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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組鱗中集體協商運作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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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了解提升國民中學集體協商成效的機制。鼓勵集體協商運作乃是

改革的方向，其理想的目標，包括落實學校本位管理、維護利害關4年沁人權益

情畫成。但是在集體協商運作的過程中，會出現協商地位不對等、

、無法進行理性協商、予人爭權奪利的印象及協商知能不足的

，進而影響集體協商運作的成效。因此有必要對於解決集體協商困境的策略

。為了達到本研究的目的，本研究採用調查研究法來蒐集資料，立主運用

It集抽樣及立意取樣，在北部六縣市抬取的所國民中學，並發出 867

，有效回收問卷為 5日7 份，有效回收率為 67.7% 。然後以有效情卷進行統

，並透;勤于析與討論，據);)、提出結論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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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s: The Example of Junior High Schools in

Six Counties and Cities in Norther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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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s to understand the mechanisms that facilitate the efficacy of collective

bargaining in junior high schools. Promoting collective b旺耳目ning has been the 甘en位 m

recent educational reforms in Taiwan. It is hope吐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school-based management, the protection of stakeholders' righ阻，組吐 the achievement

of school goals will be realized aCCOD也ngly. The processes of collective b缸gal世n臣，

however, can easily pro品uce such difficulties among stakeholders as un臼qualizing

status , creating divergent opi凶。肘， stimulating irrational negotiatio肘， causmg power

struggles, and bringing about deficits in negotiation knowledge, all of which lead to a

lower quality of collective bargaining. With its focus on this problem, this study trie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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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se s甘，"tegies that can resolve the inherent difficul位的 m collective b缸gamm草.It

adop扭曲 mvestigative approach to collect the data, administering 867 questiormaires

from 40 junior high schools in six counties and cities in northern Taiwan by stratified

proportional cluster sampling and purposive sampling.In total, 587 effective question

naires comprise the basis of the statistical test, for an e能ctive questionnaire ratio of

67.7%. Along with the statistical 血alysis， this study provides school members with

some valuable conclusions 阻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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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組織中集體協商運作之研究 的黃乃榮、曹芳齡

利與義務亦存在差異的狀況，因此集體協商的內涵也不同。就國外的情形來看，

教師級織集體協商運作是在地方學區層級，教師組織較傾向工會主義，著重經濟

性議題的協商，其主要目標在爭取教師的經濟性福祉與改善教師的工作環境，它

達成目標的手段是壓力策略，具體作法是集體協商、罷教和立法遊說(衛民， 1996

70 ' 1999 : 265) 。基於此，工會主義之教師組織具有替會員爭取權益的義務。就

我國的情況而言，學校層級集體協商是我國制度的特色，雖然{教師法》賦予學

校教師會部分的集體協商權利，但目前我國教師組織乃以專業主義作為基本發展

方向 o告民， 1996 :“-71 , 1999: 265 ， 290) ，其主要自標是確保教師自主、提

升教師尊嚴、改進教育問題、加強教師自律與提供個別教師申訴的管這等，它達

成目標的手段是溝通策略，具體作法包括採帶諮商、會談、協調與宣傳等方式，

但是罷教權並未成為它的運作項目。基於此，教師會除了具有集體協商的基本權

利外，根據《教師法》第 27 條，它也有提升教師專業能力、擴大教育服務、研究

並協助各項教育問題解決及制定教師公約的義務。由於我國學校教師組織強調專

業主義，與西方國家工會主義的教師組織有別，區此我國學校教師會的協商範圍

常集中在制度性的事項和行政管理的事項，前者包括教師會與學校行政體系的互

動方式，以及教師會參與學校行政決策的事項等，後者則指學校行政管理措施、

、進修等事項。至於薪資福利等經濟性的事項，權責單位在教育行政機爾和

立法部門，學校教師會並不涉入(諱:鼠， 1996:294) 。

由於學校組織屬於公共部門 (public sector) ，具有主權、獨占住產品，以及

，與干丸人部門(private sector)單純的勞資協係不同(衛民，1999

) ，所以學校組織中集體協商的運作也與勞工界有所差異，無法全然移植私人

(衛氏， 1994 : 92 : Woodwortb & Peterson, 1969: 6-13) 。加

，因此，學校級織中集體協商的運作，應該強調學生

(吳清山， 1998 : 113 ;黃乃笑， 2000a: 75 ;諱:民'

: 93; Kassalow, 1969: 28; Keane, 1996: 10-12, 48-50; Nothern, 1992: 16; Webster,

3毛， 8, 64; Woodworth & Peterson, 1969: 6-13) 。由於透過學校組織中集體協

'一方面可以讓學校成員有權共同參與學校事務的決定，以落實學校在

、教學、經費、課程等方面的自主經營，進而發展出學校的特色(林偉人，

「集體協商 J 原本是勞工界通行的名詞，與團結權、爭議權合稱為勞動三權，

是勞工的三項基本權利(衛民， 1996 : 55) 。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社會快速變遷，

教師的客觀地位與主觀認知隨之產生極大的變化，歐美先進劉家的教師，崗始要

求組成工會，透過集體協商、甚至罷教的手段來爭取他們在工作場所的基本條件

和權益，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後，他們的教師組織集體協商運作已非常成熟，

並且已發展出相關法律予且規範(張煌熙， 1996:9) 。書長而， r集體協商」在我圓

教育界是一個新興的概念，因為早年受限於《工會法〉第四條: r各級政府行政及

教育事業、軍火工業之員工，不得組織工會。」的規定，因此我國教師紐織的發

展一直停滯不前，原因在於無法設立教師組織，集體協商自然無法進行。

但近臼圈內教育改革如火如荼的農筒，學校教育鬆綁、學校組織再造、學校

本位管理、家長參與校務、教師專業自主等方面，已經成為這一波教育改革的主

流(吳清山， 2000:3) ，相闋的制度與法令也配台著展開修正或制定，將學校人

事權、學校經營、教科書選用、學校課程規劃等方面，交由學校成員共同做決定，

並擔負成敗責任(林偉人， 2000: 63) 。這樣的設計可以視為是對傳統學校行政權

獨大的解構，而進行學校權力重組的分權化設計，使學校成為學校行政、教師會、

家長會三足鼎立的權力生態，由學校教都會代表校園的專業團體，而行政體系則

是科層體制的結構，家長則代表著教育消費者的心聲，當多種結構同時存在校園

中，如遇到有君主1突或歧異時，解決的方法之一便是運用集體協霜的方式(謝文全，

2001 : 138-140) ，向日寺未來校務運作也將會逐漸揚棄「宮僚式」的運作體制，改

採談判協商的方式作為未來學校行政決定的主要模式(吳清山，1998: 138 ， 146) 。

「集體協商」是勞雇雙方共同決定的過程(joint decision-making process) (朱

柔若譯， 1999:4)，其目的在達成有關工作條件及僱庸條件的協議(國際勞工局，

1963 : I)。就狹義而言，集體協商僅指界定團體協約的定期性協商，常以工會組

織的型態來運作，廣義而言，它包括所有雇主或雇主團體與工會的互動過程(衛

民， 1994 : 82-83) 。以教都組織為例，由於國內、外教師組織的性質不同，其權

壹、購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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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83)。可見學校紐織中集體協商面臨了協商地位不對等、協商意見不易整合、

