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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教育行政與政策國際學術研討會計畫 

 

壹、 緣起  

    大學教育的任務是學術研究與創新教學及其扮演教育推廣與服務為宗旨，然

發揮大學教育的應有功能與本身教學特色是今天大學存在的核心價值，何況大學

負有社區或地方教育輔導的責任。尤其當因應教育鬆綁理念與地方自主變革的趨

勢，中央與地方教育發展的關係密切，教育部如何透過每一所大學，協助強化中

等學校以下的政策宣導與教育輔導措施，成為開創地方教育發展的新思維。目前

教育部已推動各項計劃，但這些政策缺乏有系統性與科學性之研究，產生問題包

含：對整體弱勢教育課業輔導政策執行與評估現況的瞭解十分有限、偏遠地區執

行成效上之困境、各類補助未能反應社會需求等等。換言之，當前弱勢者的教育

政策缺乏一套整體的規劃。再者，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非學校型態之教育相關法規

也已於 2014年公布實施，各縣市亦已有相當多的案例與做法值得關注與研究。

本方案旨在廣邀各級教育行政機關主管、專家學者、第一線的教育工作者，以及

關心教育之民眾等，共同研討相關議題，俾增進我國教育行政與教育改革論述及

實務的發展。 

貳、 辦理目的  

    本次學術研討會的舉辦，擬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與教育實務工作者等相關人

士進行學術與實務的研討，具體目的如下： 

    一、探討實驗教育與教育政策的思潮與論述，深化學術研究。 

    二、激發東部地區對於教育行政與學校改革之關懷與參與。 

    三、營造開放有效的教育對話平台。  

參、 研討主題 

    研討會主題：教育政策與實驗教育  

    主題一：教育政策  

    主題二：實驗教育  

    主題三：學校實驗教育實踐案例 

肆、 主協辦單位 

    主辦單位：國立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 

    合辦單位：財團法人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中華民國學校行政研究學會 

    承辦單位：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 

    協辦單位：泰國博仁大學東盟國際學院、泉州師範大學、廣州大學、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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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IN Sulthan Thaha Saifuddin 大學、屏東大學教育學院、文化大

學教育學系、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學院、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臺

北市立大學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台東大學教育學系、花蓮縣

教育處、花蓮縣中小學校長協會 

伍、 計畫內容  

    一、 辦理時間：中華民國 106 年 10 月 27-28 日星期（五、六）  

    二、 辦理地點：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 A109 階梯教室  

  三、 參加對象：  

   本研討會預計參與對象包括教育領域相關研究人員（60人）、學

校及教育實務工作者（140人）、大學部學生及研究生（100人），共

計約 300人。 

    四、 研討會議程：詳如附件。 

    五、 研討會方式與內容  

    （一） 教育對談：邀請教育行政主管或教育學者專家針對大會研討主題進

行專題演講。  

    （二） 研究論文徵稿：對外徵求符合研討會主題之研究論文，研究論文採

全文審查（詳如徵稿啟事），8 月 16 日截稿，9 月 11 日公告審查

結果。審核標準包括與大會主題符合程度（25%）、原創性（20%）、

嚴謹程度（20%）、對理論或實務的貢獻（20%）、組織架構與文筆流

暢程度（15%）。  

    （三） 研究論文發表：邀請錄取論文之作者與研討會中進行發表，並由教

育學者專家與教育行政機關等擔任評論人，評析論文相關內容，並

進行意見與經驗交流。 

    六、 經費本活動所需經費，由主辦單位東華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相關

經費項下支應。 

陸、 預期成效  

    一、能擴大弱勢教育行政學術基礎。  

二、能增進教育改革之認識與實踐。  

三、能凝聚教育革新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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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教育行政與政策國際學術研討會議程表 

舉辦地點：國立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 A109階梯教室 

主辦單位：國立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 

合辦單位：財團法人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中華民國學校行政研究學會 

承辦單位：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 

協辦單位：泰國博仁大學東盟國際學院、泉州師範大學、廣州大學、印尼 IAIN 

Sulthan Thaha Saifuddin 大學、屏東大學教育學院、文化大學教育學系

、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學院、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臺北市立大學教育

行政與評鑑研究所、台東大學教育學系、花蓮縣教育處、花蓮縣中小

學校長協會 

 

時間 

 

                    106 年10 月 27 日（週五） 

13:30-14:00 學術研討會報到（教育學院一樓演講廳） 

14:00-14:10 開幕式（朱副校長致詞) 

14:10-15:10 

專題演講（1） 
主持人：陳伯璋教授   
主講人：黃昆輝教授 

主題：公義台灣的教育要務—加強弱勢、技職與幼兒教育 

15:10-15:30 茶敘 

15:30-16:30 

專題演講（2） 
主持人：吳家瑩教授   
主講人：陳伯璋教授 

主題：共生智慧（symbiosophy）在當代教育中的意義 

 16:30-                           第一天會議結束 

 

時間 

 

                    106 年10 月 28  日（週六） 

8:00-8:30                    報到（一樓演講廳） 

8:30-9:30 

專題演講（3） 
主持人：林明地教授 

主講人: LAWRENCE ANTHONY MACHI （美國大學名譽教授） 
主題：Leading School Change: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Podium  

and By the Seat of the Pants. 

9:30-10:30 

專題演講（4）     
主持人：陳寶山教授 

主講人：陳竑濬理事長（中華民國學校行政研究學會） 
主題：學校創新經營策略 

10:30-11:00                          茶敘與海報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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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2:00 

專題演講（5） 

主持人：范熾文教授 

主講人: 劉美珍處長（花蓮縣政府教育處） 

主題：教育的登高與行遠 

12:00-13:30                               午餐 

13:30-15:00 
 

A場 
個案教室（2） 

 
B場 

個案教室（1） 

（A 場） 

主持人:潘文福教授  

評論人:紀惠英教授 

1. 大陸青少年在校預備未來生涯能力培

養模型分析之研究—以 PISA（2012）

數據實證應用模式 

（陳奕樺、曾清霞、吳文全、潘扶德） 

2. 中國高校教師課件設計與製作對學生

美感教育之探討—以 Office 

PowerPoint  PPT 製作的幻燈片課件

為例（林偉欣、潘扶德） 

3. 家庭教育對未成年人社會行為影響之  

探討—以未成年犯罪現象角度分析 

   （張珂、潘扶德） 

（B 場） 

主持人:陳成宏教授  

評論人:吳新傑教授 

1. 西方宗神話故事作為國中小道德教育意

義與啟示—以「天堂與地獄」基督教故

事為例（潘扶德、陳奕樺、肖潔麗） 

2. 中國高等教育器樂專業發展與學生就涯

之研究—以厦門集美大學音樂學院為例

（劉子琛、潘扶德） 

3. 國中技藝教育課程學生課程滿意度及

職業自我概念之研究（董季修、林清達） 

 

15:00-15:30 茶敘與海報發表 

15:30-16:30 
 

A場 
個案教室（2） 

 
B場 

個案教室（1） 

（A 場） 

主持人: 林清達教授   

評論人: 蘇鈺楠教授 

1. Curriculum Reform of Indonesian Higher 
Education: The Context of Change. 

（Anton Subarno） 

2.  代理教師薪資政策之觀點（陳君豪） 

（B 場） 

主持人:潘扶德教授    

評論人:梁金盛教授 

1. 從民族自治與民族學校體系展望原住

民族實驗教育的方向（王前龍） 

2. 大專學生環境態度與行為之研究 

（黃正立、林清達） 

16:30-                         研討會議結束、賦歸 

 

註： 

1. 海報發表： 

(1)許雅雲（東華大學碩士生）                                     

主題：高中職校園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教育政策之省思－從春暉專案紫錐花運動到防

制學生藥物濫用 

(2)鍾慧儀（東華大學碩士生）                           

主題：花蓮縣國民中學教師職業倦怠與專業承諾之相關研究 

(3)陳佩珠（東華大學碩士生）                         

主題：從傳統到開放之主題教學發展歷程的蛻變--以花蓮縣一所幼兒園為例 

(4)杜少文（東華大學博士生）、李怡秀（虎尾科技大學約聘教學人員）、粘忠倚（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講師）                         

主題：數位學伴督導與課輔老師相處策略建構之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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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蔡炘燁（東華大學碩士生）                         

主題：臺灣閱讀政策之沿革與建議 

(6)邱毓婷（東華大學碩士生）、謝卓君（東華大學副教授）                    

主題：我國獨立式中途學校生輔員行政運作差異之探究 

(7)陳家慧（東華大學碩士生）                         

主題：臺灣原住民族族語教育發展分析 

(8)黃玠婷（東華大學碩士生）                         

主題：國民中學專任輔導教師制度及輔導工作困境之探討 

(9)黃維昭（東華大學碩士生）                         

主題：公辦民營實驗教育政策評析與探索 

(10)魏士欽、陳君豪（東華大學博士生）                         

主題：小型學校轉型發展評估分析-以宜蘭縣順安國小中山分校為 

(11)馮凌莉（東華大學碩士生）                         

主題：縣市制度與學校規模對於國中專輔教師直接服務工作影響之探究 

(12)蕭詩諠（東華大學碩士生）                         

主題：偏鄉國中三級輔導之困境 

(13)林晉竹（東華大學碩士生） 

主題：我國教育政策推展與中小學代理代課教師制度之變遷：歷史制度論的觀點 

2. 主持人 5 分鐘，論文發表之發表人每人約 15分鐘，評論人共 15 分鐘，回應與討
論時間 25分鐘。  

3. 研討會地點三樓—A 場：個案教室（2）     B 場：個案教室（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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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3） 

Leading School Change: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Podium and by the Seat of the Pants 

 

Remarks provided by: 

 Dr. Lawrence Machi, Professor of Organizational Leadership Emeritus, University 

of La Verne; Fulbright Specialist, U. S. A.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ies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October 28, 2017 

 

Good morning. It is my honor spend this time with you today. Each of us here has 

probably had the task of leading a school change effort, at some point in our careers. 

Many of us have faced this problem more than once. In my half-century of work with 

schools, I have dealt with change many times, and in many venues. My most 

important learning about school change has come from connecting my leadership in 

the field with the theory learned from the university classroom – lessons I learned 

from the podium and I applied by the seat of my pants. 

 

I would like to humbly share some of those more important lessons with you today.  

I thought I would organize my remarks into four categories that I will frame as 

questions: How do human organizations, like schools, act and change? What do 

leaders look like who effectively lead school change? Who really does the changing? 

And lastly, how do leaders lead a planned change?  

I would like to begin by addressing the first question. 

 

 

How Do Human Organizations, like Schools, Act and Change? 

Reflect for a moment. When you look at your school, what do you see? Do you see a 

machine, something like a clock, were all the parts are structurally put in place to 

make the school function? Maybe you see an organization chart, where everyone has 

a responsibility, where there is a tight order of control, and changes are ordered from 

the top and carried out by those who occupy the positions at the organization’s lower 

levels. However, it doesn’t take long to discover that schools do not act as clocks or 

function as written on an organization chart. Schools are really a collection of 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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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acting out complex relationships. Individuals form groups and subgroups, 

either by formal assignment, or informally on their own. These groups connect 

forming larger groups to form constituencies. Groups from inside the school also 

connect and are influenced by individuals, groups, and organizations that exist outside 

of the school’s walls. Schools really consist of thousands upon thousands of human 

interactions occurring simultaneously. These interactions produce what the school is 

actually thinking and doing. Schools are dynamic, complex places with lives of their 

own. So, if schools are a complex and dynamic set of people interactions that seem to 

self-organize, and self-actualize, what can we say about how they act and change? 

 

School Goes on, with You or without You. 

Did you ever notice, when you first became a member of a school staff, that schooling 

and learning was already in motion? And, have you ever reflected on the fact that 

when you left a school, learning and schooling carried on? What can we say about this 

learning and teaching organization that seems to exist apart from each of us? Well, we 

know these living organisms called schools are made up of human beings, living 

organisms. With some reflection, we can observe that schools use the same process to 

grow and survive, as any other living organism. Schools are complex systems of 

human interactions that, grow, learn, and create through a process of inputs, 

throughputs, and outputs. Why is this important to know? It is because by changing 

inputs, the people and resources directed at teaching and learning, you change the 

throughput, how teaching and learning happens. This of course will change the 

outputs, the breath and quality of what is learned. Simple enough. But what is really 

interesting about this fundamental lifecycle, this human system, the system called 

school is a smart organism. It can learn. When the school system produces an output, 

it gets a reaction from its outside environment, the outside world. Based upon the 

school’s output, more or less input is then provided, and the system, school, must 

adjust. This fundamental life process is cyclical, and at the end of each life cycle, the 

system called school learns and adjusts to survive. The process I am describing here is 

called a learning loop, and is the fundamental way a living system, like a school, 

grows and changes.  You deal with this process all the time. When you receive less 

money or you enroll fewer students, your inputs change. Accordingly, you must 

change and adjust your school operations, your throughputs, as well. So, schools are 

beholding to their external environments, their outside world, for growth and survival. 

They must adapt or d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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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Salk’s S-Curve 

The S-Curve Plots the Life of a School. 

Forming, storming, norming, and performing, the fundamental stages of 

organizational growth are not abstract ideas. If you look long enough, you’ll see that 

schools, as human systems, operate on a sort of a growth curve, an S-curve. (See 

figure 1) This growth curve can be seen easily when you observe groups develop. You 

can see groups form when faculty or staff members come together to perform a task 

or build a constituency. They form the group. Once together, they storm to develop 

ways to work together and to treat each other. They grapple with how to make 

decisions, problem solve, and resolve their conflicts. Storming is a trial and error time 

for the group. Eventually, storming is replaced by accepting specific practices, as the 

group norms its behavior and finds standard ways for doing things. Finally, the group 

moves to high performance, as it perfects its most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practices for 

getting things done to obtain the best results. If you step back long enough, and 

observe your school’s growth from a wide-angle lens, you will see it follows this 

same process as well. This lifecycle, the S-curve, charts the life course for the 

individuals, groups, and organizations of all human systems. 

The S-curve change does not evolve in a linear fashion, but in a dynamic way. And 

while it has an evolutionary tendency, its reality is a messy process of bootstrapping – 

two steps forward and one step back. But even in this jerky motion, you can identify 

periods of calm and periods of chaos.  I am sure you have felt this. There are some 

days when you come to work and find that everything is working just as intended. 

This time of calm may extend over periods of weeks or months. There are other times, 

however, when you come to school, and everything is going topsy-turvy. You can f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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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chool is out of balance in some form of disequilibrium.  The chaos surrounding 

this imbalance is unsettling. You had to find that new ways of working, and build new 

systems to get the school back in balance. This period of chaos usually signals a 

growth spurt for the organization. These periods of disequilibrium are predictable. 

They usually identify with one of the phases on the S-curve. So, as groups or schools 

mature, as they move through the processes of forming, storming, norming, or 

performing, they transition through these chaotic periods of growth. This is 

transitional change. But, what about that thing called bifurcation and the idea of 

transformational change? 

My superintendency was a tumultuous one. We de-unified a school district, and 

unified two others in three short years. Bifurcation, the breaking of organizations, or 

merging, the result of the joining of two independent entities, transform organizations. 

This process brings sure-fire chaos in the literal sense. Once you’re in it, you cannot 

predict what will happen. You might have goals and intentions, but how an 

organization such a school district forms from these processes is revolutionary. 

 To begin to understand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al change, we should first 

understand all living organisms mature to a stage of peak performance, and then in the 

natural course of events diminish, become weaker. Their learning loops can no longer 

adapt to the changing needs and demands of their external environments. The new and 

strange world they find themselves in, simply doesn’t need them any longer. Inputs 

dry up, and these systems are left to dissipate and dissolve. This idea is not too hard to 

see. How many bookstores or major department stores are left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is the movie theater in every neighborhood, or the daily newspaper stand on 

every street corner? Innovative ideas followed by innovative organizations sprouted 

up, providing new and better ways to do what the older human organizations did, and 

replace them. However, we know human organizations are smart. They have the 

capability of re-creating themselves, and in fundamentally revolutionary ways 

realigning themselves to their changing worlds and times. Human organizations can 

do this in two ways. The first of these is called a bifurcation. Re-creating a new entity 

by breaking from the old organization, the idea of the caterpillar transforming into a 

butterfly. Organizations like schools can also merge, and in that birth process, create a 

new entity that is able to meet the needs of its new world. When organizational 

transformation successfully takes place, the maturation of the S-curve process begins 

again. 

Let’s review types of change we have encountered. The first is incremental change – 

making an improvement on a process or tasks that will provide better results. These 

changes are made during the periods of calm between the growth steps on the S-curve. 

Transitional change is an evolution on the S-curve- the type of change tha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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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d when the group or organization forms, storms, norms, or performs. 

Transformational change is the creation of something new. Each of these types of 

change have their unique strategies, and as you move from incremental, to transitional, 

to transformational change, they become more complex and require more risk on the 

part of the members undertaking it. 

 

The Brain of the School Is Its Deep Structure. 

When you are leading a change initiative in school have you ever felt that you were 

continually bouncing against a bowl of jelly. School systems are resilient and seem to 

be impervious to accepting change. But what is it in the school system that makes it 

react this way? Connie Gersich, a noted organizational theorist calls it, the deep 

structure of the organization. This invisible, shadowy entity is a formidable adversary 

to any organizational change. It is made up of five parts: the school’s culture – the 

informal rules and values which guide how people work together, and how they treat 

each other; the strategy of the organization – how the school problem solves, develop 

goals, decides direction, forms structure, and defines work; the power distribution – 

how the organization monitors and controls individuals; control systems – the 

informal processes that produce the knowledge and the procedures to perform the 

work, and finally structure of the system – how the school defines job descriptions, 

lines of communication, and decides the formal policies for the school. These five 

elements control and determine the life of the organization. The deep structure 

determines the resources necessary for doing the work of the organization. It 

determines the criteria for the results expected by the organization. Finally, it controls 

the people relationships, performance, and the accepted processes for getting things 

done. Holistic in nature, the deep structure is a constant interaction among its five 

parts. It is the brain of the organization, controlled by no person, while directing and 

influencing every person.  

The deep structure is created as the school system evolves. As the school organization 

goes through each of its growth stages on the S-curve, the deep structure learns. It 

grows, it norms, and sets the criteria for performance for every member of the school 

community. The deep structure determines the way it’s supposed to be. As school 

organism matures, so does its deep structure. With each growth transition, the deep 

structure matures. It becomes hardened and produces an orthodoxy. The deep 

structure creates “the way things are done around here”. It is this orthodoxy that 

allows the organization to perform well, and it is this orthodoxy that prevents any 

change from occurring that will destabilize the deep structure’s existence. As such, it 

is a major threat to any transition or transformational change. 

As we can now see, the organization we work in, called school, is a very comp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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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ce. It has a mind of its own, exercised through its deep structure. We should also 

see, schools are constantly changing, and must, in order to adapt and survive. So, 

when we contemplate a school change, we are really thinking about a particular type 

of managed change, a particular direction the school must take that differs from its 

present change course, whether it be incremental, transitional, or transformational. 

Knowing this, we can anticipate a confrontation with the deep structure. Leading 

change in a school is not a simple task. In fact, leading managed school change is a 

high-risk activity, not meant for the faint of heart. 

 

 

What Do Leaders Look like, Who Effectively Lead Organizational 

Change? 

“You manage things; you lead people.” —Rear Admiral Grace Murray Hopper 

Unfortunately, this mistake occurs too often in the selection of the school leader. A 

school board or university faculty hires a leader who is competent in accomplishing 

one specific task – an instructional leader, a finance whiz, or an administrator who 

excels at accreditation. This list can go on and on. Even in the best of circumstances, 

these leaders can be successful at accomplishing the task they are hired to accomplish, 

but after that work is over, what do they do next? In my country, we call this person “a 

one trick pony”. They are extremely competent at accomplishing one task, but their 

competency ends there. As the quote above suggests, these individuals are managers, 

experts at managing and doing things. They are not the leaders who can create change. 

In responding to our first question about organizations, we found organizations like 

schools really consist of highly complex people interactions, and are fundamentally 

driven by systems created by people. The successful change leader must be competent 

in leading and managing people through change processes.  So, what do leaders look 

like who effectively lead organizational change? 

 

School Change Begins with Personal Change. 

There is a certain wisdom which comes with the experience of actually leading. I am 

sure that each one of us here can attest to that. I learned early on that leading change 

began with changing self. I have personally fumbled with this notion many times 

during my career, and each fumble has led to personal growth. I found that the first 

step to becoming a successful leader of school change began with being willing and 

able to engage in my own personal change. As a principal and superintendent, I soon 

found developing and becoming skilled at the necessary art of leadership was an 

ongoing process. I also learned the importance of having a clear personal code and 

vision for the greater purpose of serving others. This notion was solidified, whil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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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tnam. My colleagues there expressed it so well, “above all, the leader must have a 

good heart”. A good friend and colleague became a superintendent of a large 

California school district, after leading an extremely successful consulting firm in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After three months in the superintendency, he made this 

comment, “If I didn’t have such a strong personal set of values and a clear purpose for 

being an educator, I would’ve failed by now.” John knew that before he could lead 

others, he had to lead himself. I believe that leadership is a humbling activity. The 

leader must be reflective, a person who can get in touch with his or her deficits and 

commit to personal growth. One cannot build a vision for school change if he or she is 

unwilling to engage in personal change. If I cannot embark on a pattern for living 

differently, how can I ask others to take that risk. As we say in my country, “The road 

to hell is paved with good intentions.” I found that in order to successfully change 

myself, I had to create a plan for personal growth based on action rather than intention. 

The literature addressing leadership development clearly supports these ideas. 

Successful school leaders develop their personal mastery of self as a necessity. 

 

The Successful Change Leader Leads 

My good friend and colleague, Bill Bearley taught me that before we could take any 

action for change, we needed to get a “helicopter view” of the organization to see 

what we were changing. In order to successfully change a school, one needs the 

ability to see the school for what it is, and see where the school needs to be, in order 

to be successful in the future. What are the necessary preparations needed to conduct a 

school change? What is the path that the school must take to engage and successfully 

implement a school change? How are the faculty and staff going to believe and carry 

out that change? These questions and more must be clearly understood and responded 

to before any consideration to move to change is considered. Simply put, the change 

leader must be able to not only create a vision for the future of the school, but must 

also envision the way to get there. 

 

If You Don’t Know Where You Are Going, Any Road Will Get You There. 

Perhaps this line out of the English classic, Alice in Wonderland, says it all. “How can 

you pick a road to somewhere, when you don’t know where you’re going?” How can 

you get “there”, when you don’t know or don’t care where “there” is? If the school 

leader cannot clearly answer this question, where are we going? Then any one 

direction for school change is as good as another. It is only when we clearly know our 

destination that we can choose the road to get there. A school change begins with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destination, the future state of the school. It is not some 

clever catch phrase or list of noble platitudes. John Kotter, the noted lead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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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ist, defines a vision this way, “A vision says something that clarifies the direction 

in which the organization needs to move”. The vision specifies the school’s 

destination for the future. School leaders are in a unique spot here because, as the 

organization’s fortunetellers, they create the vision for the school’s future, the reason 

for making a change. The vision is the galvanizing point that mobilizes the staff and 

faculty to achieve this vision’s common purpose. Moving the vision requires the 

leader to be the architect and designer of the change, the steward who nurtures the 

faculty and staff through the change process, and the teacher who facilitates the 

faculty and staff learning, which creates the buy-in and the skill sets to execute the 

change. The vision not only clarifies what the school’s future looks like, but also 

provides a clear path for how to get there. The school vision not only defines a place, 

but also an action. So, how is a vision created? 

 

Where Do Visions Come From? 

To build a school vision, you must first understand the past. You must learn about the 

history of the school, its heroes, its dilemmas, its successes, and its failures. This is 

the knowledge that allows you to understand how the deep structure was developed, 

and school’s present direction for change. You must be able to sense the organization. 

You must stop and reflect long enough to see an unvarnished view of the school’s 

present state, sense its climate, see its informal and formal power structures, and 

understand the politics afoot. You must understand what drives and attracts and 

pushes the staff and faculty to change, and determine the external forces that influence 

the school’s direction. Finally, the school leader must be able to see the future, to 

imagine what school might look like, when adapting to future environmental 

influences. A school’s vision is created from these three vantage points. 

 

Vision is an Action Word? 

I had been a principal at the high school for a scant four months, when we were 

wrestling with the school vision I’d put forward. My mentor, Don Delay, had attended 

those meetings, and took me aside. He said, “Machi, it’s got to be their version of 

your vision”.  While visions can be identified and articulated by leaders, they are 

acted out and really created by the followers. It is not enough to have developed a 

“sound vision”. That vision must be communicated in such a way as to empower 

others to own it and to act on it. More importantly, a vision for a school is co-created, 

created by the staff, faculty, and leader together.  

You surely need to know where you are going, but you also have to know how to get 

there.  The school vision also must image what school processes and support systems 

will be necessary to support the work required to create the change. Without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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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can the faculty and staff make the vision a reality? Visions don’t just picture a 

better future for the school, but also lay out the path for getting there. 

  

“We” Leaders Create Successful School Change. 

In my culture, a certain cockiness usually comes with personal success. You are 

chosen to be a school leader because of your expertise in instruction and curriculum, 

and your singular ability to achieve. Many of us are heroes in our own minds. Young 

school lead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tend to be overachievers. They know what to do, 

and how to get it done. Leading is really about their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and 

capability. They even might believe they have a privileged or extraordinary capability 

that allows them to stand above others. They simply know best, and they act from that 

point of view. The literature calls them the “I” leader. They believe that the vision and 

mission for a school comes from the top, from them. They are the brains of the outfit, 

so to speak, and those who serve in the middle and bottom echelons of the school 

must follow their lead. They see the school as a type of jigsaw puzzle, having pieces 

and parts that can be interchanged or replaced as needed. They negotiate and mediate 

conflicts from on high, and use, what we call in the US, the carrot and stick approach 

to carry out their agenda. They believe that it is their sole responsibility to set the 

direction and vision for the school, make the key decisions about how to get there, 

and create the conditions necessary to control how people think and act. Their efforts 

at creating school change most often are less than successful. 

During my first year as principal, Don and I were having a meeting about school 

governance at the high school. It was then when I learne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rinciples of leadership. Don said, “Larry, if you want this thing to work, you got to 

give them ownership. You’ve got to be strong enough, to be weak enough, to be 

strong”. Leadership is not about your success, your self-esteem, or single point of 

view, but about the success of the faculty and staff, their self-esteem, and seen from 

their many points of view. Leaders who successfully create school change think as a 

“we” rather than and “I”.  

Successful school leaders are risk-takers. They understand that school success only 

comes, when everyone learns together; collaboration builds a shared the vision for the 

school; differences are resolved by consensus, conversation, and dialogue. The 

successful leader empowers and inspires others, encourages staff and faculty 

reflection and learning, so that better decisions can be made. These leaders coach and 

teach to build skills and create a shared mission. They are strong enough, to be weak, 

and become strong, because they have gained the respect and support of those around 

them. This is a lesson I have to continually relearn. 

Lao Tzu said it best, “A leader is best when the people barely know he exists, w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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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 work is done, his aim fulfilled, they will say: we did it ourselves ”. 

 

 

 

Who really Does the Changing? 

Here is an important realization. The work of the school is done by the students – the 

learners. The teachers are the ones who lead and manage this work. If this is so, then 

the real work of changing schools is in the hands of the staff and faculty. So, what do 

administrators do? 

 

Leaders Spark, Ignite, Nurture, and Shepherd School Change. 

Max DuPree defined the work of the change leader perfectly, when he said: “The first 

responsibility of a leader is to define reality. The last is to say thank you. In between, 

the leader is a servant.” 

Successful leaders are able to picture, to visualize what the organization truly i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which it exists. These leaders create mental models, seeing the 

way the school is, and the way it should be. These are the pictures that enable the 

leader to see the type of change required, and chart the path to that new reality. 

Leaders develop an ability to think strategically and to plan the actions needed to 

co-create this reality. They plot out the organizational response necessary to enable 

the change, and to develop a strategy that can garner a critical mass to enact the 

change. They construct timelines to chart and manage the change. But most 

importantly, successful leaders, visualize and strategize the school change from its 

beginnings to its implementation. The work of the leader is to serve others, nurture the 

vision, and shepherd the change.  

 

Teams: The Engines that Create School Change. 

Margaret Wheatley identified the real engine for school change, when she said: 

“History has brought us to a new moment, where teams are recognized as a critical 

component in every enterprise – the predominant unit for decision-making and getting 

things done”. Whether it is a school governance team, curriculum team, or 

administrative team, that’s where the action is. It is in these teams, the faculty and 

staff become the owners of school change. This is where the real work is done. So, 

what do we know about teams. There’s a difference between a workgroup and a team. 

All of our schools have workgroups; that’s the way schools function. However, most 

workgroups are not teams. A team is a group of people who rely on each other to 

accomplish their work – their members are interdependent. When workgroups argue 

about power or status, and constantly debate what to do, or worse, defer to the l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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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ell them what to do – nothing gets done. School change is rarely accomplished by 

a workgroup. It’s the leader’s responsibility to develop a team or teams. The work of 

change cannot occur without the teams to create it. These are workgroups that 

collaborate to develop a shared vision, shared understanding and common action for 

how to deal with the task at hand. Team development is the first order of business for 

the school leader. Once teams are organized and practiced in their ability to do good 

work, then the tough work of change can begin. Teams are where the planning for 

change is done. Teams create and execute the change. Teams evaluate how the process 

of change has been carried out, and how successful it has been. Teams do the work of 

school change. 

 

The School Leader Is a Team Facilitator. 

As I mentioned earlier, it is the school leader’s responsibility to create and develop 

teams. A successful school leader models and teaches ”teamness”, when working with 

school workgroups, such as a curriculum committee, or leadership council. The 

school leader is the team facilitator. The leader must provide the necessary space, time, 

mentoring, and training necessary to develop group members into team members. As 

the facilitator, the leader practices at being a member of the team and teaches the 

skills of team participation, active listening, group decision-making, and action 

learning. The leader creates a spirit of collaboration, and the mindset of shared 

meaning. Leaders only act, when a common course of action has been defined by the 

group. But most of all, the leader models the change that is desired 

 

The Three Most Important Questions a Leader Can Ask. 

Don DeLay taught me the three most important questions a leader can ask. They’re 

simple. What did I do? How did it work? What do I do next? These are the questions 

that drive action learning and build the learning organization. They are the questions 

that influence the direction of learning loops. I mentioned earlier that much of the 

work of change is done by bootstrapping, the process of muddling through. These 

three questions provide the basis for navigating change. They direct the bootstrapping 

process. They are elegant in their simplicity. When answered honestly, they build a 

path for improvement, and the direction for change.  

