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火耕農業」政黨曙哺模式評析教師成立工會

以「火耕農業」政策隱喻模式評

析教師成立工會

鄭群楷教師

。高雄市立大社國民中學

一辱， 一主.L.~

宜、目。再

依據〈工會法》第 l 章第4條 I 教

師得依本法組織及加入工會 J (工會法，

2010) '2011年5月 1 日勞動節全國共18個教

師工會在各縣市成立，而在同一時間，立法

院教育委員會通過《教師法〉修正草案，草

案中第18條之1: I 教師依法享有權利並負

有義務，基於維護學生之受教權，並應於一

定時間在校服務。 J (教師法修正草案，

2011) ，此規定教師工時的訊息一出，多數

輿論持反對立場， I 全國家長團體聯盟」

【全家盟】理事長謝國清指出 I 老師的職

業和其他行業勞工相當不同，別的產業做的

是產品，但老師的職責是教育學生! J (陳

怡靜、郭顏慧、蔡偉祺， 2011) ; I 中華民

國全國教師會」【全教會】理事長劉欽旭則

批評 I教育不能數字化!教師工時入法，

是傷害學校組織文化，老師的責任是授課和

輔導管教，老師不會時間到了就走人 J (王

彩鸝， 2011 )

緊接著在7月 11 日全國性質的「全國教

師工會總聯合會」【全教總】正式成立，全

教總理事長劉欽旭宣示，工會將來仍會漸進

爭取罷教權，對此教育部次長林聰明則表

明 I教育與一般工作不同，一般行業工會

擁有罷工等勞動權益，教師工會則應以維護

學生受教權與安定校園環境為前提，爭取教

師勞動權益，才能創造教師、家長與學生

三贏局面。 J (曾雅玲， 2011) ，全家盟謝

國清也認為，現行的勞資爭議處理法明確規

定教師不得罷工，家長也強烈反對教師罷

教，謝國清說: I教師組工會、權益擴張的

同時，請教師工會不要只為老師謀福利，也

應擔起社會責任，為教育發聲J (薛荷玉，

2011 )

由上述可知，地方與全國教師工會雖

已相繼成立，但後續相關的議題將持續被社

會大眾與相關利益者所關注。本研究提出具

體圖像，將政策發展過程設想如同「火耕農

業」擇地耕作的過程一般，形成以「火耕農

業」為隱喻的政策過程模式做為本研究主要

之研究架構，期為引發大眾共鳴，共同關注

教師成立工會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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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火耕農業」政策隱

喻模式內涵

政策隱喻係指學術、研究者、教師、

學生及大眾，以不同經驗與認同，用一組語

言彼此競爭詮釋意義，藉此嚴肅看待權力關

係'挑戰現存遊戲狀態、假定及探詢政策問

題(楊智雄， 2010) 。本研究以Fowler理論

為主要參考架構，並融合Easton概念，藉以

發展本研究所建構之「火耕農業」政策隱喻

模式。

一、相關理論基礎

Easton的政策過程系統模式與Fowler的

政策階段模式常為政策模式相關研究所引

論，其主要意涵如下。

(一) Easton的政策過程系統模式

(systems model)
Easton ( 1965 )把系統置於政策環境，

系統模式將公共政策過程視為一個系統

(system) 的產物，不斷受到政策運作環境

的影響，同時也影響環境。兩端為投入及產

出，中間為政治系統，從投入到產出是一個

迴路(如圖 1 )。本文用此鋪陳教師成立工

會的政策環境，強調政策受到環境影響，同

時也會影響環境。

政策環境:結構、社會、政治與經濟環境(影響整個系統)

坐A.

選舉結果

公眾意見

與民代的聯繫

媒體議題

決策者個人經驗

政治象就或黑箱

政治血統將輸入轉化為產

出。結構、社會、政治與

經濟環境將影響政治與決

策活動。

出
一
律
範
定

產
一
法
規
洪

回饋將影響政治系統與持續

循環的需求種類

圖 1 Easton 的政策發展在統模式

資料來源: Birkland (2005: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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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Fowler的政策階段模式( stage

model)
亦稱為教科書模式(textbook model)

所謂的階段模式係因Fowler (2004) 認為政

以「火耕農業」四軍隱喻模式評析教師成立工會

策制定的過程具有階段的特性存在，分為議

題界定、設定、形成、採用、執行與評鑑等

階段(如圖2) ，亦成為本研究對政策分析

之主要參考架構。

議題

展現

言義程

吉丈定

方案

選擇
立法 執行 言平生監

圖 2 Fowler的政策階段模式

資料來源: Birkland (2005:225)