無法進行理性協商、予人爭權奪利印象，以及協商知能不足等困境，致使無法達

成其預期的百標，因此探討國民中學集體協商所面臨的困境，以及這些困境對學

校集體協商目標達成的影響自亦有其必要性，此為本研究的第三個動機。

教育組織集體協商的原則，是當事人的協商地位對等，所以協商雙方不論對

方的地位或頭銜，均應視彼此是對等的(Webs肘， 1985: 58-59) ，函為只有參與者

立於平等均衡的地位，才會有對話與溝通的可能性(周憬爛，1996: 23) ，所以當

學校組織中集體協商存在集體協商地位不對等的困境時，必須加以解決，其解決

策略有:校長採取民主開明的領導風格、加強學校成員的民主法治素養、說之以

理使對方接受對等地位、修改法令確保協商地位、由公正人士或專家介入協調解

決、採取抵制的行動來爭取對等地位等(李玉惠，2000:17; 吳清凶， 2000:34;

涂慶隆， 1999: 35-36 ;張明輝， 1998 日6; 張德銳， 2000:20; 黃乃笑， 2001b :

悶，黃宗軍區， 1996: 148 ;蔡進雄， 2000 :鈣; Thompson, 1969 位，刃; Woodworth

& Peterson, 1969: 16) 。

集體協商的目的就是要達成協議(國際勞工局， 1963:1) ，當學校組織中集

體協商存在協商意見不易整合的困境，協議即無法達成，如此將使學校呈現一種

不確定的狀況，讓學校成員無法安心地推動校務、進行教學，因此學校組織中集

體協商存在協商意見不易菜合的困境，必須加以解決，其解決策略有﹒校長採取

民主開明的溝通風格、加強學校成員的民主法治素養、加強學校成員的溝通技巧、

建立學校行政與教師會代表定期溝通的管這、自公正人士或專家介入協講解決、

採取抵制的行動等(吳清山， 1998 : 118 ' 1詣， 2000: 39 ;涂慶隆， 1999 : 35-36 ;

黃乃笑， 2000a: 109 , 117 ' 148 ' 158 , 2000b : 288 ' 2002: 6-17 ;黃宗顯， 1996 :

148 ;戴照煜， 1990: 44 ;簡良機， 1991 : 448-449 ; K曲曲， 1996: 37 ; No也em， 1992

136 ; Thompson, 1969: 43-44) 。

好的協商氣氛有助於協商的成效，相反地，不好的協商氣氛則不利於有效的

協商 (Webst缸， 1985: 43) ，當學校組織中無法理性進行集體協商時，當事人往往

會用情緒性的協商方法與病態性的協商技巧來進行協商(Keane， 1996: 13) ，此持

協商的氣氛必定是不好的，因而使協商的成效受到負面的影響，使協商無法達到

的教育研究集刊第49 輯第 2 期

2000 : 63-65 :潘慧玲， 2001: 7-8): 另一方面可以斌予學校成員有平等安全發出

聲音的權利，以提供利害關係人權益保障的合法管道(李玉惠， 2000: 18)' 而因

為學校成員具有參與校務的權利，可以增進他們對學校組織的承諾，再加上學校

成員有平等安全發聲的權利，可以使他們的權利受到保障，如此將有助於杜絕學

校組織衝笑的發生，讓學校能更具生產力、更能創新、更有彈性，以促進學校的

發展，達成學校組織的目標 (Keane， 199位 58) ，因此學校組織中集體協商的運作

具有落實學校本位管理、維護學校利害關係人權益、促進學校組織目標達成等三

項目標(李玉惠， 2000 :此，黃乃笑， 2000a: 鈣，謝複蔓、張美智諱， 2000:318:

Kassa1ow, 1969: 29; Keane, 1996: 48 , 58; Kochan & Katz, 1988: 229; Raham, 1999:

24, 26-27) ，而了解目前園民中學集體協商目標達成的現況，則為本研究的第一個

動機。

學校行政人員、教師、家長是學校教育的三個支柱，本應通力合作，共謀校

務健全發展，然我國《教師法〉實施以來，不但未見彼此共謀合作，提高學校的

辦學品質，反而有關係惡化的跡象，而教育行政機關也無力加以調解與仲裁，實

令人憂心(張德銳，2000 : 19-20) 。例如 某國小為了車叫可安排老師授課時數而

爭吵不休(王秀芬， 1997);某園中教師會為爭取學校行政人員之任用同意權，而

與校長僵持不下;某圈中學校行政人員怕教師會坐大，不僅不鼓勵老部參加教師

會，處處刁難教師會活動外，還與家長會聯合起來打壓教師會(吳清山， 2000 :

19)。從以上的案例可以看出，學校行政與教師會似乎正在進行一場權力的角力，

而校長也計畫籌組校長協會，來增加在這場角力賽中的實力(謝梅芬， 1999) 。之

所以會造成這些校園的紛擾，可能是因為學校行政與學校教師會雙方認知有所差

異，無法彼此對等對待(張明輝， 1998: 83-84; 簡良機， 1991: 165; Kassa1ow, 1969:

24品) ;也可能因為雙方立場不同，對於問題沒有相近的理解，因此無法達成協

議(吳清山， 2000 : 33 ; Keane, 1996: 16) ;也或許協商時以特定意識型態作為溝

通基礎，使雙方無法理性合作進行協商(黃乃榮，2000b : 274 ' 278 ' 2001a . 218) ;

也可能雙方太過自我膨脹，過份重視自身權益的保障，忽視了應盡的責任和義務

(吳清山， 2000:34; 彭富源， 2000 :鉤，況，簡良機， 1991 : 5日2); 也可能因為

協商知能不足，而造成雙方紛爭的根源(吳清山， 1998 : 129 , 2000: 38 ;張明輝，

黃乃榮、曹芳齡 學校組織中集體協商運作之研究 69



三、學校組織中集體協簡遺作

貳、名詞詮釋

參、研究說話與實施

學校組織中集體協商運作之研究 71
黃乃英、曹芳齡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民中學集體協商運作的情形，包括國民中學集體協商目標