The first question, “what did we do” asks the leader and team members to accurately 

recount what happened during the work period in question. The team recounts the 

5W’s: who, what, where, when, and why of what was done. Then they ask how it was 

accomplished. Each member presents a personal view of what happened. Together 

they create a story of what occurred. After reflecting on this story, the team can then 

ask the next question, “How did it work?”.  The criteria for success and inte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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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comes are examined. Using these guideposts, each member recounts the successes 

and shortcomings as a result of what was done. When the team reaches a common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successes and shortcomings, it asks the third question, “What 

do we do next?”. When responding to this question, the team works to incorporate the 

successes into its future work, and develops new ways of thinking and doing to 

mitigate the shortcomings. The product of this reflective assessment provides a clear 

path forward. 

We talked earlier about how organizations grow and change. We found that this 

process occurred in learning loops. We were also able to determine that teams are the 

engines that do the work of the organization. So, if teams ask these three questions at 

the end of every learning loop they experience, they will have rational way of making 

decisions to chart the course for productive change. I think it is that simple. 

 

 

How Do Leaders Lead a Planned Change? 

We have now come to the last of our four questions, How Do Leaders Lead a Planned 

Change? 

Strategic plans are not window-dressing contained in binders that are neatly tucked 

away on some shelve. If school change is to be successful, they are not tasks do be 

done apart from our normal day-to-day activities, but processes that are integrated 

into the life of the school. So, what should strategy address, and what should a 

strategic plan look like? 

 

Major organizational Change Takes Time and Effort. 

Our first hint about what strategic thinking and planning is comes from John Kotter: 

The most general lesson to be learned from the more successful cases is that the 

change process goes through a series of phases that, in total, usually require 

considerable length of time. Skipping steps creates only the illusion of speed and 

never produces a satisfying result. A second very general lesson is that critical 

mistakes in any of the phases can have a devastating impact, slowing momentum 

and negating hard-won gains. 

Leaders that successfully create major change commit considerable time and effort. 

Planning a major change in a school is not simply matter, nor the result of haphazard 

thinking. Managing a school change initiative cannot be accomplished in a disjointed 

way, but must be thought out carefully, and planned skillfully. Successful strategic 

thinking and planning can begin, when the leader has the right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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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c Thinking and Planning Begins with Me. 

Leaders embarking on a change initiative must be equipped with specific skills to lead 

a change effort. The first skill is the ability to become detached from the managing of 

the day-to-day operations of the school long enough to get a meta view of its 

organization. The next crucial skill is the ability to identify the future external 

influences that will affect the school’s success. The leader must have the analytical 

ability to see the gap between future success and present capability. This assessment is 

called a discrepancy analysis, and provides the basis for developing a grounded vision. 

However, vision is not enough. The leader who successfully navigates school change 

must possess the skills necessary to strategically think through the process of that 

change. Theory and practice align when addressing the idea of critical mass. If the 

leader is unable to create a critical mass of the people in the school who will support 

school change, then the change initiative is most assuredly going to end in failure. 

Perhaps the most important strategic consideration a leader contends with is how to 

grow the critical mass to support the change initiative. Finally, the leader must be 

adept at people skills. The change leader must have the ability to communicate well, 

be able to collaborate, and include everyone in the room. 

 

You Have to the Build the Plane, While You’re Flying It. 

Having the skills is not enough. School leaders who take on school change soon find 

that, “they have to build the plane, while they’re flying it.” This means the leader 

must devise a strategy for leading and administering the present school programs, 

while leading and nurturing the change. Simply put, the school leader is doing double 

duty. The leader must find a way to delegate the duties of running the day-to-day 

activities of the school to others, in order to concentrate his or her time to the change 

effort. This adjustment is one of the first issues needing to be strategically thought 

about and planned. This holds true for the faculty and staff as well. Additional time 

and resources must be planned and acquired for the staff and faculty to support their 

work. Building the organizational capacity to create change should not be 

underestimated. Planning time, training, development time, all of these essentials are 

necessary for teams to create change, and must be readily availabl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hange eff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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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win Works. 

 

Figure 2. Lewin’s Three Phases of Transition 

Kurt Lewin built the map for organizational change over half a century ago. This map 

provides a guide for how leaders should think about and plan a change initiative. 

Unlike the strategic plans we are all too familiar with, a successful strategy plans the 

process for how the people can successfully create school change. Differing from a 

curriculum or instructional plan of goals, objectives, and outcomes, a strategic plan 

concentrates on the stages that organizations go through when changing. The strategic 

thinking addressing school change should develop the tactics and tools necessary to 

be able to successfully navigate through each of these stages. First the school leader 

should determine what is needed to take stock in the organization’s alignment to its 

environment – what we earlier called the discrepancy analysis. Next, the leader must 

consider the strategies to create a condition of disequilibrium to allow the school to 

engage in a major change. This is what Lewin called the unfreezing of an organization. 

During this transition. Three phases occur: endings, where faculty and staff must let 

go of the old and risk the new; a neutral zone where trial and error and innovation 

occurs; and new beginnings, where school change is realized. Once the school change 

becomes evident, then the leader sets a plan for norming that change, and develops 

strategies to guarantee its sustainability, what Lewin called the refreezing phase.  

In preparing for battle I have always found that plans are useless, but planning is indispensable. 

Dwight David Eisenhower 

 

The three stages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 are very predictable, and should be planned 

for. However, as the Eisenhower quote from above suggests, plans have a way of 

going off course when they meet reality. Nevertheless, the personal understanding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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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es from planning does not. It is this knowledge and thinking that allows the leader 

to adapt, adjust, and improvise, when the reality of change sets in. This is the strategic 

work leader must do to successfully attempt school change. 

 

School Change Is a Team Sport. 

Strategic planning should be transparent, and owned by those who lead, as well as, 

those who create the change. It is a team sport. If the leader is to get a critical mass to 

accept the change vision and own the change effort, then the processes for creating 

that change must be inclusive. The old adage, “In order to go fast, you must go slow.” 

is good advice. The smart leader takes the time to allow people to catch up and 

develop a common mindset about what is to be done and how to get there. The figure 

below outlines the steps a school goes through when creating a change. These steps 

cannot be planned or executed in private, but must be the work of the teams that are 

created to make the change. As teams problem-solve through each step of this process, 

they come to understand the change needed, and gain ownership in the change 

initiative. Organization theory tells us that systemic change really occurs from the 

bottom up. Since, this is the case, then successful leader plans for it. 

 

In brief, the lessons I learned from the podium, and the seat of my pants were 

these: 

Schools are organizations made up of people engaged in complex sets of human 

interrelationships.  

 These people work in groups and subgroups, all creating the school 

simultaneously. 

  The school organization thinks and acts through its deep structure. 

  Schools are constantly changing in order to grow and survive.  

 As in any other human organization, they evolve through series of incremental, 

transitional, and eventually transformational changes.  

 When leaders take on school change, they most often seek to alter the course 

of change the school is acting out.  

 Leaders attempting to lead the school in a new direction, almost assuredly 

confront the school’s deep structure, a formidable adversary, which will fight 

to maintain the status quo. 

I learned in order to be successful, change leaders must first have a solid sense of self.  

 These leaders must have developed the strong knowledge, skills, attitudes, and 

beliefs necessary to lead school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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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ge leaders are active participants in the change they seek. Not only do 

they develop the strategies and tactics to orchestrate the change, but they are 

active facilitators in the process as well. 

 These leaders have a clear vision for the future the school that is based on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past, a grounding in the present, and a strong sense 

of the future. 

 Change leaders understand that will be their version of the leader’s vision that 

drives successful change. 

 Change leaders are “we” leaders. 

 

I’ve also come to understand that teams create school change. I have learned: 

 Facilitating school change begins with developing teams from workgroups. 

 Change leaders know their first order of business is to develop and facilitate 

teams. 

 The questions: What did I do? How did it work? and What do I do next? drive 

school change. 

Finally, I now understand, school leaders are successful at leading planned change 

when: 

 They are skilled in developing and implementing strategies and tactics for 

change. 

 They understand and make allowances for the reality that, “They are flying the 

plane, while building it at the same time.” 

 They understand and are comfortable with the reality that the change process 

must be transparent, and an inclusive process. 

 

It’s been three years since I played the change game in schools. I’ve had much time to 

reflect about what I have done. Looking back, I saw many successes, but also saw 

many failures. My one regret is, I wish I had learned these lessons at the beginning of 

my career. Knowing these principles would have given me the roadmap for becoming 

leader I always wanted to be.  

Thank you for the opportunity to speak with you today. I only hope that my remarks 

were helpful, and I could be of som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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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4） 

學校創新經營策略 

陳竑濬理事長（中華民國學校行政研究學會） 

學校創新經營策略
陳竑濬(木金) 教授

學校行政研究學會 理事長

中國文化大學教育系教授．政治大學教育學院教授

 

 

 

壹

貳

推陳出新：校園環境的創新策略

無中生有：學校制度的創新策略

參

肆

有化化有：翻轉教學的創新策略

無中生無：目標管理與組織學習

Connection．Discovery．Invention．Application

推陳出新．無中生有．有化化有．無中生無

學校創新經營策略

 

陳竑濬(木金 )教授簡介
學校行政研究學會理事長
中國文化大學教育系教授．政治大學教育學院教授

學歷：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博士
美國賓州斯克蘭頓大學研究

經歷：
國立台東大學副校長
國立政治大學總務長、師資培育中心主任
南華大學校務研發長．教學發展中心主任
美國賓州斯克蘭頓大學客座教授
北京師大校長培訓學院客座教授

學術專長：
校務研究、校長培育、教師培訓、教育創新

學術榮譽：
學校行政研究學會理事長．學校建築研究學會理事長
美國KDP(Kappa Delta Pi)國際教育榮譽學會會員．臺灣分會常務理事
2006、2015 年兩次榮獲 教育學術聯合團體頒發 學術研究傑出貢獻木鐸獎

 

 

 

做得到的實踐方案

 

學校創新經營策略 1
Connection．Discovery．Invention．Application

推陳出新．無中生有．有化化有．無中生無

壹 推陳出新：校園環境的創新策略

 

 

推陳出新：校園環境的創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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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優質學校創新經營理念
整體
規劃 安全

顧慮

教育
意涵

創意
精緻

經濟
效益

政策
配合

合作
參與

美化
佈置

衛生
考量

前瞻
追求

創新
經營

健康
校園

安全
校園

自然
校園

科技
校園

藝術
校園

人文
校園

以創新經營原則
為前導與檢核

 

創新經營永續校園 台北市大安國小

 

  

服務效能的辦公處所

不同處室自行討論選用色調

主任綜覽全局內外分明 組長面對前面訪客 高腳椅好洽公書寫平臺超便利

小會議桌晤談會議兩用

 

活化空間的普通教室

中年級（自主學習）

低年級（收納整理）

高年級（自我管理）

各年級依學生生活能力、
認知發展設計，兼顧多元
功能及色彩運用。

 

 

 

精緻創意的音樂教室

團隊教學練習
小而美音樂演奏廳

韻律肢體表演藝術

多元統整的空間需求

 

安全探索的自然教室

揮發氣體抽風機 緊急沖眼器

強化安全防範意識

實驗用防護玻璃
穿透式的觀察窗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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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馨舒適的圖書中心

階梯閣樓座椅空間活化

色調溫和視覺穿透輕鬆閱讀 怡然自得

 

廣闊暢通的屋頂平臺
風力太陽能燈能源教育

下課休憩活動空間 花臺休憩椅及跳格子遊戲 親師生跨年晚會好景點

望遠凝視邁向101貫穿高樓層通道

 

 

學校創新經營策略 2
Connection．Discovery．Invention．Application

推陳出新．無中生有．有化化有．無中生無

貳 無中生有：學校制度的創新策略

 

無中生有：學校制度的創新策略

 

 

台北市立景美女子高中

感恩合作耀景美
績效創新贏未來

學校創新經營專題案例一：創新─做得到

 

•學年及學期工作計畫追踪管理 績效管理

1.目的：配合年度工作計畫，檢
核工作成果，並為下年度工作
參考。

2.主辦單位：校長室秘書
3.承辦單位：各處室主任、組長
4.協辦單位：總務處文書組
5.每學期初定稿，各處室組須於
學期結束前2週前將下學期(下
學年)年度工作計畫送文書組
彙整，並於擴大行政會報審議
通過後辦理。

6.工作檢討：於每月擴大行政會
報逐次檢討，並於學期結束後
兩週內，辦理學期檢討工作。

行政會報主席裁示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各處室年度工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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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學校創新經營工作績效管理評核表 創新管理

1.目標：配合品質管理之執行，各項業
務及活動，須依照EPDCA (Evaluate
評估、Plan計畫、Do執行、Check考
核、Amend修正)技術辦理，以作為
業務持續改進的依據。

2.具體辦法：
<1>各項活動計畫必須參照標準作業流
程撰寫。

<2>各項活動辦理時，必須檢附EPDCA評
核表，於活動辦理完畢後，陳校長
核閱。

<3>各項活動計畫及表格，必須依照標
準作業流程格式編號及撰寫，並須
提供數位檔案，交文書組存檔。

執行說明

文字

工作績效檢核表

 

台北市南湖國小

學校創新經營專題案例二：創新─看得到

 

  

建立學校行政TQM願景與圖像

策略

流程 人員

品質管理

積極管理

有效規劃

產出輸入 整合力

領導力

看得見的經營成果

想得到的發展機會

執行力

 

建立過程檢核與品質的管理系統

南
湖
國
小
「
行
政
管
理
」
實
施
方
案

校
園
營
造
方
案

經費來源：
1.教育局預算
2.家長會編列預
3.整合社會資源

成效評估
1.處室目標執行率檢核
2.行政服務滿意度調查
3.資源運用的效益
4.學生學習成果展現
5.家長意見交流

知
識
分
享
與
轉
化
●
形
塑
學
習
型
組
織

展現、分享與研究
1.校園新風貌的呈現
2.參與各項試辦計畫研究
3.創新教學設計
4.各項成果展現

回饋與省思
教師、學生、
家長意見回饋

資源整合：
1.行政團隊
2.各領域教師
3.家長會
4.志工團
5.社會資源
6.教育局教育部

實施策略

南
湖
國
小
校
務
發
展
計
畫

P

D C

A
 

  

1.規劃校本學生基本能力指標
2.規劃校本教學模式系統
3.成立多元社團及課後班活動
4.進行校本國英數能力檢測
5.辦理各領域學習成果展現

鞏固學生基本能力，提供展現機會

學生基本能力檢測通過率
（校內自測、臺北市學力檢測）

各領域學生對外參賽表現
學年度 1 學年度 2 學年度 3 學年度 4

獎項 人次 獎項 人次 獎項 人次 獎項 人次

數量 26 約150 47
約
220

61
約
380

86 約650

 

台北市新生國小

學校創新經營專題案例三：創新─感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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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創新經營的策略分析

新生
活泉

型塑精緻
品質管理

落實完善
績效管理

有效知識
管理機制

優質ｅ化
管理環境

落實完善
績效管理

 

1. 訂定校務發展之短、中、長程計畫

2. 擬訂各處室發展計畫(傳承與創新)

落實完善的學校創新經營制度
－訂定近、中、長程學校表現參照指標

落實完善
績效管理

 

  

1.行政人員

– 每學期辦理行政自評、互評

– 每週行政會議、每月擴大行政會報、每學期校務會議

– 處室日誌、工友日誌

– 落實追蹤與考核

2.教師

– 課程會議、領域會議、學年會議

– 教學自評、互評

– 課程教學檢核表

– 各科教學觀摩演示

– 滿意度調查表

落實完善的管理制度
－建立管理制度落實管理執行

落實完善
績效管理

 

學校創新經營策略 3
Connection．Discovery．Invention．Application

推陳出新．無中生有．有化化有．無中生無

參 有化化有：翻轉教學的創新策略

 

  

有化化有：翻轉教學的創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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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創新經營策略 4
Connection．Discovery．Invention．Application

推陳出新．無中生有．有化化有．無中生無

肆 無中生無：目標管理與組織學習

 

  

無中生無：目標管理與組織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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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青少年在校預備未來生涯能力 

培養模型分析之研究 

—以 PISA（2012）數據實證應用模式 

 

陳奕樺博士 

曲阜師範大學中國教育大數據研究院教授 

曾清霞 

泰國博仁大學 CAIC 教育硕士生 

吳文全博士 

泰國博仁大學 CAIC 教育碩博士部教授 

潘扶德博士 

泰國博仁大學 CAIC 教育碩博士部教授 

 

摘要 

本研究目的以 PISA 2012 所釋出的實證資料進行跨國比較分析，以找出中國

與其他國家關於青少年在校預備未來生涯能力培養模式的差異，進而找到中國教

育在此方面的問題。因此，本研究以 PISA 2012 資料方法為基礎，分析中國上海、

新加坡與韓國青少年在校預備未來生涯能力培養模式的差異。透過潛在類別分析

方法，研究結果發現四個潛在類別模型有最佳擬合度，分別命名為「全未獲得培

養組」、「工作資料搜尋培養組」、「工作面試答辯訓練組」和「全面培養組」。

相較於上海的學生，新加坡與韓國學生都有更高的機會成為「全面培養組」、「工

作資料搜尋培養組」與「工作面試答辯訓練組」。綜合而言，然上海地區學校在

全盤綜合能力及單一能力的培養模式上呈缺乏不足，經研究有很大改善的空间。 

 

關鍵字：預備未來生涯、PISA 2012、潛在類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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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ability of Chinese teenagers 

to prepare their future career ability 

—Empirical application model of PISA (2012) data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to PISA 2012 releas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n the empirical data, to find out about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teenagers prepare 

future career ability training mode in school, and then find the Chinese education in 

the aspects of the problem. Therefore,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PISA 2012 data 

methodology, and analyz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Shanghai, Singapore and south 

Korean youth in preparation for future career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latent class 

analysis method, the results found that four latent class models with the best fitting, 

respectively named "all didn't get training group", "information search training group", 

"job interview defense training group" and "comprehensive training group". 

Compared with students in Shanghai, Singapore and south Korean students have a 

higher chance of becoming "comprehensive training group", "working data search and 

training group" and "job interview defense training group". In general, the school in 

Shanghai is lacking in overall comprehensive ability and the cultivation mode of 

single ability, and there is a lot of room for improvement. 

 

Keywords: Prepare for a future career, PISA 2012, Potential class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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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青少年在義務教育結束後進入人生十字路口，不論決定繼續升學抑或直接進

入社會就業，都需要具有預備未來生涯的能力 (Preparationfor Future Careers)，以

便日後能良好地適應社會。根據 PISA 2012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的定義 (OECD，2014)，而預備未來生涯能力是指可以幫助學生在未

來生活中得到良好發展的基礎職能，許多學者也將這些職能稱為核心素養 (Key 

Competence)（吳清山，2011；Vieira，2016）。儘管培養青少年預備未來生涯能

力在我國受到相當高的重視，中國青少年學生在這方面的情況卻不盡理想。基於

Jyvaskyla 大學針對 PISA2012 的分析報告，發現中國上海地區青少年自覺生涯發

展能力 (perceived career development)落居 22 個國家中的最後一名。此外，報告

中同時也顯示中國上海地區學生在校外學到預備未來生涯技能的機會遠高於其

在校內的學習（Sweet，2014），這表明我國的中等學校教育並未負起應有職責，

進而導致學生的預備未來生涯能力過低。相較於 PISA 2012 閱讀、數學與科學等

基礎能力的評比結果，Jyvaskyla 大學的分析報告著實帶給我國學校教育一記醒

鐘。進一步分析 Jyvaskyla 大學的分析報告，亦可發現在青少年預備未來生涯能

力程度較高的國家中（例如：芬蘭與澳大利亞），所屬的青少年往往會認為在學

校比較可以學習到這方面的相關技能 (Sweet，2014)。這與中國學生的狀況正相

反，更加突顯出學校教育發揮相當大的作用。 

中國中等學校在青少年預備未來生涯能力的培養模式上出了什麼問題？透

過與參加 PISA 2012 的國家對比可以得到答案。在參與 PISA 2012 的國家中，同

屬亞洲地區的新加坡與韓國是相當適合作為比較的對象。原因如下：(1)新加坡

與韓國深受中國傳統儒家文化影響，這兩國學生在 PISA 2012 基礎能力的閱讀、

數學與科學素養評比中都與中國學生程度相近（成尚榮，2015）；(2)在 Jyvaskyla

大學的分析結果中，新加坡與韓國青少年的預備未來生涯能力程度位居世界領先

的水準 (Sweet，2016)。令人好奇的是，新加坡與韓國的中等學校教育是如何讓

學生保有良好的基礎能力，又仍能在校園中培養其學習到預備未來生涯的相關技

能？透過將這兩國與中國學生的實證資料進行比較，可以得到許多有意義的借鑒

參考。 

綜上所述，根據 PISA 2012 的實證數據，中國中等學校在青少年預備未來生

涯能力的培養模式成效不盡理想 (Sweet，2016)，目前急需厘清當中的問題。本

研究以 PISA 2012 所釋出的實證資料進行跨國比較分析，旨在找出中國與其他國

家關於青少年在校預備未來生涯能力培養模式的差異，進而找到中國教育在此方

面的問題。考慮到新加坡與韓國的地緣文化與中國相近，而且三國的學生都擁有

良好的讀寫算基礎能力，這些相似條件為本研究提供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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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預備未來生涯能力 

根據 PISA 專案小組的技術手冊報告，在 PISA 2012 的測量中，預備未來生

涯能力是指個體具備一些有助於自己未來生涯發展的技能，所詢問的問卷題項為：

是否會檢索與工作及升學的學業相關資訊、履歷及面試準備等方面的能力 

(OECD，2014)。 

二、基於 PISA 2012資料的實證研究 

PISA 2012 是由 OECD 舉辦，每三年舉行一次的跨國性青少年生活職能評比

專案，主要目的是比較各國 15 歲年齡學生運用知識和技能以迎接現實生活挑戰

的能力（陳璟，2013）。PISA2012 的實證資料中，關於基礎能力的評測結果最為

我國教育界所熟悉。然而，閱讀、科學與數學只是學生適應未來的基礎，仍需要

有其他核心素養的配合才能有較為完整的發展。鑒於已經有許多實證研究是針對

基礎能力方面的檢驗（陳璟，2013），本研究不再對基礎能力方面的實證資料進

行探討，而是聚焦在其他的預備未來生涯能力。 

青少年預備未來生涯能力的測量是 PISA 專案組在 2012 年首次加入，問卷

的題項包括學生在校內外學得了哪種預備未來生涯能力（李守敏，2016）。在這

些題項中，情境鎖定在學校方面的學生作答數據，可反映中等學校關於預備未來

生涯能力的培養模式情況。目前國內外曾利用 PISA 2012 預備未來生涯能力實證

資料進行探究的研究仍相當少見，國外研究的部分，研究者僅搜尋到由 Jyvaskyla

大學專案組於 2014 年所完成的分析報告 (Sweet，2014)。該報告相當具有啟發

性，因為他們除了發現各國青少年預備未來生涯能力具有跨國的差異之外，更進

一步探究學生個人的特徵與學校特徵對此種能力所造成的影響。不過該報告主要

是針對盧森堡與芬蘭所作的分析，對於中國學生的著墨不多。國內研究則是遲至

2016 年，才首見周金燕的研究，其專門針對參與 PISA 2009 的中國上海地區青

少年學生數據進行分析，結果顯示學校資源的投入可以增進學生的預備未來生涯

能力，成績導向的評價制度卻會對此種能力造成負面影響（周金燕，2016），為

我國在此方面的研究作出相當具意義的貢獻。雖然周金燕的研究與本研究都關注

在中國上海地區學生的預備未來生涯能力，然而兩者的視角並不相同，周金燕的

研究主要是檢驗影響學生預備未來生涯能力的相關因素，本研究則是進一步探討

青少年在校預備未來生涯能力培養模式的問題，兩者的結果可相互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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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與實施 

一、研究資料來源與資料分析對象 

研究者於 PISA專案組的官方網站下載參與 PISA 2012的學生檔案，並從此

來源檔案篩選出中國上海地區、新加坡與韓國的學生作為資料分析對象。中國上

海地區的青少年參與在 PISA 2012的人數為 5177人，新加坡為 5546人，韓國為 

5033人。扣除未作答以及作答有所遺漏的學生後，納入資料分析的人數為：中國

上海地區學生 5166人（男女比例為 49.1與 50.9），新加坡 5528人（男女比例為 

50.3與 50.9），以及韓國 5027人（男女比例為 53.5與 46.5）。從分析對象所屬學

校的體制來看，中國上海地區以及新加坡參與 PISA 2012的學校以公立學校為主，

公立與私立學校的比例為9：1。韓國參與學生所屬的學校則是公立與私立學校接

近一半（公立：54.5%與私立：45.5%）；從學校所在的區域來看，中國上海地區

與新加坡的參與學校均座落在大型城市，韓國參與學校的區域比較分散，普通城

市與大型城市的比例皆為 42.9%，14.2%為鄉鎮農村地區 (OECD，2014)。 

二、PISA 2012數據分析題項 

本研究所使用的  PISA 2012數據題項為釋出檔案中編號  EC04Q01A至 

EC04Q06A的題項，共有六題。分別是詢問受試學生在學校是否習得各種預備未

來生涯所需之技能（例如：撰寫履歷、準備面試、檢索工作相關資訊等）。各題

的選項分為是（有習得）與否（未習得），屬於二分的名義變數屬性。PISA的技

術手冊顯示中國上海地區、新加坡與韓國學生的 Cronbachs’α值依序為為 0.72、

0.79與 0.78，表明這六題在三個國家學生的作答上具有良好內部一致性的信度 

(OECD，2014)。 

三、資料分析 

本研究旨在比較中國、新加坡與韓國青少年在校的預備未來生涯能力培養模

式有何差異。針對此目的，研究者利用三個國家青少年在 PISA 2012 的預備未來

生涯能力題項作答數據來進行分析。因為每個題項分別是測量不同的預備未來生

涯能力，故可由學生在這些題項上的作答，判斷出該名學生所屬學校的培養模式，

是著重在那一種的技能發展。其次，當不同的培養模式被辨識後，再比較三個國

家在這些培養模式的比例分佈差異。根據以上思路，使用 Latent Gold 5.0 軟體進

行潛在類別分析 (latent class modeling)的三步驟取向 (3 Step Approach)。潛在類

別分析是以至少一個的內在潛在類別變數解釋數個外在變數之間的關聯，使外在

變數的關聯經過潛在類別變數的估計後，維持局部的獨立性。其中，每一個類別

都是由一群具有相同特徵的觀察值組成（邱皓政，2008），也就是每一個類別都

是相同特徵的學校培養模式。三步驟取向的具體步驟如下： 

（一）第一步：潛在類別模型的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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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學生所隸屬的不同在校預備未來生涯能力培養模式，本研究是先應用潛

在類別分析中的探索性模型作檢驗。此模式是希望決定外在變數的變異最能被幾

個潛在類別所解釋，當 T 個潛在類別能夠解釋最大的外在變數變異時，此 T 個

類別的模型即為最佳模型。 

（二）第二步：受試學生的分組 

當探索性模型辨識完成，確認出最佳的潛在類別數目後，將中國上海、新加

坡與韓國青少年學生依據他們在外在變數上的作答，分配至所屬的潛在類別。 

（三）第三步：檢驗地區的變數與學生分類的關聯 

在將三國青少年分配至所屬的潛在類別後，以中國上海地區的青少年為參照

組，檢驗不同地區的青少年在各個潛在類別中的機率差異。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中國上海地區、新加坡與韓國青少年在預備未來生涯能力題項的

描述性統計結果 

表1為中國上海地區、新加坡與韓國青少年在 PISA 2012預備未來生涯能力

的六個題項作答分佈結果。從各國內部的比較來看，中國上海地區學生最沒有在

學校中學習到的技能為「如何尋找工作」與「如何準備工作面試」，分別達 95.8%

與 94.3%；新加坡學生最沒有在學校中學習到「如何尋找工作」以及「如何尋找

學生資助的數據」，分別達到 77.6%與 77.2%；韓國學生在校最沒有學到「如何

準備工作面試」與「如何尋找學生資助的資料」，分別為 81.7%與 89.0%。從各

國的比較來看，中國上海地區青少年僅在「如何撰寫履歷表或我的資歷摘要」與

「如何尋找學生資助的資料」等兩題的題項作答與新加坡及韓國青少年的平均值

相差在 15%以內，其餘四個題項的差距都在 15%以上，相差最高的是「如何尋

找工作」，中國上海地區學生在此方面的技能低於其他兩國青少年的平均值達

29.2%（國際學生上海專案組，2014）。 

值得一提的是，三個國家的青少年中，有超過七成五的學生表示未學得「如

何尋找學生資助的數據」，顯示此題對於這三個國家的青少年不具備適當的區辨

力，因此在後續的潛在類別分析中，研究者將此題刪除，只放入其他五個題項進

行探索性模型。 

 

表1 受試者在預備未來生涯能力題項的作答分佈 

  中國上海地區 新加坡 韓國 

1.在校學習到如何尋找我感興

趣的工作數據 

是 872 16.9% 1948 35.2% 1913 38.1% 

否 4294 83.1% 3580 64.8% 3114 61.9% 

2.在校學習到如何尋找工作 是 215 4.2% 1237 22.4% 2233 44.4%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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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4951 95.8% 4291 77.6% 2794 55.6% 

3.在校學習到如何撰寫履歷表

或我的資歷摘要 

是 683 13.2% 1623 29.4% 1086 21.6% 

否 4483 86.8% 3905 70.6% 3941 78.4% 

4.在校學習到如何準備工作面

試 

是 296 5.7% 1500 27.1% 918 18.3% 

否 4870 94.3% 4028 72.9% 4109 81.7% 

5.在校學習到如何尋找我感興

趣的高中或大專課程的資料 

是 725 14.0% 2407 37.0% 1421 28.3% 

否 4441 86.0% 3481 63.0% 3606 71.7% 

6.在校學習到如何尋找學生資

助的數據（例如：學生貸款或

贈款） 

是 308 6.0% 1316 23.8% 553 11.0% 

否 4858 94% 4212 76.2% 4474 89.0% 

二、潛在類別分析結果 

（一）步驟1：潛在類別分析探索性模型的辨識 

表 2為潛在類別分析探索性模型的結果摘要表，模型1至模型5分別代表潛在

類別的數目。從表2可知，在模型的評估指標上，只有在模型5的 G
2沒有達顯著，

其他模型的 G
2與 ΔG

2都達到顯著，這可能是因為總分析人數達 15721人，樣本

數相當龐大，使得 G
2指標此時不是一個適合的判斷指標。根據邱皓政（2008）

的建議，當樣本人數很大時， BIC是較適當的檢測指標，在此考慮下，模型4擁

有最低的 BIC值，可判定將潛在類別分為四個類別的模型4為最佳模型。 

 

