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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緒論 

 

本章共分五節，分別說明：研究動機、研究目的、名詞釋義、研

究方法與步驟以及研究範圍與限制。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學校是培育人才的搖籃，教育事業的興衰、國家未來的強弱，惟

學校賴之。迄至九十一學年度止，我國各級學校校數計達八千二百二

十二所，學生人數高達五百三十七萬六千九百四十七人（教育部統計

處，2003）1，佔台灣人口總數將近四分之一，所佔比例之大，由不得

我們不去重視！ 

做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各級學校學生的雕塑家，學校教師的責

任是無與倫比的，台灣地區四分之一人口的未來發展掌握在他們手

裡，他們的權益焉能不關心呢？學校教師在聘任之後，歷經數十年的

奉獻，把青春生命獻給學校、學生之後，如果他能預期一個幸福安祥

的晚年生活，沒有後顧之憂，勢必更能毫無保留的奉獻。職是，學校

教職員退休制度的優劣良窳與教育事業的興衰成敗，便有很大的關

聯。就學校而言，退休制度可以達到促進效率、資績報償及新陳代謝

的積極效果；對退休人員而言，則能安定現職人心，安養晚年生活，

其重要性不言已喻（劉昊洲，1993a：177-178）。因此，我國公務人員

退休撫卹新制經修正定案後，學校教師相關退休法令亦配合修正，現

                                                 
1取自教育部統計處，＜九十一學年度各級學校概況表＞，【線上資料】

http://www.edu.tw/statistic.s/index.htm 



 2

行「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大體完備，於八十四年八月二日修正公布，

並自八十五年二月一日實施以來，對保障教師權益、安定教師人心、

強化人事機能、提昇教學品質，都發揮積極的正面功能。 

只是近幾年來，由於政黨輪替，主管當局不斷釋放新的退休政策

意圖；加上社會過度重視物質的追逐，價值觀念蛻變；教育改革如火

如荼，教師難以適應；一向安定的校園，默默耕耘的教師，卻紛紛提

出退休的申請。不僅年滿五十五歲者，基於享有「一次加發五個基數

之一次退休金」之五五優惠專案而順勢申請退休；剛剛屆滿五十歲，

方有資格領取月退休金之教師，亦大量申請退休，急流勇退。九十年

教師節，李遠哲院長發表一場談話，內容是期許教師好好的教與學，

即使面對九年一貫國教新課程的變局，不必惶恐害怕，並呼籲教師盡

量延後退休（紀金山，2001：5）。當天還有財團法人金車教育基金會

（2001：22）調查公布，指出願把教育工作當作終身志業的老師比例，

九十年只有六成九，比八十九年的八成四明顯下降。面對教改大老喊

話和教師民意調查的另一端，是這幾年申請退休的資深教師一波又一

波，持有傷病證明等待退休者更是大排長龍，為求順利退休，甚至傳

出關說、請託、偽裝重病等各種有辱師道尊嚴的退休門路（黃庭郁，

2003：A4；羅育平、黃勝治，2002：45-74），更有前往教育部下跪陳

情准予退休的情形發生（韓國棟，2003a：A5）。 

根據銓敘部九十一年銓敘統計年報（2003：150）顯示：近年來，

教師申請退休人數正以倍數暴增，從八十五年的二千四百人，到九十

一年九千四百八十七人如願退休，六年之間，增加三點九倍之多，成

長幅度，十分驚人。至於九十二年，教育部所屬各國立高中職、國立

大學附設高中職及實驗小學八月一日退休案件約八百餘件，相較於往

年同時期一千二百人以上之擠退情形，稍趨緩和，因此可望全數核准

（92/06/20教育部新聞稿）；惟各縣市國民中小學申請退休教師之人

數，根據教育部統計，共計一萬零九百四十五人，已經核定准予退休

的有七千三百二十人，尚有三千六百二十五人無法如願退休（韓國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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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b：A4）。 

