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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家長、教師與行政人員對不適任教師處理的 

不滿意研究－以高雄市縣公立中小學為例 

人事處 

陳正料／佳作獎 

壹、研究緣起與目的 

一、研究背景 

長久以來，教師在台灣社會一直扮演「傳道、授業、解惑」角色，其影響深遠

且根本，中小學教師除負擔培養下一代及提升國民素質的百年樹人任務外，一

言一行更備受矚目，因此，一旦出現所謂的「不適任教師」，不僅衝擊教師向來

良好形象，且因攸關學生權益，往往促使家長介入處理，然又因對處理方式與

結果看法的歧異，經常引發「家長、教師、行政人員」三者間之激烈爭議，造

成向來平靜的校園出現衝突現象，嚴重影響教學工作之正常進行及校園之安定

（秦夢群，2004：15；張瑞洋，2007：3；周玲妏，2008）。 

在廿一世紀多元治理時代，公部門「不適任人員」的處理不僅考驗各國政府的

治理能力，處理結果更攸關國家整體競爭力甚巨；近年來政府積極處理「不適

任人員」結果，不僅帶動行政效能大幅提升，使得在國際競爭力評比的「政府

效能」排名隨之躍升，更在這種氛圍影響下，社會各界開始正視同屬政府一環

的校園「不適任教師」問題，因而處理「不適任教師」漸漸成為政府及社會的

共識（Jun and Muto, 1998: 201；何文馨，2009：178；彭錦鵬，2010：24；

吳泰成，2010；陳添枝，2010：5）。然而，自教育部頒布「處理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不適任教師應行注意事項」以來，在實務上對處理「不適任教師」依然出

現許多質疑聲浪，各界不僅對處理結果各持己見，「家長、教師、行政人員」等

直接關係人更陷入「公說公有理、婆說婆有道」的爭議情況，此從每年召開的

全國教育會議上「處理不適任教師」問題一再成為爭論焦點之情形中即可窺之

一斑（陳星貝，2006；楊惠芳，2007；聯合報，2010/8/29 二版；自由時報，

2010/8/28 四版）。 

二、研究目的 

隨著立法院於 2010 年通過教師可依「勞基法」組織「教師工會」後，社會各界

預期未來中小學處理「不適任教師」問題時將面臨較目前更為複雜與冗長的處

理情況，且其處理難度勢將有增無減；在這種情形下，針對整個「不適任教師」

處理過程全盤進行瞭解，顯然有其必要性與迫切性。尤其，隨著「狼師、情緒

失控師、暴力教師、體罰教師」等負面消息頻頻搶佔社會新聞版面且一再成為

各界驚聳與關注焦點後，「不適任教師」的處理更已成為學校與教育主管機關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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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不面對與須立即解決的首要課題（全國教師會，2009b；聯合報，2010/3/28）。 