表2 潛在類別分析模型評估指標 

模型 AIC BIC df G
2
 p ΔG

2
 ΔDF p 

模型1 85462.89 85501.21 26 16801.13 00 - - - 

模型2 71800.54 71884.83 20 3126.77 0 
13674.3

6 
6 0 

模型3 69880.11 70010.39 14 1194.35 0 1932.42 6 0 

模型4 68716.90 68893.14 8 19.13 0.01 1175.22 6 0 

模型5 68714.14 68936.36 2 4.37 0.14 14.76 6 0.03 

 

確定最佳模型後，研究者接著對此模型的特性加以說明。表3為模型四的四

個潛在類別機率估計值，以及四個潛在類別在5個題項的條件機率參數估計結果。

根據表3可發現，類別1學生在五個題目的作答上都傾向選擇「否」，這種類型反

映的是在學校並未學得任何的預備未來生涯能力，此類的學生人數是四種潛在類

別中人數最多者，占了 59%，命名為「全未獲得培養組」。類別2的學生特別在

「如何尋找我感興趣的工作資料」與「如何尋找工作」有較高選擇「是」的機率，

這類的學生反映出學校主要培養他們的預備未來生涯能力是在檢索工作方面資

訊的技能，可命名為「工作資料搜尋培養組」，此組別占整體學生的比例為 20%。

類別3是在「如何撰寫履歷表或我的資歷摘要」與「如何準備工作面試」有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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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是」的機率，屬於人際溝通合作、資訊整合及創新能力，命名為「工作面

試答辯訓練組」，此類別占了整體學生的 12%。最後，第四個類別學生在五個

題目都傾向點選「是」，表示在各種預備未來生涯的技能上都能具備，命名為「全

面培養組」，占了總學生的 9%。 

 

表3 各潛在類別條件機率表 

命名 

類別1 

全未獲得 

培養組 

類別2 

工作資料 

搜尋培養組 

類別3 

工作面試 

答辯訓練組 

類別4 

全面培養組 

1. 在校學習到如何尋找我

感興趣的工作數據 
0.0281 0.8805 0.1689 0.9541 

2. 在校學習到如何尋找作 0.0260 0.5903 0.1497 0.9081 

3. 在校學習到如何撰寫履

歷表或我的資歷摘要 
0.0290 0.1748 0.6852 0.9039 

4. 在校學習到如何準備工

作面試 
0.0091 0.0629 0.6055 0.9137 

5. 在校學習到如何尋找我

感興趣的高中或大專課

程的資料 

0.0629 0.5063 0.4084 0.8699 

人數 9466 3396 1457 1402 

百分比 0.587 0.203 0.1203 0.0894 

 

（二）步驟2：分組結果 

基於探索性模型的分析，現進行受試學生的分組，每一個學生都會被分至某

一個潛在類別。透過標準化殘差絕對值是否高於 1.96，來判斷經由探索性模型

分析所決定的模型對每一種回答組合的解釋力高低。同時，也參照外在變數之間

的兩兩相關殘差值來判斷四個潛在類別模型的解釋力，當殘差值過大時，表示外

在變數之間的關係無法為潛在類別模型所解釋，也意味分類的正確性受到威脅。

從表4可知，除了點選“是否否是是”的組合之標準化殘差值為 2.95，稍微高於 

1.96外，其餘回答組合都可在潛在模型中獲得良好的解釋。從表 5可知，所有外

在外在變數之間的相關殘差值均小與 3.84，殘差值未達顯著，表明潛在模型使

得各類別之間達到局部獨立性，分組情況良好。 

 

表4 潛在類別模型估計的殘差 

EC04Q01A EC04Q02A EC04Q03A EC04Q04A EC04Q05A 觀察值 模型估計次數 殘差 

是 是 是 是 是 895.0000 891.9790 0.1012 

是 是 是 是 否 152.0000 151.5767 0.0344 

是 是 是 否 是 226.0000 225.6505 0.0233 

是 是 是 否 否 155.0000 154.4491 0.0443 

是 是 否 是 是 137.0000 140.3290 -0.2810 

是 是 否 是 否 57.0000 61.9102 -0.6240 

是 是 否 否 是 653.0000 661.8978 -0.3458 

是 是 否 否 否 658.0000 644.9422 0.5142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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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否 是 是 是 134.0000 140.9575 -0.5860 

是 否 是 是 否 89.0000 86.1947 0.3022 

是 否 是 否 是 146.0000 134.3824 1.0022 

是 否 是 否 否 135.0000 144.6750 -0.8044 

是 否 否 是 是 84.0000 60.9879 2.9467 

是 否 否 是 否 49.0000 63.6675 -1.8382 

是 否 否 否 是 472.0000 481.3260 -0.4251 

是 否 否 否 否 691.0000 688.0727 0.1116 

否 是 是 是 是 84.0000 83.2233 0.0851 

否 是 是 是 否 70.0000 65.2917 0.5827 

否 是 是 否 是 37.0000 49.0610 -1.7219 

否 是 是 否 否 68.0000 62.7074 0.6684 

否 是 否 是 是 29.0000 28.8407 0.0297 

否 是 否 是 否 33.0000 34.9013 -0.3218 

否 是 否 否 是 119.0000 114.7362 0.3981 

否 是 否 否 否 312.0000 313.5016 -0.0848 

否 否 是 是 是 226.0000 231.6935 -0.3740 

否 否 是 是 否 333.0000 331.5739 0.0783 

否 否 是 否 是 181.0000 176.7141 0.3224 

否 否 是 否 否 461.0000 461.8679 -0.0404 

否 否 否 是 是 113.0000 113.4720 -0.0443 

否 否 否 是 否 229.0000 227.3987 0.1062 

否 否 否 否 是 657.0000 657.7470 -0.0291 

否 否 否 否 否 8036.0000 8035.2712 0.0081 

 

表5 外在變數相關的解釋殘差 

外在變數 EC04Q01A EC04Q02A EC04Q03A EC04Q04A EC04Q05A 

EC04Q01A .     

EC04Q02A 0.0000 .    

EC04Q03A 0.0071 0.0160 .   

EC04Q04A 0.0008 0.0025 0.0005 .  

EC04Q05A 0.1462 0.4310 0.0390 0.2255 . 

 

（三）步驟3：不同地區學生分類上的差異 

表6為Wald檢驗的結果，結果顯示地區變數與潛在類別變項具有顯著關聯

(Wald=1580.86，p=0.00)。相較於中國上海地區的學生，新加坡的學生有更高的

機會成為「工作資料搜尋培養組」、「工作面試答辯訓練組」及「全面培養組」，

而不會成為「全未獲得培養組」；韓國的學生則是相較，比起中國上海地區學生，

韓國學生有更高的機會成為「工作資料搜尋培養組」與「全面培養組」，而不會

成為「全未獲得培養組」。綜合而言，與中國上海地區學生相比，新加坡與韓國

學生有較高的機率是「全面培養組」，至於在「工作資料搜尋培養組」與「工作

面試答辯訓練組」，新加坡與韓國的學生也比中國上海學生有更高的機會成為這

兩類的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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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Wald檢驗結果 

Covariates 

類別1 

全未獲得培

養組 

類別2 

工作資料搜

尋培養組 

類別3 

工作面試答

辯訓練組 

類別4 

全面培養組 
Wald-test 顯著性 

中國上海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1580.86 0.00 

新加坡 -0.0000 1.2286 1.7453 2.2491   

韓國 -0.0000 1.7774 0.7737 2.0918   

 

伍、結語 

學校設立的主要目標是希望培養學生具備適應社會所需的各種職能。從國家

競爭力來看，唯有學校能發揮功能，讓學生具備適應社會所需之核心素養，整體

的社會才能有健全的發展，因此探討青少年在校的預備未來生涯能力培養模式是

相當重要的議題。本研究在 PISA 2012 的實證資料中，挑選與我國文化有密切淵

源的新加坡與韓國進行比較，探討三國青少年在校預備未來生涯能力培養模式的

差異。透過潛在類別分析的方式，結果發現分成四個潛在類別的模型具有最佳適

配度，分別為「全未獲得培養組」、「工作資料搜尋培養組」、「工作面試答辯

訓練組」與「全面培養組」。其中，相較於中國上海的學生，新加坡與韓國學生

都有更高的機會可以成「全面培養組」。在「工作資料搜尋培養組」、「工作面

試答辯訓練組」方面，新加坡也比中國上海的學生有更高的概率成為這兩種組別。

韓國雖然在「工作面試答辯訓練組」的概率僅略高於中國上海學生，但是在「工

作資料搜尋培養組」概率仍遠高於中國學生。總之，中國上海地區學校在青少年

預備未來生涯能力培養模式上，缺乏重視學生這方面的相關能力，不論是單一能

力還是綜合培養模式都有極大的不足及努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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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高校教師課件設計與製作 

對學生美感教育之探討 

—以 Office PowerPoint PPT 製作的幻燈片課件為例 

  

林偉欣 

泰國博仁大學CAIC教育管理碩士生 

潘扶德 

泰國博仁大學CAIC教育管理碩博士部專任教授 

 

摘要 

現代高校教師使用多媒體授課的主要教具是演示課件（Office PowerPoint），

以下簡稱 PPT 課件，它是體現當下數位化與資訊化教學水準快速發展的主要趨

勢，教師 PPT 課件的設計與製作水準也逐漸成為一門值得高校從教人員及教學

管理者關注、必須掌握的基本功和需要不斷探討、學習深化的先進、有效的教學

方法。本文從中國高校教師 PPT 課件設計與製作的現況及問題出發，直觀設計

製作上被忽視的視覺美感問題，本研究目的在探討教師課件在視覺效果上如何對

學生的美感教育產生影響？同時就如何利用在多媒體技術愈加廣泛的情況下，教

師本身如何通過由點線面形成的的畫面、圖像、文字編排和色彩選擇等諸多元素

去設計和組成的課件？如何創造出不乏美感的課件在傳授知識的同時對學生美

感意識和教育產生影響。 

本研究以文獻分析教師通過在課堂的教學設計與方法來引導學生建構學習，

在建立認知、情義、技能以及教學領域中有關的教與學互動過程基礎上，運用教

師上課課件設計與製作的視覺效果來傳遞美感教育，引導學生主動構建與學習和

美感相關的能力培養，以培育學生感受美、創造美的能力，從而促進學生在美感

領域獲得探索與覺察、表現與創作、回應與賞析能力的培養。美感教育是無形的，

是超脫實質且是作為特殊的教育範疇，教師通過在課件設計與製作上植入與美相

關的元素，滲透大量美的因素，傳達美的感受和認知，這樣有利於增進學生美感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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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將嘗試得到如下結論： 

（一）教師課件設計與製作的技術水平，是通過教師在課件設計與製作的過

程中結合美學進行教學知識的傳播，對學生的美感教育有關係。 

（二）學生可以通過教師授课的課件產生多維度感知，在文字、顏色等方面

具有敏感性，可以通過視覺的感官引發聯想。  

（三）PPT課件是多媒體教學形式的一種，是教師與學生在知識傳遞互動上

重要的橋樑。 

（四）在當前的教學應用中，多數教師會因自身條件的有限，在設計製作具

有一定水準的課件的技術問題上有難度，容易過於直白地將傳統教學內容複製到

多媒體課件，導致課件變得枯燥無味，失去美感。  

 

關鍵字：PPT課件、設計與製作、美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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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college teachers’ course design and 

material making to students’ Aesthetic 

Education: an example from making slides by 

Office PowerPoint PPT 
                               

Abstract 

In the modern age, the main teaching aid used by university teachers in 

multi-media teaching is Office PowerPoint (simplified as PPT slides below). PPT 

slides reflects the current major trend of the fast developing digital and 

informationalized education. The designing and making of PPT slides have become a 

basic skills and must-have skills that require university teaching personnel and 

management personnel to concern about, and advanced and effective teaching method 

that require continuous discussing, learning and deepening. This study starts from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when designing and making PPT slides, displaying 

directly the problems of visual sense of beauty ignored when making PPT slides.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iscuss how visual effects of PPT slides made by 

teaching personnel could affect the sense of beauty of students. While at the same 

time, how teaching personnel themselves can design and construct their slides by 

using elements like images, graphics, layout of characters and selection of colors 

consisted of points, lines and plain, and how to create PPT slides with a sense of 

beauty to influence the awareness and education of students’ aesthetic feelings while 

imparting knowledge under a circumstance that multi-media technology is being used 

wider and wider.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way teaching personnel guide their students building up 

learning skills, delivering aesthetic education by using visual effects of the design and 

making of PPT slides, guiding students to build up and learning aesthetic related 

ability, cultivating the ability to feel and create beauty, promoting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capability of discovering and awareness, performance and creation as well as 

responding and appreciating based on the structuring of recognition, emotion and 

skills as well as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eaching and learning related activities. 

Aesthetic education is invisible, beyond the essence and its acting as a special 

category of education. Teaching personnel can enhance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 by 

implanting plenty of aesthetic elements, permeating plenty of aesthetic factors and 

passing on the sense and awareness of beauty to their students. 

 

Keywords: PPT courseware, Design and production, Aesthetic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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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 

在多媒體技術高速發展的今天，多媒體課件被很普遍地使用在我們工作、課

堂之中，它以其諸多優越性成為現代課堂教學的主要呈現方式，易於使用、方便

操作、集成媒體、圖文結合、表現手法豐富、預設性強以及便於保存修改等優勢，

成為展示軟體中的主流，被廣泛應用於課堂教學和各種學術講座與會議，因而很

多高校教師把它定位成大眾軟體，使用其功能可以方便快捷的幫助我們傳播知識、

高效率的完成多媒體課件製作。當層出不窮的教學課件出現時，我們不光考慮實

用，還要注重美觀與創新性，考慮視覺效果對學生美感的影響，因為許多教師製

作的 PPT 課件品質不高，運用方式不恰當，未能達到使用多媒體課件的教學目

的，更不能通過課件的設計製作，頁面交互形式產生視覺美感，不能給學生帶來

賞心悅目的感覺，特別是無法巧妙運用美感形式與構成法則，導致無法對學生的

美感教育產生正面影響和啟迪。 

在電腦資訊化時代，PPT 課件在學校多媒體課堂教學中使用率占 90%以上，

我們發現課件在設計與製作以及設計的觀點上越來越被社會、行業所重視，近來

來，大到省市，小到學校，都會定期舉辦不同規格的教師多媒體課件大賽，旨在

讓教師的課件設計與製作水準得到提高和促進同行的業務水準交流。同時強調藝

術化設計風格的課件也在不斷更新，透過教師 PPT 課件這種知識性的資訊傳播

媒介去傳遞美感教育，是直接且有效，並能長期構建和維持的一種傳播途徑。教

師本身是知識的傳播者，是分享和傳達美的教育的橋樑。美感教育的特殊性來源

生活且形成於生活，而課件在設計與製作上視覺美感是除了藝術設計以外，更進

一步強調了人機互動的原則，利用人性化的交互畫面過程第一時間拉近了與學生

之間的距離。 

本文以藝術化視角在 PPT 課件設計與製作為切入點，通過對 PPT 課件與人

機互動的視覺傳達過程、視覺傳達的一般設計規律等研究因素的調研分析，以及

對 PPT 與版式設計、文字編排、裝飾圖案應用、色彩的處理、動畫的運用、風

格定位等的內在關係的分析，探索出最大限度使 PPT 課件實用與美感並存的應

用方法。由於 PPT 課件製作簡單快捷、方便，因而一直被定位成簡單的教學課

件輔助工具，但是從設計的角度看，往往覺得簡單的愈是最難把握和控制的，無

論從頁面的圖像選擇、字體大小與文字編排等都需嚴格把握，而大多數教師的課

件，只是將書本的知識複製在版面上並沒注重美觀性，只把它當做多媒體電子書

一樣的演示文稿或是多功能投影板書，設計的層面只局限於其功能的使用，甚至

是無設計，直接且果斷地忽視了視覺美感的傳遞問題。通過資料的收集和個案分

析分析，從部分回饋的教學資訊看，教師課件存在諸多問題不單單是忽略視覺美

感的問題，如課件畫面文字不清晰，字體大小不適宜、畫面色彩灰暗，缺乏美感，

內容過多、圖片質量差等都容易讓學生產生厭學、抵觸、視覺疲勞，心理波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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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陷。 

二、研究目的 

（一）採用描述性研究法，通過對文獻資料的研究分析，以研究者從事教學及平

面設計工作的經驗結合對個案的收集、關注進行輔助說明，結合在一線教學的教

師與學生座談為輔的資料分析加以探讨，瞭解高校教師 PPT 課件設計與製作普

遍存在的問題及現況。 

（二）基於課件功能、美感表現形式提出課件設計與製作的基本方法。 

（三）研擬通過課件改進學生美感教育問題的建議。 

 

貳、文獻探討 

美感教育是教育的核心，透過美感教育可以連接與強化各種不同領域的學習，

同時，美感教育亦是品德教育的關鍵，二者息息相關（李鴻生，2012）。所謂美

感，通過生活和社會實踐的過程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是人本身對於美的感受或

體會，每個人都有不同程度的美感能力。美感是由個體內心深處主動建構的一種

感知美好事物的體驗。關於美的一切感受或體會。美感可以是人接觸到與美相關

的事物後產生的一種感動，從感動昇華為美感的感化，從而達到一種愉悅、豁達

的心境。 

美感教育是一個科際整合的領域，正式使用「美感教育」一詞的是德國教育

學家席勒 (Schiller, 1759-1805)，他主張人類在感覺、悟性與意志三種官能之外，

還有一種美感官能，針對美感官能的教育則稱為美感教育（梁福鎮，2000）。美

感 (aesthetic)一詞的希臘原文意指東西可經由感官而知覺，意為感受瞭解 (to feel, 

to apprehend)（蘇雅慧，2008），十八世紀美學之父 Baumgarten 將 aesthetics 這

個字的意義轉變成感性認知，在感官知覺的同時，也要去思考、理解。教導人們

如何在生活中經驗、感受美，以獲得美感經驗、學習美感能力之教育，即為美感

教育。美是一種感受，而美的體會必須從發現、瞭解出發（胡郁佩，2006）。學

者劉千美則提出，每個人天生就有一種能夠感受存在事務之美好的能力，這種能

力就是美感的能力，他認為在充滿美感體驗下的生活，才會使人在精神與心靈上

有充滿活力，精神奕奕的最佳狀態。除了大自然中的美景對美感能力有引發的作

用外、在日常生活中的小細節和平時的藝術創作活動中，美感無所不在。美感可

能有兩個不同的涵意，一是指偏向於審美的能力，用法和道德感、正義感有關；

另一個則比較抽象，意思偏向於審美中的情感（朱光潛，1989）。 

教育工作者的美感知覺與素養，是營造美感經驗課程的重要關鍵（林素卿，

2009），學者林逢祺（2011）認為，教學能否精進的核心關鍵，在於教學者是否

注重學習者的知覺，即便是智育科目的學習，教師越重視如何讓學生感知樂趣，

越能協助學生達成深刻理解。令學生感覺為美的事項，能夠引領學生體認和欣賞

自然界的奧妙，並瞭解自然現象的原理，科學學習是理性與情感結合、認知與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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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融合的過程（周淑卿，2010）。 

199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指出，要「大力推

進素質教育，注重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培養，使學生在德、智、體、美等方面

全面發展」。從「德智體」到「德智體美」，這一字之差，反映了時代的變化，反

映了社會的發展和進步，強調了美育溝通其他四育的獨特功能以及堅不可摧的地

位（費明衛，2015）。 

教師授課所用的課件設計與製作對學生美感教育的影響可謂緊密相關。一項

調查表明，高校教師使用的課件中，PowerPoint 課件占 90%以上，處於絕對統

治的地位，一直都受到了教師們的青睞，應用十分廣泛（李燕，2006）。所以可

以看出，學生上課的大部分時間都是面對 PPT 課件的，如果課件製作精美，視

覺藝術效果豐富定可以對學生的美感教育產生深遠影響。 PPT，就是 Power Point

簡稱，它是辦公軟體系列 office 重要元件之一（還有 Excel, Word 等）。 Microsoft 

Office power point 是一種演示文稿圖形程式，power Point 是功能強大的演示文稿

製作軟體（360 百科，2016）。 

 

參、教師 PPT課件設計與製作概況 

與伴隨多媒體課件的普及，高校教師已逐漸進入「無傳統板書」的時代，教

師在上課過程中基本可以實現通過 PPT 課件設計與製作，達到教學知識的傳遞。

但在 PPT 課件設計與製作上能呈現美感的缺不盡人意，發現課件在設計製作方面

存在一些問題，這些問題來源種種，除了技術製作的原因，很多時候會因為課程

變換頻繁、備課時間不足、科研任務重而將原本可以在課堂上發揮教學優勢的

PPT 課件也並無優越性。 

一、課件文字信息量大，存在「照本宣書」 

傳統板書比較，通過 PPT 課件複製、粘貼和輸入文字資訊可以更容易顯示

大量的知識點，當滿屏的文字構成課件的主要載體時，學生面對投影屏幕會比直

觀書本更累，因為面對投影折射出來的畫面，且是滿屏的文字時容易視覺疲勞，

當來不及閱讀和消化就跳轉到另一頁面而自己沒法操控時，更容易產生心理的不

滿足感，通過收集的資料及調查發現，多數教師製作的課件充其量只是滿足單一

的多媒體教學，課件只是對教材的文字進行翻版，通過把書本的文字複製到課件，

導致課件存在文字信息量過大，不利於學生正常思維和記錄，而這一點，也影響

了上課的教學品質。 

二、課件設計與製作品質不高 

PPT 課件品質不高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濫用附帶的媒體功能，在頁面

增加了花樣和與主題不符的圖片，在多媒體課件中濫用聲效、動畫及特技效果，

形成畫蛇添足現象，分散學生注意力，而需用形、聲、視、動等多媒體元素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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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學內容卻因為自己的水準不足導致製作技術上的不科學、不準確。二是對文

字編排及結構不嚴謹，在字體選擇、字號大小、顏色搭配、文字位置選擇上不規

範，不協調，無法產生統一的視覺效果。三是課件外觀淩亂，無層次，沒有美感，

不能吸引學生的注意力。具體表現為：版式不統一，無秩序感；單個頁面內容過

多、過密；色彩搭配或選擇不合理，物件位置主次不分、佈局不合理、元素過多

或過少；物件大小不合適、不協調。是功能強大的演示文稿製作軟體（360 百科，

2016）。 

 

肆、提高教師 PPT 課件設計與製作暨促進美感教育的途徑 

一份好的 PPT 課件可以來自對選定科技製作內容的選擇、教學設計、素材

的準備等，而為了能促進學生美感教育的 PPT 課件則來自設計與製作。作為一

項高校教師必備的技能，無論會議匯報、教學、答辯等諸多時候都會成為一種以

提供匯報或教學效率的一種有效的輔助手段。 

一、課件內容豐富、設計製作精細 

將上課時的板書時間用到多媒體輔助教學上，因此相對增加了單位時間內的

教學信息量，所以課件內容不僅僅可以來自教材，更多地可以選擇課外知識。因

此，教師設計與製作多媒體教學課件首先必須領會課程教學大綱精神，把握課程

的核心，在此基礎上廣泛尋找相關素材，特別是與課程密切相關的圖表、圖片、

動畫、視頻等，以保證教學內容的豐富。在課堂講授課程主要內容的同時，通過

知識傳遞與美相關的事物，利用多媒體課件所具有的圖、文、聲、像並茂等特點，

有秩序、編排合理、排版統一、規範，直觀、生動、形象地展示課件內容的變化

和多樣性。 

二、文字精煉、簡潔 

考慮學生記憶及 PPT 課件的展示特點，教師在設計與製作時，可先羅列 PPT

課件的文字主要大綱，通過歸納授課的主要內容，用最簡潔的、概括性的文字呈

現在課件上，文字可以分主次、字體大小、字體輕重、粗細程度、顏色明暗程度

及特效來表達教學主要內容，避免文字材料的堆積、口語化及大塊的文字複製，

這樣會對學生視覺上產生疲憊感。 

三、畫面美感需求 

在課件單張幻燈片的構圖上，要講究構圖的美感：主次分明，畫面構圖不要

太滿，適當留空；字體不宜太小；色塊與字體顏色的運用不宜太複雜；分塊比例

排列要協調；標題的大小與色彩運用在單個頁面裏前後一致；展示的物件結構對

稱，色彩柔和，搭配合理，注意動物與靜物的色彩對比，前景與背景的色彩對比；

圖形立體化與扁平化結合；圖像選擇以高清品像為佳，避免因圖元問題給人視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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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之感，圖像以選擇視覺衝擊力較強入手，通過高品質圖像配合課件文字，可

以提升整個課件的品質與美感。從單張幻燈片製作精美程度開始，設計同一主題

的系列幻燈片，使之貫穿為一個主體，形成完整的 PPT 課件，視其為一本人機

交互的書，有層次，有聯繫，總之，能使人賞心悅目，獲得視覺上美的享受，從

而促進學生美感教育。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教師課件設計與製作的技術水平，是透過教師在課件設計與製作的過程中

構建美學的形式形成教學資訊傳播，其呈現的視覺效果與學生的美感教育具有密

切關係。 

（二）學生透過教师授课的課件可以第一時間對文字、聲音、顏色、圖像產生多

維度感知，通過美的感官刺激引起對美好事物的聯想。 

（三）PPT 課件作為多媒體教學形式的一種，在學生課堂上產生一定影響與教師

廣泛的應用分不開，通過課件傳達知識和對美感教育的影響是相互的。 

（四）在當前的教學應用中，教師因自身條件有限及審美程度的不同，設計製作

具有一定水準的課件有阻礙和難度，導致會簡單地將傳統教學中板書內容移植到

多媒體課件中的現象，不能發揮其應有的效果和需要傳達的本意，導致通過課件

教學，並未變得有美感，反而枯燥無味。 

二、建議 

（一）對教育主管部門的建議 

1.重視學生美感教育的價值，積極推動具體規劃與配套措施。 

2.舉辦高校教師課件設計與製作實踐性專業學習與主題性國際交流研討會，提升

教師課件設計與製作的專業技術能力，促進對視覺美感、美感教育的認識。 

3.資源分享，整合對學生有美感教育影響的優秀課件，集結出版，廣泛推廣學習，

傳遞美感教育。 

 

（二）對高校工作者的建議 

1.積極參與美感教育活動，培養審美的人生態度。欣賞藝術展覽、舞劇、傳統文

化，參與文創工作，培養自我美感經驗，提升美感融入生活和教學工作的能力。 

2.不斷學習，通過網路及現實工作過程可積極學習優秀課件製作的教程，對具有

美感影響的優秀課件可以先學會欣賞、學會區分、學會模仿、學會創作。 

3.營造具有審美的課堂，讓身教與境教結合，營造美感課堂。多媒體課件只是課

堂上的一部分，教師本身可以通過課堂上自身對美的欣賞、鑒賞與體會的態度、

品味；將道德與品格的美、教學藝術的美多方融入課堂，影響學生，影響自己。 

4.在多媒體課件製作的過程中，教師本身要對課件的視覺美感程度把關，重視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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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課件的美感傳遞，注重課件設計與製作的精美程度、對學生美感教育的影響

程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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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對未成年人社會行為影響之探討 

—以未成年人犯罪現象角度分析 

  

張珂 

泰國博仁大學CAIC教育管理碩士 

 

潘扶德 

泰國博仁大學CAIC教育管理碩博士部專職教授 

 

 

摘要 

建設中國的未來，是未成年人肩負的使命！正如梁啟超先生所說：「少年智

則國智，少年富則富，少年強則國強」。預防未成年人犯罪，給未成年人創造一

個有利於其成長和發展的環境,具有重要意義。但目前，未成年人犯罪已占到全

國刑事案件總數的一成，而且每年以 13%的速度遞增，增長率超過國家 GDP 的

增長率，已嚴重影響著社會秩序和人民生活的安定，故，加強並改進未成年人的

法治教育,事關國家的前途和民族的興衰。從在押未成年犯的調查中不難看出，

未成年人犯罪的諸因素中，家庭不良因素及其家庭教育缺陷是首當其衝的。家庭

的影響對於個體的人格形成和社會化過程起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所以，本篇

論文從家庭教育為出發點，以未成年犯罪事實與現象來進行關係研究，並採用調

查研究法，訪談法以及描述性統計為研究工具。並且輔以個案實例，來分析其主

要特點及與家庭教育的關係，最後提出結論為：一、未成年人作案動機和目的較

為單純。二、未成年人犯罪有內因和外因組成。三、協調家庭親密性對塑造未成

人健康性格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四、良好的家庭教育理念和教養方式是構建未

成年人犯罪的最好預防機制。 

 

關鍵字：未成年人犯罪、家庭教育、社會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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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Family 

Education to Social Behavior of teenagers: 

an analysis of crime committing 
 

                              Abstract 

  Building the future of China is the mission of the juveniles! As Liang Qi-Chao said: 

"A nation understands along with its young generation; A nation becomes resourceful 

along with its young generation; A nation strengthens along with its young 

generation." It is of significance to prevent juvenile delinquency and to create 

environment suitable for growth and development. However, juvenile crime rate has 

accounted for 10% of total criminal cases, and it is increasing at an annual rate of 

13%, exceeding the national GDP growth rate. This has seriously affected the social 

order and the security of the people’s life. Therefore, strengthening and improving the 

legal education of juvenil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ountry's future as well a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nation. It is not too hard to see from the investigation of juvenile 

offenders in custody that unhealthy family factors and family educational defects are 

the factors that stand in the breach among various factors in relation to juvenile 

delinquencies. The family influences play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personal characters and the socialization process. Therefore, this article takes the 

family education as a starting point, conducting relationship research by using the 

criminal facts and phenomenon, using survey research, interview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s research tools,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main characters 

and family education assisted by specific case examples. Final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are: the motivation of juvenile delinquency are simple; reasons for juvenile 

delinquency include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coordinating family closeness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building up the healthy personal characters of juveniles; Good 

family education philosophy and parenting method are the best preventive 

mechanisms in juvenile delinquency.  