事實上，對於退休後的人生，已經做好妥善規劃，或身染痼疾而

無法勝任教學工作，抑是已經失去教育熱忱而誤人子弟者，提早退休，

讓學校得以注入新血輪，或許真能振興教育氣象。畢竟，登高望遠才

可以看得見更多、更美的景色（隋夢真，2001：47）。只是在過去待遇

菲薄的年代裡，絕大多數的教師都是服務屆滿六十五歲限齡退休，才

不得不離開教育工作，如今在教育界越來越多以春風化雨為己志的長

者，高唱不如歸去的意志卻是如此堅定。於是退休熱潮因而蔓延開來，

尤其歷經媒體不斷報導有關教職人員搶搭退休列車的消息後，相關問

題逐漸凸顯出來。 

對於日益增加的教師退休熱潮，社會大眾與教師本身都採取類似

的聯想與詮釋；認為他們搶辦退休的原因，無非是新的退休規定較差，

如「五五優退專案」、「一次退休金優惠存款」等規定將取消，「支領月

退休金之年齡將延後」等新聞，導致許多教師更急著申退；早年政府

為鼓勵公務人員提早退休所提出的退休金優惠措施，其實施的結果，

更可能形成所謂「反淘汰」的疑慮，即工作和不工作，都有同樣的薪

水可領，那又何必再去上班呢？這樣的措施，讓不少剛滿資格、年輕

力強的公務員，尤其是教職員，愈傾向選擇提早退休，「週休七日，月

領七萬」，何樂不為？他們如此選擇，是基於退休所得的考量？還是退

休制度的設計失當？這是本研究的動機之一。 

這股退休熱潮，近年更從國中小延燒到高中職。目前有關教師提

前退休問題之研究，亦頗為熱門，唯皆以國民中小學教師為主，鮮少

針對高中職校教師為研究對象去探討的。其實激化高中職校教師提前

退休的問題，與國中小學而言，「同中有異」：除國家財政之惡化、社

會環境之改變、退休政策之搖擺、教育改革之草率、個人生涯之規劃

相同之外，高中職校即將歸屬地方、升學方案朝令夕改、高中學生問

題層出不窮，應接不暇；改制綜合高中之衝擊、職校漸形萎縮、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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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加困窘，學者甚至主張廢除高職（陳金進，2002：20）。凡此種種，

皆可能為高中職校教師提前退休之考量因素。過去許多習慣在傳統、

安定環境中默默付出的高中職校教師，為什麼現在卻寧願當個教育工

作的逃兵？這是本研究的動機之二。 

高中教育本就以升學為目標，邇來職業學校學生，也以升學導向

者居多；可見不論高中或職校，皆以升學為目標，這一階段的教育，

皆為介於國民義務教育和大學、技術學院高等教育之間，具有延續和

承轉的特性。舉凡對社會議題的關懷、民主素養之學習、藝術文化的

鑑賞、國際視野和世界觀之形成，大都於此時奠基。而整體人格之健

全發展、終身學習志趣之培養及獨立判斷能力之建立，皆有賴高中職

校教師之孕育，倘若這一階段之教師，無心教學，也急著退休，校園

問題亦將浮現，對社會、國家之影響尤其深遠，這是本研究的動機之

三。 

一個任教二、三十年的教師，無論是人生經驗或教學智慧，都臻

於圓融成熟階段；在學校之中，正可以貢獻專業能力、發揮母雞帶小

雞的經驗傳承、參與決策及影響力功能之時，卻匆忙抽身退離，勢將

影響教育品質的提昇；提前退休教師人數的激增，既是一項事實，對

政府而言，也是一筆難以負擔的財政支出；而公務人員一次退休金，

享有百分之十八優惠存款利率，政府貼補銀行優惠存款利率差額的負

擔，讓已經惡化的財政雪上加霜；這樣的優惠，也讓社會各階層出現

不同的聲音，人心不平，激化社會的對立2。凡此種種，教師的退休熱

潮究竟產生哪些影響？這是本研究的動機之四。 

在過去經濟成長快速，人民豐衣足食的年代，教師待遇及退撫福

利並不突出；但政黨輪替後，社會福利經費大量支出，國家財政持續

                                                 
2新科考試委員李慶雄就曾於2002年七月六日中國時報第十五版時報廣場，撰文「優

惠存款，目的何在？」大加撻伐，認為年息18﹪優惠利率存款應該大幅調降或取

消。但主張維持不變的也大有人在，仁智互見，壁壘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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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化，教師薪給福利問題卻成過街老鼠，甚至被批為「既得利益者」3。