'並尋求解決困境的策略。為達成上述的研究白的，

根據本研究的動機，可以、擬定四個研究目的，茲分述如下

一、探討國民中學集體協商目標達成及困境的現況。

二、探討園民中學集體協商困境對集體協商目標達成的影響。

三、探討解決國民中學集體協商困境的策略。

四、根據研究結果，提出提升國民中學集體協商成效之建議。

為使本研究探討的問題，有清晰的觀念。本研究棺關名詞的定義說明如下﹒

一、集體協商

勞僱雙方共同決策的過程，其協商的主要內容是工作條件及勞僱雙方的權利

義務，其臣的則是達成勞僱雙方有關工作條件及僱傭條件的協議。

二、學校組織中集體協商

學校行政部門、教師會代表共同決策的過程，包括雙方所有定期與非正式的

互動過程，其協商的主要內容是教研聘約及雙方共同關 {Ai甘學校事務，皂的在於

達成雙方的協議。

本研究的「學校組織中集髏協商運作」乃指學校行政部門、教師會代表共同

決策的過程，其範圍包括學校組織中集體協商目標的達成、學校組織中集體協商

所面臨的困境、以及解決學校組織中集體協商困境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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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贏的結果。而解決無法進行理性協商的策略有，校長採取民主開明的領導風格、

加強學校成員的民主法治素養、建立學校行政與教師會代表定期溝通的管道、加

強學校成員開放討論的能力、自公正人士或專家介入協調解決等(吳清山， 1998 :

37 ' 2000 : 32 :張明輝， 1998: 86 :黃乃炎， 20日2: 13 :黃宗顯， 1996 : 148 :郭

進隆譯， 1994 : 356 ' 365 : Healy, 1965: 75, 104) 。

集體協商是維護權益的管道，但如果過於爭取個人權益，卻忽視應盡的責任

和義務，則很容易引起民眾的反彈(吳清山， 2000:34; 筒良機， 1991 ; 502) ,

因此學校組織中集體協商的運作，要有民眾的支持才能有所作為，而適當的民眾

支持是要隨時尋求及維持的，所以學校成員平日應建立正面的形象(Webs間， 1985

63) ，所以當學校組織中集體協商面臨予人爭權奪利印象的困境時，必須加以解

決，其解決的策略有﹒加強學校成員的民主法治素養、加強學校成員專業身分的

反省能力、訂定陽光法案或自律公約建立學校成員的專業形象、讓家長參與校務

發揮家長會監督制衡的功能，以及建立自公正人士或專家介入協調解決的機制等

(朱柔若譯， 1999 : 326 ' 623-624 ;吳清山， 1998 : 123 ;思遠， 2000;34; 張德

銳， 2000 鉤，蔡進雄 '2000 :泊的;衛鼠， 1994: 98 ; Keane, 1996: 話; Thompson,

1969: 45-46 ; Webs尉， 1985:40) 。

集體協商的代表應該其備豐富的知能，包括集體協商的法令、現行及過去

的教育法令(包括人事、財務、教育政策等〕、學區(校)的集體協商歷史及會

達成的協議、學區(校)問比較的資料等 (Webste笠， 1985: 106, 135間 136) ，如果集

體協商代表缺乏以上的知能，自然無法扮演好集體協商代表的角色，因此這類問

題必勵自以解決，其解決的策略有.學校成員應主動白發地學習培養相關知能、

聘請校外專家到校指導、教育行政機構編印手冊或製作錄影帶分發各校研究參

考、教育行政機關成立輔導委員會提供協助等(朱柔若謗， 1999 : 326 ;吳清山，

1998:131;簡良機， 1991 :451-453; Kea間， 1996: 14; Nothern, 1992: 1-2 ， 7-8; 鉛eber，

1969: 37; Webste笠， 1985: 62) 。

為了讓學校組織中集體協商的機制能運作順利，以減少及預防校園衝突的發

生，勢必要有效解決學校集體協商所面臨的困境，因此尋求解決國民中學集體協

商困境的重要策略自有其必要性， 1此為本研究的第三個動機。



三、待答問題

根據研究目的與設計的概念架構，本研究所要探討的具體問題如下

(一)國民中學集體協蔚目標達成的現況

1 國民中學集體協商落實學校本位管理的現況如何?

2.國民中學集體協商維護利害關係人權益的琨況吉凶可?

3 國民中學集體協商促進學校組織目標達成的現況直叫可?

(二.)國民中學集體協蔚困境的現況

學校進行集體協商後，是否能表現出學校之特色，並落實學校在人事、課程、

經費、教學上的自主性。

2 維護集體協商利害關係人之權益

學校進行集體協商時，對利書陳f系人(包括學生、行政人員、教飾、家長)

權益維護的情形。

3 促進學校組織白標的達成

學校進行集體協晉時，能否促進學校組織自標的達成，而學校組織目標則包

括生產力(效率與效能)、正當性與創意性，其內涵分別為﹒(1)生產力包括效率

與效能，效率著童在以最少的資源達成組織的目標，效能別著重在組織目標達成

的程度: (2)正當性是指學校的運作讓利害關係人認為是道德的，包括正義倫理與

關懷倫理，前者指利害關係人的權利及義務是公平的;後者指學校的運作能回應

利害關係人的主觀需求: (3)創意性是指以新的觀點提升學校的問題解決能力，包

括調適力、建構遠景的能力等。

(二)國民中學集體協商的困境

l集體協商的地位不對等。

2.協商意見不易整合。

3.無法進行理性協商。

4.予人爭權奪利的印象。

5集體協商的知能不足。

(三)解決誼民中學集體協蔚各種自境的策略。

72 教育研究集刊第 49輯第 2 期

首先進行文獻分析建立理論模式，然後採用問卷調查方式，經研究工具的編製與

施測，蒐集客觀具體的資料，並利用統計方法加以分析處理， J;j、達到本研究的目

的。以下茲就研究架構、研究變項、待答問題、樣本取樣、研究工具的效度及信

度、實施程序及資料處理等方面分述如下: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旨在探討園民中學集體協商運作目標、困境的相互影響，並尋求解決

困境的策略。根據研究動機、研究目的，以及文獻探討的結果，擬定調查研究架

構如關 l 所示。

窗民中學集體協商目標的達成

落實學校本位管理的理念

維護學校利害關係人的權益

促進學校組織目標的達成

可

國民中學集體協商的困境

集體協商的地位不對等 解決國民中學集體協商

協商意見不易整合 島，
各積困境的策略

無法進行理性協商

予人爭權奪利的印象

集體協商的知能不足

區 1 調查研究架構圖

二、研究變項

由研究架構可知，本問卷所包含之相關變項如 f:

(一)國民中學集體協路運作的自標

1.落實學校本位管理

黃乃焚、曹芳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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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校

學校規模| 24 班以下 I 25-48 班 I 49 班以上 i 合王一「
學校數抽樣數學校數|抽樣數|學校數抽樣數學校數抽樣數

8 I 2 I 22 I 6 I 24 I 6 I 54 I 14

1 I I I 7 I 2 I 29 I 7 I 37 I 10

4 I 1 I 10 I 3 I 11 I 3 I 25 I 7

FI什什什持1
20 I 7 I 47 I 14 I 69 I 19 I 136 I 的

縣市

憂北市

臺北縣

桃園縣

新竹縣
基隆市

新竹市

合計

黃乃發、曹芳齡

會的國民中學(不包括綜合中學、完全中學及高中附設園中部等學校)，其對象涵

蓋學校行政人員與學校教師，目的在了解不同背景的人員對於國民中學集體協商

運作情形的意見。為了兼顧樣本的代表性及抽樣的經濟性，採用「二階段抽樣法」

( two-s阻ge sampling) ，共抽取的所學校的867 個受試者。其取樣步驟如下，

(一)兮層比例叢手在抽樣階段

第 階段採用以學校為單位的「分層比例叢集抽樣J (甜at正ied proportional

cluster sampliug) ，為了能夠確實反應母群體的分配結構，本研究以「學校規模J

作為分層的依據。依據向全國教都會取得之學校教師會名冊，得知畫，灣北部六縣

市國民中學並未成立跨校、跨區(鄉、鎮)之學校教師會，且二十班以下已成立

學校教師會之國民中學亦甚少，故研究者參考相關研究之學校規模分類方式，將

學校規模依班級數分為'24班以下J 、， 25-48 班」、，49 班以上」等三類(涂慶隆，

1999 ;蔡進雄， 2000 )。

接著將各個分層的學校予以編號，然後採用隨機抽樣方式，抽取各個分層所

，由於一般研究宜有 20% (五分之 )左右之樣本數(吳明清， 1991

) ，故本研究抽取 25% (四分之 )之學校做為樣本，另考量到要讓各縣市、

2規模的學校皆能有代表樣本，對於各地區不同規模學校進行抽樣峙，以至少

，包此所抽取;之總樣本學校數( 40 所)將略高於母群體校數

(136 所) 25% (四分之一)的比例，其分配如表 I 所示。

表 1 各規模學校抽樣數陳示表

4.圓民中學集體協商面臨協商地位不對等的現況如何?

5 國民中學集體協靄面臨協商意見不易整合的現況女[惘。

6 國民中學集體協商面臨無法進行理性協商的現況如何?

7.國民中學集體協商面臨予人爭權奪利印象的現況如何?

8.國民中學集體協商面臨集體協商知能不足的現況如山可。

(三)國民中學集體協商困境對國民中學集體協蔚目標達成影響的

差異比較弓之相崩兮析

9是否存在「協商地位不對等」困境對於國民中學集體協商目標達成的影響

是否有差異?是否存在相關?

10 是否存在「協商意見不易整合」困境對於國民中學集體協商目標達成的影

響是否有差異?是否存在相關?

11是否存在「無法進行理性協商」困境對於國民中學集體協商目標達成的影

響是否有差異?是否存在相關。

12 是否存在「予人爭權奪利印象」的困境對於圓民中學集體協商目標達成的

影響是否有差異?是否存在相瀾。

13 是否存在「集憶協商知能不足」的困境對於國民中學集體協商目標達成的

影響是否有差異?是否存在相關?

(四)解決區民中學集體協商困境的重要策略

14 解決協商地位不對等的重要策略如何?

15 解決協商意見不易整合的重要策略去叫司令

的解決無法進行礎性協商的重要策略如何?

17 解決予人爭權奪利印象的重要策略主日(可?

18 解決集餵協商知能不足的重要策略去叫可?

四、樣本取樣

我園地理區分為北、中、南、東等四區，北部地區自成一個生活體系，在經

濟、文化、社會等方面的特質較為相近，故本研究將調查對象鎖定在臺灣北部六

個縣市(臺北市、臺北縣、桃園縣、新竹縣、華隆市、新竹市)己設立學校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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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工真的知度及信度

本研究編製「國民中學集體協商運作情況調查情卷J (見附錄 ) ，問卷內容

，還包括兩倍部分，第一個部分在度量國民中學集體協商白標

，第二個部分在度量圓民中學集體協商困境的現況及解決的策略。以

\縣\市 伊學搏\冷告m↓h杏文首先!

24 班以下 25-48 班 49 班以上 合計

抽樣數樣本數 抽樣數樣本數 總樣數樣本數 抽樣數樣本數

(所) I (個) (所) I (個) (所) I (個) (所) I (但)
臺北巾 2 32 6 120 6 150 14 302

臺北縣 16 2 40 7 175 10 231

桃園縣 16 3 60 3 75 7 lSI

新竹縣 16 l 20 25 3 61

基隆巾 16 20 25 3 61

新竹市 16 I 20 25 3 61

合計 7 112 14 280 19 475 4日 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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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規模學校抽樣數及樣本數陳示表