 

Keywords: juvenile delinquency, family education, social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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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 

    家庭是呱呱降生嬰兒的搖籃，也是實現人生教育的第一場所，它是學校以及

社會教育的基礎，同時也是一個人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形成的重要基礎, 

在人一生的成長過程中，家庭教育是未成年人社會化的第一步,對未成年人的行

為及心理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由於家庭結構的不完整或家庭教育的缺失，

必然會對孩子的生理及心理造成不可彌補的影響和傷害，這種影響是一生的，父

母和子女之間不僅存在著血緣上的關係，而且存在著經濟和倫理上的聯繫，這些

聯繫使父母與子女的關係比其它社會關係更加親密。舐犢情深，父母對子女總是

充滿了愛，對子女成長關懷備至。而做為子女從小受到父母的關心愛護，因此，

對父母有一種特殊的親密感和信任感。使父母在子女心目中具有特殊的吸引力。

更重要的是人的一生雖然會不斷地變換老師和其他人的教育，但一般不會改換父

母教育。也就是家庭教育。這種長期性的特點對未成年人的因材施教能起到旁人

起不到的教育效果因為「父母對其潛移默化的影響教育，是子女接受學校教育和

社會教育的基礎」，可是隨著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和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更多

的家庭由原來的「男主外，女主內」的單收入家庭形式逐漸演變成了雙收入家庭，

這樣的家庭模式雖然提高了家庭整體的物質生活水準，卻打破了一夫一妻制的家

庭中，最基本的夫妻關係和親子關係日常交往過程中所形成的相對穩定的關係模

式，家庭教育的缺失就是在此種模式下出現的一種現象，所謂家庭教育缺失，就

是指孩子在某一個時間段或者某一個時期沒有接受到來自家庭的關注和悉心指

導，或者家庭在教育的方式方法上不科學不合理。從而導致使孩子的行為沒有在

當時得到及時的矯正與調整，當然應該注意到家庭教育缺失並非單純的指父母由

於長時間不在孩子身邊而引起的教育缺失，同時也包括父母在身邊卻沒有扮演好

各自的角色以正確引導子女，從而導致了子女行為及思想上出現偏差的家庭教育

缺失，正是家庭教育的缺失,是導致未成年人犯罪的最關鍵因素。未成年人是國

家未來和民族的希望，但近些年來不斷攀升的犯罪率已經成為不可忽視的社會問

題，不僅治安帶來了挑戰，還損害著青少年的身心，影響其個人的前途命運，給

家庭和社會都造成無法挽回的損失。因此，探討未成年人的家庭教育與犯罪關係

以及預防問題，無論立法還是實踐都具有指導意義。 

二、研究目的 

（一）瞭解未成年犯罪的成因與特點，為預防對策提供基礎。 

（二）分析未成年犯罪的成因，有助於預防措施的有效發揮。 

（三）改進對未成年人的教育方式，減少未成年人犯罪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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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隨著社會的進步和人類的發展，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越來越得到更多人的關

注和重視，尤其是家庭教育。英國教育學家尼爾曾說過「問題少年是問題父母的

產物。」事實證明，每一個少年犯罪的原因都與不良的家庭環境和不當的家庭教

育有著密切關係。 

    在德國，少年指行為未滿 18 周歲，當其「道德和精神發育己成熟，足已認

識其行為的違法性且依法認識而行為」的，才應當承擔刑事責任，未成年青年，

即行為時已滿 18 周歲但不滿 21 周歲的人，在刑法上應負完全責任。在日本，《少

年法》第三條規定「非行少年」是指「犯罪少年、觸法少年、虞犯少年的總稱」。

其中的「犯罪」和「觸法」是刑法意義上的概念，都是指觸犯刑罰法令的行為，

只不過是 14 周歲以上的稱為犯罪，而未滿 14 周歲的則稱為觸法。美國約有半數

州沿用了普通法規則，把刑事責任年齡劃分為 7 歲以下為「沒有刑事責任能力」

7 歲至 14 歲為「推定缺乏刑事責任能力」，即如果在缺乏證據證明有責任能力的

情況下，就被推定為沒有責任能力，己滿 14 周歲的人有刑事責任能力。另外，

世界各國對刑事責任起點年齡的規定差別很大，如奈及利亞、新加坡規定下限年

齡僅為 7 歲，上限年齡有的國家規定為高於 18 周歲。而根據中國《刑法》和《預

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未成年人犯罪系指「己滿 14 周歲未滿 18 周歲的未成年人

實施的刑法所規定的嚴重危害社會的應受刑罰處罰的行為」。 據此未成年人可以

劃分為三個年齡階段：14 周歲以下，無論觸犯任何刑律，均不負刑事責任，其

違法犯罪行為只採取刑罰手段之外的方式進行矯治。14 周歲以上 16 周歲以下為

相對負刑事責任年齡，這一階段的未成年人只有故意觸犯了條列舉的八項罪名之

一者，才受刑法處罰，而觸犯八項罪名之外的犯罪行為或過失犯罪均不負刑事責

任。16 周歲以上 18 周歲以下，無論觸犯任何罪名，均應受刑法處罰，但應區別

于成人犯罪，應當從輕或減輕處罰。 

    早在 1955 年聯合國召開的第一屆預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會通過的《防止青

少年犯罪的決議》附件《關於防止青少年犯罪問題的報告》中就強調「家庭一般

是兒童自幼齡起最主要的生活環境，對兒童表現和行為的發展起著頭等重要的作

用」。就如同教育家孔子曾經說過，「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也正如前蘇聯

學者 A.K.多爾戈娃通過長期研究得出的結論：「少年喪失家庭的積極影響，在學

校裡學習成績不佳，接近不良的夥伴等因素可能是相互作用的，家庭、學校和同

伴是所有兒童和少年共有的自然環境，對他們的個性發展有很大的影響力。其中

家庭有特殊的作用，因為它不同於其他教育機構。一般地說，它能在各個方面，

各個角度在人的一生中給人以影響。它是個性形成過程中起作用的必不可少的一

環。」「要讓家庭教育成為預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第一道防線」（尚秀雲，2004）而

我國《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涉及未成年人家庭、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的條款

占到全部法條的近三分之一，可是在現實中，大多是在孩子犯罪之後才反思自己

的過失，才開始瞭解相關法律，才知道孩子犯罪會判刑……這一問題反映出監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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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教育是一個盲點，身為父母的人不知道作為孩子的監護人的職責是什麼和如

何正確履行這些職責，不瞭解在預防未成年人犯罪中自身的重要作用。父母或者

其他監護人自身素質的缺陷，常常使家庭這道預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第一道防線」

不攻自破。 

    隨著黨的十八大報告在闡述「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質」的具體要求時提出「引

導人們自覺履行法定義務、社會責任、家庭責任」。在這裡把家庭責任與社會責

任並列提出，表明黨中央對家庭的重視。《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也指出：「家

長應當對社會負責，對後代負責，講究教育方法，培養子女具有良好的品德和行

慣。」《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也明確提出了要建立和完善終身教育體系。家

庭教育已經成為新時期對人的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從這個角度看，孩子不應該

是僅屬於家庭的，同時也應該看作是祖國的未來，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建設者和

接班人。用馬卡連柯的話來說：「現今的父母教育子女，就是締造未來的歷史」。

實踐證明，家庭教育的好壞將直接影響孩子的一生。進而影響到社會的進步與發

展，縱觀人類進化文明史：父母是兒女的第一任教師，也是終身的教師。家庭教

育貫穿一個人的始終，並以成為全世界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其意義就在於都認

識到了未來社會的競爭歸根結底是人才的競爭，而人才來自於教育，家庭教育顯

得尤為重要。一個國家要強盛與興旺，必須有大批的「人才」，而「人才」要靠

從小培養。這便是父母在家庭教育中所必須承擔的為子女傳授基礎知識、培養其

良好的道德品質、指導其行為規範、開拓其人生之路、啟迪其奮發進取以造就一

代新人所不可推卸的社會責任。也是本文要探討的重點之處。 

 

參、研究方法 

本篇論文採用問卷與座談的調查研究法、描述性統計為研究工具，以筆者工

作接觸的實際案例輔以具體說明，以專家效度為主，以律師以及少管所監獄長官

的座談為鋪進行資料的分析說明。 

 

肆、結果分析 

一、從家庭結構和父母文化程度上分析 

（一）通過 350 份隨機調查的未成年犯問卷中得出家庭父母健全一項中，父母離

異占 18%，父親亡故占 5.0%，母親亡故占 3.71%，父母雙亡占 2.14%，長期生活

在父親或者母親再婚重組中的占 19.42%，由此可見 30%的未成年人在被捕前曾

長期生活在家庭成員結構殘缺的家庭環境裡。 

（二）父母文化程度對未成年人犯罪的影響由於經濟條件、社會環境等因素的影

響，大多數未成年犯的父母文化程度較低。在 350 名調查對象中，父親具有大專

及其以上學歷的僅占 1.57%，初中學歷的占 66.0%，小學與文盲的占 2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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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看出，未成年犯父母的文化程度初中及其以下的均在 90%以上，小學

和文盲占比例最高，而文化水準在某種程度上決定著家庭教育的觀念、思想與方

法。並且父母的文化程度從不同方面影響著他們對其子女的培養和管理。 

二、從父母關係情况對未成年人犯罪的影響分析 

家庭心理破裂對未成年人犯罪更具影響。所謂家庭心理破裂一般是指父母家

人之間經常相互爭吵、指責、爆發衝突。這樣的家庭雖然看似在結構上是完整的，

但實際情況卻是家庭的心理關係已經破裂。情感紐帶已經斷掉。調查中占 44.83% 

的未成年犯承認，在被捕前父母冷戰或者暴力，更是常常爭吵對罵、氣氛緊張。

這樣的夫妻結構其實婚姻家庭心理已經破裂。而他們之間明爭暗鬥，冷嘲熱諷，

必然還會拿孩子當出氣筒、替罪羊，長期就會致使孩子對父母產生畏懼和憎惡心

理。同時自尊心和自信心都會受到傷害，性格就會向冷漠、厭世、自卑方向發展，

進而發展到厭學、輟學，過早的步入社會。 

三、從父母的職業狀況對未成年人犯罪的影響上分析 

在 350 名調查對象中，母親務農的占 49.86%，工人占 12.0%，失業及下崗

的占 13.0%，外出務工的占 15. 86%；父親務農的占 35%，工人占 11.0%，失業

及下崗者占 17%，外出務工的占 26.71%，個體工商戶占 8.86%，其他的占 1.15%；

個體工商戶占 7.14%，其他的占 2.14%。據調查，350 名未成年犯中被捕前屬於

未接受完義務教育（初中畢業）的輟學生有 107 名占 78.14%，其中 12.98%承

認是父母為了解決生計問題，讓孩子過早輟學打工的；占 24.86%的屬於個人要

求退學後去掙錢的。由此看出，未成年犯父母的職業大多是外出務工的多、務農

的多、失業及下崗的多，他們收入偏低，並且不穩定，還是體力勞動者。這主要

是由於他們文化程度普遍偏低，而且多數處於落後的農村。正是經濟的落後和職

業的特點嚴重制約了其家庭教育功能的發揮，在 350 名調查物件中，被捕前為留

守兒童的占 10.29%。他們的父母在外忙於生計，無暇顧及子女，缺乏與孩子溝

通，即使打電話，也只關注孩子的身體情況或者學習情況，對學習過程中的表現，

尤其是思想動態，關注甚少，和老師平時的交流幾乎沒有。可以說，留守兒童雖

然有父母，但是他們在「骨肉分離」的現實中，已經成為事實上的孤兒。 

四、從家庭教育觀念與教育能力低下方面對未成人犯罪影響的分析 

（一）在家庭教育觀念的認知中只有 7%的家長能有比較正確的認識。49%的父

母認為可能會影響未成年人的社會行為，有 43.0%的父母認為不會影響，7.86%

的父母回答「不知道」。在教育內容上，多數父母認識單一，缺乏科學認知。有 22%

的父母認為只要照顧好孩子，給他吃好穿好就可以了；有 60%的父母只重視孩子

學習成績的提高；甚至有 11%的父母認為孩子已大了只要給他錢花就行了。對子

女素質教育的認知上只有 12%的父母能有較全面、正確的認識；多數父母還是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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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比較片面甚至是錯誤的，如：有 56%的父母只重視孩子學習成績，有 31%的

父母只是重視孩子是否聽話，竟有 1%的父母只重視孩子身體發育情況。調查中

發現，在受教育權的實施中占 86%的未成年犯父母並不認為對孩子的教育是法律

賦予他們的權利和義務，只認為自己作為家長，管孩子是天經地義，雖然在認識

層面上，多數父母認為教育孩子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教育目標上，「望子成龍」，

有出息、多掙錢卻是其家庭教育的主旋律和突出特點。更有甚者至今仍有占 

8.86%的家長對孩子處於漠不關心的態度，即便孩子被判刑入獄也常年不來監獄

看望，處於放棄狀態。 

（二）教育能力低下，調查中發現，未成年犯父母中占 81%的承認，在孩子犯罪

前只顧及孩子學習情況，對孩子品德教育並沒有過多關注，思想教育更是少之又

少。當孩子逆反心理強時，打罵體罰是家常便飯，束手無策也是經常面臨的狀態。

依調查情況看：父母教育能力的缺乏反應在評價孩子的能力、指導孩子的能力、

以及在瞭解孩子的能力方面的明顯欠缺：很多少年犯家長直到孩子犯罪後，才知

道孩子做了些什麼。正是他們缺乏瞭解孩子的能力，不能「對症下藥」，使家庭

教育沒有起到「防患於未然」的作用。 

五、從家庭教育方式對未成年人犯罪的影響上分析 

  教育方式表現為或親情過剩，或重視智力輕視德行或放任自流。350 份樣卷

中 29%是獨生子女，他們父母多早出晚歸，養育孩子的重任就落在了爺爺奶奶的

肩上。爺爺奶奶愛孫心切，對小孫子女「惟命是從」，而父母懷著一種「虧欠」

孩子的心情也會對孩子格外的好，幾乎是「有求必應」。這樣做的後果是寵出了

一個個自我，任性的小皇帝、小公主。調查中還發現，未成年犯父母陷入溺愛誤

區的主要原因是：有 30%的父母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做法是溺愛；有 65%的

父母是錯誤認識和觀念的使然，認為「現在就這麼一個孩子，不用那麼嚴了」、「現

在生活條件好了，不能再讓孩子受苦」、「孩子還小，還沒有能力照顧自己」、無

原則地滿足、過度保護等錯誤的教育方式。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人生閱歷少、涉世不深、作案動機和目的較為單純 

成年人犯罪嫌疑人主要表現出對金錢的盲目崇拜和滿足自身物質享受的欲

望，虛榮心極強，在調查研究中發現，未成年人犯罪多以侵佔財產為目的，以盜

竊、搶劫等侵犯財產型犯罪居多，並不同程度地帶有暴力，在作案形式和手段上

都呈現出和以往不同的新特點， 

（二）未成年人違法犯罪因素有很多，概括起來講，主要來自內因和外因兩方面 

    《未成年人犯罪原因調查報告》中就指出：「當別人讓自己幹壞事時，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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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少年出於不去沒面子，59.6%是一喊就去，37.96 %是跟著看著，自己不幹，

84.96%的少年只想達到目的，沒考慮後果，更沒想到有嚴重的後果。」 

（三）語言方面的交流，以及協調家庭的親密性在塑造未成年人健康性格方面有

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也是對預防未成年犯罪的最佳方法。 

（四）良好的家庭教育理念、科學的家庭教養方式、良好的家庭教育環境、和諧

的家庭結構與氛圍，有助於構建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的預防機制。 

二、建議 

（一）對家庭成長環境進行優化 

    家庭成長環境是未成年人生長的搖籃，因此家庭成員要擔負起教養未成年人

的職責，為青少年創造和諧的家庭環境，讓未成年人在家庭中感受到親情和溫

暖， 

（二）加強與子女的溝通交流 

    及時的與子女進行交流溝通，瞭解子女在學習和成長中的困惑，幫助子女解

決其學習和生活中遇到的困難，避免其走向思想極端。 

（三）家長和學校建立暢通的交流機制 

子女在學校和家庭中的行為相互瞭解，這樣有利於雙方開展針對性的教育，

避免子女產生悲觀消極、自我墮落的思想。 

（四）強化未成年人思想教育 

加強對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要根據未成年價值觀念的多樣化

而採取不同的教育方式，尊重不同青少年的個性，此外要教會未成年人善於同違

法犯罪的行為說不，並積極抵制犯罪因素的誘惑，構建一道預防和減少未成年人

犯罪的思想防線。 

（五）構建良好的社會教育環境 

整治學校周圍的不良環境，優化學校周圍環境。再者社會各方要實施再教育

工程，積極開展社區教育活動，採用各種形式對青少年進行思想教育，對已經犯

罪的未成年人，要及時進行挽救。要通過卡通動漫的方式，將法律知識融入到其

教育中，提高法制教育的成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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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未成年人犯罪案例 

一、2004 年 4 月北京四名未成年人因綁架人質索要 150 萬贖金，並在贖金到手

前將人質殺害，4 人於 11 月 11 日分別判處無期和有期徒刑。在聽到法庭判決時

候，4 少年竟相視一笑，慶倖自己逃過死刑。（家庭正常） 

二、重慶女童摔嬰案：十歲女童在電梯中偶遇一歲半的男嬰哭鬧不止（因奶奶出

電梯拿東西，電梯門關被拒在外），對其進行連續摔打並從 25 層視窗扔出，導致

男嬰硬腦膜破裂和右腦花散列，一度病危。（家庭正常） 

三、2010 年 10 月 20 日 22 時 30 分許，藥家鑫駕駛小轎車從西安外國語大學長

安校區返回市區途中，將前方在非機動車道上被害人張妙撞倒。恐記住車牌號找

其麻煩，即持尖刀在張妙胸、腹、背等處捅刺數刀，將張妙殺死。逃跑途中又撞

傷二人。同月 22 日，公安機關找其詢問被害人張妙被害案是否系其所為，藥家

鑫矢口否認。同月 23 日，藥家鑫在其父母陪同下到公安機關投案。（家庭正常） 

四、清華大學學生劉海洋潑熊案：因為測試熊的嗅覺向本級動物園的黑熊潑濃硫

酸。事後他說從小到大只做過兩件事：一是中學時買了一雙鞋；二是這次用硫酸

潑熊，其餘都是母親為他做主。（單親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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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iculum has changed continuously and periodical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 of policy makers, stakeholders, and teachers’ community.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learning outcomes of Indones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IQF) 

and its changes on higher education level. The analysis is based on previous research 

and reports from 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AQF) and Europe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EQF). The result shows that IQF has two differences 

compared to AQF and EQF; Levels of education and the way to achieve the students’ 

competence. IQF emphasizes three points; equalization, qualification, and work 

experience. Th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is affected by external and internal factors. 

Higher education curriculum in Indonesia comprises two main points; institutional 

curriculum and core curriculum. All findings mentioned above will be discussed in 

this article. 

 

Keywords: curriculum reform, learning outcomes, Indonesian Qualification 

Framework (IQF) 

 

INTRODUCTION 

Curriculum should be able to adapt to the international trends, and educational 

research needs to be vigilant and active to encourage researchers to publish their 

findings based on quality of education and educational outcomes. Publication makes 

the information accessible for the policy makers as well as the stakeholders (Brown & 

Beswick, 2014). Li & Ni (2012)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new curriculum 

system, real-life, learning methods, and participation to improve curriculum. Ryder 

(2015) stated that stakeholders as external environments in school have a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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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ication for policymakers,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local internal environments 

influence teacher development that can be identified according to teachers’ beliefs, 

practices and reflections, teacher communities, and teachers’ experience to support 

curriculum reform. Shay (2015) states the reasons for the curriculum reforms are 

based on their own mission. 

This article aims to analyze the context of change of curriculum reform in 

Indonesia compared to the Australian and Europe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The 

Australian and European qualification frameworks are chosen because the two 

countries have higher level of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than Indonesia (UNDP, 

2016). Moreover, the two countries have applied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earlier than 

Indonesia. This article is organized in the following order; section 2 contains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in Australia, European Union, and Indonesia. The 

discussions are presented in section 3. The result of the analysis is summarized in the 

last section of this article. 

 

AUSTRALIAN AND EUROPE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The 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AQF) is “the national policy for 

regulated qualification in Australia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QF, 2013). It covers 

all sectors of education comprehensively.  Education in Australia is a shared 

responsibility of all commonwealth, state and territory governments. AQF is a 

benchmark for Australian qualification that consists of learning outcomes for each 

level and type, policy requirement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AQF, qualification linkages, 

registration system, amendment, and its terminology.  

AQF has 10 levels of education that is classified by a taxonomy learning 

outcomes. Each level has relative complexity and depth of achievement and autonomy 

required for the graduates to demonstrate their capabilities (Table 1). Graduates can 

show their capability in four group of skills; cognitive and creative skill, technical 

skill, communication skill, and interpersonal and genetic skill. Cognitive and creative 

skills involve the use of intuitive, logical and critical thinking. Technical skill 

involves dexterity and the use of methods, materials, tools, and instruments. 

Communication skill refers to written, oral, literacy, and numerical skills. 

Interpersonal and generic skills constitute the transferrable, non-discipline skill, work 

and life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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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Education levels and Learning outcomes criteria based on 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AQF, 2013) 

Levels Level of Education Outcomes 

Basic 

Education 

Senior Certificate School 

1 Certificate I Graduates at this level will have knowledge and skills for 

initial work, community involvement and/or further learning 

2 Certificate II Graduates at this level will have knowledge and skills for 

work in a defined context and/or further learning 

3 Certificate III Graduates at this level will hav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knowledge and skills for work and/or further learning 

4 Certificate IV Graduates at this level will hav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knowledge and skills for specialized and/or skilled work 

and/or further learning 

5 Diploma Graduates at this level will have specialized knowledge and 

skills for skilled/paraprofessional work and/or further learning 

6 Advance Diploma Graduates at this level will have broad knowledge and skills 

for paraprofessional/ highly skilled work and/or further 

learning 

7 Bachelor Degree Graduates at this level will have broad and coherent 

knowledge and skills for professional work and/or further 

learning 

8 Bachelor Honours 

Degree 

Graduates at this level will have advanced knowledge and 

skills for professional/highly skilled work and/or further 

learning 

9 Master Degree Graduates at this level will have specialized knowledge and 

skills for research, and/or professional practice and/or further 

learning 

10 Doctoral Degree Graduates at this level will have systematic and critical 

understanding of a complex field of learning and specialized 

research skills for 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and/or for 

professional practice 

 

Europe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European Qualification framework (EQF) is “the national qualifications systems 

and frameworks at all levels i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together around a common 

reference for the European Union” (European Commission, 2008). At least 16 

countries have made substantial progres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s (NQF) since the 2012, while 10 countries have not started 

the implementation at a program and institution level. (European Commission 

/EACEA/ Eurydice, 2015). The countries which have already applied the NQF 

include Belgium, Denmark, Estonia, France, Germany, Ireland, Italy, Latvia, 

Lithuania, Malta, the Netherlands, Norway, Poland, Spain, Sweden and the United 

King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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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Learning Outcomes Criteria of EQF (European Commission, 2008) 

Levels Competence 

1 Work or study under direct supervision in a structured context 

2 Work or study under supervision with some autonomy 

3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completion of tasks in work or study; adapt own behavior to 

circumstances in solving problems 

4 Exercise self-management within the guidelines of work or study contexts that are 

usually predictable, but are subject to change; supervise the routine work of others, taking 

som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evalu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work or study activities 

5 Exercise management and supervision in contexts of work or study activities where there 

is unpredictable change; review and develop performance of self and others 

6 Manage complex technical or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or projects, taking responsibility for 

decision-making in unpredictable work or study contexts;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manag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s and groups 

7 Manage and transform work or study contexts that are complex, unpredictable and 

require new strategic approaches;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contributing to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practice and/or for reviewing the strategic performance of teams 

8 Demonstrate substantial authority, innovation, autonomy, scholarly and professional 

integrity and sustained commitment to the development of new ideas or processes at the 

forefront of work or study contexts including research 

 

The structure and implementation of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is described in 

three-cycle that had been applied in 47 countries. First cycle sets credit ranges 

180-240, second cycle sets credit ranges 90-120 with at least 60 credits, and third 

cycle is intended for doctorate degree. The descriptor for the first cycle in the 

Framework for Qualifications of the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 corresponds to 

the learning outcomes for EQF level 6, second cycle corresponds to level 7, and third 

cycle corresponds to level 8. The detail of 8 levels of education in EQF is shown in 

table 2. 

Indones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Indones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IQF) serves as fundamental references for 

understanding and defining competencies of graduates of academic, vocational,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of the different levels (ACDP, 2015). The learning outcomes 

level of IQF is (i) value, ethics, moral as basic components; (ii) science, knowledge, 

or knowledge on comprehension; (iii) work competencies; and (iv) level of autonomy 

and responsibility in work place (DGHE,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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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Indonesian Qualification Framework (IQF) (DGHE, 2012) 

 

A competency which is supported by personal characteristic will guide graduates 

to a high performance in the work place. The characteristic can be identified as talent, 

skill, and knowledge (Zurnali, 2010). Boyatzis (2008) stated that competency is a 

basic characteristic that guides or supports high performance of working. Competency 

can be defined as an integrated capability to do jobs independently which can be 

measured and assessed according to the field (Presidential decree No. 8/2012). The 

learning outcomes of IQF is described in apendix-1. 

 

DISCUSSIONS 

There are two main differences between IQF and both AQF and EQF; levels of 

education and the way to achieve the students’ competence. In IQF, education is 

classified into nine levels. The basic level is started at junior high school, then 

senior/vocational high school is level 2. The starting level of education in IQF is 

different from AQF. In AQF the basic level of education is senior high school. College 

level in IQF is started from diploma degree that is also classified into level 3 to level 5, 

bachelor degree is classified as levels 6, master and specialist is classified as level 8, 

and doctoral degree is classified  as level 9. The other diffenrence is on the learning 

outcomes of the level 6 or bachelor degree. Students of bachelor degree in IQF have 

to master the theoritical concept, learning strategic decision making, and responsible 

for their own jobs (Prasetyo, Suyanto, &Senam, 2014). However, in AQF, the 

competence is applied for level 7. It means that in Indonesia, the advance diploma 

level is assumed to be equal to bachelor degree in Australia, though not all. 

In IQF, the competence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formal education, non-for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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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and job experience; however, it is not mentioned in the AQF and EQF. 

Formal education can be started from general school and vocational school (Figure 1). 

Each level has specific competency that can be accepted in working place with the 

right equity and equality. IQF is a platform for the higher education quality system as 

well as a reference of program standards and criteria (Prasetyo, Suyanto, & Senam, 

2014). Based on Presidential Decree No. 08-2012, the definition of IQF is 

emphasizing three points; equalization, qualification, and work experience. 

Equalization refers to the equating and integrating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outcome 

through education, training and work experience. Qualification means mastering the 

learning output that will be grouped based on IQF standard. Work experience refers to 

the experience of working in certain skill and certain time intensively which results in 

a competency.  

Curriculum improvement needs learning goals, methods, process and evaluation 

to create a good competency of the graduates. The structure of the curriculum of 

higher education is developed based on curriculum in senior high school (education 

and culture, ministerial decree no. 49-2014). The competency of graduates is 

categorized as; learner level development, Indonesian competent qualification, and 

competence mastery tiered. In the former regulation, a higher education curriculum 

consists of institutional curriculum and core curriculum (Education ministerial decree 

no 232/U/2000). Institutional curriculum is related to learning materials that show the 

identity of the university. Core curriculum is related to a group of learning materials 

in the department through special courses to show its identity. The groups of courses 

are categorized into: theoretical courses, practical courses, field trips courses. All 

courses can be grouped based on its characteristic; required, taken, and optional.  

As mention above that curriculum development is influenced by external and internal 

factors. External factors, stake holders and policy-makers, have to participate in 

curriculum process. A good curriculum process are “planned and systematic, inclusive 

and consultative, led by curriculum professionals, cyclical in nature, and sustainable” 

(Stabback, 2016, p.12). Stakeholders give consultation about the contents of 

curriculum that may be should be adjusted. Stakeholders can interact between all 

levels that can collaborate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curriculum (Cerna, 2013). Then, 

policymakers can influence the curriculum change (Elliott, 1994; Bascia, Carr-Harris, 

Fine-Meyer, & Zurzolo, 2014). Policymakers pay attention about parents’ needs and 

international trends, so, they can decide the curriculum content and its implementation. 

Internal factors including teachers, students, and policy makers, have important rol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urriculum. Teachers can evalu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curriculum, provide materials or content, and literature (Alsubaie, 2016; Elliott, 1994). 

In Indonesia, teacher activity center has been created to support teacher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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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arno, Chien, & Pan, 2016). Teacher can sharing experience and sending feedback 

of learning process on the teachers’ forum and teacher working group. On the other 

hand, students contribute to th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They can investigate their 

needs in the classroom, critical thinking of curriculum content, and respond learning 

process/outcome learning (Elliott, 1994; Alsubaie, 2016).   

 

CONCLUSION 

A highly competitive world that will be faced by postgraduate students leads the 

educators and other educational components to prepare students’ competency better. 

IQF emphasizes three points; equalization, qualification, and work experience. Th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is affected by external and internal factors. Higher education 

curriculum consists of institutional curriculum and the core of curriculum. 

Institutional curriculum refers to learning materials that show the identity of the 

institution. Core of curriculum constitutes a group of learning materials in the 

department through special courses to show its identity. The groups of courses are 

categorized into: theoretical courses, practical courses, field trips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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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1 

Education level and Learning outcomes criteria of Indones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DGHE, 

2012) 

Levels Learning outcomes 

1 • Capable of carrying out simple tasks with a limited range of scope and routine 

attributes using tools, known methods and processes under supervision, monitoring 

and responsibility of her/his supervisor.  

• Possess factual knowledge. 

• Responsible only for her/his own job and not for other person's job 

2 • Capable of carrying out specific tasks using tools, information and commonly defined 

working procedures, and demonstrate performance with measurable quality under 

direct supervision of her/his supervisor. 

• Possess basic operational and factual knowledge, capable of choosing available 

solutions suitable for commonly existing problems. 

• Responsible for her/his own job and can be assigned responsibility in supervising other 

person. 

3 • Capable of carrying out a series of specific tasks by translating  information and using 

tools, based on a number of working procedures,  and capable of demonstrating 

performance with measurable quality in which some are her/his own performances are 

under indirect supervision. 

• Possess complete operational knowledge, general principles and concepts related to 

specific factual knowhow, and capable of completing a variety of common problems 

using appropriate methods. 

• Capable of cooperating and performing good communication skills within her/his job 

coverage. 

• Responsible for her/his own job and can be assigned responsibility of other person's 

performances, both in quantity and quality. 

4 • Capable of carrying out tasks with a wide scope as well as specific tasks by analyzing 

limited information, able to select a correct method from several standardized choices, 

and capable of demonstrating performance with measurable quality and quantity. 

• Mastering several basic principles of specific know-how and capable of aligning them 

with factual problems within her/his job coverage. 

• Capable of cooperating and performing good communication, construct written reports 

within limited scope and demonstrate initiative. 

• Responsible for her/his own job and can be assigned responsibility of other person's 

performances.  

5 • Capable of completing wide coverage job tasks, choosing appropriate methods from a 

variety of undefined and defined selections by analyzing data and demonstrating 

performance with measurable quality. 

• Mastering general theoretical concepts of a specific knowledge and capable of 

formulating related problem-solving procedures. 

• Possess capacity to manage team work and construct comprehensive written reports. 

• Responsible for her/his own job and can be assigned responsibility of the attainment of 

team work performances. 