或許在這個不景氣的年代，穩定待遇是擺盪中的一種奢求，因此教師

工作格外惹眼。研究者年過半百，當初懷抱滿腔教育熱忱，勇敢邁入

教育界；雖然待遇菲薄，卻無怨無悔，樂在其中，已歷廿八寒暑。如

今面對工作夥伴，爭相擠退，感慨良深，心中亦難免猶疑不定，遂而

興起探討這一切身的問題，並提出沉重呼籲；面對一波波的退休熱潮，

相關單位為維護教師尊嚴，為保障教師權益，也為學校人事新陳代謝，

自不應隨政經因素起舞，都該正視教師的退撫問題。退休制度，表面

觀之，只是教師個人的權益問題，但深究其實，卻是關係著政府、社

會、學校及許多家庭。為減緩教師提前退休的熱潮，讓教師安心盡力

教育下一代，有必要針對這項議題深入探討，求出澈底的改善辦法，

提供執政當局參考，這是本研究的動機之五。 

正由於上述的強烈動機，遂引發研究者進一步探究的動力泉源，

並化為實際行動，全力以赴，希能略盡棉薄之力，於願足矣！ 

 

 

 

 

 

 

 

                                                 
3 2002年九月二十六日「九二八教師遊行」前夕，自由時報第十五版「自由廣場」，
刊載一篇李筱峰撰寫的「寡廉鮮恥上街頭」文章，強調教師為「既得利益者」；其

後數日，有附和者，有反對者，「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分從不同角度，發

為言論。 
2003年七月七日中國時報第十五版「時報廣場」，一篇署名「思萍」撰寫的「寒暑

假免上課，夫子不應支薪」言論，依舊是主張教師為「既得利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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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美國教育學家赫金斯（Robert˙M˙Hutchins）曾說過：「要有好的

學校，必須有好的教師；要有好的教師，必須改善教師待遇。」待遇

的內涵包括多種，如以馬斯洛（A˙H˙Maslow）所提出的需求層次論

而言，即分生理的、安全感的、認同感的、尊榮感的、自我實現等五

種需要來看，薪資是即時的，屬於可以滿足基本生理的與其他某些的

需要，而退休撫卹給與則是未來的，偏於個人安全需要（陳旭芬，1998：

6），是一種穩定人心相當重要的制度。 

長期以來，我國教師由於有良好的退休制度及完善的撫卹給付辦

法，也確實發揮其照顧退休教職晚年生活，安定現職教職員之人心，

促進學校新陳代謝，常保青春活力之價值（劉昊洲，1993a：225）。的

確，不論哪種原因，教師若無法繼續在學校為教育工作貢獻心力時，

經由退休制度而由國家給予一定養老金額，藉以終養天年，這是教師

退休的真實意義，也是讓大多數教師無後顧之憂，能安於教育工作的

主要原因。只是曾幾何時，時移勢異，卻見大量教師紛紛提出退休申

請，有鑒於提前退休熱潮暫時難以降低，諸多問題不斷衍生。 

綜上所述，特以「國立高中職校教師提前退休問題之研究」為題，

期望能藉由此一研究，達到下列五個研究目的： 

壹、瞭解教師對退休制度之看法。 

貳、分析高中職校教師提前退休之原因。 

參、瞭解大量教師提前退休帶來之影響。 

肆、探討改善教師提前退休熱潮之策略。 

伍、綜合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以供相關單位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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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     名詞釋義 

 