(一)效度的建立

本問卷之效度的建立，包括內容效度及建構效度。茲分述如下

1.內容效度

本研究問卷內容效瘦的建立過程相當嚴謹。首先先透過詳細的文獻分析建立

勢撞，再根據理論架構設計問卷初稿，為確保問卷題目設計及統計方法，能

目的，並會多次與統計學家進行討論、修正。然後問卷初稿送請三位

飽問卷內容符合內涵，再送給三位圈中校長、三位學校教的會

，以利問卷能符合實際情況，並據以編成預試問卷。

2 建構效度

本研究以因素分析來建立建構效度，並以樣本區域八所國民中學的 138 份問

仟平百計，其因素分析結果與設計的理念大致符合。但巨頭樣本數太少，恐會產

主主主立主監

;二\~ 24班以下 25-48 :&JI 49 班以上

校長 1

主任 3 3 4

組長 4 5 6

學校教師會理事長

班級導師 4 6 8

專任教師 3 4 5

合計 16 20 25

依上述各階段抽樣的結果，計算出各縣市、各種學校規模之抽樣數及樣本數，

如表 3 所示。依據 Sudman (1 976) 的建議，一般以入做為對象的調查研究，

是地區性的研究，別平均樣本人數隱約在 500-1000 入之間(司!自吳明淆， 1991

228) ，依此建議，則本研究所抽取的樣本數應是適當的。

單位份

(二)立意抽樣階段

本研究的調查對象涵蓋校長、主任、組長、學校教師會理事長、導師與專任

教師。因學校規模不同，其員額編制也會有差異，所以根據學校規模的大小來決

定每校總樣本數及各身分樣本數，其分配方式如表2 所示。也於直接由研究者操

控的隨機抽樣作業過於繁鉅'因此學校教育人員之抽樣採立意取樣方式，llP研究

者以郵寄方式將問卷寄發給受試學校，委託各抽樣學校的教務主任jjJZ教學組長協

助，酌依該校主任、組長、FJI級導師、專任教師之性別、服務年資、是否為教師

會會員、是否擔任教師會理監事等條件，f乍適當的分配，使樣本更具代表性。

表 2 各規模學校樣本分配方式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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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很大誤差(因素分析題目數與樣本數的比例最少要 1: 5) (王保造， 1999: 700) ,

所以研究者於正式開卷時再做一次因素分析。本研究採用主成分分析法 (principal

factor analysis) 進行因素萃取，並以最大變異法(varim缸)來進行因素轉翰，轉

軸收斂於 6 個疊代，分析結果分為 3 個因素，分別為促進學校組織目標達成(因

素一)、落實學校本位管理理念(函素二)、保障利害關係人權益(因素三)，且每

題的因素負荷量均在 50 以上(王保進， 1999: 718)' 其結果如表4 所示。

表 4 國民中學集體協商運作成效的因素分析表

因素名稱 題項 i
因棄一 菌素二 因素三

共同性
負荷量 負荷量 負荷量

10 .609 638

11 565 562

12 685 606

13 785 745

14 742 680

15 738 637

16 615 .616

17 591 。 580

18 。 719 .671

19 .774 。 687

20 .660 .553

21 .695 590

22 .639 5日4

23 777 672

24 784 701

25 779 .692

26 807 728

27 698 634

28 697 .631

29 543 .556

30 715 660

因素一

學校組織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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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5-6-7-8-9
.700

.760

.751

.730

.549

574

672

642

624

587

732

617

663

.479

因素二

學校本位管理

.759

529

742

657

3.758

12.526%

63.116%

因素三

利害關係人權益

特徵值

個別解釋變異量

累積解釋變異量

11.125

37.082%

37.082%

4.052

13.508%

50.590%

(二)i'言度的建立

問卷經內容效度與建構效度考驗後，再對保留下來的題目所構成的問卷進行

，用以了解情卷的可靠程度。本問卷採賠Cronbachα係數，係數越高，

(郭生玉， 1992:80) ，本量表 Cronbachα係數為 9618 ，量表各因

.促進學校組織目標達成(因素一)的Cronbachα係數

9569 、落實學校本位管理理念(因素二)的Cronbachα係數為 8324 、保障

(函素三)的Cronbachα係數為 7772 ，顯示信度良好，問卷nr

、實施程序

本調查研究以學校為單位，將問卷郵寄給各樣本學校的受委託人員，共計40

，寄發 867 份摺卷。為了提高問卷回收率，研究者於寄發問卷前，

各樣本學校的教務主任或教學組長的同意，同時於寄發給各校之

，附上研究者之委託毯，委託函中詳細說明問卷調查的目的、還取

，並請各校受委託人員於問卷填答完畢後統

，利用自郵信封寄回。

街卷於 2002年 4 另 29 日寄出後，陸續回收，並於問卷寄回截止臼後，以電



表 6 國民中學集體協商區境的現況分析表

二、國民中學集體協商盟璋現況的分析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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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國民中學集體協商巨標達成的現況分析表

統計量數!
平均數

信賴區間 95%

標準差 之統計比較 i 排序

集體協商目標 \\\
(四點量表)

下界 上界

落實學校本位管理 2.66 0.54 2.62 2.71 3

維護利害關係人的權益 2.92 。 48 2.88 2.96

促進學校自標的達成 2.74 0.52 2.70 2.78 2

整體目標達成 2.75 0.48 2.71 2.79

統計量數 i 選答「是」 還答「否」 未回答

集體協茵茵境\\、 i 個數 m序 個數 % 個數 1 %

協商地位不對等 232 39 .5 3 342 58.3 13 2.2

協商意見不易整合 334 56.9 240 40.9 13 2.2

無法進行理性協商 178 30.3 4 402 68.5 7 1.2

予人爭權奪利印象 138 23.5 5 432 73.6 17 2.9

協商知能不足 289 49.2 2 280 47.7 18 3.1

黃乃焚、曹芳齡

根據表 6 月時示，劉民中學集體協商之運作確有困境存在，其最大的困境在於

易整合(占 56.9%) ，其超過填答者 50% '以及協商知能不足(占

) ，其填答者趨近於 50% 0 其次為協商地位不對等(占 39.5%) ，其填答者趨

40% 。較輕微者為無法進行理性協商(占 30.3%) ，最後才是予人爭權奪利的

印象 (23.5% )。

本研究採屑的統計模式，包括平均數、百分比、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OneWay

ANOVA) 及皮爾森積差相關。:B::就其處理的研究目的分述如下﹒

首先平均數旨在用來分析園民中學集體協商臼標達成的現況，其次百分比用

來分析關民中學集體協商困境的現況及解決國民中學集體協商的策略，再者單因

子變異數分析及皮爾森積差相關用來分析國民中學集體協商困境對集體協商目標

達成的影響。

調查結果的分析與討論依研究目的依序加以分述如下

一、圈民中學集體協商目標達成之現況的分析與討論

根據表 5 所示，白前國民中學集體協商目標達成的現況屬中等程度，雖然其

目標達成的現況皆大於M = 2.50 '但由於我國人情文化之故，填答者約回答標準

通常會趨於從寬，所以國民中學集體協商運作雖然有成效，但還有改善的ZE悶。

其中維護利害關係人的權益較具成效，其次為促進學校目標達成，再者為落實學

校本位管理，但三者棺差不是很大。

肆、輯查結果的分輯與討論

七、資料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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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進行問卷f斟史，以提高回收率，截至 2002 年 5 月 21 日共計回收 603 份，回收