6 • Capable of applying science, technology and art within her/his expertise and is 

adaptable to various situations faced during solving a problem. 

• Mastering in-depth general and specific theoretical concepts of specific knowledge and 

capable of formulating related problem solving procedures. 

• Capable of taking strategic decisions based on information and data analysis and 

provides direction in choosing several alternative solutions. 

• Responsible for her/his own job and can be assigned responsibility of the attainment of 

organization's performances. 

7 • Capable of carrying out planning and managing resources under her/his responsibility 

and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 her/his performance by using science, technology and 

art to establish the organization's strategic developmental steps. 

• Capable of solving science, technology or/and art problems within her/his scientific 

expertise through mono-discipline approach. 

• Capable of carrying out research and take strategic decisions with accountability and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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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 responsibility on all aspects under her/his expertise's domain. 

8 • Capable of developing knowledge, technology, or/and art within her/his expertise's or 

professional domain through research; producing  innovative and reputable creations 

• Capable of solving science, technology or/and art problems within her/his scientific 

expertise through inter- or multi-discipline approaches. 

• Capable of organiz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useful to science and society as well 

as obtaining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s. 

9 • Capable of developing knowledge, technology, or/and art within her/his expertise's or 

professional domain through research; producing innovative and reputable creations 

• Capable of solving science, technology or/and art problems within her/his scientific 

expertise through inter- or multi-discipline approaches. 

• Capable of organiz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useful to science and 

society as well as obtaining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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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代理教師薪資政策之探討 
 

陳君豪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潛能與開發所教育政策與行政組博士生   

 

摘要 

    代理教師，在教育現場，身分與功能幾乎等同於正式教師。但實際上，並未

因為名稱的不同，而在工作份量上有所差異。無奈地，在薪資政策上，存在著與

正式教師相當大的不同。暫不論退休後的差異，畢竟代理教師本來就是設定為短

期職缺，但是，在職時的工作待遇與保障上，卻遠遠不及正式教師。教育現場存

在著同工不同酬，同樣工作量，卻有著階級高低的差異存在著。本研究著重在代

理教師聘期現況，依據資料，檢視各縣市聘期任用制度，來證明此類人事政策上

的不公平與不穩定。並藉由研究，提出建議政策，供主政機關作為參考。 

 

關鍵字：代理教師、薪資政策 

 

 

At the educational，acting teachers identity and function are almost equivalent to 

formal teachers. In fact，The difference in name does not cause a difference in job 

weight. Helplessly，There is a considerable difference with the formal teachers in the 

pay policies. Regardless of the difference after retirement，the agency teachers were 

originally set to short-term vacancies，but in-service work and protection is far less 

than formal teachers. 

There is a phenomenon of unpaid work and class differences at the educational 

scene.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gency teachers. Based on 

information to view the employment system of every county in Taiwan to prove the 

unfairness and instability of personnel policy. And by research make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host government as a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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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少子化的衝擊，政府教育經費的運用問題，使得台灣高中職以下，出現越來

越多「代理教師」，這兩萬多名代理教師不少是佔有正式職缺，也就是所謂的「懸

缺」，部分為「合理增置員額」或其他，做和正式教師一樣的工作，但多數一年

只領十個多月薪水，年終獎金經換算後也只能領一個月左右，沒有考績，不算年

資。若教學獲得肯定，隔年尚有機會繼續接到續聘通知。倘若減班裁校，無論教

學是否卓越，同樣淪為第一波裁員名單。 

暑假沒薪，有時為了校務需求，還是得回學校支援。聯合報於 2016 年 11 月

2 日報載：｢若以 103 學年度 20335 名合格代理教師、月薪四萬元來計算，原本

教育部核發的 13.5 個月人事費，各縣市卻只發了約 11 個月，等於一位代理教師

少領 2.5 個月，約 10 萬元之薪資。一年共被「Ａ」走了近 20 億元。做的事情一

樣，卻在同一個地方「一國兩制」。   

    雖然名稱為「代理教師」，但在法令與趨勢之下，代理教師的員額在學校佔

有相當程度的比例，也呈現增加的情況。根據親子天下雜誌報導，國小代課代理

老師數量自 2006 至 2011，五年間成長 113%（林均玨，2015）。身為穩定教育現

場的一股必要力量，且算在學校的編制內人員，職務責任等同正式教師。因此，

如何在相關辦法上做出適當調整，藉由本文，提出一些建議，供主政者參考。  

    聯合報於 2016 年 11 月 2 日報載：｢教育部國教署副署長許麗娟說，教育部

105 學年已規畫有 3530 名代理教師員額由中央補助，均以 13.5 個月（含年終）

編列，就是盼以政策引導各縣市能給代理教師完整一年的聘期，以穩定教學現場

人力；國教署未來會再和縣市政府討論，鼓勵各縣市提升代理教師待遇。」  

    在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以下稱全教總）提出疑義，以及教育部國教署長

官提出說明後，在新的學年度，中央以及各縣市的因應辦法又是如何？ 

二、代理教師薪資政策現況 

在代理教師的聘用上，由於國中小教師的聘用，主責權是在地方政府身上。

因此出現了各縣市不同的聘用期。在這部分，研究者將依據 106 學年度代理教師

聘用相關資料，探討在教育部以及地方政府的相關辦法，並嘗試分析其中的關

係。 

（一）教育部之回應 

針對代理教師之聘任辦法，教育部於 2017 年 3 月 24 日再度提出相關回應，

內容多是朝向「規劃」、「建議」或「鼓勵」各縣市朝完整聘期為主，並沒有任何

法律上的強制性以及必要性。摘錄重點並分析如下，而詳細回應於附件一： 

1. 完整一學年聘期之代理教師，因返校、備課或業務需要有行政職務，方

得聘至隔年 7 月 31 日 

2. 聘期不連續導致暑假失業且無法請領失業補助之問題，僅建議各縣市朝

完整聘期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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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因教育部專案增置之代理教師，方能以全年聘之 

4. 聘任屬地方政府權責，教育部了解地方政府財政窘境，因此僅提出建議，

但薪資之核發需秉持公平正義原則 

由上述內容可知，教育部對於國中小代理教師的聘任，均將權責歸還至地方

政府手中，僅提出看法與期望，並無實際作為與任何的強制力。教師社會地位與

薪支待遇的因素影響教師素質問題，良好的教師薪支待遇與一定的社會地位是吸

引優秀師資的重要條件。（彭煥勝，2011/8）中央無法發揮強制力與執行力，並

提供足夠財政支援，是造成目前代理教師薪資問題的原因之一。 

 

（二）各縣市聘用辦法（資料來源：宜蘭縣教育處） 

表一為宜蘭縣教育處所提供，各縣市代理代課教師之聘任辦法。而研究者將

此份｢各縣市代理教師聘期調查彙整表」，再進行整理後呈現。從表一之中，說明

一些狀況，並觀察到幾個現象： 

1. 即使教育部聲明，希望各縣市能夠給予完整聘期，但各縣市新學年度之

規劃，依舊多為維持原聘期來研議及辦理 

2. 聘期最長為台北市 11 個月，但有附註為｢原則上 11 個月」 

3. 由開學前一日至隔年 7 月 1 日的聘期，是最多縣市採用的方式，共計有

新北市、台中市、基隆市、彰化縣等四個縣市 

4. 宜蘭縣雖然是開學日至隔年 7 月 1 日，但因為宜蘭縣今年承辦全國運動

會，故於今年 8 月 23 日即開學 

5. 多數縣市依舊維持 10 個月又多幾天的聘期，多的天數為 1~14 天不等聘

任時間的長短，似乎與各縣市財務狀況有關聯。聘期前三名為台北市，

聘期 11 個月；金門縣聘期 10 個月又 14 天；高雄市開學前 1 週至學期

結束後 1 週。聘期最短三個縣市分別為台南市，開學日至隔年 7 月 1

日；澎湖縣開學日至隔年 6 月 30 日以及苗栗縣並未註明開始日直到隔

年 7 月 1 日 

6. 而兼任行政之代理教師聘期，僅金門縣為一學年（原則）；基隆市為放

榜次日至隔年 7 月 31 日。其餘多為 10 個月多幾天至 11 個月。其中數

量最多為未特別註明聘期之的縣市，高達 9 個，顯見對代理行政教師的

政策並不完善，且兼任行政代理教師聘期長短差異較一般代理教師為大 

7. 而在教育部補助之專案增至代理教師方面，僅台東縣為完整一學年之聘     

期，其餘縣市皆未滿一學年，並有高達 14 個縣市未註明聘期。在中央

明文補助完整一年聘期 13.5 個月的薪資政策下，執行率如此低落，此

一問題需仔細探討，否則也僅是個淪為口號卻無實際落實的政策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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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各縣市代理教師聘期調查彙整表 

各縣市代理教師聘期調查彙整表（調查時間 106.04.05） 

區 

域 
縣市 現行聘用情形 

北 

 

臺北市 

1.一般代理教師：原則 11 個月（各校決定）、第二學期開學前一週起聘 

2.代理教師兼任行政職：到職日起聘（第一學期不得早於 8 月 1 日、第二學期不得

早於 2 月 1 日） 

3.續聘之代理教師：不受限制原則 11 個月之限制 

新北市 

1.一般代理教師、再聘之代理教師：開學前 1 日至隔年 7 月 1 日 

2.代理教師兼任行政職：僅偏鄉之代理教師兼行政職務者聘期延長為 8 月 2 日至隔

年 7 月 31 日 

桃園市 8 月 27 日至翌年 7 月 2 日 

宜蘭縣 開學日至隔年 7 月 1 日 

基隆市 
1.一般代理教師再聘之代理教師：開學前 1 日至次年 7 月 1 日 

2.代理教師兼任行政職及教育部專案增置之員額：放榜次日起至次年 7 月 31 日 

新竹市 
1.未兼行政職務之代理教師：8 月 20 日至隔年 7 月 1 日 

2.兼行政職務之教師：8 月 2 日至隔年 7 月 31 日 

新竹縣 

1.一般代理教師、再聘代理教師、教育部專案增置之員額：105 年 8 月 22 日至 106

年 7 月 1 日 

2.代理教師兼任行政職：105 年 8 月 22 日至 106 年 7 月 31 日 

中 

 

苗栗縣 聘期至 7 月 1 日 

臺中市 開學前一工作日至隔年 7 月 1 日 

彰化縣 開學前 1 日至隔年 7 月 1 日 

南投縣 8 月 20 日至隔年 7 月 1 日 

南 

 

雲林縣 105 年 8 月 29 日至 106 年 7 月 2 日 

臺南市 開學日至隔年 7 月 1 日 

嘉義市 開學前 4 天至隔年 7 月 5 日 

嘉義縣 

1.一般代理教師：105 年 8 月 22 日至 106 年 7 月 3 日 

2.代理教師兼任行政職：105 年 8 月 1 日至 106 年 7 月 28 日 

3.再聘之代理教師：依是否兼任行政職而定 4.教育部專案增置之員額：105 年 8 月

10 日至 106 年 7 月 10 日 

高雄市 

1.一般代理教師：除有特殊情形，經核准者外，聘期均自開學日前一週起，至當學

年（期）課程結束後一週止（以本學期為例，聘期自 105 年 8 月 23 日起至 106 年

7 月 7 日止） 

2.代理教師兼任行政職：經報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核准，兼任行政職務之代理教師聘

期得以一整學年度聘任（即自當學年度 8 月 1 日起至翌年 7 月 31 日止）。 

3.再聘之代理教師：依一般代理教師規定辦理，倘兼任行政職務者，得報局核准延

長聘期。 

4.教育部專案增置員額：與地方政府控管員額之代理教師聘期規定一致。 

屏東縣 
1.未兼行政之代理教師：8 月 26 日至隔年 7 月 1 日 

2.代理教師兼任行政職：原則 8 月 26 日至隔年 7 月 1 日 

東 

部 

離 

花蓮縣 每學年度開學前 3 日起至隔年 7 月 1 日止 

臺東縣 

1.一般代理教師、代理教師兼任行政職、再聘之代理教師：8 月 27 日至隔年 7 月 1

日 

2.教育部專案增置之員額：全學年聘任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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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 

 
澎湖縣 

1.一般代理教師、再聘之代理教師、教育部專案增置之員額：每學年開學日起至隔

年 6 月 30 日止 

2.代理教師兼任行政職：每學年開學日起至隔年 7 月 31 日止 

金門縣 

1.實缺代理教師：8 月 16 日至隔年 7 月 31 日 

2.增置代理教師：備課日至隔年 7 月 1 日 

3.代理教師兼任行政職：專案報准後，原則上得聘 1 學年 

連江縣 
教學準備日至 7 月 1 日，有特殊理由可報延長聘期（視學校需求），大部分兼任行

政教師會延長聘期 

註：此表為 2017/4/5 之資料，並不等於各縣市 106 學年度最後聘任方法 

 

（三）教育部增置員額薪資辦法之宜蘭縣政府回應 

下文為宜蘭縣政府教育處，於 2017 年 7 月 25 日，回應研究者所提出的「教

育部專案增置代理教師員額之薪資使用疑問」所回覆之公文。研究者所提出的問

題為：「教育部所設之專案增置員額，為一年 13.5 個月完整聘期，但為何宜蘭縣

增置員額代理教師，並沒有拿到暑假之薪水？請說明相關經費之使用。」宜蘭縣

教育處回應如附件二，整理重點如下： 

1. 由回應可知，地方政府教育主管單位主要卡在人事費用上，認為代理

教師占用太高的人事費，造成縣府經費運用上的困難 

2. 在公平公正的原則下，即使是教育部專案補助之增置員額，也不提供

完整聘期，所以增置員額必須與一般代理教師領一樣聘期的薪資。 

3. 對照其他縣市對於增置員額的聘期來看，教育部的增置員額計畫所編

列之預算幾乎沒有使用到，這樣的政策並沒有對教育現場起太多作

用。 

三、中小學代理教師待遇支給基準 

此基準為行政院於民國 93年11月25日院授人給字第 0930035304號函核定，

並自同日生效。內容如下： 

1. 中小學代理教師待遇（包括本薪、加給及獎金）之支給，比照專任教

師之規定；但未具代理類（科）別合格教師證書者，其加給（現稱為

學術研究費）按相當等級專任教師八成數額支給 

2. 代理三個月以上者，依實際代理之月數，按月支給；未滿三個月者，

按實際代理之日數支給 

3. 本基準生效前，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之待遇不符前二項規定之現

職代理保障其權益，仍支原核定數額至聘期屆滿為止 

其中，在第一點即明確指出：中小學代理教師待遇（包括本薪、加給及獎金）

之支給，「比照」專任教師之規定。此話不明自白，就是代理教師的薪水、考績、

年終等待遇，皆必須與專任教師無異。但地方政府多半以地方財政不足為由，僅

給代理教師 10 個月薪資，12 分之 10 乘以 1.5 個月的年終獎金，然後沒有績效獎

金。在這樣的法令前提之下，各縣市及權責機關顯然已有違法之虞，並行之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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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代理教師的薪資政策探究 

從以上的資料，可以逐漸發現，政府在法源與執行面上，出現了許多矛盾之

處。雖然，多用財政窘迫的理由，來回應相關政策之問題，但國家身為人民權益

之保障者，應該想辦法達成自己訂的法以及應該推行的政策。因此，針對政府所

存在的矛盾點，提出幾點來分析探討： 

（一）對現狀與政府回應之觀點 

1. 學校現場存在著極度同工不同酬之現象 

代理教師所做的事情，均和正式教師無異，但在薪資待遇上卻存在大量

的不公平性。比如說教育部及各縣市均要求暑假有上班事實的，方可給

予薪資。那麼，該調整的是正式教師的暑假待遇，還是代理教師的暑假

待遇？正式教師暑假未到可以支薪，代理教師卻不行。但在開學後卻要

做一樣的事情，如此的狀況合理性值得商榷。 

2. 代理教師比例上升，待遇及穩定度卻未見提升 

代理教師的人數上升，但待遇與穩定度卻沒有顯著的提升。近幾年調整

較大的，應該就是續聘制度。但以目前的教育環境來看，要處理教學現

場的事務，極為需要在開學之前做更充分的準備，無論在教學面、親師

溝通、校務營運上，都需要全體教師在暑假期間花心思提早進入狀況。

因此，穩定暑假以及全年的待遇，將是相關單位需要克服的問題。 

3. 正式教師可以統一聘期，代理教師卻無法 

關於聘期無法統一的狀況，研究者認為唯一的理由在於各縣市的財政支

出。以宜蘭縣教育處的回應即可明顯看到，該單位認為代理教師的費用

是龐大的負擔，因此以「天」為單位來計算，藉以節省開支。但教育豈

能用天數來逐一算之，如此的政策，著實讓教育現場的運作，出現許多

窒礙難行的狀況。 

（二）全教總提出之要求 

    以全教總於 2016 年 11 月份記者會中指出，代理教師應比照正式教師，核發

一年 12 個月的完整薪資以及 1.5 個月之年終獎金。雖然代理教師甄試時間多為

每年七月，到職時間依各校狀況不同而有所差異。但以工作性質來說，與正式教

師相同，並無差異，甚至在核定能放的事病假上，完全比不上正式教師。因此，

若以合理性來看，代理教師本身已無年資加給，那麼，給予一整年完整的薪俸，

並無太多的違情違理之處。 

五、代理教師薪資合理政策之建議 

    從資料分析得知，不少的爭議點以及模糊不清的地帶，在於中央與地方權責

的劃分。使得代理教師，身處中間，既不受中央與教師法的完整保障，也受到地

方財政以及勞基法的牽制，而產生許多居於其中的無奈，甚至影響工作的成就與

士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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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文獻針對代課、代理教師實質上權利義務的研究，受限於身分的相關問

題，既非正式教師、也不屬於公務人員性質的約聘人員，介於兩種身分之差異，

致使行政、法規相應之法令不夠周全，主要僅依命令性質的聘任辦法作為依據，

更重要的是維護學生的受教權益，弭平教育資源因地區性的影響所造成的差異，

相關機關應該針對法令擬定修正條文，以符合實務之所需（林宜嶺，2016）。 

    因此，研究者對於現行制度，提出了以下的看法，供政策研擬者參酌： 

（一）自 8/1 起敘薪至隔年 6/30 

    多數學校之代理教師甄選，皆於 7 月底前完成。因此建議，於 8 月 1 日起敘

薪，此舉符合專任教師之選聘流程，皆於 8 月起聘任。更可以搭配校務發展，自

8 月份起參與學校課程研發、校務會議、學校活動等，讓整體校務發展更為流暢。

給予完整 11 個月的薪資，對於教育現場將有莫大的助益，也相當合理。 

（二）提撥考績獎金 0.25~0.5 個月 

    代理教師在各校是有教評會來評分的，但目前教評會評分的功用，多半僅是

做為來年續聘的參考，且無強制力。若能將教評會的分數，轉化為實質上的考績

獎金，於代理教師獲得續聘後，第二個學年起進行評比，表現優良獲得再續聘者，

於下個學年給予 0.25 至 0.5 個月的績效獎金，相信對於留住優秀人才於教育圈，

會有一定程度的效益。 

（三）提供新甄試制度與員額轉任正職教師 

    目前各縣師之教師甄選，多半先由筆試開始。但目前社會潮流，研究所碩博

士有實作型的學位，而各學齡層招生也不一定非得經過筆試。但是，目前教師甄

試所採用的甄選方式多為先筆試再面試的兩階段流程，但筆試內容多流於背誦與

記憶，無法真正篩選出具有教育熱忱教師。再加上許多學校採取單獨招生方式甄

選教師，公平性常備受質疑。建議參考德國制度，將師培生之在學成績、實習成

績、試教以及口試成績等以比例分配計算（楊深坑，2002），並以縣市或地區為

單位聯合舉辦，以公正、透明化的方式進行（周祝瑛，2009）。 

    我們必須承認，有為數不少的代理教師，屬於實作或教學型，但卻因為筆試

的制度，而使得有優秀教學能力的教師，無法成為正式教師。時代在變，但教師

甄試制度卻沒有太大改變，當教師甄試還是一元化的制度，繼續如工廠均一化產

出教師的制度下，如何教育下一代？教育部與地方政府應適度增加教師編制員額、

朝向合理的教師供需市場機制，如此才能持續吸引優秀與有教育熱忱者就讀師培

系所（彭煥勝，2011）。因此，研擬合理方案，提供部分員額給教學型教師得以

進入職場，對於未來的教學現場，一定會有很好的改變與活化效果。 

六、結語 

    代理教師是現今教育現場，不可或缺的一股穩定力量，政府單位對於代理教

師的待遇，更應該要謹慎思考並積極作為。代理教師跟正式老師沒有太多不同，

一樣都在為教育付出心力，在薪資政策方面，甚至是相關的師資培育與教師甄試

制度，都必須要與時俱進並持續調整，以及隨時檢視，方能於日趨多元的教育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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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留下更多人才，培育下一代的青年才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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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中小學代理教師聘期說明 

1、含括上、下學期聘期之代理教師若因業務需要兼任行政職務者，朝支薪至隔

年 7 月 31 日之方向規劃辦理。 

2、有關依「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再聘含括上、下學期聘期之

代理教師，為避免因聘期不連續，導致暑假期間失業，而又未能請領失業補助，

爰建議各地方政府朝支給完整年薪方向規劃，並於暑假賦予其任務，相關任務應

納入聘約敘明。 

3、教育部專案補助經費增置之代理教師（如採代理教師方式達成合理教師員額

事項、國小提高教師員額編制至每班 1.65 人、國小 2688 及國中 450 等），因已

依年薪設算補助經費，建議各地方政府朝聘任至隔年 7月31日之方向規劃辦理，

倘有經費不足部分得由本部國教署予以補足，至於未支用之結餘款則應予繳回。 

4、教育部與地方政府將督導各級學校，對於暑假期間未給薪情形下，學校不得

要求代理教師到校工作。 

5、對於長期代理教師起聘日，審酌代理教師於開學前確有備課需求，爰建請各

地方政府宜逐步漸進將起聘日往前調整，給予代理教師適當時間準備課程。 

6、考量偏遠地區聘用代理教師不易，基於學生受教權益且為降低教育現場教師

流動率，俟「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草案」立法後，建議各地方政府朝提供

偏遠地區代理教師聘期至隔年 7 月 31 日方向規劃辦理。 

    教育部表示，國中小代理教師聘任係屬地方政府權責，其聘任日期亦由各地

方政府及學校視實際教學現場情形，本權責公告徵聘並依聘約期間予以聘用。教

育部了解目前各級政府財政的困境，但薪資之核發仍應立基於公平正義原則。 

    教育部期待各地方政府，依據會議之決議，對於依「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

教師聘任辦法」所聘兼任行政職務、獲再聘及專案增置員額方案之含括上、下學

期聘期代理教師，能朝給予聘期至隔年 7 月 31 日方向規劃辦理。 

 

教育部國教署  2017/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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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宜蘭縣代理教師薪資研議 

一、現況 

    本縣人事費用依規定覈實編列，又因應中小學校教學現場實況，並衡酌本府

財政狀況（本府財力等級第四級，財政窘迫），代理教師起聘日為開學日至隔年

7 月 1 日，使代理教師年資可依一年採計，又考量各校於暑假期間確有安排「特

色課程」與導師「新生輔導」之需，各校得依相關規定聘任短期代理教師。 

二、本縣代理教師員額 

    105 學年本縣國中小代理教師合計 544 名（含普通班、專任輔導教師、增置

員額、特教班、幼兒園、留職停薪、公假缺、延長病假缺、兵缺等）。 

三、代理教師比照正職教師領 12 個月薪資之評估 

（一）經費概估 

    1.以現行聘期（10 個月 3 天）聘任之預估薪資為 3 億 937 萬 9,257 元，倘以

全年度聘任預估薪資為 3 億 6570 萬 6,967 元，預估增加 5,632 萬 7,710 元，又 106

學年度本縣國小將配合辦理教育部合理員額案，爰 106 學年度將無 2688 計畫，

故倘教育部增置人力皆由中央款支應，預估增加 5,232 萬 3,672 元。 

    2.105 學年本縣國中小代理教師兼任行政職務者合計 62 名，以現行聘期（10

個月 3天）聘任之預估薪資為 3,741萬 2,894元，倘以全年度聘任預估薪資為 4,353

萬 2,438 元，預估增加 611 萬 9,544 元。 

（二）可能影響 

    本縣教育人事經費近 3 年度平均值約達 68 億 2,100 萬 2,000 元，105 年 

人事經費約 68 億 6,729 萬 4,000 元，占教育預算 82.18％，考量本府財政困境， 

債務超限情形嚴重，倘再增 5,632 萬 7,710 元，將使本縣財政僵化更趨嚴重，且 

將排擠其他教育業務經費；另倘本縣僅就教育部增置人力以全年度聘任，將造成 

教育現場代理教師同工不同酬之歧異。 

（三）因應方式 

1.持續在相關會議上向中央反映地方政府財政困境，並爭取相關經費。 

2.有關本縣 106 學年度國中小代理（課）教師聘任作業事宜，衡酌教育現場實務

狀況、學校行政事務延續性、財政衡平性及各縣市代理教師聘期等，自 106 學年

度起本縣兼任行政職務之代理教師得以一整學年度聘任（即自當學年度 8 月 1

日起至翌年 7 月 31 日止），惟仍應依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 10

條規定辦理：「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不得擔任中小學導師或各處 （室） 行政

職務。但情況特殊，經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者，代理教師得擔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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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宗教神話故事作為中小學 

道德教育的意義與啟示 

—以「天堂與地獄」基督教故事為例 

 
潘扶德博士 

泰國博仁大學CAIC碩博士部專任教授 

 

陳奕樺博士 

曲阜師範大學中國教育大數據研究院教授 

 

肖潔麗 

泰國博仁大學CAIC教育碩士生 

 

摘要 

    中國古代教育首重道德，西周朝代以鄉三物教育萬民而舉之，而道德與知識

並重。西方古希臘時代的蘇格拉底也重視知識即道德的哲學教育思想。中世紀後，

基督教興起，以愛天主，慈善為基本道德。觀古今中外對道德教育的實施，時至

今天，方興未艾。本研究目的以西方「天堂與地獄」的基督教神話為底，作為探

討學校道德教材取向，並採用哲學研究方法，文獻分析探討其內容與意義價值。

首先，認識人生究竟如何，是為己或為人的人生哲學道德觀，其次細說青少年道

德教授說與身心發展成熟的關係，接著描繪「天堂與地獄」的涵義與認知研究，

並作為檢視及思辯，最後結論歸納： 

   一、以基督教的信仰倡導大愛，如同佛教大慈大悲普渡眾生相提並論的救世

價值觀。 

 二、基督教的聖經四福音中提到:「你要盡興、盡意、盡力，愛主你的上帝；

同時，要愛人知己」可知這兩條誡令的倫理道德價值觀。 

 三、每一正信宗教除不可或缺物質生活之外，就是無盡的精神生活及來世生 

     命，如基督教的天國世界，是兼具精神生活的價值觀。 

 四、在正信宗教經典中，主張慈悲愛心為懷，以言行發揮博愛的價值，及兼 

     具崇高理性的正義及和平的價值觀，西方「天堂與地獄」故事，即是一 

     個引證。 

 

關鍵詞：神話故事、國民中小學、道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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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gnifica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western 

religious mythology for moral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Taking the case 

of Christian story Paradise and Hell 

Abstract 

  Moral education was given the priority to in ancient China. For example, the 

civilians in Western Zhou were educated by Three Items which laid equal importance 

to moral and knowledge. In Europe, Socrates in ancient Greece also emphasized the 

philosophy of Knowledge Is Virtue. After Middle Ages Christianism rose up of which 

the fundamental moral is being devoted to the Lord and charity. So to speak at all 

times and all over the world the implementation of moral education is underlined, 

which is still in the ascendant in present days.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which is 

based on the Christian story Paradise and Hell, is to discuss the orientation of the 

moral teaching material in schools and adopt the philosophic research method to 

analyze the literature so as to probe into the content and meaning. This article will 

firstly try to look into the meaning of life and the ethics of For Self and For Public, 

secondly elaborate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moral education for young people 

and somatopsychic development, then describe the definition of Paradise and Hell and 

related research for inspection and analysis, and finally come to the conclusions: 

1.Advocating great love based on Christianity, which is the salvation values being 

equivalent to the infinitely mercy and delivering all living creatures from torment in 

Buddhism  

2.As is record in the Four Gospels, “You must firstly love your God and secondly love 

the people and know yourself.” This article will analyze the values of the two 

commandments. 

3.There is endless spiritual world and reincarnation in every orthodox religion besides 

the necessary materials, for example, paradise in Christianism embodies the values of 

spiritual life. 

4.The orthodox sacred scriptures advocate that people cherish charity and promote the 

values of philanthropy with rational justice and peace. The story of Paradise and Hell 

is an appropriate case. 

 

Key words: Mythology,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mo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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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話故事＊生命采華 

 

每個靈魂都為自己建立一個住所 

在自己的住所之外，又搭起一個世界 

而這個大世界中，又建立一座天堂 

設定天堂有一位神，是天使 

世間人生的目的與價值更富意義 

因為自己知道，這個世界，因而我存在 

充滿存在的價值，完美情境，生命更光亮 

 

（改自 Emerson, 1999。細說生命采華） 

 

壹、前言 

    國民義務教育的主要對象是兒童、青少年，無論古今中外，學校教育要成功，

對道德與品德陶冶為首推要津（田培林，1973）。以台灣中小學教育目標而言，

依憲法規定，是以養成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發展之健全國民為宗旨，而

五育的德育列為首項，可見德育教學在學校教育中被重視的位置。回顧國民政府

遷台後，鑒於過去教育的失敗，對於各級學校加強道德教育，恢復固有文化與倫

理道德，都相當重視，均予以積極推展。數十年來政府致力於國民教育革新措施，

諸如把義務教育延伸至初中階段，推動九年國民教育，及十二年，均注重國民生

活教育為中心，當前社會多元化發展，工商經濟發展結果，導致升學主義偏失，

智育掛帥為先，反而在道德教學遲緩不彰，國民道德行為鬆弛，例如早於 1970

年代中，外國留學生親眼目睹我們民眾在公車上車排隊失序，爭先恐後，交通道

德喪失，曾撰文發表，引起當時政府重視，復以祭出道德重整運動，以訓示國人

的守法觀念。解嚴後，社會快速變遷，在民主、自由的追求下，道德教育實踐行

為更顯得讓人困惑，尤其存在中西道德觀的交融演變社會思潮。 

    除了上述社會環境變化之外，而對於道德教育 (moral education)的自身理論

與實踐度，均無法達成知且行的地步，雖然道德知識的內涵是教人為善，崇高且

富意義，但在實際教學卻存在諸多疑惑，以道德本質而論，是理論知識或是行為?