    為清楚呈現本研究探討之主題，茲將有關之名詞界定如下： 

壹、公立高中職校教師 

    我國公立學校教育人員之退休，係適用「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

（附錄一）之規定，職是之故，該條例為規範學校教職員退休的最高

法律依據，該條例暨其施行細則及有關規定便構成學校教職員退休制

度的主要架構。依照該條例第二條規定，必須「各級公立學校現職專

任教職員，依照規定資格任用，經呈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有案者」（楊

景堯等，2000：150），始具有學校教職員的退休資格。 

依照前述規定，欲有學校教職員的退休資格，必須具備四項資格，

缺一不可。一是在公立學校服務，所謂公立學校，係指國立、省（直

轄市）立、縣（市）立學校而言，雖僅指教師及職員，但在實務運作

上，均包括校長在內；二是必須現在仍然在職；三必須依照規定資格

任用；四應經呈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有案者，亦即教師應依教育部核

定各級各類教師資格審查、登記、檢定或進用有關規定取得教師資格，

而職員之職務或職稱應列入所服務學校或其附屬機構之編制，並經主

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有案始可（劉昊洲，1993a：181；1994b：323）。

惟自八十三年七月以後進用或依法改任換敘之新制職員，應改依公務

人員退休法辦理退休，不再適用「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 

所稱公立高中職校教師，原應包括服務於台北市、高雄市、澎湖、

金門、馬祖之市立或國立之高中職校及各縣市所設完全中學高中部編

制內教師。惟格於樣本選取、資料蒐集等因素，本文主要以宜蘭地區

國立高中、職校教師為主，另也兼及其他縣市國立高中、職校教師。 

台北市、高雄市、澎湖、金門、馬祖之市立或國立高中職校及各

縣市所設完全中學高中部編制內教師，雖未包括在本研究之內，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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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面而言，在人事法規上，公立學校教師，不論地區、不分層級，

其所適用之退休資格、條件均屬一致；所面臨之社會環境、政經蛻變，

大致並無不同。台北市、高雄市因工商較為發達，變數較多；澎湖、

金門、馬祖，地處偏遠，限於人力，無法加以一一探討，調查雖有不

足，但應不致影響本研究代表之意義。 

貳、退休 

「退休」一詞，根據鍾象本（2000：22）研究：我國唐、宋時期，

即已經常見諸文辭，如唐韓愈復志賦序：「有負薪之疾，退休於居。」

唐司空圖華山詩：「不用華山訪真訣，退休便是養生方。」宋史韓贄傳：

「退休十五年，謝絕人事，讀書賦詩，以自娛。」等。然其意大抵指

辭官家居，或退職休閒，無涉於致仕法制或行政作為。按所謂制度，

意指處理事務所採行之一整套構成體系，而出於制定，或源於習慣，

形成書面文件，或不成文之原則、方法。一個成文法之國家，政府機

關處理公務之制度，必制為法令規章以行之；制度為內涵實質，法規

為外表形式。故如稱「退休」，是指「退休制度」之「退休」。嚴格說

來，應係清末民國以後，承襲傳統，並參採西方有關法制及日本官吏

恩給法，初稱「賞卹」，而後循清代襲稱之休致，名為「退休」。 

   我國歷代文職官員之告老、歸老、乞身、致仕、休致等觀念與作為，

遠古即有，早於任何其他國家，但並未真正形成為一種制度；民國成

立臨時大總統府設有銓敘局，辦理「賞卹」事務，元年北京政府大總

統公布「警察官吏卹金條例」；三年再公布「文官卹金令」，包括退休

與撫卹，為我國推翻帝制後，國民政府施行漸具現代意義之公務人員

退休制度之濫觴。直至民國三十二年，國民政府於抗戰中制定「公務

員退休法」及「公務員撫卹法」，退休與撫卹始分別建制，也是我國於

法律上正式使用「退休」一詞之開始。 

  「退休」，英文稱Retirement，意指撤退、離開工作、離開工作場

所休息或退隱，亦即有退離職守以休養之意，其係指為促進人事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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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代謝，對所屬任職已久、年事已高，或身體衰病而難以勝任職務之