率為 69.6% 。將基本資料不全、空白的廢卷，以及問卷第一部分未作答題數超過

五題者，列為無效問卷(共的份) ，予以扣除後，得有效問卷 587 份，有效時卷

@]l仗率為 67.7 %'由於一般的時卷調查，應有 50%以上的回收率，資料的分析才

有意義(吳明清， 1991 : 352) ，因此本研究之間卷回收率已達到這個水準。



四、解決國民中學集體協商茵場之重要策略分析

表 8 富民中學集體協商困境與圈民中學集體協商目標達成的相關係

數分析總表

學校組織中集體協商運作之研究 83

落實學校 維護利害 促進學校

集體協閥吝\\ 本位管理 關係人權益 臣標達成

協商地位不對等 26** 22** 36**

協商意見不易整合 - .23** 20** 36**

無法進行理性協商 一。26** - .26** - .36**

予人爭權奪利印象 - .26** 間 .25** 自 34**

協商知青E不足 28** - .30料 - .39**

**p < .01

主立主立主主

研究者以五成 (50% )作為標準，如果填答解決國民中學集體協商困境策略

百分比達 50%以上，則將其列為解決該困境的主要策略。根據表 9 所示，解決協

商地位不對等的主要策略，包括校長採民主闊明的領導風格、加強民主法治素養，

解決協商意見不易整合的策略，包括加強學校成員的溝通技巧、建立定期的溝通

管道、校長採民主聞明的溝通風格、加強民主法治素養;解決無法進行理性協商

的策略，包括加強民主法治素養、加強開放討論能力、建立定期溝通管道、校長

採民主閱日領導風格;解決予人爭權奪利印象的策略，包括加強專業身分反省能

力、加強民主法治素養、訂定陽光法案或自律公約;解決協商知能不足的策略，

包括學校成員主動白發學習、聘請校外專家到校指導。綜言歸納之，校長採用民

主的領導風格、加強民主法治的素養、建立各種溝通機制、加強學校成員自省能

力、聘請校外專家指導，成為解決集體協商困境的重要策略。

表 7 國民中學集體協商困境對於其集體協商目標達成影響差異比較

的變異數分析總表

集體協商固標
落實學校 維護和害 促進學校

集體協商區ti\\\ 本位管理 關係人權益 目標達成

協商地位不對等
(1) 是

(2»(1)* (2» (1) * (2» (1) *
(2) 否

協商意見不易整合 i (I)是 i (2»(1) * (2» (1) * (2» (1) *
盟主

無法進行理性協商 |(1) 是 | (2»(1) * (2» (1) * (2» (1) *
盟主

予人爭權奪利印象 1(1) 是 | (2»(1) * (2» (1) * (2» (1) *
盟主

協商知能不足 (2»(1) * (2» (1) * (2»(1) *

*p < .05

三、國民中學集體協商困境對國民中學集體協商目標達成影

響的分析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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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表 7 及表 8 所示，國民中學是否存在集體協商運作困境，無論是協商地

位不對等、協商意見不易整合、無法進行理性協商、予人爭權奪利的印象、集體

協商的知能不足，皆對於集體協商目標達成有顯著差異的影響，並呈現顯著負相

關性。由此顯示國民中學集體協商運作的困境，若不加以解決的話，將會對於集

體協商白標的實現，產生不利的影響。



表 9 解決國民中學集體協商困境之策略分析總表

由公正人士、專|由公正人士、專i由公正人士、專|由公正人士、專

5 I家協調解決 l家協調解決 1家協調解決 j家協調解決 i其他

(26.6%) 1 (24.5%) 1 (22.8%) I (25.0%)

採用抵制的行!採用抵制的行!

61動 i動 |其他 (0.9%) I其他 0.2% )

(4.1%) I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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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序

1

2

修改法令確保

3 I協商地位

( 45.0%)

說之以理使對

4 111接受

(44.3% )

71其他( 1.5%) 1其他 (2.師)

表示為主要的解決策咯

讓家長參與校i教育行政機串串

務 !製手冊錄影帶

(33.7%) I (3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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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結論興建議

:L>
區間

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及論查結果的分析與討論，提出四點結論。茲分述如下，

(一)當前國民中學集體協商的成紋猶徬加強

國民中學集體協商的白標達成狀態，屬於中等程度，且無論在落實本位管理、

維護利害關係人的權益及促進學校目標的達成相差不大。但也於我圈人情文化之

故，在評量學校組織運作的成效趨於寬鬆，因此當前國民中學集體協商運作的成

效猶待加強。

(二)宮前國民中學集體↑屆亞軍較明顯的困境，主要色括協商，章見不易

整令、 T嘉浩如能不足，其次是協商地位的不對等

國民中學集體協商運作具有困境存在，首先較明顯的區境，包括協商意見不

易整合、協商知能不足。其次存在相當程度的困境為協商地位的不對等。而較不

明顯的困境，刻包括無法進行理性協商及予人爭權奪利的印象。

(三)圓民中學集體協扇的困境，會造成集體協商E 標造成的不利影

響

國民中學集體協商的困境，包括協商地位的不對等、協商意見不易整合、無

三進行理性協商、予人爭權奪利的印象及協商知能的不是。它們對於集體協商目

的達成，無論是落實學校本位管理、維護利害關係人的權益、或促進學校目標

旬達成，皆會造成不利的影響。因此解決盟災中學集體協商的困境，乃是當前的

要工作。

(四)解決國民中學集體協蔚區境的策略，可包括校長採月民主的領

導風格、加強民主法治素養、建立各種溝通機制、加強學校成

員的自賞能力、聘請殺外專家指導

在解決國民中學集體協商困境的過程中，首先若校長採用民主的領導風格，

l可解決協商地位不對等、協商意見不易整合、無法進行理性協商的困境，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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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要努力解決協商意見不易整合的困境