它是相對亦是絕對呢?是一種他律還是自律?因而導致衍生學校教育在道德教學

教材應如何取捨?用怎樣去評量道德的尺度?遂產生道德兩難的問題（邱兆偉，

2003）。多年來教育部推出道德有品運動，期以有意義教學活動去引起學生道德

行為的實踐，透過活動示範、體驗方式，養成守法、知禮的行儀。不過學校在推

動道德教育活動時，如何讓學生能習得知行合一的行動信念，首先考慮是道德教

育教材如何設計或規劃。這些被關心的議題，中外學者討論已久，且累積相當豐

富的經驗，然道德理論與實踐的內涵，會隨國情、文化、生活習慣，以及時空演

化，時移則勢易。所以說，學校寄身於此等客觀環境，在不斷變遷中，無論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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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法……無不需要相隨革新（龔寶善，1976）。而道德教育是學校中重要教育內

容，必須審視需要性與發展性，這也是本研究的課題。 

  因此，本文以「天堂與地獄」的基督教宗教神話，列為中小學生的教學內容

及其實施為探討，並採用哲學方法，其研究目之內容包括探究人生價值為何，藉

配合主題意向，提出一些論點及其道德教育意涵；再者瞭解青少年道德教學與認

知發展的相關理論，以明白此時期青少年身心發展、智力關係與道德認知的研究；

接著以神話故事作道德教學教材敘述功能是什麼？以及對神話故事可能產出存

疑，及其予以正面回應的價值，最後是提出道德教學是融合隨機教學，或可俾作

參考。 

 

貳、人生價值取向與道德教育的目的 

  人生的究竟為何而來，這是人生的根本問題。中國國父 孫中山在他的人生

論中提到:「所謂人生，應包含人的生活、生存、生計、生命及生活苦樂等問題。」

（夏雨人，1991）就以人生的起點而言，「我」活著究竟是為己?為社群?而人生

的歸宿，「我」是看重有限的生命？抑是無限精神。如此僅以德育的立場，融合

哲學家及思想家的看法，提出一些論斷，作為經歷人生，尤其給的青少年們的一

些認識。 

一、人生的起點是為己或是利他 

  這是個兩個極端的不同起點，以中國哲學思想上，如楊朱主張為我，拔一毛

而利天下，不為也即是；而墨子提倡兼愛，摩頂放踵便是。其實從人類生理與心

理層面研究，以佛洛依德的看法，從兒童時期以本我，接著青少年的自我，然後

成人朝向超我理想（張春興，1892）。此兩極不同人生觀是無法使一般人接受。

或先以利己出發，用教育文化的力量，道德感召，將小我漸漸化為大我，這才是

為人生的起始點。 

二、人生的面向是往內或是往外 

    人的生活態度取向，由於中西思想的差異，略有不同，東方信仰談到人生修

為，以返璞歸真的工夫，以佛家而言是淨空，放下執著，用虔誠內修的生活方式。

而在西方哲學，是存在功利、快樂的結果說，鼓勵往外攝取。儒家在中國正統思

想對人生的發展面向是內修外達，取得內外兼顧，使得個體成長與群體生活協和

而不好高騖遠。 

三、人生的歷程是入世或出世 

  我們人的一生，到底是為現世，抑是出世（死後），在宗教世界中以佛門弟

子而言，在開悟圓覺，重視輪迴宿命論的因果觀。因此，論世間的入世或出世思

想，也各有所本。不過儒家思想理念在不出世以求解脫；不入世，以貪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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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淑世福民去面對，用一種光明面的人生態度，把握當下該走的道路。 

四、人生的終點是有限或是無限 

  人都要面臨生與死，有生就有死，這是人生最平等的自然現象。有人以為人

的身體會死而腐化，然精神不死。如同美國麥克亞瑟曾言:老兵不死，精神富貴。

我國佛教主張輪迴之說，因人行善可投胎轉世，基督教則相信人死後可召回天國，

從此永生等，這都是把有限的生命，轉為無限之可能寄託。人的價值即在此找到

無限精神不斷的延長。因此，把握有限生命人生，盡善它，無限精神就會常存。 

 

  由此上述四點論斷，人生的真義，必須從「全人的思考」才能夠明白，這個

個體的我，便在物質世界、精神世界、社會、文化歷史、哲學宗教的四個關係中

形成的（林治平，2004）。那麼追求人生價值才有意義，試問人生追求甚麼價值

呢?一言以蔽之，在追求真知識的價值，其次是追求善的倫理價值，三是追求美

的藝術價值，最後是追求聖的宗教價值，以提升人生完美的境界，藉由真、善、

美的內涵，發現生命意義與價值，以參天地之化育，達成天人合一境界（林治平，

2004）。 

  學校實施道德教育的目的，在引向學生至善，所以德育教育目的是由內在的

心理傾向，再由內而外支配個人的外顯行為。道德表現透過每一個對象，成為個

人人格的面向。故道德教育的內涵包括認知的、實踐行為及情感的表露，基於道

德教育的特性及面對人生應走的價值方向，那麼如何促進道德教育於青少年成長

階段，以下分別說明青少年身心發展與道德認知研究。 

 

參、青少年身心發展與道德認知 

  教學是一項藝術與科學，在樹人的工程設計、藝術、統整、技術都必須兼而

有之。青少年 (Adolescence )時期，值「成長、成熟」階段，其生理、心理發展

變化劇烈 (Bruner, 1996)。在教育措施上，必須掌握發展的通則，瞭解身心發展

的基礎，共同模式及個別差異性，及注意到因身心需求的滿足，對行為發展的動

力因素（呂金燮、黃慈，2006）。除身心發展特徵外，對智力發展，明瞭青少年

發展特徵思考漸趨合理，轉而能運用文字符號作思想工具；從興趣培養尋求未來

生活的方向。此時期的教學任務，可多鼓勵對書本以外事務的思考，增廣見聞、

廣其心智，對思想啟迪，豐富情感陶冶，意志的鍛鍊，從德智體群美的均衡發展，

以培育健全的青少年。所以，青少年的道德教育，不但要明白生物性和演化的因

果對學習的影響，而更不能忽略社會文化形塑人類心智的力量。否則把人類的生

物性限制了，便犯了傲慢之罪；但對文化形塑人類心靈刻意扭曲，又泛道德性的

自殺 (Bruner, 1996)。既然教學要不至於自傲或自殺的境地，在「學習如何學習」

(Learning how to Learn)以及「學習如何生活」(Learning how to Live)下，養成獨

立思考道德判斷的能力，把握學習如何學習才是教學的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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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述對青少年身心與智力發展而言，其道德意識的發生與道德觀念形成，

與身心發展有密切關係，重視培養學生合於道德規範的品格，而品格的形成是社

會化的歷程，青少年從中學習社會角色 (social role)和社會規範 (social norm)，

已養成良好態度與價值觀。此經由社會化的過程陶冶學生品格，同時要提供一個

穩定的生活環境，家庭與社會道德標準一致，再由外控（他律）而內化（自律），

去建立個人的道德觀念。 

  中外學者對道德理論研究，通常從心理學去討論道德行為，其他以哲學、宗

教等方面較少；另外亦認為道德實踐，都是在文化環境之中，個體經由其周遭的

人、事、物接觸逐漸形成。就以道德認知發展的研究，其中以哈佛大學教授柯柏

格 (Kohlberg, 1969)的理論及方法，最受青睞。以柯柏格青少年的道德判斷而言，

係以向學生講故事方法，柯氏編造許多故事，講過之後，觀察紀錄不同年齡學生

的判斷方式。如此，他編造一些見仁見智故事，以測驗學生們道德判斷取向與年

齡大小的區別。台灣學者早年已有人採用柯氏的方法研究國中小道德判斷的發展，

如陳英豪將柯氏的德道德判斷測驗修訂建立常模在國內使用（張春興，1982）。

陳氏研究結果發現台灣國中小強調「克己」、「服從」、「乖孩子教育」，及教學方

法忽略討論啟發的教學方式與思考訓練，這是我們青少年缺乏道德自律的主因。

不過陳教授之研究，大致符合一般人的看法，然要依此個別標準去比較不同文化

傳統或社會規範的價值判斷，在理論上也是有一定的難度的。 

 

肆、西方宗教神話故事的道德教育意義 

一、神話故事的道德教育 

  自中世紀以來，基督教以愛天主和愛人，而慈善遂成為基本道德，教導人們

一面敬神，一面愛同胞，以為天國生活之準備。在當時基督教以宗教的力量，感

化並教育了蠻族，這是基督教對西洋文化的重大貢獻，及其信念所肩負上帝的使

命，合人類生活上的情緒，感動世人的內心。本研究西洋故事以基督教教義旨意，

以獲永生為宗旨，它由猶太教發展而來，在理論上增添倫理和哲學的內容，不但

展示天國的美好，也滿足教徒們現實的需要。在台灣社會以佛教、道教，及基督

教最具影響力，在這多元社會中，宗教的歷史背景極尋求生命意義上而言，於是

在道德教育產生聯結。從本研究之「天堂與地獄」基督教故事而言，可以做如此

見解。茲就此篇內容（如首頁所示）旨意，藉以討論作為青少年學生道德教育教

材的可能性。 

    天堂與地獄的故事告訴我們，不同的國度的人們，所表現的是人與人相處的

態度差異性。天堂是基督教的天國聖地，故事內容表現互動關係與服務對方為喜

樂，正符合基督教「天國」的追求；而地獄是「罪人」、「自私」，但悔改得救的

福音。觀基督教即使包含羅馬天主教、東正教和新教的不同派別，但他們都信原

罪、信救贖、信天國、信永生、信來世，且以教義為依歸，相信上帝的存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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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教以編織神話的推理，豐富人生的價值，自然產生道德教育的最好素材（鈕則

誠，2004）。由這個故事內容，除老師講述外，亦可以用動畫表現，並以不同深

度及廣度，對不同年齡層的青少年分析，以產生教育的效果。教學中教師可依柯

柏格的問題問答方式，以判斷學生的道德認知能力，以下就以「天堂與地獄」一

則內容，設定問答，學生依自己感覺或想法作答: 

   ※你認為有存在天堂與地獄這兩個地方嗎？為什麼？ 

    ※天堂與地獄生活有何不同嗎？其理由為何呢？ 

    ※天堂為何要給故事中大善人完成臨終前的一個最後的願望呢？為何大善

人獲得如此禮遇？ 

    ※天堂的人為何長得白白胖胖？而地獄裡的人卻個個骨瘦如柴呢？為什

麼？ 

    ※如果天使派你去拯救地獄人們的痛苦生活，你要如何去拯救呢？ 

    ※你知道佛教目蓮救母的故事嗎？地獄是懲惡，天堂是揚善，試問人生如何

脫離苦海，往生善果？ 

    歸納以上六個問題，的確是很有趣的宗教文化寓言，是一項心靈實體建構。

因相信人死後，靈魂不滅的定律。研究者就此題型於擔任台灣花蓮縣豐濱國中校

長作為施測，就二年級的公民課程的班級學生為對象，並以此教材作為主題教學

的內容。當然，該校位於偏鄉地區，學生百分之八十為阿美族，餘為漢族、噶瑪

蘭族及少數中國省籍，其家長宗教背景為基督教，佛教、道教為主，其中又以基

督教占大部分，一部分是融合不同宗教儀式與祭典之中，透過上課的問題討論，

此等基督教信仰家庭學生亦深受其影響，從每星期日上教堂及參與牧師的講道，

他們信仰是大致一致的，上帝是神，信耶穌，能解脫人生苦難，心靈的寄託。因

此，從這一點，可反映出這批學生的純潔、童貞，比較乖巧，生活容易滿足，物

質欲望不像都市區之浮華，當然也受經濟條件有關，及族群文化影響所致。所以，

此等偏鄉的原始傳統文化（如豐年祭）即結合基督教文化洗禮而彼此相融，成為

臺灣獨特的宗教信仰自由。 

二、對宗教神話故事的詮釋 

    「天堂與地獄」這則宗教神話故事，乃是虛擬建構，以基督教的蘊涵，用映

襯、比喻方法，全文以敘事、以抒情，而間接用傳說，讓信仰與信念融為一體，

充分表現人類追求的生命價值。但如對一個無神論或心中另有信仰者，這個基督

教的典故對之而言，便是成為無稽之談了嗎？然在西方大部份的國度裡，此則故

事是膾炙人口，因為它用耶穌愛人、愛天國，可以贖原罪是同出一源。而在東方

社會中，基督教也漸漸變成社會生活的一部分。如今宗教與人生關係，越來越廣

佈，因為人類在生命無常中，是可依賴的對象，也提供萬物之所以存在的充分理

由。 

    本則故事，雖源自基督教的教義精神，然從中西的宗教發展理念，都是以眾

生平等，勸人為善為本性俱真，對世間因果緣起緣滅合乎設定命題，人類共同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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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目的是相同的。觀中外思想家、哲學家或宗教家看待生命的意義，是以社會

環境與歷史條件下的創造產物，且烙有文化和時代的遺跡。比如湯因比（1975）

說:宗教是一種人生的態度；康得（1804）主張宗教對道德原則的締造者之敬畏；

前蘇聯列寧格勒也曾說:如果沒有神，生命全無意義；我蔣公中正總統遺囑：自

餘束髮以來，即以基督耶穌為自居。充分表現宗教與人生共伴效應，邁向人生處

事的哲理。 

    人類日常生活中，所留下傳說、儀式、故事是在一個「組織文化」裡是何等

重要內涵，本主題「天堂與地獄」，或甚至其他中國二十四孝、神話小說等，它

不但增添人生趣味與欣賞價值，無形中相對品味十足，形成潛移默化的人格陶冶。

青少年是人生中的求知期，教育可塑性及依賴性最高，在學校道德教學之實施，

或隨機的教材補充，加上這些成分，可以產生出他們對理想的孕育，進而帶動追

求知識與心靈的成長，儼然成為學校教育重要課題。 

 

伍、結論與啟示 

一、結論 

  「天堂與地獄」的神話故事中心思想，勉眾生在世要好好持修積德，慈悲養

慧，廣學多聞，增進智慧，終至天國。基督教宗旨是傳達上帝神愛世人的觀念，

並要人彼此相愛，這與佛教、道教，抑或是世界上其他宗教，從當中發現雖各有

不同歷史背景、追求生命的方向與崇拜的形式，但宗教的產生應有其正向，有其

意義，以安定人心，導正人心功能。從這則「天堂與地獄」的舉例，代表一個正

信的宗教，可為國中小道德教育教材支持的理由，其文中隱喻，深具生命的人生

哲理價值取向，綜合歸納： 

    （一）以信仰基督教對倡導大愛，如同佛教大慈大悲普渡眾生相提並論的救

人價值觀。 

    （二）基督教的聖經四福音中提到:「你要盡興、盡意、盡力，愛主你的上

帝；其次，要愛人知己」可知這兩條誡令的倫理道德價值觀。 

    （三）每一正信宗教除不可或缺物質生活之外，就是無盡的精神生活及來世

生命，如基督教的天國世界，是兼具精神生活的價值觀。 

    （四）在正信宗教經典中，主張慈悲愛心為懷，以言行發揮博愛的價值，及

兼具崇高理性的正義及和平的價值觀。 

二、啟示 

  有關宗教神話題裁，能夠作為勸人或教人為善的內容，必是正信宗教，也是

真正宗教的使命，目的是建立人類彼此的尊重與關懷，而宗教也提供情感上的慰

藉，使身心靈合一。故此等神話題材轉化為道德教育的範疇，必須符應道德教學

原則，宜掌握下列三個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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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認知與實踐的兼顧：意即道德教學必須知行並重，使知其所然，行

其所然的功夫，否則知而無行，看似有德，乃易流偽君子。故老師在

教授故事內容思想，能轉化實際生活素材，使接近生活能知能行的目

標。 

     （二）個別差異與循序漸進並用 : 道德教育的內涵包含多方面，凡屬於與

智力有關的認知判斷、學習者的生活習慣，家庭背景等要素，都是必

須注意個別差異性以及學生個人身心成熟條件的循序漸進，以建立其

道德規範，而在家父母管教、社會道德等必須與學校教學相結合，才

是成功的道德教育。 

     （三）社會現實問題兼之 : 學校的道德教學，最擔心是教材教條化或是形

式化，務必把這些神話故事、古聖先賢的格言等內容現象變成當今社

會實際問題，採用啟發、問題討論或角色扮演等，讓學生在活動中學

習道德判斷的有效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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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天堂與地獄 

 

一位一生行善無數的基督徙，臨終前有一位天使特地下凡來接引他上天堂。 

 

天使說：「大善人，由於你一生行善，成就很大的功德，因此在你臨終前我可以

答應你完成一個你最想完成的願望。」  

 

大善人說：「神聖的天使，謝謝你這麼仁慈。我一生當中最大的遺憾就是：我信

奉主一生，卻從來沒見過天堂與地獄究竟長得像什麼樣子？在我死之前，您可不

可以帶我到這兩個地方參觀參觀？」  

 

天使說：「沒問題，因為你即將上天堂，因此我先帶你到地獄去吧。」 

 

大善人跟隨天使來到了地獄，在他們面前出現一張很大的餐桌，桌上擺滿了豐盛

佳餚。  

 

「地獄的生活看起來還不錯嘛！沒有想像中的悲慘嘛！」大善人很疑惑地問天

使。 

 

「不用急，你再繼續看下去。」  

 

過了一會，用餐的時間到了，只見一群瘦骨如柴的餓鬼魚貫地入座。每個人手上

拿著一雙長十幾尺的筷子。每個人用盡了各種方法，嘗試用他們手中的筷子去夾

菜吃。可是由於筷子實在是太長了，最後每個人都吃不到東西。  

 

「實在是太悲慘了，他們怎麼可以這樣對待這些人呢？給他們食物的誘惑，卻又

不給他們吃。」  

 

「你真覺得很悲慘嗎？我再帶你到天堂看看。」 

 

到了天堂，同樣的情景，同樣的滿桌佳餚，每個人同樣用一雙長十幾尺的長筷子。

不同的是，圍著餐桌吃飯的是一群洋溢歡笑，長得白白胖胖的可愛的人們。他們

同樣用筷子夾菜，不同的是，他們餵對面的人吃菜。而對方也餵他吃。因此每個

人都吃得很愉快。  

 

摘自：http://myweb.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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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高等教育樂器專業教育發展 

與學生就業生涯之研究 

—以廈門集美大學音樂學院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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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博仁大學 CAIA教育碩士生 

 

潘扶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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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著名音樂家冼星海提出：「音樂是人生最大的快樂，是生活中的一股清泉，

是陶冶人性情的熔爐，沒有藝術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隨著中國高等教育的

大眾化，人才需求多元化，人才培養全面化，以及素質教育的重視，藝術特長教

育從基礎開始普及，藝術學習氛圍逐漸提高，各大高校的藝術教育專業的樂器教

學也進行了各種改革，與此同時教育問題也日益彰顯，其中藝術類樂器專業的本

科畢業生就業問題最為突出，如今的經濟社會中部分地區文化藝術沒有很好的發

展，相關專業的畢業生就業成為問題，本文探討樂器專業教育現狀的同時，淺析

就業問題產生的原因、就業生涯發展遇到的問題，以便為學校及學生的發展做更

好的規劃。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文件分析及問卷調查法，及研究者教學工作中

實際經驗輔以說明。以廈門集美大學音樂學院為例，「假就業」現象說明學校專

業設置及學生長期發展規劃中，未能對學生進行系統的專業教育及就業生涯規劃

引導，學校學科發展建設與社會脫節，教育是為社會培養人才，如果社會不需要，

學校的培養活動將毫無意義，因此個人、學校、社會應該緊密結合，學生適時調

整就業規劃，學校適時調整課程方向，社會最大限度的接納畢業生就業，共同使

不可替代的藝術教育發揮更大的作用。 

 

關鍵詞：高等教育、樂器專業、就業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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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Education in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and 

Students’ Career Planning—Based on the Music 

College of JiMei University in XiaMen 

 

Abstract 

 

  The famous musician Xinghai Xian said “Music is the greatest joy of life, a clear 

spring in life, a melting pot to refine personality, education without art is incomplete.” 

With the development the popularization of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diversification 

of talents demand, generalization of talents cultivation, and emphasis on quality 

education, art special expertise starts with basis, artistic learning atmosphere deepens, 

music instrument teaching of art majors in higher school carries out various reforms, 

at the same time, the education problem is also increasing remarkable, among which 

the employment issues of university graduates specialized in musical instruments are 

the most outstanding. Artistic culture has not developed well in some areas until now, 

and graduates of related professions meet with employment issues. The article 

discusses education status of instrumental professional, the causes of employment 

problems, career development problems, for better planning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chools and students. The article applies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investigation method, 

supplemented by personal teaching experience. For the example of the Music College 

of JiMei University in XiaMen, “fake employment” states that students don’t get 

systematic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career planning guidance from school.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is disjointed from society. Education is to cultivate talents for 

society, otherwise the school training is of no sense, so students, schools and society 

should integrate closely. Students adjust employment planning, schools adjust course 

direction, society creates more chance, to make art education more useful.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Career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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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 

（一）大學的任務 

  大學的任務是培養包括音樂專業在內的各項專業人才，在美国大学的先驱者

弗莱克斯纳的努力下，英国和德国大学的传统在美国得到了发扬，而美国大学的

理念则发展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趙明，2006）。 

  「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大學教育的使命是培养学生完整的人格、净化

学生的心灵、修养学生的品行、锻炼学生对事物进行批判的能力，學會做人、學

會做事，而不是仅仅对学生进行专业教育。 

   2011 年清華大學“全球社會經濟發展與高等教育”主題交流討論會指出：大

學的根本任務是培養人才。高等教育是培養高級專門人才的社會活動，培養創新

型人才與實踐性人才，服務與國家的政治、經濟等發展，在國家經濟建設、社會

發展與科技進步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因此並不是獨立的存在。 

（二）樂器專業在大學中的功能與特殊性 

  音樂具有五大功能：社會功能：社會生產、生活中無時無刻都伴隨著音樂，

沒有音樂的世界是不存在的；審美功能：音樂藝術用聲音作用與人的情感，引起

激動、陳思等情緒變化，以潛移默化的方式使人接受薰陶，調節情感；認識功能：

音樂藝術不僅是社會生活的反映，也是人類理想的體現，可以振奮精神、協調集

體勞動動作等，如國歌、軍歌、民間勞動號子等；教育功能：音樂對促進大腦健

康發展、開發大腦潛能有積極作用，能促進肢體的協調統一，培養人的認知、情

感調節、傳達能力、促進人際關係等，人是群居生物，音樂是溝通與交流的方式；

娛樂功能：音樂可以使人愉悅、使人放鬆、修身養性、怡情健身、自娛自樂。 

  根據以往學者的研究：音樂是一種美的形式,以美育潛移默化的滲透於德育

中。從古至今音樂教育都以它的美育功能塑造與淨化人的心靈,在高等教育領域

裏,音樂教育中的樂器教育更加充分的體現其德育價值,使美育滲透在生活中，讓

大學生更容易領悟德育的真諦。（王阿楠，2012） 

  音樂教育是大學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素質教育的重要一環，中國古代就

提倡禮樂治國，音樂修養對於人的發展是不可或缺的，20 世紀 80 年代我國教育

部就明確指出藝術教育是學校素質教育的重要內容，音樂教育中的樂器教育是高

校教育的重要環節，為社會培養專業人才，塑造大学生的和谐心灵、培育健康的

情商发挥积极的作用。 

  樂器是音樂的一種表達手段，隨著工業文明的進步，古今中外樂器種類繁多，

是人類不可替代的精神財富，也是世界的通用「語言」，是一個國家軟實力的體

現，大學教育中開設樂器教育是教育先進性的體現，也是不可替代的社會需求。 

二、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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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樂器專業大學生的專業素養以及就業率日益低下，本文將探究分析其原

因。 

（二）幫助學生建立就業生涯規劃概念，尋求解決就業率底下新出路。 

 

貳、文獻探討 

一、樂器人才培養在學校的重要性 

  樂器教育是音樂教育中的重要一環，隨著社會的進步，人們對音樂的研究不

斷深入，音樂的審美、認識、教育功能能有效提高學生的個人休養與文化素質，

誕生了如李雲迪、吳蠻等大批的著名演奏家，為社會的音樂專業需求輸送了大批

人才，是素質教育的重要體現，也是學校教學水平的重要體現，更是文化傳承的

體現。 

  近年來中國的基礎教育中樂器教育發展突飛猛進，從 2002 年的基礎教育課

程改革至今非欠發達地區的樂器教育已成逐步為必修課，北京、上海等發達城市

幾乎每所中小學都有學生交響樂團，是一個學校集美大學周邊的廈門市島內地區

及泉州市區基礎教育中交響樂團普及率也能達到 80%以上，各地青少年宮組建的

學生樂團也為國民素質的提高做出巨大貢獻。 

    樂器培養成果是學校教育成果的一種體現方式，是學校間競爭的一個重要指

標，也是學校宣傳的窗口，在有效提高學生素質及審美的同時為學校贏得榮譽，

基礎教育及高等教育中的特長生加分政策則從制度上重視契約人才的培養，促進

了樂器教育的發展。 

二、樂器人才培養與社會發展關係 

  匈牙利著名音樂家柯达 kodaly 指出：音樂是無法代替的精神食糧，好的音

樂可以培養人的意志、自信心、民族情感和集體主義精神，而不健康的音樂則會

腐蝕人們的靈魂。音樂是傳遞人與人之間情感的紐帶，是一種不可替代非語言藝

術，早在春秋時代的教育家孔子就提出「寓教於樂」，孟子也說「仁言不如聲之

入人深也」。《樂記》提出「致樂以治心」，古希臘柏拉圖認為：「音樂教育比其他

教育都重要的多，節奏與樂調有最強烈的力量侵入心靈的最深處。如果教育方式

適合，它們就會拿美來浸潤心靈，使它也就因而美化。」自古以來，無論中國教

育家孔子孟子還是古希臘的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都認為音樂對社會的發展具有

積極作用， 抗戰時期的各種抗日救國情感音樂《國際歌》、《義勇軍進行曲》等

都是積極的寫照。 

  契約人才培養與社會經濟發展相輔相成，互相促進，北京、上海等一線大城

市的音樂教育領先於全國，不僅是師資優秀，就業也是一大原因，北京市大小樂

團數不勝數，能夠接納的畢業生數也很可觀，無形帶動了當地的樂器教育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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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使得當地的音樂氛圍很好。 

  社會的發展不僅是物質與經濟的發展，人文發展也是很重要的指標，音樂發

展是發展程度的很重要的考量標準，是國家軟實力的體現，德國和日本等國的基

礎教育中管樂普及率非常高，也使得德國日本的高等教育中樂器發展領先與他國

家。 

  樂器教育在培養學生的審美、欣賞與創作美的同時，通過樂器以情感人、陶

冶人的情操，美化人的心靈，詩人進入更高的精神境界，成為具有高尚情操的人。 

三、中西方樂器發展簡史 

  在人類還沒有產生語言時就已經知道用聲音的高低強弱來表達情感進行交

流，這便是音樂的雛形，而人們在表達愉快情感時敲打的石器、木器等便是最原

始樂器的雛形。 

  隨著時代的變遷，樂器的發展多種多樣，以國別來分有中國民族樂器與西洋

樂器等，以演奏方法來分有吹管樂器於彈撥樂器等，以及各種各樣的樂器種類區

分規則。 

（一）中國樂器發展簡史 

  有實物考證的中國音樂史起源於距今七千年左右的新石器時代，先民們已經

可以燒製陶韻和古哨，後經歷了夏商時期、西周；西周、東周時期；秦、漢時期；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隋、唐時期等時期，貫穿古今，樂器發展也是各個時

期的標誌，比如夏代就有鱷魚皮蒙制的鼉鼓，商代出現了編鐘，周代的「八音」

樂器等 

（二）西方樂器發展簡史 

  西方音樂經歷了中世紀之前的古代音樂時期、中世紀音樂時期、文藝復興時

期、巴洛克時期、古典主義時期、浪漫主義時期等，西方音樂除了歌劇外，樂器

也是非常發達的，史料記載吹奏樂器小號首次出現在公元前 15 世紀古埃及和日

耳曼部落，公元 6 世紀畢達哥拉斯創造了世界上第一架古鋼琴，隨後中世紀波斯

地區出現了「薩泰里琴」和「德西馬琴」，14 世紀義大利的繪畫中出現了類似於

現代小提琴等弓弦樂器。  

 

參、集美大學樂器專業教育發展現狀分析 

一、集美大學音樂學院概況 

（一）學院簡介 

  集美大學音樂學院位於廈門經濟特區集美學村，與廈門大學隔海相望，前身

是著名愛國華僑陳嘉庚先生於 1925 創辦的集美師範學校高級師範選修科，是福

建省音樂教育歷史最悠久的師資搖籃之一，也是福建省規模最大的音樂教育園地

之一。設有音樂學於音樂表演兩個專業，2015 年新增教育碩士專業，教職工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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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其中 6 人具有博士學位。學院下設聲樂、樂器、鋼琴、音樂理論四個教研室，

一個省級實驗教學示範中心以及一個藝術研究所，師資可謂全省一流。 

    由於福建省樂器方面發展落後於全國，僅有少數院校有樂器專業及專業導師，

如福建師範大學、廈門大學、集美大學等，樂器專業的社會需求不足嚴重阻礙學

校相關專業的學科進步與發展，學校對於音樂專業的重視不足，音樂學院的標

誌—交響樂團在 2012 年由於生源不足等原因解散，從此成為「不完整」音樂學

院，學生的積極性也大大降低，各種因素結合導致近年來音樂學院水平日益下

降。 

（二）教學與課程目標 

    音樂學院開設三大專業：音樂教育、音樂表演、舞蹈專業。 

    音乐教育专业培养目标：培养掌握音乐学科基本理论、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

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具备在中等学校进行音乐教学和教学研究的教师及教

育工作者。具备较扎实的音乐理论知识和运用能力，具有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能

力，具备良好的教师职业素养和从事音乐教学的基本能力的音乐教师及音乐教育

工作者。毕业生的服务方向：适合在高等、中等学校和社会文化机构从事音乐教

育、教学工作，也可到机关及企事业单位从事文艺宣传、管理和教育培训等工作。 

    音乐表演专业培养目标：适应社会各类与音乐有关的部门及行业所需的表演

類音乐专业人才。能熟练掌握音乐学科基本理论并具备音乐專業表演、教学、创

作实践能力的专门人才。毕业生的服务方向：文艺团体、广播等其他企事业从事

表演、教学、编辑、宣传、管理等方面工作。 

    音乐舞蹈方向培养目标：适应社会各类与音乐、舞蹈有关的部门及行业所需

的舞蹈专业人才。能熟练掌握音乐、舞蹈学科基本理论并具备音乐、舞蹈表演及

创作实践能力的专门人才。毕业生的服务方向：文化部门、文艺团体、党政机关

及企事业单位从事舞蹈表演、编导及管理等方面工作。 

 