「不適任教師」問題究竟要如何處理？要達到何種處理結果程度及採取何種方

式，才能讓社會各界均能滿意？「家長、教師與行政人員」等三直接涉及的關

係人對處理的主要歧異與爭議所在為何？有無協調與解決空間？凡此種種，顯

然已成為當前徹底解決「不適任教師」問題的基本前提。因而，瞭解並掌握與

「處理不適任教師」具直接利害關係人有關處理的真實看法與態度傾向，乃為

釐清衝突與解決爭議問題的關鍵所在（趙蕙蘭，2006：5；陳家士，2007：7）。 

有鑒於此，本研究採取「不滿意調查」法，針對當前公立中小學與「不適任教

師」的處理有直接涉及的「家長、教師、行政」等三方利害關係人，設計問卷

進行實證調查，選定調查範圍為大高雄地區的高雄市、縣公立中小學校，從三

方利害關係人立場逐一瞭解其對處理「不適任教師」的主要不滿意所在及釐清

歧異，嘗試從中找出一種三方均能接受且符合社會大眾期望的共贏處理方式，

並提出具體解決建議，以化解校園對立及降低校園衝突事件發生，冀能還給中

等以下學校校園一個安全、友善、快樂的學習空間，有效維護國家社會之根本

所在。 

貳、研究方法與過程 

一、研究分析架構與流程 

(一) 不滿意調查分析架構 

本文係針對大高雄地區的公立中小學「家長、教師、行政人員」調查其對現

時處理「不適任教師」的不滿意情況，依據前面現況分析與文獻探討結果發

現有關「不適任教師」的處理，「家長」一般均以學生「受教權」要求參與

與對話，背後往往有「家長團體、民意代表」及「學者專家」等力量支持；

「教師」通常以「工作權」與「團體協商權」進行對話及要求，背後往往有

「教師團體、教師工會」及「民意代表」等力量支持；至「行政人員」則僅

本於行政「治理責任」參與協調與推動處理工作，不具任何主張權利，背後

名義上有「教育主管行政機關」課責與指導。 

依據這種三方互動邏輯與關係形成處理的不滿意結果彙整，可建構出完整分

析架構作為整個研究進行及分析依據，分析架構顯示如圖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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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流程 

本文整個研究流程及進度建構顯示如圖 2，以之控管整個研究之進行： 

 

圖 2：研究流程與進度

現況與問題分析 
＊ 中小學處理不適任教師機制與模式 

＊ 中小學處理不適任教師之結果 

＊ 中小學處理不適任教師衍生之問題 

理論與文獻回顧 
＊ 不適任教師產生原因 

＊ 不適任教師意涵界定 

＊ 不適任教師處理的相關研究 

＊ 整合觀點與不滿意調查法之應用 

研究方法與設計 
＊ 建構研究分析架構與流程 

＊ 確定研究範圍與對象 

＊ 抽樣設計與抽樣 

＊ 問卷設計與檢測 

＊ 問卷發放、回收與整理 

＊ 資料分析與統計檢定 

研究動機 研究目的 

研究發現 研究建議 

結果討論與分析 
＊ 樣本屬性描述性分析 

＊ 不適任教師處理與認定的不滿意分析 

＊ 不適任教師處理機制與流程的不滿意分析 

＊ 不適任教師處理權責單位與人員的不滿意分析 

＊ 不適任教師處理結果與對問題反應的不滿意分析 

不適任教師處理 
：處理依據法令與認定 

：處理機制與流程 

：處理權責單位與人員 

：處理結果及對問題反應

治理責任 

受教權 

參與權 

工 作 權 

團體協商權 

(家長團體) （民意代表） (學者專家) (教師團體) (教師工會) (民意代表) 

(教育主管行政機關) 

圖 1：公立中小學家長、教師、行政人員對不適任教師處理的不滿意分析架構 

家長 教師 

行政



 

192 

二、研究範圍確定、抽樣設計與抽樣 

由於研究係探討「我國公立中小學的家長、教師、行政人員對不適任教師

處理的不滿意看法」，係屬單一議題，因而，研究對象選定為與「不適任教師」

直接涉及的「學生家長、教師、行政人員」等三方利害關係人進行抽樣。 

依據教育部統計資料顯示，98 學年度全國公立中小學教師總數約有 18 萬 2

千 6 百餘人；中小學家長人數不易確定與推估，如以各校「家長會」為代表，

其人數約 2 萬人；中小學行政人員（指校長與行政主管）推估約 3 萬人（戴國

瑜，2005：30；教育部，2010）。審視前述中小學「家長、教師、行政人員」之

總人數，發現三方人數差距頗大，為簡化研究與作為後續比較之用，暨真實反

應台灣地區城鄉間公立中小學對「不適任教師處理」三方利害關係人的不滿意

真實情況，本研究不採普查方式，研究範圍限定於南部的高雄市、高雄縣的「大

高雄市」，這區域包含「都會地區、城鄉雜錯地區、鄉村地區」等三種人文區域，

係屬台灣南北二大核心地區之一，在相當程度範圍內，可確實反應台灣地區的

中小學教育主要分佈現況，研究結果具代表性。 

因研究選定高雄市縣的公立中小學「家長、教師、行政人員」作為調查對

象，總人數低於 2萬 5千人，平均每縣市約在 1萬人左右（教育部，2010），故

其母數偏小、樣本不大且研究係調查對「不適任教師處理」的不滿意情況，性

質上具「質性」研究色彩，因此，本研究採「立意抽樣法」（purposive sampling）

進行抽樣，並以「最低樣本規模」進行實證調查，國內學者認為這類探索性研

究立意抽樣結果的正確性較「隨機抽樣」要來得高，頗適合於區域性方面之研

究（林清山，1988：85；朱斌妤、韓婷婷，2007：41；陳正料，2008b：23）。 

研究範圍內的高雄市縣其每縣市研究所需最低樣本規模（以教師為基準），

係依據下列公式與步驟推估而得：第一，設定顯著水準：α＝0.05（在 95％信

賴區間內），則Ζ2 α/2＝1.96；第二，設定容認誤差：d＝6％；第三，設定比

例抽樣值；第四，計算樣本大小。（Edwards, Thomas, Rosenfeld and Kewley. 