「火耕農業J (burn
cultivation) 政策隱喻

模式

失，加上植物生長快速使耕地開闢不易等自

然條件的限制，因此使用火清整耕地、評估

是否休耕以及不斷尋找耕地的火耕農業，成

為適應熱帶環境的最佳耕作方式。

火耕是人類最早的農耕型態，分布於 參考EastonWFowler之理論，本研究所

熱帶及副熱帶溼潤地區。由於溼熱地區的土 建構之「火耕農業」政策隱喻模式如圖3 :

壤肥力容易因暴雨而導致地力耗竭或表土流

圖 3 I 火耕農業」政策隱喻模式

註-圖中「政策環境」、「議題界定、議程設定」、「政策形成與採用」、「政策執行」、「政

策評鑑」、「高溫、多雨的森林」、「尋找土地、選定耕地」、「整地、焚林」、「翻士、

耕種、收成」、「評估是否休耕」為研究者標示。修改白編輯部(2011) 。社會(頁 11) 。臺北:

翰林。

December,2012 Secondary Education 135



6為

(一)政策環境一高溫、多雨的森林

高溫多雨的森林環境，土壤貧槽，不利

農業耕作。

(二)政策階段

1.議題界定、議程設定尋找土地、選定

耕地

在地住民必須持續尋找並選定適合耕作

的土地。

2. 政策形成與採用一整地、焚林

砍伐地面的樹木、雜草，堆放樹枝燃

燒， ，-火」在清整耕地時扮演重要的角

色 o

3. 政策執行一翻士、耕種、收成

用簡單的農具挖土作穴，將栗、甘菁、

山芋、樹薯等種苗埋入土中，以待作物

收成。

4. 政策評鑑一評估是否休耕

評估土壤是否有足夠的肥力支持第二

次、甚至第三次耕作;若評估土壤肥力

喪失，則尋找新耕地，再次循迴耕作步

驟。

綜合Easton的政策過程系統模式與Fowler

的政策階段模式理論以及本研究所提出之

「火耕農業」政策隱喻模式，可知高溫多雨

的森林環境，就如同政策環境;而尋找土

地、選定耕地、整地焚林、翻土耕種收成及

評估是否休耕，就如同議題設定、議程設

定、政策形成與採用、政策執行及政策評鑑

等發展過程。

重36 中等教育第63卷第4期

參、從「火耕農業」政第
隱喻模式看教師成

立玉會

以下針對我國教師成立工會，以「火耕

農業」為隱喻的政策過程模式分別就其政策

環境、議題界定、議程設定、政策形成與採

用、政策執行以及政策評鑑等過程加以闡述

說明。

一、政策環境( Policy
Environment)

政策環境如同培育政策的土壤一般，政

策因其而生、因其生長。瞭解政策環境，才

能掌握議題形成之開端，並且在政策環境發

展的脈絡中，理解政策形成的過程，就如同

溼熱地區氧化快速而土壤貧瘖、降雨多而表

土流失嚴重，在地人為了因應如此惡劣的環

境，故而衍生出「火耕農業」此特殊的農業

型態。

臺灣工商業快速發展的結果導致社會急

遲變遷，社會價值體系亦趨多元化，尤其是

1987年解嚴後，各行各業的人民權利意識覺

醒，不斷為爭取自己的權益而努力，就連原

本最沉默的教師，在社會環境變遷對教育生

態產生直接的衝擊之下，層出不窮的師生事

件與法院判例，喚醒了教師對自我權力的保

護(蔡金田， 2011) ，也為其地位與權益發

出自身的呼聲(鄭彩鳳，2003) 。



以「火耕農業」間策隱瞞模式評析教師成立工會

、

之意見(舒緒緯， 2003 : 404) 。

兼顧地方需求及特殊性外，也凝聚全國教師

(市)為地方教師會;在中央為全國教師會

( Agenda
Setting)

(教育部， 2010) 0 J 因此，不僅各學校及

三、議程設定

各地方有教師會， 1999年亦成立全教會，除

議題界定( Issue
Definition)