在集體協商的過程中，為提升圈民中學集體協商的成效，學校成員應努力解

決意免不易聲合的困境。解決意見不易整合困境的策略，包括加強學校成員的溝

通技巧、建立定期的溝通管道及加強民主法治素養。茲就其詳細意涵分述如下

首先就加強學校成員的溝通技巧而言，學校成員應該勇於表達意見，並且伴

隨聆聽、理解、尊重，進而與他人進行對話，最後達到共同行動方向建立的目的，

進而提升國民中學集體協商的成效。其次就建立定期溝通管道而言，學校行政體

系與教師會間，應該定期聚會，討論彼此福祉棺闋的問題，以避免缺乏溝通管道，

導致彼此間的誤會，進而提升圓民中學集體協商的成效。最後就加強民主法治素

養而言，學校成員要尊重別人的參與權利及意見，並體認民主的真諦、知法守法，

將有劫於解決協商意見不易整合的困境，進而提升園民中學集體協商的成效。

3 要努力解決協商知能不足的困境

在集體協商的過程中，為提升集體協商的成效，學校成員應努力解決協

商知能不足的困境。解決協商不足困境的策略，包括學校成員主動白發學習

聘請校外專家到校指導。首先就學校成員主動白發學習而言，學校成員應該主

從網路蒐集集體協商把闊的知識，研讀各種相關論文，加以分析，並整理出對

於學校集體協商有用的知識，並藉此加強自省的能力，進而提升國民中學集體協

一可{II"的成效。此外，學校成員也要主動聆聽各種相闋的演講，並與演講者對話，

避免誤用。其次，學校應聘請校外專家到校指導，以充實學校成員集體協商的

關知能。特別要說明的是，校外專家應在集體協商有深入研究者，方能傳遞正

之集髏協商的哲學信念，並幫助學校成員熟練集體協商的技巧，進而提升國民

學集體協商的成效。

4.要努力解決協商地位不對等的困境

在集體協商的過程中，為提升國民中學集體協商的成效，學校成員應努力解

t協闊地位不對等的困境。解決協商地位不對等困境的策略，包括校長採民主蹋

的領導風格及加強民主法治素養。首先就校長採民主開朗的領導勵各而言，校

應該要有開放的胸襟，對於任何協商議題，不應該預設立場，並有接受論述的

遷，並鼓勵學校行政人員也如此傲，將有助於解決協商不對等的困境，進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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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相當重要的策略。其次若學校成員能加強民主法治素養，則可以解決協商地

位不對等、協商意見不易整合、無法進行理性協商、予人爭權奪利印象的!J'I境，

它也是一個相當重要的策略。再者若學校成員能建立溝通機制，則可以解決協商

意見不易接合、無法進行理性協商的困境，而且溝通機制，包括加強學校成員的

溝通技巧、建立定期的溝通管道、加強開放討論的能力等。再次若學校成員能加

強的白省能力，則可以解決予人爭權奪利的印象、協商知能不足的困境，其具體

行為包括加強專業白我反省、的能力、顯主言:訂定陽光法案及自律公約、能夠主動白

發學習。最後若能聘請校外專家到校指導，則可解決協商知能不足的困境。

二、建議

本研究根據結論提出建議。此外，也於本研究仍有其 i限制，因此本研究也針

對未來研究者提出建議，俾使後續相關研究更具推廣性。茲就其細節分述如下﹒

(一)提升國民中學集體協蔚成試方宙的建議

集體協商的立論強調利害關係入福利的維護，加上教育行政機關、家長、公

正人士，在解決集體協商困境的角色，重要性並不顯著，因此本文針對主要利

關係人做出建議，包括學校行政人員及教師會成員，目的在快速提升當前星星民

學集體協商的成效

1 要努力提升國民中學集體協商的成效

國民中學集體協商的成效尚待提升，而當前集體協商運作的重要困境，包

協商意見不易整合、協商知能不足、協商地位不對等，且它們對於國民中學集 i

協商目標的達成，會產生不利的影響。因此解決協商意見不易整合、協商知能

足、協商地位不對等約困境，是刻不容緩的事情。基於此，解決協喬意見不易

合困境進行的程序，應(:b oil虫學校成員的溝通技巧、建立定期溝通的管道、校長

用民主開明的溝通風格、加強學校成員的民主法治素養等;解決協商知能不足

境進行的程序，應包括學校成員主動白發學習相關知能、聘請校外專家指導等

解決協商地位不對等困境進行的程序，應、包括校長採取民主開朗的領導風格、

強學校成員民主法治素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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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國民中學集體協商的成效。其次就加強民主法治素養而言，學校成員要尊重別

人的發言權及參與權，並遵守集體協商的棺關法令，勿知法玩法，將有助於解決

協商地位不對等的困境，進而提升國民中學集體協商的成效。

(.=.)對未來研究者的建設

本研究根據兩點限制，對未來研究者提出建議，包括可擴大研究範圈至非正

式的集體協約及提高取樣的地區代表性，以期本研究的方向更具推廣牲。茲就其

意涵分述如下

1 可擴大研究範圈至非正式集體協約

本研究以學校行政人員與教師代表所參與的正式學校校務為研究的主題，未

涵蓋學校臼常運作中所進行的非正式協商管道與過程。由於目前國內的學校組織

集體協商仍在探討階段，許多協商仍以口頭與非正式的方式進行為多，至於使用

集體協商以簽訂正式的書面協約，仍侷限在極少數的學校中進行，因此建議未來

的研究者可以擴大研究的範蠻至非正式的集體協約部分，j;)、彰顯目前國內的現況。

2提高取樣的地區代表性

本研究以北部六縣市已成立學校教師會之窗民中學為研究對象，抽樣之比例

定為四分之一(1/4) 。由於新竹縣、市成立學校教師會的校數分別只有三所與六

戶丘，本研究對新竹縣、市各抽樣三所學校雖已超過原先設定的比例，但恐將低估

了此地區學校應有之代表性，成為本研究的限制，因此本研究建議未來的研究者，

可以提高新竹縣、市學校之抽樣比例(如新竹市六所學校皆進行研究) ，抑或於新

竹縣、市學校教師會校數增加後，再進行一次抽樣調查做進一步研究，以提高取

樣的地區代表性。

(本文改寫自曹芳齡先生的碩士論文，由指導教授黃乃焚先生與曹芳齡先生

共同撰寫完成。威謝口試委員謝文全教授與林天祐教授諸多意見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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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答說明}

1 本問卷共八大題，敬請每額都填寫，並請依照您實際的覺察與感受，在適當的

口中打勾「七。

2. 本問卷除註明「可復選」之題目外，其餘均為單選。

3 如有與選項不同意見，而勾選「其他」選項時，煩請在其後的橫線上 JJoj;)說明。

[名詞解釋}

本研究所稱之集體協商係指望莖笠噩噩盟與學校教師會代表就學校事務進行

協商並共同決策的過程。

{問卷內容]

壹、集體協商白標達成的狀況

非

常非

不不常

同雨同同

意意意意

一、您覺得目前貴校集體協商的運作成效如何? .. “ ................1 2 3 4

l 讓學校成員能共同決定學校的人事.............................................口口口口

2讓學校成員能共同決定學校的課程..............................................口口口口

3讓學校成員能共同決定學校的預算.......﹒ ............................口口口口

4讓學校成員能共同決定學校的教學.......................................... 口口口口

5有助於發展出學校的特色................“........................................口已口口

6.維護了學生的受教權.................................................................口口口口

7.維護了教師的專業權....................................................................口口口口

8 維護了家長的參與權....................................................................口口口口

9 維護了行政人員的裁量權......................................................…...口口口口

的促使了學校以最小的資源獲得最大的效果................................口口口口

11 促使了學校有效地運用經費....…......................................…..口口口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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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中學集體協臨運作情說肅查閱巷時攝一

敬愛的教育先進: .til好!