1997: 69；林清山，1988：89；1992：67）：推估公式： 

n＝N/(N－1) ×Ζ2 
α/2  × P(1－P)/d 2 ≈Ζ2 

α/2 × P(1－P)/d 2，當 N 夠大時

（ n：樣本數，N：母體數，Z：Z分配，P：比例抽樣值，d：可容忍誤差）依據

上述步驟與推估公式，設定教師樣本比例抽樣值 P＝0.08；代入前述計算公式計

算：n ≈ 1.962 × 0.08(1－0.08)/0.062  ≈ 78。上開最低規模係每縣市之教師

回收有效問卷至少須達 78 份以上，始可供完整分析。依先前學者在台灣南部地

區進行實證研究發放問卷經驗，問卷或訪談資料有效回收率約在 65 至 85％左右

（林清山，1988：85；朱斌妤、韓婷婷，2007：41；黃一峰，2007；陳正料，

2008：26）；因此，本研究選定高雄市縣每一縣市教師抽樣樣本為 90，回收之樣

本始符合研究所需；據此，「家長及行政人員」之樣本亦依此抽樣各 90 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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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各縣市三類樣本數為 270，二縣市樣本總數為 540。 

本研究在研究對象與範圍及樣本總數確定後即進行抽樣，採「分層抽樣」；

首先，依「學校層級別」進行抽樣，在選定的二個縣市之中各依「高中職、國

中、國小」等層級各抽 3所學校代表，每縣市計抽 9所，二市縣合計共抽 18 所

學校。其次，學校樣本抽出後，再依據「家長會、教師、行政人員（含校長）」

等「人員類別」建立抽樣名冊進行抽樣，「抽樣名冊」係由各被抽中學校人事單

位所提供，每種類別各抽 10 人，每校抽 30 人，每縣市計抽 270（教師 90＋家

長 90＋行政 90）人，二個縣市合計抽 540 人，抽樣過程均遵循隨機抽樣步驟。 

三、問卷設計與檢測 

(一) 問卷編製 

問卷係作者回顧國內外有關「不適任教師」問題研究與發展現況暨文獻探討

結果後，參照目前我國公立中小學處理「不適任教師」機制及相關措施暨研

究主題等發展而來；問卷分三個部分設計：第一部分為「問卷說明」，係指

引受調查者對問卷所提問題背景、專有名詞及填答方式等進行解釋與說明；

第二部分為「正式問卷」，其設計包含對「不適任教師」處理的四個主要流

程項目的看法調查（對處理正當性、處理機制與流程、處理權責單位與人員、

處理結果與影響）；第三部分為「受訪者基本資料」，藉以瞭解「家長、教師、

行政人員」等受訪者之真正身分。 

「不滿意問卷」係採 Likert 五點尺度量表編製而成（林清山，1992），選項

由左至右依序為「完全不滿意、很不滿意、不滿意、有點不滿意、沒有不滿

意」，各題目不滿意分數係由 5分到 1分計算，分數愈高代表受訪者不滿意

程度愈高，愈低代表不滿意程度愈低，統計顯著水準為α＝.05。問卷初稿

編製完成後即進行專家內容效度修改問卷，諮詢專家分別有台師大、高師

大、台南大教育系、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政治大學教育學系等 6位教育與

行政管理學者，問卷初稿依據專家修改意見內容進行修改後，即編製完成具

有內容效度的問卷。 

(二) 問卷檢測及確定正式問卷 

為瞭解問卷的信效度編製完成後即進行問卷預試作業，針對研究範圍二市縣

內每縣市各選定一所學校，選擇其家長、教師、行政人員任一對象實施預試，

總計二縣市計選 3所學校（高國小）、發放預試問卷 90 份，回收 65 份（參

見表 1）。 
表 1：預試問卷發放回收概況 

學校層級 範圍類別 對象類別 發放數 回收數 

高中職 高雄市 行政人員 30 25 

國  中 高雄縣 教    師 30 21 

國  小 高雄市 家    長 30 19 

合  計   90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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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預試問卷進行信效度檢測：在效度方面，因問卷編製係諮詢專家修正內容而

