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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工會在過去威權主義的政府統治下，工會運動一直受到政府壓制。大

眾對於工會的印象受到主流媒體以及國營事業工會形象的影響，認為工會只是一

小群國營事業的工會派系鬥爭、提高工資與福利的手段，工會不僅不是社會進步

改革的力量，且背負著國營企業自肥的污名。本文提出新工會主義的看法，試圖

擺脫傳統工會主義的發展路線，回應外界對於高教工會的質疑，並梳理當前一些

爭議性高教政策與議題的歧見。 

本文從社會行動者角色出發，反思三個多月來高教工會組織與運動經驗，試

圖在當前紛擾的高教議題中，釐清不同立場與位置的爭論，一方面呈現外在的大

眾與學術界對於工會的誤解與批判，分析這些批判的來源與成因；另外一方面突

顯工會成員在組織與介入高教議題的差異與組織困境。藉由新工會主義的概念與

討論，希望創造高教改革者的對話場域，在尊重差異的基礎上開啟集體行動的可

能性，進而與高教政策展開論辯與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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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解嚴以來，教師會組織開創了教師結社與爭取自主的可能性，但也引發大眾

對於教師會做為利益團體的質疑，同時陷入專業主義與工會主義的兩難。新成立

的高教工會，雖然已獲得團結權，但仍無罷教權(爭議權)，也難以建立集體協商。

高教工會除了必須面對教師組織發展的困境之外，大專教師對於階級的身份認同

低，組織意願更低，使得大專教師難以在高教議題上發揮專業影響力。工會主義

抑或專業主義？如何與既有的教師會、大專教師組織競爭與合作，開創高教工會

的運動路線？此為當前高教工會組織所需面對的問題，也關乎高教工會的發展與

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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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校園權力關係建立在外部國家新官僚體制、自由化市場對於大學的多重宰制

關係，以及內部階層化學術社群的多重權力支配關係上。在過去威權體制的國家

年代，很容易指責教育是國家做為意識形態統治的工具，嵌制學術與言論的自

由；當前，在去管制化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下，對於高等教育體制的支配權力

多元且複離，不僅來自外在新官僚體制的教育治理、市場機制的穿透，也源於學

術界內化了治理的邏輯、共同參與制定與執行的規範體制。本文透過分析高教體

制中的多重權力支配，經由工會反身性的思考，來面對當前的高教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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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雖然總統以及教育部公開宣稱高等教育沒有退場機制，但是台灣私立大學正

面臨少子化的生員危機，也在高教競爭中開始系所整併以及大規模的教師裁員。 

在缺乏退場機制下，大學勞動者成為教育緊縮政策下的直接受害者，大學在增加

收益、減少勞資糾紛考量下，以績效為名，紛紛採取彈性化的僱傭方式，並建立

各式嚴格的汰換教師職員機制。本文從高教勞動權的角度出發，藉由個案分析的

方式，批判大學擴張政策下所造成教師勞動權受損問題，剖析台灣高教政策、法

規的制度以及執行面所造成的問題，透過評鑑制度、限制升等條款，如何規範與

結束高教勞動者的學術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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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非兼僱用已是全球市場下的趨勢，本文分析從博士生涯的角度，分析高教非

典僱用的體制形成、運作與結果，透過博士後的非典僱用現況調查，描繪當前非

典僱用的僱用方式、應聘要求、勞動內容與勞動條件，揭露非典僱用體制的市場

特性，分析高教體制可能造成的影響，同時也藉由研究者反身性的個案分析，探

討個人如何回應非典僱用中的生涯困境，尋找生涯轉換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