予以透析。

「議題界定」在政策過程中係將大眾

「問題」轉變成政府可提出之「議題」的階

段。 (Fowler， 2004)。議題之界定必有其歷

史脈絡，要瞭解一議題之全貌，需從其緣起

臺灣的教師組織可以〈教師法〉的頒
並非所有的議題皆可放入政策之議程，

布作為分水巔， ((教師法〉頒布之前，以
各議題之間的關係是高度競爭的，大部分的

「中華民國全國教育會」及「教師人權促進

會」最有名望: ~教師法〉頒布施行後，則

以教師會的組成，最其時代意義(劉春榮，

1997 : 11) 。中華民國全國教育會於1987年

成立，該會並不招收個人會員，且由於其理

監事人選均為校長和長官，故被稱為「校長

和長官的俱樂部 J '對於教師會所舉辦的研

討會、座談會及各項活動，均漠不關心(吳

清山 '1997) ，因此無法達成預期的功能，

亦無法獲得廣大教師的支持。由於全國教育

會無法為教師爭取權益，難以得到所有教師

的認同，於是部分教師乃於1989年，另組教

議題其實從未進入議程中。猶如溼熱地區土

壤肥決度極低，並非所有的土地都過合耕

作，因此「火耕農業」的耕地選擇需要考量

多種因素，才能嚴選出較過合耕作的土地，

以企求有限的收成。

教師會雖已成立，但企求教師成立工

會的呼聲卻未曾停歇，其後在2002年9月 28

日之教師節，在教師會的動員下，十萬教師

寫下了中國教育史上走上街頭之首次紀錄

(鄭彩鳳， 2003) 。該集會原本訴求在「課

多少補多少」、「脫離工具化」與「組教師

師人權促進會(舒緒緯， 2003 : 403-404) , 工會 J '在協商後提升訴求層次為「還我納

該會主要訴求為維護教師人權，惟因該會只

能在一般人民團體內，登記為普通社團(郭

稅權」、「脫離工具化」與「團結組工會」

(黃武雄， 2002) 。教師在此次遊行喊出:

丁笑， 2001) ，且會員總數僅約一千人，真 「還我工會J '也象徵教師成立工會之議題

正關心會務或積極參與活動者，可說是寥寥 邁向議程設定的重大里程碑。

、
無幾(吳清山， 1997) ，因此所發揮的功能

亦相當有限。直至1995年〈教師法〉公布施

行，該法第26條明文規定，.教師組織分為

三級:在學校為學校教師會;在直轄市及縣

四 政策形成與採用

(Policy Formulation &
Policy Ado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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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形成主要是將政策內容以文字方式

表示，準備成為法條或行政命令，對政策賦

予其財源，或是將形成的政策由行政機關採

用寫成行政規則，作為執行之規範( Fowler,

2004) 0 ，.火」在清整耕地時扮演極為關鍵

的角色，人為砍伐樹木、雜草並堆放樹枝加

以燃燒，對於原始的生態環境而言是某種程

度的影響， ，.烙印」並耕作耗損貧瘖的土

地，需要很長的時間才可能恢復地力，因此

這把「火」是否施放，必須謹慎評估，周圓

處理。

《教師法〉的公布，讓教師可以組織教

師會，但是組織教師工會的禁令仍舊存在。

2002年十萬教師走上街頭，推動教師組織工

會進入「如火如荼」的行動階段，經過三級

教師會多年的立法遊說， 2010年6月 17 日立

法院三讀修正通過〈工會法} ，行政院並在

隔年( 2011年) 4月 26 日正式宣布修正案在5

月 l 日開始實施，正式讓臺灣的教師可以組

織工會(全教總， 2011) ，這是一項保障教

師勞動人權的重要立法，也開啟了臺灣教師

組織的新紀元。

五、政策執行( Policy
Implementation)

各縣市教師職業工會或教育產業工會

高雄市、高雄縣、屏東縣、宜蘭縣、澎湖

縣、連江縣，經由全國教師會和各縣市教師

會的催生，全教總也在7月 11 B 召開成立大

會及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

全國性的教師工會全教總，該會依據

〈工會法〉第4條第3項及第8條第3項規定成

立，其宗旨:本會以團結全國教師暨其他教

育人員，維護學生受教權益，保障教育勞動

者權益、改善教育環境、提升教育品質及追

求社會公平正義為宗旨(全教總，2011 )。

地方性的教師工會如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

該會實際參與的事務如「國小教師員額編

制」、「國中小教師介聘及超額介聘」

「高中職教師甄選介聘」、「教師課稅議

題」、「校長遴選」、「保障小校永續發

展」、「體育班相關規定」、「照顧弱勢

學生受教權益 J (陳志鵬、王美心， 2012)

等，可知在執行面上教師工會多有涉及教育

相關課題。

六、政策評鑑( Policy
Evaluation)