成，故編製完成之問卷具專家內容效度。在信度方面，則採 cronbach α 係數進行內

部一致性分析，這種成份信度相當於潛在變數觀察指標 cronbach α 係數，學者建議

其數值在 0.6 以上時，較具成份信度（Nunnally, 1978: 39; Fornell & Larcker, 1981: 

45; DeVellis. 1991: 47）；信度分析結果彙整顯示於表 2，資料顯示問卷的四個主要

項目問題計有 34 題，其 cronbach α係數值均在 0.6 以上。其中，第三項「處理權責

單位及人員」的 10 個題目之信度最高，均在 0.8 以上；第一項「處理正當性」的 6

個題目及第二項「處理機制及流程」的 12 個題目之信度亦高，平均在 0.7 以上；第四

項的「處理結果及影響」的 6 個題目之信度最低，惟也在 0.6 以上，預試問卷檢測結

果顯示問卷對應題目具有相當的一致性。 

檢測預試問卷結果即確定問卷之內容，依其對象別（家長、教師、行政人員）分

別編製完成三種「正式問卷」，除「受訪者基本資料」第（八）項（僅限家長）不同外，

其餘內容均相同，正式問卷顯示如附錄所示內容。 

表 2：預試問卷成份信度分析 

潛在變項(題號) 成份信度(cronbachα) 備 註 

處理依據與認定(1-6) 0.7314  0.7237  0.7016  0.7537  0.6932  0.6872 具信度 

處理機制與流程(1-12) 0.7427  0.7379  0.7523  0.7238  0.7359  0.7341  

0.7418  0.7439  0.7512  0.6927  0.7319  0.6807 

具信度 

處理權責單位與人員(1-10) 0.8913  0.8719  0.8427  0.8538  0.8438  0.8732  

0.8412  0.8537  0.8378  0.8105 

具信度 

處理結果與反應(1-6) 0.6578  0.6712  0.6705  0.6973  0.7126  0.7138 具信度 

四、問卷施測、回收與統計分析 

問卷施測與發放時間為 2010 年 1 月 1日至 2月 28 日，問卷發放係依據前面抽

樣結果選定學校建立之「抽樣名冊」抽樣後進行發放及實施調查，「家長問卷」

係透過各抽中學校家長會代為轉發，「教師問卷」及「行政人員問卷」則透過學

校人事單位轉發。 
表 3：問卷發放與回收情形表 

縣市別 發放數 

（份） 

回收數 

（份） 

回收率 

（％） 

有效回收數 

（份） 

有效回收率

（％） 

高雄市 270 240 88.89％ 237 87.78％ 

高雄縣 270 194 71.85％ 193 71.48％ 

合  計 540 434 80.37％ 430 79.63％ 

研究發出問卷 540 份，回收 434 份，回收率 80.37％，在可接受範圍；回收問卷

以 SPSS 7.0（1995）檢測，檢測結果扣除 4份無效問卷（問卷 R2＜0.6），總計回收有

效問卷 430 份，有效問卷回收率 79.63％，尚在可接受範圍。個別從各縣市問卷發放

與回收情形看，選定範圍二個縣市中樣本有效回收率較高的是「高雄市」，有 87.78％，

「高雄縣」則偏低，僅 71.48％，惟仍在可接受範圍，上開資料彙整顯示於表 3 所示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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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發現 