受雇者，使之離開工作場所，退休實寓有救助勵勉、調劑人才、優遇

賢勞及新陳代謝之意。由此可見，「退休」是使個體退出工作行列，以

適應另一種人生的角色，代表一個人日常生活時間安排及生活方式的

改變。不過對於退休的意義，學者則有不同的看法： 

   一、林寶山（1995：35-53）綜合學者研究退休的意義，提出下列

幾項觀點： 

（一）、從社會學的觀點：退休可解釋為「角色的一種變遷」。 

（二）、從經濟學的觀點：退休是指個人將終止提供經濟性的勞務

給雇主，並由雇主給付退休金。 

（三）、從人力資源觀點：退休是人力資源發展與運用的重要關

鍵。 

（四）、從社會政策觀點：退休乃是一種機構的規則，令個人在機

構的規定下停止工作與受薪。 

二、劉梅君（1993：169-195）綜合有關退休的定義，提出下列三

種看法： 

（一）、退休是一種行動或事件：視退休為一種行動或事件，是指

「放棄工作」，而以休閒為重心，非以勞力為重心的生活開始。 

（二）、退休是一種過程：將退休視為一種過程，其包含退休的準

備、退休的態度、引起退休的情況及個人對退休的調適等，

因此退休並非「全有或全無」的現象。 

（三）、退休是一種角色：由於退休被視為「無角色的角色」

（Roleless role），因此離開了經濟性生產活動（如工作），

代表失去了生產角色的扮演，社會地位相對降低。 

綜合上述觀點，退休一詞，由積極面而言，退休可謂角色的變遷

及二度人生的開始；由消極面而言，退休則是社會新陳代謝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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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退休亦可由退休事實及請領退休金之權利兩個層面加以解釋，

前者強調因年老體衰，無法繼續服務而使之退職，並給予相當數目的

養老金，以便安享餘年；後者則主張當屆滿一定年齡或時期必須退休，

或具有其他原因而自願提前退休或命令退休，而能享有之退休權利。

由此可見，退休「其意義紛雜不一，有的偏重退休之事實，有的偏重

請領退休金之權利；惟強調從現職工作退離，並給與一筆金額，以為

報酬，則無二致」（劉昊洲，1993a：179）。 

參、提前退休 

    提前退休，亦有稱為提早退休者，是指尚未達到限定退休資格或

年齡，因個人健康、就業環境或其他因素，依法得申請辦理之退休。 

依照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一月十二日修正公布的「學校教職員退休

條例」第三條規定，教職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退休： 

    一、任職五年以上，年滿六十歲者。 

    二、任職滿二十五年者。 

第四條規定：教職員任職五年以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即退

休： 

一、年滿六十五歲者。 

二、心神喪失或身體殘障不堪勝任職務者。 

本研究所謂之提前退休，即為： 

一、年滿六十歲，任職五年以上，但未滿六十五歲而申請退休者。 

二、未滿六十五歲，任職滿二十五年而申請退休者。 

符合以上二條件之一者，即本研究所定義之提前退休。 

肆、退休金 

退休金一詞，英文通稱為 Pension，可將之解釋為一個人由於年邁

或殘廢而退休時，在某些條件下定期可獲得的固定給付金額。而我國

習於將在職人員亡故時其家屬所領之撫卹金、退休後所領之退休金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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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為 Pension，故 Pension之意義包括退休金、撫卹金及養老金等。狹

義而言，退休金則係指 Retirement Pension（陳慧美，1998：27），本研

究所著重的退休金，則指教師於退休之時所領取包含公保養老給付在

內之退休金。 

至於退休金的給付方式，一般不外一次給付、年金給付、選擇給

付及兼領給付四種。就我國「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五條規定觀之，

四種條例兼而有之。依該條例規定：任職五年以上、未滿十五年者，

給與一次退休金；任職十五年以上且符合法定條件者，由退休人員就

下列五種方式擇一支領之： 

（一）一次退休金。 

（二）月退休金。 

（三）兼領二分之一之一次退休金與二分之一之月退休金。 

（四）兼領三分之一之一次退休金與三分之二之月退休金。 

（五）兼領四分之一之一次退休金與四分之三之月退休金。 

可知我國學校教師退休金的給付方式，首先係對任職未滿十五年

者強制規定只能支領一次給付；然後給予任職十五年以上者有選擇給

付之權，其所得選擇之給付，復有一次給付、年金給付及兼領給付等

類（劉昊洲，1992：5）。另外，「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五條第四項

又規定，學校教師年齡未滿五十歲，具有工作能力而申請退休，或年

滿六十五歲而延長服務者，不得擇領或兼領月退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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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主要是針對我國公立高中職校教師申請提前退休有關之理