政策評鑑的目的在於評估政策是否如預

期中被執行。評鑑是一種透過設計進而了解

待答問題結果之應用科學，政策的評鑑有時

是由政府內部的研究室執行，有時是由屬於

在2011年5月 l 日陸續成立，當日共成立了18 政府外部的機構 (Fowler' 2004) 0 ，.火耕

個教師工會當中包括基隆市、臺北市、新北 農業」在第一次收成之後，必須評估土壤是

市、桃園縣、臺中市、臺中縣、彰化縣、南 否仍具備足夠的肥力支持再次耕作，若肥力

投縣、雲林縣、嘉義市、臺南市、臺南縣、 尚足則可進行第二次耕作，若肥力已經喪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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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尋找新耕地。

以高雄市為例，目前高雄市同時存在高

雄市教育產業工會與高雄市教師職業工會，

是依據《工會法〉第的集第 l項規定，教師可

組織與加入「產業工會 J (教育相關產業之

勞工，涵蓋面較廣)與「職業工會 J (只有

教師才能加入，涵蓋面較窄) ，然而新近研

究指出複數工會的運作對團體協約協商代表

權會產生困境(于居正， 2012) 。臺灣的教

師工會成立時間尚短，工會成立之後的評估

有待確立，後續研究將提供相關單位參酌並

持續修正，讓政策更趨完善。

肆、評析興建議

藉由政策模式的討論，本研究從政策面

的角度針對教師成立工會提出評析，並依據

評析提出建議。

一、評析

(一)惡劣的自然環境不利耕作一教師

組織應避免成為迷恩(迷失)的

利益團體

在公部門和私部門每天都要分配與使

用資源，如何有效運用以避免浪費是社會共

同追求的目標，然而政府常在「檯面下」提

供利益給特定的利益團體，導致僅有少數人

(團體)受益，在社會大泉以放大鏡檢視教

育職場的時代，教師與教師組織如何在現實

環境中自處，不可不慎。從本研究之討論可

以「火耕農業J j£~簧隱瞞模式評析教師成立工會

以窺知，教師爭取成立工會的過程中，教師

組織所扮演之利益團體角色應避免涉及非必

要的利益糾葛，如此方為學生之幸、教育之

福。

(二)掌握正確方向才能尋得適合的土

地一教師成立工會的政策目標不

明確

臺灣教師成立工會的政策主要目標為

何?保障權益的對象究竟是教師還是學生?

雖然全教總之宗旨與任務皆明示該會主要目

標在於:維護學生受教權益，而我國教師之

罷工(教)權也被禁止(<勞資爭議處理

法〉第54條第2項) ，但全教總卻也聲稱該會

所爭取的最終目標是:罷教權，在教師動用

罷教權與維護學生受教權的糾葛爭莫衷一是

之際，教師成立工會的政策目標尚待釐清。

(三)小心戒慎，因為火可賺原一成立

教師工會並非爭取教師權益的唯

一途徑

所謂因果模式，意冒解釋各種問題之

發生原因，以及用何種手段可以解決這些問

題的理論，不論是自然的問題或是社會的問

題，最重要的是人們對於問題的歸因(陳麗

珠，上課講義，2011年 12月 13 日)。教師成

立工會，對臺灣的教育、社會、文化等層面

而言是非常重大的改變，然而爭取教師權益

的途徑，成立工會是否為唯一選項?當中因

果模式是否錯置，值得思索筒中關係。

(四)齊心協力，以求收成一自由入會

政策使得教師工會的代表性不足

December,2012 Secondary Education 139



誠為

教師組織之會員人數與財力是直接影

響教師組織與政府部門協商力量的重要因素

(林斌， 2010) ，依據〈工會法〉第6條第1

項規定，教師僅得組織與加入產業工會及職

業工會，由此可知教師可以自由加入工會而

非強制入會，自由入會政策是否能夠吸引一

定數量 (number) 之教師會員，有待檢視，

若無法達到一定數量之教師會員則工會的功

能恐受影響。

二、建議

(一)教師會轉型為教師專業團體

教師會與教師工會功能部分重疊，本

研究建議教師會可朝教師專業團體的方向發

展，而兩團體之間的互動應為互助合作，共

同為教育努力。

(二)確立教師成立工會的政策目標

教師成立工會以爭取教師權益，然而權

益不可無限擴張，成立工會的政策目標應該

有效確立，致使工會運作有所依據，而有關

罷教權力之議題，必須統整各方意見並做充

分的溝通，謹慎的處理。

(三)教師與工會必需承擔與權益相符

之責任

權益與責任應該相符，教師與工會在爭

取權益的同時，必需要謹記職責之所在，謹

守教師所需承擔的責任與義務，使教育至於

良善。

(四)健全相關法令

由本研究可知現階段相關法令尚未周

重40 中等教育第63卷第4期

圓，如非強制入會的工會代表性可能不足之

議題，相關單位應儘速建全相關法令以供遵

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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