本研究結果與發現可從「整體性」及「個別性」二方面說明： 

（一）整體性發現 

1.研究發現大高雄地區「家長」對「不適任教師」處理各個構面不滿意度在

三主要關係人間均是最高的，一般介於「很不滿意」與「完全不滿意」之

間，「行政人員」居次，介於「有點不滿意」與「不滿意」之間，「教師」

最低，位於「有點不滿意」程度，三者的不滿意度呈現「依次遞減」現象；

此顯示三者對於處理的「不滿意」程度適與處理的「利害關係」成「正」

相關現象。 

2.研究發現對「不適任教師」處理各個構面的不滿意度，「教師」及「行政人

員」的不滿意水準相對較低，接近「有點不滿意」程度（平均 2.06 與 2.64），

「家長」的不滿意水準明顯偏高，接近「完全不滿意」程度（平均 4.66），

三者的不滿意水準顯現一種「校內低、校外高」的「兩極」現象，此反應

出目前大高雄地區中小學校園對於「不適任教師」處理的主要「爭議來源」

所在。 

3.研究發現對於「不適任教師」處理各個構面，「家長」與「行政人員」最不

滿意處理的「權責單位與人員」方面，「教師」最不滿意處理的「依據與認

定」方面；此亦相當程度反應當前中小學處理「不適任教師」衍生衝突的

主要「爭議焦點」所在及「嚴重程度」，亦代表目前處理機制設定「教評會」

及其成員作為校內處理權責單位作法「完全無法」獲得「學校校長、行政

主管及家長」的認同現象，同時也反應「教師」對於現制主要依據「教師

法（14 條）」處理「不適任教師」亦抱持高度「質疑」態度傾向，有必要調

整以化解不滿與疑慮。 

4.研究發現大高雄地區「女性」（尤其是家長）參與校園「不適任教師」處理

程度遠超過「男性」、達 2倍左右，造成現行處理機制與溝通措施不為「女

性家長」接受現象；此不僅反應大高雄地區「女性」參與教育事務程度逐

漸走高趨勢現象，亦象徵未來政府在公共事務的討論、對話與論述上有關

政策主張、規劃、設計、配套措施之提出須隨著對象調整改變，從以「男

性為主」轉變成「女性為主」的發展趨勢型態（戴國瑜，2005：22）。 

5.研究發現大高雄地區涉及中小學「不適任教師」處理關係人中近四分之三

的年齡集中在 50 歲以下且工作年資均超過 10 年，顯現一種集中於「中壯

青世代」現象，造成利害關係人激烈衝突現象。此種不僅代表大高雄地區

中小學處理「不適任教師」問題涉及者世代人格特徵，更突顯處理須依據

此特徵適時調整機制、措施及協調方式，始能針對爭議問題理性對話、化

解衝突及降低處理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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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研究發現與「不適任教師處理」有直接利害關係人中接近六成具備「溝通

對話」理念及「正常判斷」原則，此代表大高雄地區校園「不適任教師」

處理尚存在「理性溝通、協調討論空間」，在相當程度上可避免「家長、教

師、行政人員」之間出現無法調和的「零和」處理衝突結果。 

7.研究發現大高雄地區有超過五成的「家長」及四成五的「教師」對「不適

任教師」處理機制及採行措施仍處於「不瞭解」狀況，此反應地方政府及

各校對於處理「不適任教師」問題所採機制措施的「宣導」與「溝通」工

作出現「盲點」，亟待主管機關進行修正以掃除宣導之不足處，俾降低溝通

與協調難度。 

8.研究發現大高雄地區目前中小學校園中有超過五成的「教職員」及超過九

成的學生「家長」認為「不適任教師」問題已成校園常態現象，不應再採

「突發事件方式」處理，應以「平常心」看待並採「例行性」處理方式；

此顯示處理「不適任教師」時有直接相關的「學校人員」（含教師及行政人

員）處理思維已與上級「教育行政主管機關」（含校外人員）思維及態度迥

然不同之現象。 

9.研究發現大高雄地區一般「民眾」所界定的教師「不適任」意涵傾向管理

學者基於「受僱者身份」之界定概念，其處理較直接且具強制性，且與「教

師」本於「受僱者」身份要求組織「教師工會」主張衝突，形成新的「正

當性」難題，值得關注。 

(二) 個別性發現 

茲依「家長、教師、行政人員」等三方面分述如次： 

1.在「家長」方面： 

(1)研究發現大高雄地區「家長」對當前中小學處理「不適任教師」涉及的

四個主要構面（處理法令依據與認定、機制與流程、權責單位與人員、

結果與反應）中最不滿意「處理權責單位與人員」方面，其中，又以對

「校內」處理單位「教評會」及成員的處理作為最不滿意，尤其對處理

的「公平性」，多數更抱持「質疑」態度。 

(2)研究發現對於當前中小學處理「不適任教師」涉及的四個主要構面，「家

長」對於採取「處理機制與措施」方面不滿意度「相對較低」，尤其是對

採「兩階段、四處理期」作法的不滿意度相對最低；此顯示大高雄地區

「家長」對中小學目前有關「不適任教師」處理的不滿意係集中在「人」

而非「制度」方面。 

(3)研究發現對於中小學處理「不適任教師」採行各相關機制與措施「瞭解

程度」，大高雄地區「家長」在三方關係人之中是最低（超過半數不瞭解）；

此種現象與前面整體性發現對照結果反應出「家長」之所以對中小學處

理「不適任教師」問題抱持一種幾近「完全不滿意」態度之主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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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教師」方面： 