論概念、教師退休現況、決定退休的原因、帶來之影響以及未來解決

困境之道進行研究與探討，期使教師現今之退休制度更為完善，政策

持續穩定；讓在職教師可以安心教學，不急於從教育崗位上撤退；而

已退休教師亦不至於憂心忡忡、擔心政策生變。 

    本研究，方法上採用文獻分析法、問卷調查法等進行研究；時間

上擬定「甘梯進度表」以為研究之進度，隨時鞭策檢視；寫作流程上

則可分為研究方法、研究基礎、研究命題、改進策略以及結果評估等

五階段，務求研究結果臻於完善。 

壹、研究方法 

為達前述研究目的，本研究兼採文獻分析法、問卷調查法等進行

研究，茲分述如下： 

一、文獻分析法 

蒐集國內外有關教師提前退休的相關期刊、論文及著作，並予以

研讀、整理、歸納及分析；瞭解大量教師提前退休的原因、此一退休

熱潮帶來之影響，同時蒐集相關改善措施，以為本研究理論基礎及結

果解釋之重要參考依據。 

二、問卷調查法 

本研究以自編之「公立高中職校教師提前退休問題調查問卷」為

工具，進行調查研究，藉以瞭解公立高中職校提前退休教師與預定退

休教師對退休制度之看法，決定提前退休之原因，教師大量退休所帶

來之影響，以及改善措施之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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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步驟 

本研究為求進行之從容周全，特擬定「甘梯進度表」如表1-4-1，

以為研究之進度參考，隨時鞭策檢視，研究步驟如下： 

一、確定研究方向 

首先蒐集國內外相關文獻，閱讀後，與師長、同儕請教商量，確

定研究方向。 

二、文獻分析與探討 

將國內外蒐集之資料詳加閱讀，確定文獻探討的大綱與內容。 

三、擬定調查問卷綱要 

根據所蒐集的文獻，擬定調查問卷大綱。 

四、編訂調查問卷內容 

就大綱要項編製「公立高中職校教師提前退休問題調查問卷」，經

指導教授審查與專家學者指正後，進行問卷之修正。 

五、進行預試問卷調查 

抽樣進行預試問卷調查，回收整理、綜合受測教師意見後，精簡

重複出現的題目，修改語意不清的題目，然後按照調查計劃實施調查。 

六、進行正式問卷調查 

按照調查計劃實施調查。 

七、資料整理與分析 

調查問卷回收整理後，除將開放式問題予以綜合、歸納外，選項

部分，則以SPSS套裝軟體進行統計，所得結果加以分析討論。 

八、撰寫研究總結報告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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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分析結果撰寫報告，並提出具體建議。 

九、提交口試委員 

將研究總結報告初稿提交口試委員。 

十、研究總結報告修訂及付印。 

 

表1-4-1    甘 梯 進 度 表 
 

   時間 
 
 
項目 

 
91
年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92
年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文獻蒐
集    

 
 

 
 

 
 

      

   理論架
構建立 

 

   

        

  擬定預
試調查
問卷 

  
  

        

 進行預
試問卷
調查 

   

 

        

 擬定正
式調查
問卷 

    

 

       

  進行正
式問卷
調查 

    

  

      

   資料整
理及分
析 

     

   

    

   撰寫研
究報告 

       

   

  

  提交口
試委員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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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流程 

    若從研究過程而言，本研究可分為研究方法、研究基礎、研究命

題、改進策略以及結果評估等五階段。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研究初始，第一步驟確立研究方法，已如上述，是兼採文

