規定之班級數理

想值四十八班，對於學校教師會運作成效有一定幫助，此結果亦可提

供相關教育主管機關在調整學校規模時之參考。 

 

二、 服務年資 26年以上之教師對學校教師會運作之看法普遍高於

服務年資 6~15年之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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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學校教師會組織運作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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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看法高於服務年資 6~15年之教師。 

   在學校教師會運作效能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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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顯著差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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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知，教師會因服務年資之不同而對學校教師會之運作有不

同看法。 

 

三、 在學校兼任主任、組長與導師之教師對學校教師會運作之看法

普遍高於專任教師 

 

    在學校教師會組織運作部分，研究發現：「主任」與「專任教師」、

「組長」與「專任教師」、「導師」與「專任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運

作看法皆有顯著差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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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學校教師會運作效能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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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學校教師會運作滿意度部分，「組長」與「專任教師」、「導師」

與「專任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運作滿意度有顯著差異，且在學校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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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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教師會因在校兼任職務之不同而對學校教師會之運作有不

同看法。 

     

四、 教師會一般會員對於學校教師會運作之看法普遍高於非教師會

會員 

 

在學校教師會組織運作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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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學校教師會運作效能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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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教師會會員之

看法高於非教師會會員。 

    在學校教師會運作滿意度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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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可知，教師會因有無加入教師會而對學校教師會之運作有不

同看法。 

 

   另一方面，不同性別、最高學歷之教師對於學校教師會組織運作、

運作效能之看法並無差異，表示教師並未因性別或學歷的不同，而對

學校教師會運作看法有所不同。而在運作滿意度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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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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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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來說教師對於教師會運作之看法會因不同學校規模、不同學

校職務、不同教師會職務而有所差異。在學校職務方面，對於教師會

之評價，相較於其他職務而言，專任教師顯得較低，而專任教師在教

師會非會員的比例上又較學校其他職務之教師為高；而在教師會職務

方面，教師會會員與非教師會會員對於教師會之評價也有明顯差異，

教師會會員對於教師會運作、效能、滿意度等等的評價都較非會員為

高。因此，在從事教師會相關之研究上，不應只將研究樣本侷限在教

師會會員之教師，這樣的研究結果可能有失客觀，未能瞭解教師會運

作之實際情況。本研究在研究之初，即將非會員納入研究樣本，在調

查教師會會員看法之餘，也瞭解非教師會會員之認知與感受，相信應

更能客觀、周全地呈現教師會運作現況之研究結果。 

 

參、學校教師會面臨之困境與挑戰 

     

根據問卷調查之統計分析與開放性問題教師意見之整理結果，歸

納出彰化縣國民中學學校教師會所面臨之困境與挑戰如下： 

 

一、 行政單位過於強勢，教師會功能難發揮 

研究發現，教師反應教師會與學校行政之互動未盡理想，且對於

教師會之建議行政單位多未能採納與尊重。在問卷開放式問題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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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們也針對教師會與學校行政的互動表達意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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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行政系統若太強勢，將壓制教師會

某些意見」……等。事實上，教師會在校內之運作的確困難重重，行

政系統若太強勢，往往壓制了某些教師會的意見，教師會即使能作為

教師與行政溝通的橋樑，但也只能代其發聲，實質功能不易發揮。 

 

二、 教師會幹部無減課，會務運作難周全 

目前學校教師會之幹部都屬於義務職，國中教師教學工作繁重，

教師會幹部在無減課的情況下，只能利用零碎時間推展會務，常使得

教師會幹部疲於奔命，會務之運行也未能完善。透過問卷數據統計分

析，教師普遍反應這種困境，而在問卷開放式問題中，教師們也表達

了他們的心聲：「教師會幹部無減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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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幹部應酌予減課，才能

讓他們無後顧之憂推動會務」、「教師會幹部課務繁重，又需額外處理

許多會務，服務會員，工作量遠超出負荷」……等。正由於教師會工

作吃力不討好，以致教師對於參與教師會工作往往採敬謝不敏的態

度，這樣一來，不僅教師會之運作難落實，連教師會之永續經營也出

現危機。 

 

三、 教師向心力不夠，教師組織難發展  

在現行教育體制下，多數教師在校往往選擇噤若寒蟬並隨波逐

流，雖能認同教師會之功能，但卻未能積極支持。由於教師本身不夠

團結，對於教師會之向心力也不夠，以致教師會在校往往有孤立無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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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感，在推行會務上也呈現一頭熱的情況。再則，由於教師參與積極

度不夠，使得教師會的力量在校顯得薄弱，教師會幹部意見無法代表

全體教師意見，在與行政溝通上常常理屈詞窮。 

 

四、 校級教師會無實權，運作成效難突破 

在開放性問題中，有部分教師反應教師法中雖給予教師會組織法

律性的保障，但教師會之實權、與學校之互動……等，都缺乏法律具

體的支持，以致於教師會在校擁有的只是建議權，即使是多數教師支

持的意見與方案，依然會讓行政單位以「窒礙難行」的理由推諉。也

正因如此，教師會參與校內行政決定的成效才會不符教師期待。 

再則，學校教師會對應之問題常為全縣或全國性之政策問題，非

學校行政體系所能解決，故有部分教師甚至認為只要設縣、全國性教

師會即可。 

 