(1)研究發現大高雄地區「教師」對當前中小學處理「不適任教師」涉及的

四個主要構面（處理法令依據與認定、機制與流程、權責單位與人員、

結果），最不滿意「處理法令依據與不適任認定」方面，介於「有點不滿

意」與「不滿意」之間，其中又以對「不適任」認定的「時效性」最不

滿意，接近「不滿意」程度；此反應「教師」對「不適任」處理係採取

一種「審慎認定、儘速處理」態度傾向。 

(2)研究發現對於當前中小學處理「不適任教師」涉及的四個主要構面，大

高雄地區「教師」對「處理權責單位與人員」方面不滿意程度是「相對

較低」，僅接近「有點不滿意」程度，其中，對於「教評會」及成員處理

的「公平性」相對不滿意程度最低，教師幾近「沒有不滿意」程度。 

(3)研究發現對於當前中小學處理「不適任教師」的各個構面與整體評價，

「教師」在「家長、教師、行政人員」三種利害關係人之中不滿意程度

均是最低，平均為「有點不滿意」程度；，此顯示大高雄地區的「教師」

對目前中小學「不適任教師」處理大體抱持一種「滿意」的態度傾向。 

3.在「行政人員」方面： 

(1)研究發現對於當前中小學處理「不適任教師」的各個構面與整體評價，

大高雄地區的「行政人員」（通常指校長及行政主管）的不滿意程度在三

種利害關係人之中是位於「中間」水準，其不滿意程度介於「有點不滿

意」與「不滿意」程度之間，惟其不滿意與「教師」較為接近，均偏於

「較低」水準。 

(2)研究發現「行政人員」對當前中小學處理「不適任教師」涉及的四個主

要構面（處理法令依據與認定、機制與流程、權責單位與人員、結果），

其最不滿意「處理權責單位與人員」方面、顯現「不滿意」程度，其中

又以對「設定校內處理權澤單位為『教評會』及成員」作法最不滿，超

過「很不滿意」水準；此反應大高雄地區負責學校日常校務行政人員對

於目前政府將「不適任教師」處理責任放在「校內」之作法，明顯抱持

一種「否定」態度，此值得主管機關深思。 

(3)研究發現對於目前中小學處理「不適任教師」採取的機制與相關措施「瞭

解程度」，大高雄地區校長及行政主管等「行政人員」在三方關係人中是

「最高」的（接近九成「有所瞭解」），也發現「行政人員」對目前採行

「處理機制與流程」不滿意度是「相對較低」的，此兩種發現對照後顯

示「三方關係人對『不適任教師』處理的各個構面『瞭解程度』係與其

『不滿意度』成「正」相關關係」，亦指引出釐清爭議與解決衝突所在可

行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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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建議 