獻分析與問卷調查，逐步進行。 

    二、研究基礎 

透過對相關文獻的探究，瞭解教師退休的相關概念，如退休之意

義及理論、退休制度之意義及類型，並將世界各國公教人員法定退休

年齡、提前退休條件等作一綜合比較；同時就教師提前退休相關研究

文獻加以評述，近年來教師提前退休之情況也加以探討；接著請教學

者專家，編擬製定調查問卷，就宜蘭縣八所國立高中職校退休教師與

預定退休教師進行問卷調查：同時抽樣調查全省十八所高中職校，所

得資料採用SPSS電腦統計軟體統計與分析，以為研究之基礎。 

    三、研究命題 

探討教師在決定或考慮退休的考量因素、對退休制度的看法以及

大量教師提前退休可能造成影響的意見與認知。同時經由不同背景變

項（性別、現況、服務學校、服務年資、退休年齡、擔任職務），對依

變項--幾歲退休在人生規劃中最為理想的看法是否有所差異？  

    四、改進策略 

探討教師對緩和教師大量退休應採行何種策略的看法如何？同時

經由不同背景變項（性別、現況、服務學校、服務年資、退休年齡、

擔任職務），瞭解對依變項--教師這項職業在心目中等級的看法是否有

所差異？ 

    五、結果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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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階段係依據文獻資料蒐集，結合實際問卷數據，連同開放性題

目意見之分析、討論所得，加以統整，審慎評估，深入提出具體可行

之結論與建議，俾作為決策者研訂政策時之參考。 

 

 

 

 

 

 

 

 

 

 

 

 

 

 

 

 

 

 

 

 

圖1-4-1  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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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之研究範圍，主要可分為研究時間、研究地區、研究對象、

及研究內容四項加以說明，並針對本研究之研究限制加以敘述。  

壹、研究範圍 

以下就本研究之研究時間、研究地區、研究對象及研究內容分述

之： 

一、時間範圍 

自民國九十一年九月至民國九十二年八月間為本研究之研究期

間。 

二、地區範圍 

本研究以宜蘭縣為主要研究地區。宜蘭縣目前共有宜蘭高中、蘭

陽女中、羅東高中、頭城家商、宜蘭高商、羅東高商、羅東高工、蘇

澳海事等八所國立高中職校。另有國立宜蘭特教學校，因八十七年才

設校，歷史僅祇五年，未列入調查範圍。除外，研究者為求數據更為

精準，再從台灣省高中職校中，由北至南，擇定國立基隆商工、板橋

高中、中壢高中、陽明高中、新竹高中、新竹女中、苗栗高商、台中

家商、彰化高中、彰化高商、嘉義高商、台南一中、台南二中、新化

高工、旗美高中、東港海事、花蓮女中、花蓮高商等十八所學校，抽

樣問卷調查；連同宜蘭縣總共二十六校如表1-5-1，城市、鄉村，高中、

高商、家事、海事、高工等各職種學校皆求兼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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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1   受測教師服務學校一覽表 

 

           服務學校 

序號 
高  中 高  職 

1 國立宜蘭高中 國立宜蘭高商 

2 國立羅東高中 國立頭城家商 

3 國立蘭陽女中 國立羅東高商 

4 國立板橋高中 國立羅東高工 

5 國立中壢高中 國立蘇澳海事 

6 國立陽明高中 國立基隆商工 

7 國立新竹高中 國立苗栗高商 

8 國立新竹女中 國立台中家商 

9 國立彰化高中 國立彰化高商 

10 國立台南一中 國立嘉義高商 

11 國立台南二中 國立新化高工 

12 國立旗美高中 國立東港海事 

13 國立花蓮女中 國立花蓮高商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繪製 

 

    三、對象範圍 

公立學校教師提前退休，是一個普遍性的全國問題；原台灣省屬

高中職校，在精省後均改隸國立，退休經費應由政府負擔部分，均由

教育部編列預算支付，想提前退休，尚能如願。唯國民中小學，歸地

方政府管轄，自籌經費，絕大多數縣市政府，在正常人事費用上，已

是捉襟見肘，更無力負擔這筆龐大退休金，除了屆齡退休、五五專案

教師能如願外，其餘都必須衡量各縣市政府財政狀況而處理，問題更

形複雜，牽涉更多。本研究為期深入問題核心，因而單選擇高中職校

教師為研究對象。並以實施退撫新制後，民國八十六年至九十一年間

提前退休教師，以及未來三年內（九十二年至九十四年）可能申請提

前退休教師為問卷調查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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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內容 