肆、結果分析 

一、就業現狀調查 

  根據對集美大學音樂學院三大專業各 10 名（共 30 名）本科畢業生畢業前三

年的調查結果顯示如表 1： 

    師範類音樂學專業畢業生有 1 人考取研究生、2 人考為中小學教師、1 人做

音樂培訓、2 人改為其他職業。 

  音樂表演類畢業生有 3 人考取研究生、1 人考為中小學教師、4 人做音樂培

訓、2 人改為其他職業。 

  舞蹈表演專業畢業生有 2 人考為中小學教師、5 人做音樂培訓、3 人改為其

他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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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畢業生就業情況（2017） 

 樂團 考取研究生 中小學教師 私人培訓 其他 

音樂教育專業 0 1 6 1 2 

音樂表演專業 0 3 1 4 2 

舞蹈表演專業 0 0 2 5 3 

 

二、問題探討 

  根據調查分析音樂學院開設三大專業中專業對口就業率比較高的是師範類

音樂專業畢業生，音樂表演與舞蹈專業畢業後多為私人培訓機構工作，私人培訓

機構被稱為靈活就業，也列入就業率範圍，但實際靈活就業學生並沒有穩定職位

與穩定收入，無醫療保險與社會保險，無住房公積金等各種保障，隨時會面臨失

業，因此並不屬於真正的就業，專業方面沒有提高與再發展的空間，不利於長期

發展，會逐漸迷失自我，轉為其他職業，因此音樂與舞蹈表演畢業生脫離本科專

業改為普通職業比例比較高。 

  表演專業就業率低的原因研究者分析有如下幾個方面： 

1、個人自身因素： 

  過於理想化，缺少對個人專業的熱情，未能認清外校同等專業的水平實力與

就業形勢，沒有合理的職業生涯規劃，對待學業過於放鬆，盲目學習，被動學習，

自我放鬆，以至於失去競爭力。集美大學音樂學院因師資等問題將專業課時縮減

一半，課後練習時間平均不足兩個小時，相比武漢音學學院、四川音樂學院等專

業音樂學院每天至少八小時的練習時間，集大音樂學院學生相差甚遠，這也是專

業競爭力不足的一大因素。 

2、學校因素： 

    音樂學院自 2010 年由藝術學院獨立出來後一直處在探索期，音樂學院最重

要的實踐團體交響樂團被解散，表演專業學生從此無樂團實踐機會，對就業及未

來專業發展影響非常大。學院的專業課程過於縮減，許多學生每周實際專業課時

間不足 25分鐘，這是學生能力不足的最主要原因，學院的行政與教學分離，部

分政策的制定脫離教學，表演專業學生登台實踐機會少，要求低，畢業寬鬆，國

內各大音樂學院公認的表演專業畢業考核方式為個人（獨奏）音樂會，集美大學

音樂學院的畢業方式放寬為畢業論文與班級音樂會，致使學生能力嚴重不足，毫

無社會競爭力。 

3、社會因素： 

  隨著國內教育水平的提高，高等教育逐步普及，本科教育變成通識教育，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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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出是低就業率低的一大因素，由於社會職位有限，同一職位應聘者增加必然造

成部分失業等問題。 

  政府職能部門的發展規劃或者社會自身的發展與競爭機制也會淘汰掉一些

崗位或職業，比如政府重視當地經濟建設發展而減慢了文化產業發展，就會阻礙

文化服務機構的進步，甚至倒退，造成機構裁員，演出單位業務減少等。 

  人口增加的同時中小學校迅速擴編，師範類畢業生的就業相對比較可觀，但

是包括廈門市在內的部分地區重經濟發展，輕人文發展，導致經濟人文比例失調，

文化類建設得不到很好的發展，與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的文化建設差距十分明顯，

音樂表演類畢業生的就業發展受限明顯，畢業後本應進入交響樂團等文藝機構，

但是調查表明集美大學表演專業幾乎無人照教學培養目的就業，而是變相就業。 

  廈門市共有兩個樂團供表演專業畢業生選擇，但是由於樂團結構穩定，人員

變更慢，入職要求高，幾乎不接納廈門市高校畢業生，福建省內的音樂發展也未

能得到重視，其他縣市幾乎沒有交響樂團，惡劣的就業環境也是表演專業變相就

業的一大原因。 

 

伍、樂器教育對學生生涯規劃的探討 

一、以畢業後前三年就業現狀分析 

  由調查結果顯示按照學校培養計畫教育專業畢業生完成教學目標考入教師

的比例最高，音樂與舞蹈表演專業考入對口樂團機構的數量是 0，除少數考取研

究生以外均為擇業發展，即非學校正常培養計畫方向就業。 

  目前教育部公布的大學就業率是由各個學校自己上報，大學就業率與學校聲

譽掛鉤，教學成果評比的一大因素就是就業率，所以存在「假就業」現象，比如

就業去向裡的靈活就業，多為無業或者臨時工種，並不是真正就業。 

  2016 年的十大本科就業率評比中就業率最高的是財務管理，就業率 95.3%，

音樂專業不上榜，工職類專科院校最高能達 100%的就業率也是值得其他專業考

量。 

  畢業前三年是決定未來發展方向的重要時期，許多學生在畢業後就脫離的本

科專業而改行，一旦脫離想要回歸本專業非常難，「假就業」現象不僅是對學生

的不負責，也影響了學校的正常教學，學校的投入付之東流，浪費人力物力，干

擾了學校決策，誤導高考生填報志願等等，百無一利。 

二、發現就業受限與問題 

  2017 年全國高校畢業生總數近 800 萬人，就業崗位並未有實質性的增加，

就業問題是一個多方位的複雜問題，學校與個人因素都有影響，學校在設置專業

上要考慮社會就業問題，社會是否真的需要這個專業，怎樣才能促進某個專業在

社會上的需求，如今國家在重視素質教育發展，音樂素養也在其中，因此如何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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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產業發展落到實處就是學校與社會共同思考的問題。 

  目前我國高校還是以培養學生專業理論和技能為主，專業設置固定性與滯後

性，不能與社會接軌，不能即時調節。大學生的就業及人生規劃指導缺失或者不

科學，甚至當成一次講座，只要有就行，沒有具體的就業政策講解及就業分析指

導，學生無法對畢業後有科學的期望與規劃，無法順利的與社會接軌。 

  缺少就業指導會使學生就業觀念過於保守，缺乏良好的擇業心理，在就業壓

力面前只想有工作就行，沒有合理的生涯規劃。 

三、樂器專業生涯發展規劃方面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规划指导应贯穿大学生学习生活

的全过程，高等学校应构建基于「全面—全程—重点」的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

育的三维立体体系（布茂勇、唐玉琴，2009）。 

  生涯發展規劃是每個專業每個人都應有的個人規劃，簡單來講就是讓自己有

目的有條理的活著，哪個時期扮演何種角色，也是充分了解自己、發現自我的體

現，樂器專業的生涯規劃具自己的特色，比如畢業後進入樂團正式開始職業生涯。

沒有規劃畢業後就沒有方向，被動的等工作崗位，結果必定是不理想的。 

  要建构由专程辅导员和导师组成的团队，形成职业生涯规划合力教育，同时

还要划分职业生涯规划教育阶段，制定明确目标，并且兼顾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发

展性,适应大学生心理认知，这样多层次全方位的推进改革，才能充分发挥大学

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的应有作用（王飛，2017）。 

 

陸、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學校教育是教授育人的過程，不是仅仅对学生进行专业教育，教育有社會性

與目的性，教育的社會功能是為社會培養人才，服務與國家的政治、經濟發展，

如今社會科學技術與經濟飛速發展，人口增加，高等教育逐漸普及，社會競爭日

益激烈，大學畢業生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就業壓力，樂器專業整體就業率地下，

「假就業」虛高，高考升學壓力大，許多大學生選擇專業時未能進行人生發展規

劃，多為盲目的隨波逐流，畢業初期的適應就業對未來發展有深刻影響，初次就

業要考慮到長期發展規劃，並做好考研等變通計畫，研究者訪問過一些大學生專

業依據時多數回答是盲目的，沒有考慮未來發展。學校方面放寬對學生要求，在

設置專業上也考慮欠佳，沒有從學生到角度出發，很多專業的開設沒有足夠的市

場需求，學校也未對學生的生涯規劃有合理的指導，社會與大學脫節，學生沒有

對口就業崗位造成大量的師資浪費，教育是為社會培養人才，如果社會不需要，

學校的培養活動將毫無意義，因此個人、學校、社會應該緊密結合，學生適時調

整就業規劃，學校適時調整課程方向，社會最大限度的接納畢業生就業，共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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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替代的藝術教育發揮更大的作用。 

二、建議 

（一）個人方面 

  個人應意識到就業形勢的嚴峻性，主動學習，不能只看到本校學生水平，要

與國內外同專業學生進行對比，多到全國乃至世界各地先關院校開闊視野，掌握

專業發展動向，主動尋找學習與實踐機會，減少非專業相關課外活動，每天專業

練習時間應不低於 4 個小時，多參加國家及省市級專業比賽，尋找不足，多現場

聆聽交響樂團等專業性演出，結合自身專業有針對性的學習，做好學習及未來職

業規劃，目光要長遠，尋找專業相關的職位，進一步提高專業水平，使自己的專

業水平具有不可替代性。 

（二）學校方面 

  增加專業學習課時，恢復交響樂團，積極主動引導學生專業實踐，學校教育

不能與社會脫離，不能盲目的開設專業，加強與外校及相關單位的交流，加大學

生的見識面，鼓勵學生專業深造，包括樂器教育在內的藝術教育具有不可替代性，

是學校實施素質教育的重要內容和途徑，積極為學生創造適合的學習環境，提高

專業考核要求，恢復個人音樂會結業考核形式，恢復學校交響樂團及各種相關藝

術團體，做好做具有針對性有質量的學習、生涯規劃及就業指導。 

（三）社會方面 

  加大政府的引導能力，從政策方面鼓勵學校發展音樂教育，增加文化機構建

設及工作崗位需求，引進各種交流活動，增加演出機會，普及市民音樂意識，普

及中小學等基礎音樂教育，促進中小學及社會相關樂團與大學的交流共建，鼓勵

各級交響樂團建設，使不可替代的藝術教育發揮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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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技藝教育課程學生課程滿意度及 

職業自我概念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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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生 

 

林清達 

慈濟大學教育研究所教授 

 

摘要 

  本研究以研究者自編「國中技藝教育課程學生課程滿意度與職業自我概念問

卷」為研究工具，研究對象係以宜蘭縣選讀技藝教育課程之國中九年級生，調查

其對技藝教育課程之課程滿意度、與其職業自我概念之影響。研究者共發出 267

份問卷，實際回收 267 份，扣除無效問卷兩份，總計有效問卷 265份，茲將研究

所得結論歸納如下：  

一、宜蘭縣選讀技藝教育課程之國中九年級生對於該課程之滿意度表現皆趨於非

常滿意，尤其在行政支援最為滿意。 

二、不同性別、打工經驗以及選讀職群類別之國中九年級生在課程滿意度上無顯

著差異。 

三、不同家長教育程度、選讀職群之最大原因及學校所在鄉鎮之國中九年級生在

課程滿意度上達到顯著差異。 

四、宜蘭縣選讀技藝教育課程學生之職業自我概念之認知皆趨於清晰，尤其在對

自己的職業喜好方面有最清楚的認定。 

五、不同性別及打工經驗之國中九年級生在職業自我概念上無顯著差異。 

六、不同家長教育程度、選讀職群之最大原因、選讀職群類別及學校所在鄉鎮之

國中九年級生在課程滿意度上達到顯著差異。 

七、選讀技藝教育課程之國中九年級生對於國中技藝教育課程之課程滿意度與學

生之職業自我概念呈現正相關。 

 最後，根據研究結果，對承辦技藝教育課程學校、教師及後續研究者提出建

議。 

 

關鍵字：國中技藝教育課程、課程滿意度、職業自我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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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Student’s Learning 
Satisfaction and Career Self-Concept in 

the Technical Education Program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Chi-Hsiu Tung 

 

Ching-Dar Lin 

 

Abstract 

  The research tool was a self-designed questionnaire which applied to 267 ninth 

graders who attend the Technical Education Program of junior high school in Yilan 

County. The findings we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Yilan technical education ninth graders shared a high level of curriculum 

satisfaction. They were specifically satisfied with the administrative support received. 

2.Technical education ninth graders, regardless of their genders, part-time job 

experiences and skill categories, showed a similar level of curriculum satisfaction. 

3.When taking technical education ninth graders parents’ education paths, the reasons 

why they choose the skill sectors and the locations of schools into consideration, their 

levels of curriculum satisfaction differ greatly from each other. 

4.Yilan technical education ninth graders appeared to have a clear perception of 

professional self- concept, especially in the aspect of professional interests. 

5.Technical education ninth graders, regardless of their genders and part-time job 

experiences, showed a similar perception of professional self-concept. 

6.When taking technical education ninth graders parents’ education paths, the reasons 

why they choose the skill sectors, industry categories and the locations of schools into 

account, their levels of perception of professional self-concept differs greatly. 

7.The level of technical education ninth graders’ curriculum satisfaction leaded to a 

positive perception of professional self-concept. 

The researcher made some suggestions to schools, teachers and future researchers. 

 

Keywords: The Technical Education Program of Junior High School, Curriculum 

Satisfaction, Career Self-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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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台灣的技職教育早期為配合經濟建設發展而設置，以培育實用性技術人力為

目標，學習內容為技能訓練導向，使所培育之人才直接投入就業市場，含有計畫

性教育、終結性教育的意義，與普通教育形成兩條平行國道（徐明珠，2004），

其教學的重心從以學科知識本位的教育特徵轉變到以職業實踐能力為本

位的教育特徵。由此可見，台灣技職教育發展對我國經濟發展與社會結構影響

甚深，可謂是重要之領航（張仁家、游宗達，2014）。 

  在民國七十年代後，教育部為了達成「國中畢業生想升學者可以順利升學，

不想升學者可以選讀職業進修教育，順利就業」的目標，於民國七十二年推動《延

長以職業教育為主的國民教育實施計畫》（教育部，2014），於高職設立三年段的

「延教班」（現為實用技能學程）。課程以技術學習為主，提供不想升學之國民中

學畢業生學習就業技能的機會。此舉雖大大的擴充了國中學生生涯進路之選擇，

卻也因此，使得在過去人們較重視學科成績的社會環境裡，人們普遍將技藝教育

或當時國中技藝教育定位在不愛讀書「放牛班」的刻板印象中。 

  然而，隨著十二年國教其多元適性之提倡，使得技藝教育再度備受重視，技

藝教育課程變得炙手可熱，欲選讀其課程，需要透過一系列的遴選方才得以進入。

這個現象代表著社會大眾對技職教育體系重拾信心與肯定，也漸漸了解，生涯探

索及適性發展對孩子的重要性。因此，研究者欲透過對技藝教育課程之研究，探

討國中九年級學生對現今技藝教育課程之滿意度，及該課程的開設，對提升學生

職業自我概念是否有實質的關連與幫助。 

  具體而言，本研究之目的如下： 

一、探討選讀技藝教育課程的學生其課程滿意度之現況。 

二、分析不同的背景變項學生其課程滿意度的差異。 

三、探討選讀技藝教育課程的學生，其職業自我概念之現況。 

四、分析不同背景變項的學生其職業自我概念的差異。 

五、探討選讀技藝教育課程的學生，其課程滿意度的高低與職業自我概念的相關

性。 

 

貳、文獻探討 

一、國中技藝教育課程實施現況 

  現今我國技職教育之學制有中等技職教育與高等技職教育兩大體制。而中等

技職教育學制包括：國中技藝教育、高職、普通高中附設職業類科及綜合高中（專

門學程）；高等技職教育學制為：專科學校、技術學院及科技大學。形成從國中、

高職、專科學校、技術學院及科技大學至研究所碩博士班的完整體系（教育部，

2014：22）。 



2017教育行政與政策國際學術研討會 
 

107 

 

為因應以多元、適性為基準的十二年國教之推行，在國中端部分，其技職教

育著力於生涯探索，以技藝教育學程協助具有技藝學習性向、興趣者之國中九年

級生進行生涯探索，針對高職之職群類別開設其職業試探課程，職群分為六大類

共 15 職群，課程分為自辦式及合作式兩種，自辦式為校內課程、合作式為與高

職及專科學校接軌，使國中九年級生能更深刻體驗並了解其興趣之職群的學習內

容，並於高中職階段規劃開設「實用技能學程」，提供具就業意願的學生就讀（教

育部，2014）。因此對選讀技藝教育學程的學生而言，相較於一般學生有更多元

的入學管道（孫雯洳，2007）。 

二、課程滿意度之意涵 

滿意為一個主觀且抽象的名詞，用來形容個人對事物之感受或態度，亦可以

用來說明個人在面對某一事物或進行某項活動後，是否符合其需求或期望，若越

趨近於符合其期望即為滿意，反之則為不滿意 (Vroom, 1964)。而在學習相關領

域之學者Tough (1982)所定義之滿意，則為學生面對學習活動時的感受或態度，

感受若為快樂或呈現積極的態度為滿意，反之，則為不滿意。Martin (1988)對滿

意的定義為，當個人在獲得經驗的期望中，若在該經驗中所期望之結果，越等同

或超出其實際結果，則為滿意；反之則不滿意。可見個人在進行一項活動之後所

帶來的一種愉快的感覺，這是一種相當主觀的感受態度。工作滿意是一種態度，

一種組織成員對整體工作情境評估後的態度表現，心理學者分析態度是一種心理

狀態，是促進行為的內在歷程（張春興，1994）。 

由上述可知，滿意度是指個人對某事物或一項活動的感覺或態度，來自於對

需求感到滿足的程度，或當慾望結束後所得到的感受。而在本研究中所指之滿意

度則為接受技藝教育課程之國中九年級學生，對於該課程內容滿足其需求或符合

其期望的程度。 

本研究所述之課程滿意度則為受試者在「課程滿意度量表」上之得分，包含

學生對課程規畫、授課內容、教師教學、教學設備、以及行政支援等五個向度之

滿意度，通過全量表所測得的分數越高，則表示受試者對於技藝教育課程的感受

越趨於滿意。 

三、職業自我概念之意涵 

每個人因為其生長環境、教育程度及社會經驗的不同，再結合個人對自己的

看法、態度、意見和價值判斷的綜合，個人選擇職業時會考慮與職業有關的個人

特質，此時將衍生出個人之職業自我概念（林毓晨，2008）。 

Super (1953)認為，職業自我概念為發展理論中自我概念之延伸（柳曉瑜，

2013），即以自我概念為中心，透過對成人角色的認同、對某種職業的體驗經驗

與覺察個人特質符合某種職業所該具備之特性，而使自己投入學習以符合該職業

之能力期望，因而轉變成為職業自我概念（侯鳳珠，2002）。個體進而從職業的

選擇中結合個人特質與自我特性之組合，並在職業選擇與表現上實踐其職業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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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 (Super, 1990)，其在此過程中，進一步使身心成長，且有助於職業角色認同

與覺察個人喜好的工作價值與型態，並提升辨別與蒐集職業資訊的技巧、辨識工

作與社會發展的關聯，使個體提升職業觀察能力，並結合其認知與經驗，形成完

整的自我概念（蔡毓玲，2013）。 

國內學者認為職業自我概念是指在個體的生涯發展歷程中，知覺到與職業相

關的自我屬性，其中包括個人的性向、能力、興趣、價值觀及對工作的認識，並

連結對職業的想法與看法，進而做出最適合自己的職業選擇（簡秀雯，1997；陳

美鳳，1999；楊茹音，2002；沈祝如，2005）。 

職業自我概念影響個人的職涯型態選擇至巨，並驅使個體在實踐其自我概念

的同時，增進其自我表達與自我覺察的能力，因此，提升個體職業自我概念，不

僅能有效協助個體未來職涯規劃的能力，亦能使個體對於自己的興趣、才能、價

值觀、需求的了解，知道自己是什麼樣的人、想成為什麼樣的人，知道自己想要

什麼，進而肯定自己、接納自己（沈祝如，2005）。 

本研究所述之職業自我概念則為受試者在「職業自我概念量表」上之得分，

包含職業技能、職業期望、職業喜好、職業價值、職業認知等五個構向，全量表

所測得的分數越高，則表示個體之職業自我概念越清晰、具體。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與問卷調查法兩種方法，於以下分別敘述之。 

（一）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主要包含相關理論與研究之整理、實徵研究之探討與檢核其相關之

文件。本研究所蒐集的文獻資料包括台灣技職教育之發展、國中技藝教育課程之

實施、職業自我概念與課程滿意度等相關之論文、書籍、報告、期刊資訊等；進

而將匯集而來的資料做初步的歸納整理，以做為本研究之理論基礎、發展問卷題

目、與調查結果解釋之依據。最終再探討其初步形成之研究問題價值性與可行性，

並使用適合的工具與挑選合適之施測對象，再考量資料取得方便性以及可能面對

的問題，使研究問題更加明確。 

（二）問卷調查法 

本研究經由文獻探討後所建立的理論核心，做為調查問卷編定之依據，自編

成「國中技藝教育課程學生課程滿意度及職業自我概念研究調查問卷」，以作為

本研究之調查工具，針對宜蘭地區參與國中技藝教育課程之學生，進行調查研究。

回收問卷後，研究者再針對有效問卷歸納提出結論與具體建議，以了解宜蘭地區

國中技藝教育課程之實施現況及其相關情形。問卷內容包括填答者的基本資料、

課程滿意度與職業自我概念三大部分。其中，課程滿意度問卷包含課程規劃、授

課內容、教師教學、教學設備、行政支援等五個向度（胡佳禎，2013）；職業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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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概念問卷包括職業技能、職業期望、職業喜好、職業價值與職業認知等五個向

度（胡佳禎，2013）。  

二、研究架構 

研究者依據研究目的、待答問題，並蒐集國內外相關文獻進行探討與分析，

並發展「國中技藝教育課程學生課程滿意度研究調查問卷」與「國中技藝教育課

程學生職業自我概念研究調查問卷」進行調查。 

本研究以宜蘭縣參與國中技藝教育課程之學生背景變項為自變項，課程滿意

度五個向度、及職業自我概念五個向度為依變項，以了解目前國中技藝教育課程

實施現況，藉以探討不同背景因素是否導致學生對技藝教育課程之課程滿意度、

與其職業自我概念是否有所差異。 

自變項之學生背景變項包括性別、家長教育程度、你的打工經驗、選讀技藝

教育課程的最大原因、選修技藝教育課程的上課方式、這學期所選讀的職群、與

學校所在鄉鎮等七項。依變項則分為課程滿意度五個向度、及職業自我概念五個

面向等兩個層面。 

三、研究對象 

（一）研究母群體 

一百零四學年度宜蘭縣辦理國中技藝教育課程共25所學校，選讀技藝教育課

程之國中九年級學生總計共864名，經叢集抽樣後之正式研究對象為276人。 

（二）預試問卷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預試對象為一百零四學年度第一學期宜蘭縣選讀國中技藝教育課

程之國中九年級學生，採叢集抽樣之方式進行，並針對施測後所得的資料進行項

目分析與因素分析。總計131名。 

（三）正式問卷研究對象 

本研究主要以問卷調查法，採叢集抽樣的方式對一百零四學年度第二學期宜

蘭縣選讀國中技藝教育課程之國中九年級學生進行相關研究，採叢集抽樣之方式

進行，總計6間學校、267名受試學生。 

四、研究工具 

本研究之研究工具係以研究者參考胡佳禎（2013）自編之「國中技藝教育專

班課程滿意度量表」與「國中技藝教育專班職業自我概念量表」加以改編而成。 

當問卷初稿編製完成後，為了確保內容敘述的正確性與精確性，即進行初步

專家意見調查，經由指導教授的推薦，邀請與本研究相關專長之專家8人，學者2

人共10位，以審查專家意見調查用之「國中技藝教育課程學生課程滿意度與職業

自我概念調查問卷-專家內容效度問卷」評估問卷的內容、架構、以及問卷用語

等，並針對語意清晰度和文句的流暢性，避免有重複或不合適的題目，提供寶貴

的改進意見作為修正問卷之參考，以形成專家內容效度，依據專家學者們提供之



2017教育行政與政策國際學術研討會 
 

110 

 

意見，與指導教授進行討論後，逐一增加或修改，成為本調查研究之預試問卷。

（一）預試問卷基本架構 

本研究自編之「國中技藝教育課程學生課程滿意度與職業自我概念調查問卷」

問卷內容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為填答者的「基本資料」；第二部分為「課程滿

意度量表」相關題目；第三部分為「職業自我概念量表」，茲分項說明如下： 

1. 基本資料 

編製的目的主要在了解樣本對象之背景變項的分布情形。分別為：性別、家

長教育程度、你的打工經驗、選讀技藝教育課程的最大原因、選修技藝教育課程

的上課方式、這學期所選讀的職群與學校所在鄉鎮，共七題。 

2. 課程滿意度量表 

課程滿意度量表係參考胡佳禎（2013）所編之「國中技藝教育專班課程滿意

度量表」加以修改而成。此量表共分為五個向度，分別為：課程規劃、授課內容、

教師教學、教學設備以及行政支援。 

3. 職業自我概念量表 

職業自我概念量表部分，以胡佳禎（2013）之「國中技藝教育專班職業自我

概念量表」為主要依據，經綜合歸納篩選與文辭潤飾後，改編成本預試量表初稿。

其共分為五個層面，分別為職業技能、職業期望、職業喜好、職業價值以及職業

認知。 

其中，課程滿意度問卷共計 35 題，職業自我概念問卷共計 30 題。皆採用 

Likert 四點量表，請受試者依據題目敘述的內容，思考自身的現況，並從中挑選

最符合的答案，直接於每題後勾選出適當的選項。 

（二）預試問卷分析 

  針對104學年度上學期宜蘭縣選讀技藝教育課程之國中九年級生發出131份

預試問卷，回收106份，預試問卷有效率達80.91%，剔除無效問卷4份後，有效問

卷為102份將有效問卷進行編碼，以SPSS19.0中文版統計軟體進行資料處理與分

析，針對題項進行「項目分析」、「因素分析」及「信度分析」等統計方法檢視

不適合的題目。 

1. 項目分析 

經由遺漏值檢驗、極端值t檢定、相關分析、因素負荷量以及刪除後的α值等

檢驗每個題目，若有兩項或兩項以上未達標準，則考慮刪除該題。項目分析的結

果彙整於表1，如表所示，全題項皆符合標準，故課程滿意度量表35個題項皆不

考慮刪題、職業自我概念量表30個題項皆不考慮刪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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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課程滿意度、職業自我概念量表項目分析摘要表 

層面 
預試 

題號 

遺漏 

檢驗 
平均數 標準差 

題項與 

總分相關 

極端組 t

檢定 

因素 

負荷量 

刪除後的 

α值 

課 

程 

規 

畫 

1 0% 3.51 .502 .550 .000 .421 .934 

2 0% 3.32 .511 .539 .000 .667 .934 

3 0% 3.50 .502 .555 .000 .615 .934 

4 0% 3.51 .502 .604 .000 .665 .933 

5 0% 3.45 .500 .556 .000 .618 .934 

6 0% 3.42 .553 .591 .003 .506 .933 

7 0% 3.43 .554 .536 .000 .464 .934 

授 

課 

內 

容 

8 0% 3.47 .558 .508 .000 .462 .934 

9 0% 3.52 .521 .480 .021 .516 .934 

10 0% 3.57 .572 .566 .000 .557 .933 

11 0% 3.46 .557 .330 .000 .446 .936 

12 0% 3.56 .537 .538 .000 .650 .934 

13 0% 3.25 .681 .370 .000 .372 .936 

14 0% 3.43 .554 .503 .000 .568 .934 

15 0% 3.33 .551 .450 .000 .635 .935 

教 

師 

教 

學 

16 0% 3.36 .610 .535 .000 .549 .934 

17 0% 3.54 .501 .632 .000 .630 .933 

18 0% 3.40 .550 .511 .000 .567 .934 

19 0% 3.52 .558 .504 .004 .706 .934 

20 0% 3.62 .508 .682 .000 .602 .933 

21 0% 3.46 .624 .582 .000 .600 .933 

教 

學 

設 

備 

22 0% 3.50 .576 .476 .031 .653 .934 

23 0% 3.42 .540 .410 .012 .571 .935 

24 0% 3.49 .557 .483 .034 .482 .934 

25 0% 3.53 .564 .460 .018 .524 .935 

行 

政 

支 

援 

26 0% 3.29 .527 .458 .000 .485 .935 

27 0% 3.44 .535 .456 .000 .466 .935 

28 0% 3.49 .576 .559 .000 .512 .934 

29 0% 3.54 .632 .633 .000 .509 .933 

30 0% 3.38 .554 .620 .000 .454 .933 

31 0% 3.62 .540 .604 .000 .503 .933 

32 0% 3.58 .557 .587 .000 .526 .933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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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 
預試 

題號 

遺漏 

檢驗 
平均數 標準差 

題項與 

總分相

關 

極端組 t

檢定 

因素 

負荷

量 

刪除後的 

α值 

行政 

支援 

33 0% 3.50 .564 .649 .000 .645 .933 

34 0% 3.39 .527 .456 .000 .582 .935 

35 0% 3.43 .535 .507 .014 .482 .934 

職 

業 

技 

能 

36 0% 3.27 .632 .554 .000 .531 .928 

37 0% 3.36 .523 .681 .000 .632 .926 

38 0% 3.35 .557 .612 .000 .657 .927 

39 0% 3.38 .564 .456 .000 .491 .929 

40 0% 3.41 .514 .589 .000 .641 .927 

41 0% 3.38 .527 .541 .000 .489 .928 

職 

業 

期 

望 

42 0% 3.43 .554 .644 .000 .488 .927 

43 0% 3.34 .572 .626 .015 .635 .927 

44 0% 3.48 .558 .512 .000 .563 .928 

45 0% 3.57 .536 .398 .029 .631 .930 

46 0% 3.41 .533 .443 .000 .321 .929 

職 

業 

喜 

好 

47 0% 3.53 .558 .466 .000 .635 .929 

48 0% 3.40 .633 .520 .000 .574 .928 

49 0% 3.30 .626 .619 .000 .612 .927 

50 0% 3.39 .647 .680 .000 .598 .926 

51 0% 3.60 .512 .532 .000 .681 .928 

52 0% 3.51 .558 .509 .000 .780 .928 

53 0% 3.53 .558 .477 .000 .757 .929 

職 

業 

價 

值 

54 0% 3.53 .502 .367 .010 .533 .930 

55 0% 3.51 .558 .526 .021 .705 .928 

56 0% 3.43 .589 .455 .000 .496 .929 

57 0% 3.52 .593 .550 .000 .700 .928 

58 0% 3.39 .616 .372 .000 .515 .930 

59 0% 3.42 .571 .499 .004 .483 .928 

職 

業 

認 

知 

60 0% 3.37 .659 .621 .000 .566 .927 

61 0% 3.37 .579 .604 .000 .631 .927 

62 0% 3.40 .585 .729 .000 .654 .926 

63 0% 3.45 .556 .643 .000 .555 .927 

64 0% 3.38 .546 .496 .038 .365 .928 

65 0% 3.08 .767 .399 .000 .574 .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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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因素分析 