針對研究結果與發現，本文提出下列幾項具體修正建議，供教育主管行政機關、

學校及各界作為處理「不適任教師」實務上之參考： 

(一) 針對大高雄地區的「家長」對當前中小學處理「不適任教師」的各構面均抱

持接近「完全不滿意」態度，直接且連帶影響其對處理的整體負面評價印象、

及引發「家長」對「教師」與「行政」嚴重對立之問題；對照前面發現「家

長」對於學校處理「不適任教師」採行機制與措施瞭解程度極低之情況，建

議政府及學校除將處理的各項機制與措施應「定期同步」向「家長」或「家

長會」進行宣導外，也建議在「制度」上將「家長」或「家長團體」納入「不

適任教師」處理相關研習對象，使家長也能確實瞭解教育主管機關或學校對

「不適任教師」處理的各項作為與處理措施，建立彼等對處理的「信任感」，

避免再因「訊息不清、誤解、認知錯誤」衍生對立衝突，有效化解爭議。 

(二) 對於大高雄地區當前中小學處理「不適任教師」不滿意度出現「校內低、校

外高」的兩極現象，出現「家長」與「教職員」兩方對立問題；就此分析後

發現目前中小學教師或行政人員，大體對「不適任教師」處理現狀與結果抱

持「滿意」態度，真正不滿意之關鍵對象為「家長」；建議政府後續解決「不

適任教師」處理爭議與規劃相關處理措施時，應首先將「家長」的意見及感

受置於「主要」考量位置，才能真正徹底解決目前衍生之各種衝突難題。 

(三) 針對目前制度上設定「教評會」及其成員為中小學校內處理「不適任教師」

最終權責單位作法無法獲得大高雄地區「家長」與學校「行政人員」（含校

長與行政主管）的認同，致引發對處理人員與處理結果「公平性」質疑問題；

建議政府及教育主管機關衡平的從「制度面」重行調整、修正與定位「處理

權責單位」，藉由「合理」與「正當」的定位，化解「家長」及外界的最大

疑慮。 

(四) 針對大高雄地區「女性」家長參與學校處理「不適任教師」踴躍程度超過「男

性」，致造成現行對話、溝通與協調機制不受家長信任問題；建議政府教育

主管機關在制定與建立有關校園事務或教育議題的討論、對話與溝通機制

時，尤其對於處理機制及相應措施方面均須特別考量「女性」觀點主張並納

入處理內容，以適應利害關係對象由「男性為主」轉變成「女性為主」的發

展生態特徵；如此，才能在一開始即確定交涉之關係對象，據以提出相關關

係人認可與接受的處理方案或對策措施，有效化解處理爭議衍生之問題

（Robbins, 2001: 35）。 

(五) 針對大高雄地區中小學與「不適任教師」處理直接涉及的利害關係人出現集

中於「中壯青世代」現象，造成三方激烈衝突問題；建議政府及中小學處理

「不適任教師」時除須先區分出「主要交涉對象」外，更應定位交涉對象的

「世代人格特徵」，始能據以調整並針對「爭議」所在進行理性對話，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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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衝突及降低「不適任」處理引發的激烈爭議，讓校園重歸平和與理性氣

氛。 

(六) 針對大高雄地區超過五成的「家長」及四成五的「教師」對於目前「不適任

教師」處理採行機制與相關措施仍處於「不瞭解」狀況，致「家長」與「教

師」對現行處理機制措施抱持「質疑」態度及引發對處理結果「不信任」問

題；建議政府及中小學制頒與宣導「不適任教師」處理各相應機制或措施時，

應「同步」對學生「家長」進行宣導與溝通，同時也應對學校「教師」加強

宣導力度與深度，使確實接收與理解整個處理機制措施內容，始能因理解而

認同並掃除可能出現的盲點，預防及化解家長與教師心中的疑慮與不安。 

(七) 針對大高雄地區目前中小學「家長」與「教職員」對「不適任教師」處理認

知思維及態度出現與上級教育行政主管機關「截然不同」傾向，致對處理方

式、結果認知差異引發衝突之問題；建議政府及教育主管機關應考量是否調

整其本身對「不適任教師」問題的看待立場，捨棄向來以「突發事件」方式

處理的習慣，改以「平常心」看待並採「例行」處理方式，俾降低校內人員

的不滿意度，有效化解三方利害關係人對處理整體不滿意情況。 

(八) 針對大高雄地區「家長、教師、行政人員」三方對目前中小學處理「不適任

教師」之「時效」與「時程延宕」激化各界衝突之問題，建議政府設定處理

機制與措施流程時應考量「簡化」與「迅速」原則，以縮短各處理構面期程，

避免時效延宕再加重「不適任教師」處理的難度。 

(九) 針對大高雄地區民眾對教師「不適任」意涵認知傾向學者基於「受僱者身份」

所界定概念，形成將與「教師」本於「受僱者」身份要求組織「教師工會」

之主張嚴重衝突及形成新的處理「正當性」難題；建議「教師」應以「學生」

及「教育本位」考量調整其在疑似「不適任教師」處理過程中抱持的「受僱

者」與「受害者」心態，才能避免在整個社會輿論及各界支持風向上出現一

面倒情況，致反損害其權益；也建議政府應在「法制」上重新考量教師「身

份」界定問題，才能據此定位出「不適任教師」處理權責單位及人員，真正

健全整個處理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