第二節 建議 

 

    這一節中將依據前述研究結果與分析，提出建議，以供教師會、

相關教育主管機關及未來研究之參考。茲分述如下： 

 

一、 行政單位應調整強勢作風，與教師會維持良好互動 

透過問卷調查，研究者發現：目前彰化縣國民中學學校教師會與

學校行政互動之所以未盡理想，主要是行政單位過於強勢，忽視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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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建議。行政單位可能仍未能接受對等的協調、溝通，認為教師會

的意見干涉其行政裁量權；抑或受制於家長會與地方上的壓力，而對

於教師會的建議消極性地忽略。因此，學校行政單位應避免強勢作

風，學習彼此尊重與包容，與教師會維持良好互動，藉此傾聽第一線

教師的想法與建議，透過溝通、協調，建立互信的合作模式，為學校

創造更美好的明天。 

 

二、 教育主管機關可多給予支持，讓幹部有餘力推展會務 

研究指出，教師會幹部在推動會務的時間上，並不充裕，有將近

一半的教師認為教師會幹部疲於奔命。除此之外，在開放性問題部

分，有多數教師建議應該酌減教師會幹部之授課時數，減輕其工作負

擔。本來行政工作就比較辛苦，教師會幹部在教學之餘還必須從事教

師會事務之相關行政工作，當然更顯得吃力。為了減輕教師會幹部之

沈重負擔，使其能有餘力推展會務，相關教育主管機關可考慮酌減授

課時數，實際給予教師會支持，提高教師之參與度。 

另外，根據研究者對彰化縣國民中學教師會運作的觀察發現，學

校教師會之運作成效多半繫乎教師會理事長的熱忱，也就是說，在參

與學校行政決定、提出興革建議、維護爭取教師權益……等會務上，

多是教師會理事長盡心盡力去努力的，其他幹部雖能分擔教師會會

務，但許多協調、溝通等事務還是得理事長一肩挑起。因此，在國家

預算許可之下，相關教育主管機關若考慮酌減授課時數，不妨先斟酌

減少教師會理事長之授課時數，稍稍減輕其教學負擔，讓教師會理事

長能有更多心力致力於教師會會務之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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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師應積極提高認同感，使教師組織能永續發展 

    根據調查問卷之歸納，教師對於參加教師會一事不夠踴躍，對於

教師組織之認同度亦不夠，以致教師會發展至今仍未能有所突破。正

因教師對組織的認同度不夠，以致教師會在參與校務方面的代表性受

到行政單位質疑，做起事來顯得綁手綁腳。一個組織之所以強而有

力，和組織成員的向心力有極大關連，如散沙的成員是無法發揮其利

斷金的成效。因此，教師應深自反省，認同教師會這樣的教師組織，

團結教師的力量，讓教師會能發揮其應有的功能，並能永續發展，為

教育而努力。 

 

四、主管機關可考慮擬定相關辦法，予教師組織具體支持 

    1995年頒佈了教師法，教師法中除了明定教師的權利與義務外，

亦給予教師組織法律性的保障。但是教師法中只對教師組織的基本任

務作原則性的說明，對於教師會之權責、與學校之互動……等，都缺

乏法律具體的支持。因此，教師會在校擁有的只是建議權，其影響力

受限於學校的行政風格與上位者的處事方式，難有良好成效。再則，

透過研究發現，雖然教師會之運作未盡理想，但教師多給予肯定並表

達感謝，而且彰化縣國民中學之學校教師會正積極發展中，透過問卷

調查也可看出其努力的足跡。因此，教育主管機關應審慎評估，研擬

相關辦法來界定教師會之權責，使其與學校行政之互動更清楚，予教

師組織法律上具體的支持，讓教師會之運作更合理合法，才不失當時

設教師會之美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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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對未來相關研究之建議 

    本研究以彰化縣已成立學校教師會之國民中學教師為研究對

象，但問卷回收之後發現樣本中行政人員部分僅佔 19.7%，比例偏

低。建議在未來研究上，可提高學校行政人員的比例，在瞭解教師對

於教師會看法的同時，也能聽聽學校行政人員的意見，亦可比較行政

人員與教師會會員對於教師會看法之差異性，以探究教師會運作之實

際情形。 

    另外，在研究者研究期間，發現少數學校的學校教師會是從「有」

至「無」，也就是以前學校有學校教師會存在，但因某些因素使得學

校教師會會員人數驟減，終走上解散的命運。針對這些特殊案例學

校，未來研究不妨可採個案研究法，針對一至二所相似情況的學校，

進行長期觀察與深度訪談，深入瞭解該校教師會之發展與衰頹，並探

究其影響因素，以供未來教師會發展之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