首先感謝趕在百忙之中持室埃主乎這仿照有善。本問卷的目的在於了解我盛茵

民中學鼻青量協肅運作的情況，以作為，未來學校在綾協主育運作的參考。用巷終無

言已三色之士革等/)式，泛的資料泉調查結果純對保容，長絞供學所研究之用，來 1乍

1由加學校的主的什£Ii.比較，昌大吉青依然，建真實的:楚:告填答 o

懇請:mi.盡速琪等本巷，正於五日內將所急送交貴校負責分發問卷者彙整。

再次感謝，逆的支持與協勛!

敬祝

中華民盟九十一早四月

教安

[個人基本資料] (請將適合的選項號碼填在各題前面的括弧內〕

(3)一般會員

) 1.性別: (1)男 (2)女

) 2職務: (1)校長 (2)主任 (3)組長 (4)班級導師 (5)專任教師

) 3服務年資﹒ (1)未滿 5 年 (2)5 年未滿 15 年 (3)15 年以上

) 4. 目前擔任學校教師會的職務﹒ (1)理事長 (2)理監事

未加入教師會

) 5學校規模﹒(1)24 班以下 (2)25 ←48 班 (3)49 班以上

) 6學校所在地: (1)直轄市 (2)省轄市 (3)縣轄市 (4)鄉、鎮

) 7校齡: (1)未滿 5 年 (2)5 年未滿 15 年 (3)15 年未滿 25 年

年以上

((((

(((



口7 其他(請說明)

三、貴校在進行集體協商時，是否有協商意剪不易轄合的情形?

口1 是 口之否

函、您認為應如可解決協商意算不易學舍的情形? (可被選)

口1 校長採用民主開朗的溝通風格

口2加強學校成員的民主法治素養

口3 加強學校成員的溝通技巧

口4 建立學校行政與教師會代表定期溝通的管道

口5 由公正人士或專家介入協調解決

口的采用抵制的行動(如，集體拒絕加班、請假等) ，使對方接受自己的意見

口7.:其他(請說明)

五、貴校在進行集體協商詩，是否有無法進行彈性協商的情形。

口1是口 2否

六、您認為應如何解決無法進行理性協商的情形? (可沒選)

口1 校長採用民主開朗的領導風格

口2 加強學校成員的民主法治素養

口3 建立學校行政與教師會代表定期溝通的管道

口4 加強學校成員開放討論的能力

口5 由公正人士或專家介入協調解決

口6 其他(請說明)

七、貴校在進行集體協商時，是否會予人每權奪取1的印星星?

口L是口 2否

八、您認為應如何解決主斗筆畫畫血飽旦星星? (可複選)

D1.1JD強學校成員的民主法治素養

口2 加強學校成員專業身分的反省能力

口HJ定陽光法案或自律公約建立學校成員的專業形象

口4 讓家長參與校務，發揮家長會的監督制衡功能

口5.建立自公正人士或專家介入協調解決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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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讓學校快速地完成預期的自標.................................................口口口口

的提升了學校成員的工作士氣....................................................口口口口

14.提升了學校成員的工作滿意度..................................................口口口己

的促進了學校成員間和諧的同事關係….................................口口口口

16 促進了學校成員的專業成長..................................................口口口口

17 提升了學生的學習成就…....…......... …...........................口口口口

18提升了學校的辦學績效..............................................................口口口口

19 增進學校成員間的共識..............................................................口口口口

20 讓學校組織運作符合道德原則... … …-….........…...口口口口

22顧及了學校成員的個別需求....................﹒…............ …口口口口

23 促使了學校成員敵意主動配合學校的措施............................口口口口

24 提高了學校成員對學校的認同感 ...................................….口口口口

25 能運用新觀念解決學校的問題 ...................................…口口口口

26 提高了學校決策的品質......................................................... 口口口口

27 促進了校務處理的彈性化........................................................口口口口

28 提升了學校適應外在變遷的能力...........................................口口口口

29 促使學校能自應社區的需求 ..........................................口白白口

30 提升了學校建構遠景的能力 ........................................口口口口

貳、集體協商戶方面臨的困境及解決的策略

一、校在進行集體協商時，是否有協商地位不對等的情形?

口1.是已 2 否

二、您認為應如何解決協商地位不對等的情形? (可複選)

口1.校長採用民主開明的領導風格

口2加強學校成員的民主法治素養

口3 說之以理，使對方接受對等的地位

已4 修改法令確保協商地位

口5 由公正人士或專家介入協調解決

口6 採用抵制的行動(如﹒集體拒絕加班、請假等) ，來爭取對等地位。

黃乃英、曹芳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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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6其他(請說明)

九、貴校在進行集體協商時，是否有鐘宣鈕籃丕萃的情形。

口1是口 2否

十、您認為應如何解決過直起草丕星的情形。(可複選)

口1 學校成員應主動白發地學習培養相關知能

口立聘請校外專家(如﹒學者、律師)到校指導

口3 教育行政機關編印手冊、製做錄影帶分發各校研究參考

口4教育行政機關成立輔導委員會提供協助

口5 其他(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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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識論i嘉興差異政略思想在學校行政革

新上的和合與通用性:Habermas '
Lyotard 與中國「蘊」思想的詮釋性應用

黃宗顯

搞要

本文旨在探討批判理論學者 J. Habenn帥的共識論述、後現代思想家 J. F

Lyotard 的差異政略、以及中國「道」思想三者在學校行政革新應用上的和合與實

踐適用性。作者認為 Habert巫師的共識論述可以為學校行政的共識?生革新提了供立論

基礎; Lyotard 的差異政略思想則為悸理性革新 (p且，alogical inno、叫on) 建立合法

性的堅實理據。共識性革新可以吸納校內外聚合傾向的革新能量，自己合學校組織

系統運作的需求，追求團體規約取向和集體意識型態下的革新作為和目標; 'I'字理

性革新吸納校內外疏離備旬的革新能量，關懷成員自主性需求，尋求個殊取向和

特殊意識型態下的革新作為和功效。兩種革新都有其適用空間，都為學校行政革

新所必禱，且各有其優點和限制。就如何中國「道」學中的 r陽」與「陰 J' 兩者

的和台始構成學校行政革新的完整內涵，而兩者問有如陰陽辯證般的動態衍化特

性，亦甚當學校行政革新的啟示。本文逐一析述這些立論的內涵與融適應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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