本研究之主要研究內容，係針對我國公立高中職校教師提前退休

相關問題，作一深入瞭解與探究。除參考書目、附錄外，分成五章：

首章緒論，說明研究緣起、目的與研究方法範圍等；第二章則就退休

基本概念及教師提前退休等相關文獻加以探討；第三章詳細說明調查

問卷之設計與實施，以求能夠呈現研究之輪廓全貌；第四章針對回收

問卷分析與討論；第五章歸納出本研究之結論，提供相關單位參考。 

貳、研究限制 

由於受限於主客觀環境的條件，本研究難免會產生一些限制。現

在即依研究對象、研究變項、研究方法、研究時間及研究主題等五項，

探究本研究之研究限制： 

一、研究對象的限制 

由於研究經費、精力的限制，考量資料之取得以及地利之便，僅

以實施退撫新制後之宜蘭縣八所國立高中職校提前退休教師為對象，

進行全面調查，未來三年內可能申請提前退休教師，也列為問卷調查

受測者，兼及全省其他十八所高中職校抽樣調查，力求數據更為精準；

唯調查地區無法涵蓋全國，受測人數也無法太多，加以教育行政單位，

三令五申，通令各級學校不得將退休教師資料對外提供，資料難以完

全蒐集。幸賴各校人事單位協助寄發問卷，本研究才得以順利進行，

唯因研究者擁有資料不全，無法對問卷之受測者去函致謝或提醒寄

回；再則退休教師分散各地，郵寄問卷，回收數量難以控制，因此研

究對象之數量上有所侷限；所以研究結果，只能推論部分提前退休教

師的看法，無法取代全部提前退休的教師。 

二、研究變項的限制 

教師決定退休因素眾多，因人而異；退休熱潮帶來哪些影響？可

謂仁智互見，甚至南轅北轍。而如何緩和教師退休熱潮，個人所能提

出的策略又屬有限，凡此種種，無法一一臚列以為問卷題目，研究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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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可能會無法真正反映每一位退休與預定退休教師的意見。 

三、研究方法的限制 

本研究主要以調查問卷法進行量化研究，並未參酌訪談、個案研

究等方法進行質性分析，故研究結果僅能就高中職校教師決定提前退

休的因素有哪些？大量教師退休帶來哪些影響？改善退休熱潮的措施

有哪些等問題，作出歸納描述；部分題項雖然也預留受測者敘述原因

的欄位，受限於文字的表達，可能有意猶未盡、不能暢所欲言的地方；

而對教師決定提前退休的心路歷程，也無法詳盡深入探討。兼以受測

教師答題時可能有所保留，或受情緒、社會期望與時間等因素之影響，

因此研究結果可能與真實情況有所差異。再者，預定退休教師因尚未

面臨實際退休狀況，其應答狀況尚屬假設性之回答，仍有變化空間，

亦難能單就一次研究即能定論。尤其社會變遷產生的現象，本來就變

動不居，其所造成的影響程度不同，更是本研究在推論上的限制原因。

除外，其他縣市因未採用隨機方法，係憑主觀的判斷選擇抽樣，同時

樣本數量仍屬有限，故研究結果僅只提供以為初步參考、比較之數據。 

四、研究時間的限制 

由於研究時間的限制，本研究文獻蒐集以民國九十二年七月以前

出版為主；問卷調查實施時間自九十二年一月至九十二年三月。在時

間縱深上，不能多所延伸，似有不足。 

五、研究主題的限制 

本研究所指稱的教師提前退休問題，牽涉甚多，涉及範圍過大，

為免主題過於龐雜；僅就公立高中職校之教師提前退休之主要因素、

造成之影響以及如何緩和教師退休熱潮之改善策略加以初步探討。至

於城鄉教師之間看法之差異、高中高職教師看法之分別、退休教師人

力資源之運用、教師退休以後生活滿意度、適應性以及其他相關情形，

則是將來繼續探討之議題。儘速制定更完善的教師退休制度，以引導

教學品質，提昇教師專業化及卓越化，自是研究者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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