(1) 課程滿意度量表分析結果 

  將選讀宜蘭縣技藝教育課程國中九年級生之課程滿意度的35個題項進行因

素分析，轉軸後共同因素可以解釋的總變異量為57.658%，根據王文科、王智弘

（2012）指出每一子向度所涵蓋的題目至少3題以上，若少於3題之子向度，應予

以刪除，若因素負荷量小於.5可考慮刪題。其中，共有七題低於標準，故予以刪

題之，該量表修改為28題。 

(2) 職業自我概念量表分析結果 

  將選讀宜蘭縣技藝教育課程國中九年級生之職業自我概念的30個題項進行

因素分析，轉軸後共同因素可以解釋的總變異量為62.716%。根據王文科、王智

弘（2012）指出每一子向度所涵蓋的題目至少3題以上，若少於3題之子向度，應

予以刪除，若因素負荷量小於.5可考慮刪題。其中共有六題低於標準，故予以刪

題之，該量表修改為24題。 

3. 信度分析 

經由項目分析及因素分析後，得到52個題項，再進行信度分析，其分析方式

採內部一致性分析，求其 Cronbach α係數來檢視量表的可靠程度，係數愈高代

表信度愈好。依據 DeVellis（1991）之觀點，Cronbach’s α在 .65~.70之間屬尚可，

在.70~.80間則信度相當好，若大於.80時，則具有最佳信度（吳明隆，2009）。

本研究之宜蘭縣技藝教育課程學生課程滿意度總量表信度為.936；宜蘭縣技藝教

育課程學生職業自我概念總量表信度為.915。兩個分量表之總量表信度皆在.8以

上，量表為最佳信度，表示問卷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三）正式問卷 

宜蘭縣技藝教育課程兩部分問卷之初稿經由專家建立內容效度後，並進行問

卷預試。預試問卷施測回收後，依據預試結果進行項目分析、因素分析及信度分

析，再根據預試問卷回收之作答情形並與指導教授討論加以修正，後形成正式問

卷，宜蘭縣技藝教育課程課程滿意度之問卷題數為28題；宜蘭縣技藝教育課程學

生職業自我概念之問卷題數為24題；並重新修定題號，編製成正式問卷。 

 

肆、研究結果與發現 

本研究以宜蘭縣選讀技藝教育課程之國中九年級學生作為研究對象，共發放

267份問卷，實際收回267份問卷，剔除無效問卷2份，合計265份有效問卷，有效

率達99.25％。根據回收之有效問卷作統計分析後，將所得結果分成現況分析、

差異分析、相關分析與綜合討論分別敘述之。 

一、現況分析與討論 

（一）課程滿意度現況分析與討論 

宜蘭縣選讀技藝教育課程之國中九年級生之課程滿意度情形就「整體」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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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平均得分為 3.35 分，該得分介於滿意至非常滿意之間，屬中上程度之正向感

受，由此表示宜蘭縣選讀技藝教育課程之國中九年級生對於所選讀之技藝教育課

程趨於滿意，在各項課程滿意情形中，研究結果發現，行政支援向度上之得分為

五個向度中最高分(3.37)，由此顯現，宜蘭縣國中九年級生對於該校所提供之行

政支援最為滿意。而在行政支援向度上，以「學校會積極鼓勵技藝教育課程學生

參與技藝比賽」此題項之滿意度最高(3.41)，詳見表 2。 

根據上述之結果，研究者推論，技藝教育課程學生視技藝競賽為其能展現所

學的重要舞台，而校方亦能對此競賽表示重視並積極推展，使學生能更積極投入

於學習中，進而提升其對該課程的滿意程度。此結果與孫雯洳（2007）、沈慶峰

（2013）、胡佳禎（2013）與陳泳潔（2016）等人之研究結果相似。 

 

表 2 課程滿意度現況分析摘要表 

量表 題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課程規劃 5 3.36 .518 2 

授課內容 5 3.35 .540 3 

教師教學 5 3.30 .561 4 

教學設備 4 3.35 .568 3 

行政支援 9 3.37 .501 1 

課程滿意度整體得分 28 3.35 .470  

 

（二）職業自我概念現況分析與討論 

宜蘭縣選讀技藝教育課程之國中九年級生，其職業自我概念之平均得分為

3.37分，該得分介於符合至非常符合之間，屬中上程度之清晰認知，由此可得宜

蘭縣選讀技藝教育課程之國中九年級生之職業自我概念趨於清晰，詳見表3。 

研究結果發現在職業自我概念之中，職業喜好向度之得分為五個向度中最高

分(3.43)，研究者推論，可能由於現今資訊發達，且在十二年國教的影響下，各

校皆注重學生的適性發展，時常舉辦能讓學生進行職業試探之活動，進而使學生

在許多試探與選讀技藝教育課程的影響下，提升其職業自我概念，並對未來自己

的職業喜好有更進一步的認識與覺察。此結果與胡佳禎（2013）、陳政佑（2013）、

及陳琬貞（2015）等認為修讀技藝教育課程之國中九年級生對於職業自我概念，

有中上程度之清晰認知之研究結果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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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職業自我概念現況分析摘要表 

量表 題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職業技能 5 3.37 .524 3 

職業期望 4 3.40 .515 2 

職業喜好 5 3.43 .533 1 

職業價值 5 3.36 .520 4 

職業認知 5 3.27 .551 5 

職業自我概念 

整體得分 
24 3.37 .457  

 

（三）小結 

綜合上述，研究者發現，在各校努力於技藝教育課程的推廣下，選讀技藝教

育課程之國中九年級生，因為課程的學習與學校致力鼓勵學生參與技藝競賽的影

響下，不僅讓學生對於該課程有正向的滿意感受，並使其漸漸地擁有清晰的職業

自我概念，進而幫助學生了解適合其未來的生涯發展規劃。 

二、差異分析與討論 

（一）不同背景變項對於課程滿意度之差異情形 

研究者將其背景變項與整體課程滿意度差異分析之結果整理至表4，以下將

分別敘述其差異情形。 

1. 性別 

  性別對於課程滿意度的差異結果為無顯著差異 (t=.56，p>.05)，表示對於技

藝教育課程之整體課程滿意情形不因性別之不同，而對課程有不同的感受及滿意

度。由此可知，現今提倡性別平等的時代，無論在課程的設計上抑或是教學上，

亦較能貼近性別差異上的需求，故無論男女性皆滿意該課程，此結果與孫雯洳

（2007）、李文蘭（2013）、胡佳禎（2013）與吳宏男（2015）的結果相同，然而，

宋沛昀（2010）、黃淑君（2010）與張乃翔（2011）的研究結果顯示，性別卻與

課程滿意度有顯著差異，為何有此現象產生？是否因為研究樣本，或研究區域，

或研究方法之不同而有此差異，這是一個值得後續研究探討的議題。 

2. 家長教育程度 

  家長教育程度對於學生之課程滿意度的差異結果達顯著差異 (F=2.51，

p<.05)，意即學生對整體課程滿意情形，會因家長教育程度之不同而有所差異，

依此結果，或許可以推論，因家長教育程度之不同，其可能運用不同的教育方式，

使得學生產生不同的價值判斷。此結果與張乃翔（2011）之研究結果相似，然而，

林世凱（2008）、楊志仁（2010）、吳宏男（2015）與陳泳潔（2016）的研究結果

顯示，家長教育程度卻與課程滿意度無顯著差異，其結果是否是因為研究樣本、

或研究區域、或研究方法、研究時間之不同而有此差異，這也是深值得後續探討



2017教育行政與政策國際學術研討會 
 

116 

 

的議題。 

3. 你的打工經驗 

  打工經驗對於宜蘭縣選讀技藝教育課程之國中九年級生課程滿意度的差異

結果為無顯著差異 (F=1.06，p>.05)，表示對於技藝教育課程之整體課程滿意度

不會因為打工經驗的不同，而對課程而有不同的感受及滿意差異情形。研究者認

為，宜蘭縣的工讀機會，多數集中於非知識密集的服務業，跟課程所學有所不同，

因此鮮有知識轉移上的問題，因此多數課程對學生而言仍屬新知，故打工經驗的

多寡，不至影響其對於技藝教育課程的滿意程度與觀感，此結果與胡佳禎（2013）

的結果相同，亦即打工經驗與課程滿意度無直接關係。 

4. 選讀技藝教育課程的最大原因 

  學生選讀技藝教育課程之最大原因，與課程滿意度的差異結果達到顯著差異

（F=3.28，p<.01)。研究者推論，學生會因為其選讀動機之差異而對該課程之滿

意程度而有不同的感受。且學生選讀原因為「符合自己的興趣」以及「為了學習

一技之長」者之課程滿意度大於「對未來升學有幫助」者，故研究者認為，學生

對於修讀該課程有著正向期待，希望自己可以在學習過程中，提升自己的興趣與

專業能力，進而對自己職涯有所幫助，因而能夠從課程學習中得到成就感，並對

課程有正向的滿意感受。此研究結果與張志偉（2006）、蕭耀煜（2009）、宋沛昀

（2010）及蕭憲裕（2011）之研究結果相同。 

5. 選讀職群類別 

  學生選讀職群類別對課程滿意度的差異結果顯現並無顯著差異 (F=1.50，

p>.05)，意即學生不會因為選讀職群類科的不同，而對於整體課程滿意度上有所

差異，根據課程滿意度之現況結果分析，研究者發現宜蘭縣國中九年級生對整體

技藝教育課程之平均得分為 3.35 分，介於滿意至非常滿意之間，因此，研究者

推論，由於辦理各職群類別之學校，在課程的設計與實施上皆讓學生有正向的滿

意程度。此結果與陳志斌（2016）、張乃翔（2011）及傅家珍（2011）之研究結

果接近，然而，雷麗陵（2012）、李文蘭（2013）與吳宏男（2015）的研究結果

卻顯示，學生選讀職群類別與課程滿意度無顯著差異，為何有此現象產生？是否

是因為研究樣本或研究區域或研究方法之不同而有此結果，這是一個值得深入探

討的議題。 

6. 學校所在鄉鎮 

  學校所在之鄉鎮對課程滿意度的差異結果達顯著差異 (F=4.35，p<.001)，即

可推論整體課程滿意度會因為學校所在鄉鎮的不同，而有不一樣的感受。宜蘭除

了蘇澳、宜蘭、羅東等都會區之外，仍以農漁業為主，因而各地區無論在文化、

社經地位、及學校行政風格等皆略有所差異，故研究者認為，在這樣的多元環境

下，學生對於課程的觀感將有所不同，因此在課程滿意度上亦產生不同層度之差

異。此結果與張乃翔（2011）及孫雯洳（2007）的研究結果相近。 

 

表 4 背景變項與課程滿意度差異分析結果摘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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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變項 差異情形 事後比較 

性別 否  

家長教育程度 是 (p<.05)  

你的打工經驗 否  

選讀技藝教育課程的最大原因 是 (p<.01) 
為了學習一技之長、只是好奇

嘗試＞老師鼓勵我來選讀； 

選讀職群類別 否  

學校所在鄉鎮 是 (p<.001) 三星鄉＞五結鄉 

 
（二）不同背景變項對於職業自我概念之差異情形 

研究者將其背景變項與整體職業自我概念差異分析之結果，整理至表5，以

下將分別敘述之。 

1. 性別 

  學生之性別對於其職業自我概念的差異結果為無顯著差異 (t=.08，p>.05)，

表示對於其職業自我概念不會因為性別的不同，而有不一樣的結果。依此結果，

研究者推論，現今教育宣導多元文化及性別平等教育，更致力於消除職業上何種

性別適合擔任職務的刻板印象，因此在這樣的教育環境下，漸漸的使學生對自己

的職業期望更有別於以往，因此在經過統計後，看不出男女間對職業類別認同的

差異。此結果與胡佳禎（2013）與蕭憲裕（2011）之研究結果相同。 

然而，葉俞孝（2010）、陳琬貞（2015）的研究結果顯示，性別與職業自我概念

卻達顯著差異，為何有此現象產生？是一個值得後續深入探討的議題。 

2. 家長教育程度 

  學生家長之教育程度對於職業自我概念的差異結果為達到顯著差異 

(F=2.57，p<.05)，意即國中九年級生之職業自我概念會因家長教育程度不同而有

所差異，故研究者推論，不同教育程度之家長，對於學生未來職涯發展有不同的

想法及概念，因此，在不同的成長背景、家庭教養方式與父母不同的教育觀念，

學生自然產生不同於他人的職業自我概念。此結果與吳宏男（2015）、胡佳禎（2013）

與覺淑君（2009）之研究結果相同。 

3. 你的打工經驗 

  學生對於其有無打工經驗對於其職業自我概念的差異結果為無顯著差異 

(F=1.57，p>.05)，意即職業自我概念不會因打工經驗之長短而有所不同，故研究

者推論，不同打工經驗之學生，雖在整體職業自我概念上沒有差異性，但是，學

生打工經驗的有無，在學生對於職業的認知題項上，卻顯現有所差異，此結果與

胡佳禎（2013）之研究結果相同。 

4. 選讀技藝教育課程的最大原因 

  在學生選讀技藝教育課程的最大原因向度上，對於職業自我概念的差異結果

為達到顯著差異 (F=3.28，p<.01)，即可推論為不同選讀技藝教育課程最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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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學生，其職業自我概念有所不同，故研究者認為，由於學生選讀的動機不同，

亦對課程中的學習與體會有不一樣的認知，且當學生對該課程有一定的學習目標

以及配合自己所興趣的科目時，無論在整體的自我概念或職業技能的學習上比較

正向。此結果與宋沛昀（2010）及蕭憲裕（2011）之研究結果相近。亦即選讀技

藝教育課程之原因為何對職業自我概念是有相關的。 

5. 選讀職群類別 

  學生選讀職群類別對於職業自我概念的差異達顯著差異 (F=3.04，p<.05)，

意即，學生會因為選讀職群類科的不同而在職業自我概念上有所差異，依此結果，

研究者認為，宜蘭縣內各職群類別的教學方法及辦理方式不全相同，且每間學校

的文化以及學生背景知識亦有差異，因而使其職業自我概念有異於其他職群類別。

此結果與孫雯洳（2007）之研究結果相同，亦即選讀職群類別對職業自我概念是

具關聯性的。 

6. 學校所在鄉鎮 

  學校所在鄉鎮對於職業自我概念的差異結果為達到顯著差異 (F=8.54，

p<.001)，可能是因為職業自我概念的認知，會因為學校所在鄉鎮的不同，而有

不一樣的認知程度。依此結果，研究者推論，宜蘭縣內各學校的教學方法及課程

的辦理方式不全相同，且每間學校的文化、社區、城鄉差距、以及背景知識亦有

差異，因而使其職業自我概念產生差異性。此結果與宋沛昀（2010）與孫雯洳（2007）

之研究結果相同。  

 

表 5 背景變項與職業自我概念差異分析結果摘要表 

背景變項 是否達到顯著差異 事後分析 

性別 否  

家長教育程度 是(p<.05) N.S. 

你的打工經驗 否  

選讀技藝教育課程的最大原因 是(p<.01) 
為了學習一技之長>對未來升學有幫

助 

選讀職群類別 是(p<.05) 家事類>商業類 

學校所在鄉鎮 是(p<.001) 
宜蘭市、五結鄉、蘇澳鎮>羅東鎮 

宜蘭市、五結鄉、蘇澳鎮>三星鄉 

三、相關分析 

  本研究採用 Pearson 積差相關分析宜蘭縣選讀技藝教育課程之國中九年級生

其課程滿意度與職業自我概念間的相關性，求出量表各題項與量表總分之積差相

關係數，如果積差相關係數愈高，表示該量表題項在測量某一態度或行為特質上，

與量表其它題項所要測量的態度或行為特質上愈趨一致，在本項考驗中，通常要

達到統計顯著水準其相關係數應在.3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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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滿意度與職業自我概念之相關分析 

  表 6 為宜蘭縣選讀技藝教育課程之國中九年級生其課程滿意度與職業自我

概念間及各向度之相關情形，以下分別就課程滿意度各向度與職業自我概念各向

度間之相關性敘述之。 

表 6 課程滿意度與職業自我概念積差相關摘要表 

相關向度 職業技能 職業期望 職業喜好 職業價值 職業認知 
職業自我概念

整體得分 

課程規劃 .742*** .626*** .625*** .628*** .622*** .751*** 

授課內容 .690*** .662*** .620*** .606*** .585*** .730*** 

教師教學 .636*** .600*** .597*** .612*** .577*** .700*** 

教學設備 .609*** .588*** .528*** .535*** .532*** .644*** 

行政支援 .671*** .650*** .625*** .623*** .558*** .722*** 

課程滿意度 

整體得分 
.759*** .711*** .683*** .685*** .649*** .806*** 

***p<.001 

如上表所示，課程滿意度量表各向度與職業自我概念量表各向度間之相關性

皆達到顯著水準，且相關係數介於.52與.81之間，即表示課程滿意度與職業自我

概念呈現正相關，即表示學生對於技藝教育課程之滿意度越高，其職業自我概念

則越趨清晰。 

  學生對課程滿意情形與職業自我概念呈現強度正相關 (r=.806，p<.001)，換

言之，也就是學生對於整體技藝教育課程越趨於滿意，則能有助於提升該生之職

業自我概念。進一步言之，技藝教育課程的規劃與辦理模式若能更趨於貼近學生

的需求，亦能使學生投入於學習，並對於該課程有正向的滿意感受，亦能在使學

生在這樣的學習下，提升自身職業自我概念，此結果與雷麗陵（2012）、朱秋蓮

（2013）、胡佳禎（2013）、陳政佑（2013）與陳琬貞（2015）及等研究結果相近。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根據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後，歸納出本研究之結論，茲分別敘

述如下： 

（一）宜蘭縣選讀技藝教育課程之國中九年級生，對於該課程之滿意度表現皆趨

於非常滿意，尤其在行政支援向度最為滿意。 

（二）不同性別、打工經驗以及選讀職群類別之國中九年級生在課程滿意度上無

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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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同家長教育程度、選讀職群之最大原因、及學校所在鄉鎮之國中九年級

生在課程滿意度上達到顯著差異。 

（四）宜蘭縣選讀技藝教育課程學生之職業自我概念之認知皆趨於清晰，尤其在

對自己的職業喜好方面有最清楚的認定。 

（五）不同性別及打工經驗之國中九年級生，在職業自我概念上並無顯著差異。 

（六）不同家長教育程度、選讀職群之最大原因、選讀職群類別、及學校所在鄉

鎮之國中九年級生，在課程滿意程度上達到顯著差異。 

（七）選讀技藝教育課程之國中九年級生，對於國中技藝教育課程之課程滿意度

與學生之職業自我概念呈現正相關。 

二、建議 

依據研究結果及結論，研究者提出幾項建議，提供承辦技藝教育課程學校與

教師作為課程規劃的參考及未來後續研究的參考。 

（一）在行政支援上多貼近學生需求，且積極推行技藝競賽的參與與訓練，有助

於學生對該課程之滿意度有正向的感受，進而提升學生之職業自我概念。 

（二）在教師教學方面，班級秩序是否管理得當，是影響學生對其課程之滿意程

度的重要因素之一，故當教師進行教學時，應更注重於秩序之管理。 

（三）增加學生對所選職群之適配性，不僅能使學生對課程有正向的滿意感受，

亦能幫助學生提升其職業自我概念。 

（四）建議後續研究可深入針對台灣各縣市選讀技藝教育課程之國中九年級生

為研究對象，以提供不同的想法，也使研究結果更加完整周延。 

（五）建議未來研究者，除了量化之問卷調查外，可再加入質性研究，並增加學

生為訪談對象，使研究結果更加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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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民族自治與民族學校體系 

展望原住民族實驗教育的方向 
 

王前龍 

國立台東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摘要 

政府啟動「學校型態原住民族實驗教育」計畫，補助原住民地區的實驗學

校將民族文化融入課程，做為設置原住民族學校的基礎。本文旨在對國際法與

國內法相關文獻進行分析，探究原住民族自決與民族學校的法律定位，建議實

驗教育應有的方向。 

在國際人權法上，在符合國家最低標準且由人自由選擇就讀的前提下，原

住民族可基於自決權設置與管理其學校體系，但其法律定位取決於自決權運作

的形式。在國內法上，台灣原住民族自決採「參與公共治理」的形式，迄今未

能設置民族學校，但若依據《原住民族基本法》通過「原住民族自治區法」，應

能以「自我管理」的自決形式，以縣級自治權限來管理區內各級學校，並依據

《原住民族教育法》而轉型成民族學校；最後，各參與實驗學校應以未來族群

自治區中心學校之定位，依據課程綱要較大幅度融入族群文化，以滿足重視文

化傳承家長之擇校需求；同時，必須兼顧學生基本學力，使能與在自治區外學

校就學的原住民學生競爭 2%的升學保障名額而升上大學，成為民族自治的儲備

人才。 

 

關鍵字：原住民族實驗教育、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家長教育選擇權、民族自決、

民族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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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pecting the Direction of Indigenous 

Experimental Education from the Legal 

Positions of Indigenous Self-Government 

and Indigenous School System 
 

Abstract 

The Government has launched the project of “School-Based Indigenous 

Experimental Education” to support schools in Indigenous regions to incorporate 

Indigenous culture into curriculum and to construct the basis for establishing 

“Indigenous schools.”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prospect the direction of the 

project from the legal positions of Indigenous self-determination and Indigenous 

schools with literature analysis based on related international laws and domestic 

laws. 

According to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 laws, Indigenous Peoples should have 

the right to establish their own school systems based on self-determination, but the 

education provided has to conform the state’s minimum standard and the students’ 

participation must be optional; besides, the legal positions of the school systems was 

influenced by the forms of self-determination. According to domestic laws, it’s 

essential for Indigenous Peoples to legislate the “autonomous regions law” based on 

the Indigenous Peoples Basic Law to obtain the jurisdictions to take over county 

schools in the regions, and transform them into Indigenous school systems based on 

the Education Act for Indigenous Peoples. Therefore, the experimental schools 

should play the potential role of central schools of the prospective autonomous 

regions, bringing in Indigenous culture into curriculum with greater extent; besides, 

the academic competence should also take into account to support the students to 

compete with the Indigenous students attending schools off Indigenous regions for 

the 2% preferential enrollments to college, and to become the potential human 

resource for Indigenous self-governance. 

 

Keywords: Indigenous Experimental Education, School-Based Experimental 

Education, Parents’ Rights to School Choice, Indigenous 

Self-Determination, Indigenous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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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民國 103 年頒行的《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目的為落實《教育基本

法》第 13 條之規定，以「保障人民學習及受教育權利，增加人民選擇教育方式

與內容之機會，促進教育多元化發展」。該條例明定實驗教育「應事前徵得學生

本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或事先載明於招生簡章」，並須無條件接受退出實驗

之申請，可見其基礎為「家長教育選擇權」。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簡稱「原民

會」）在 105 年公布《辦理學校型態原住民族實驗教育補助要點》，旨在鼓勵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深化原住民族教育內涵，建立符合原住民族需求之教育模式」，

補助學校最高每年 150 萬元，最多補助 12 年。經一年籌備，106 學年度有臺中

市博屋瑪、高雄市民族大愛、屏東縣地磨兒與長榮百合、臺東縣南王與土坂等 6

所國小開始實施，期望藉此串聯教育部與原民會分別主管的一般教育與民族教

育，使更多民族文化納入學校體系（自由時報，2016）。原民會則進一步期望實

驗成效可做為未來設置「民族學校」的基礎（原民會，2016），然而，該《實施

條例》規定公立學校辦理實驗教育的項目並未包含「學校制度」，使以課程教學

為主的實驗仍存在因校長理念與任期而變動的疑慮（原視新聞，2016、2017a）。

從國際人權法來看，設置原住民族學校體系的基礎為「自決權」，其實踐有多種

形式（Imai, 2009: 292），而台灣是以「參與公共政府」的形式，由憲法保障 6

席原住民立委參與政策立法，並由教育部與原民會「共同管理」，然迄今未能設

置民族學校。若能依據《原住民族基本法》成立相當縣（市）層級的原住民族

自治區，使能以「自我管理」的自決形式，取得興辦與管理中、小學教育的權

限，應能自主成立民族學校體系。為釐清原住民族自決、民族學校、實驗教育

的法律定位與相互關係，本文將透過國際法與國內法相關文獻分析，達到以下

目的： 

一、探究國際人權法中原住民族學校體系的民族自決權與家長教育選擇權

基礎； 

二、探究台灣基於《原住民族基本法》應有的原住民族自治權與民族學校

體系； 

三、基於探究結果，提出原住民族實驗教育應有的方向。 

 

貳、原住民族學校體系在國際人權法的定位 

    在國際人權法中，設置原住民族學校體系是以家長教育選擇權與民族自決權

為基礎，而自決權在英語系國家有多種行使方式。 

一、符合少數群體需求的學校體系與家長教育選擇權 

  聯合國主張保護個人權利與基本自由，並須消除任何形式的歧視，因而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在 1960 年通過《反對教育歧視公約》，禁止各公約簽署國對國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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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群體提供次等的教育或隔離的學校，但下面情況不被視為歧視： 

 

為了宗教或語言的理由，設立或維持分開的教育體系或學校，以提供

與學生的父母或法定監護人的願望相符的教育，如果這種體系的參加

和這種學校的入學是由人隨意選擇的，而且所提供的教育又符合主管

當局所制定或批准的標準的話。 

 

  另外，聯合國在 1966 年通過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要求各國不干

涉個人自由權；《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則要求各國積極保障個人生

存權（余寬賜，2002），且規定人人有受教育之權，而個人或團體有設立與管理

學校之自由，並強調： 

 

尊重家長與法定監護人為子女選擇符合國家規定或核准最低教育標準

的非公立學校之自由，以確保其子女接受符合其本人信仰的宗教與道

德教育。 

 

  在原住民教育權利方面，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在 1989 年通過的《原住和部

落人民公約》中，規定這些人民接受各級教育的機會平等，並應與之協作制定與

實施教育計畫，以結合其歷史、知識、價值體系與未來期望，而且： 

 

各政府應承認這些人民建立自己的教育制度和設施的權利，只要這些

制度符合主管當局經與這些人民諮詢後所建立的最低標準。政府應提

供適量資源來達到此目的。 

 

  由上可知，少數群體與原住民有權使子女接受適應其文化的教育方式，並可

設置學校體系供家長選擇，但須符合國家核定的最低標準，以公平獲得國家提供

各級各類的教育，且其入學須由家長自由選擇。 

二、基於原住民族自決權的民族學校體系 

  聯合國大會在 2007 年通過的《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主張原住民族不

同於屬於少數群體之個人，有權以第 3、4 條的自決權，透過自主與自治來決定

自己的命運（Anaya, 2009; Charters, 2009; McHugh, 2004; Xanthaki, 2007）： 

 

第 3 條  原住民族有自決權。根據此項權利，他們可自由決定自己的

政治地位，自由追求自身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 

第 4 條  原住民族行使其自決權時，在有關其內部和地方事務的事項

上，以及在籌集經費支持其自治權能的方法與手段上，有自

主權或自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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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宣言》第 14 條主張，原住民族有權不受歧視地獲得國家各級各類的教

育，並有機會享受用自己的語言提供的原住民文化教育，而且，「有權建立和掌

管他們的教育體系和機構，用自己的語言和適應其文化的教學方法提供教育」。 

  綜合上述，原住民族能以自治權自由決定其「內部和地方事務」的發展，包

括建立學校體系的權利。不過，該宣言第 1 條強調原住民享有國際法上的人權與

基本自由，已提示了個人選擇的優先性。因而，世界原住民族教育會議在 1999

年提出的「Coolangatta 原住民族教育權利宣言」中指出，原住民家長讓子女就讀

原住民學校體系或一般學校體系的個人選擇皆須予以尊重，否則將違反基本人

權。 

三、原住民族自決權之運作形式 

  原住民族自決權的行使在法律上有四種非截然劃分且可能並存的形式

（Imai,1999），綜合美國、加拿大、紐西蘭與澳洲等國的實例說明之： 

  （一）主權與自治（sovereignty and self-government）：指依據主權在特定領

地中自為立法來自我統治。美國與加拿大在殖民地時期視印地安部族具有主權，

而與之簽訂條約以取得土地；惟後續長期忽視其主權，更於 1960 年代試圖終結

印地安人的地位與權利，遭遇激烈抗爭後轉而接受其自決權。因而，美國印地安

部落自治是基於主權，且享有司法權；國會在 1975 年通過《印地安自決與教育

支援法》，使聯邦政府透過簽訂合約來將學校與福利方案的主控權轉移給部落。

加拿大在 1982 年通過的憲法也承認印地安部族既存於條約中的自治權利，並經

十餘年協商而於1995年確立（Imai,1999; Howard, 2003; Richardson, 2009; Newton, 

et al. eds., 2004）。 

  （二）自我管理（self-management）：此種自決只能依國家法律對地方事務

制定地方法，雖能更適切執行國家提供的服務方案，但終究以同化為目的。加拿

大長期依據《印地安法》的部族自治便屬於此，但自 1995 年起各部族與政府協

商取得憲法承認的自治權（Hurley, 2009; Isaac, 2004; McHugh, 2004; Walter, 2009）。

澳洲政府未承認原住民主權，其政策雖自 1972 年從同化轉向自決，但未及於主

權與自治，在 1998 年更被限縮為自我管理（Richardson, Imai, and McNeil, 2009）。

另外，對於遷移至都會區原住民的自我管理，是由原住民組織來執行國家提供的

服務方案（Imai,1999）。 

  （三）參與公共治理（participation in public government）：透過國會保障席

次或特定機構來影響國家的政策，例如紐西蘭毛利裔人口依自主決定登記在毛利

國會議員或一般國會議員的選舉名冊，並依登記結果決定毛利席次（Ruru, 2009）；

另有採取「公共政府」的自決形式，例如加拿大北方因努特人口佔多數，自然從

地區選舉贏得主控權（Imai, 2009）。 

  （四）共同管理（Joint-management）：國家透過「諮詢」與「成立委員會」

等方式，與原住民族共管自然資源（Imai, 2009; McHugh, 2004）。 

綜合本節探討可知，原住民族有權基於自決權來設置原住民族學校，以供家長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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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使子女接受適應其文化的教育方式，而依法實行自決權有「主權與自治」、「自

我管理」、「參與公共治理」與「共同管理」等四類形式，所設置民族學校體系之

定位將隨之不同。 

 

參、原住民族學校體系在國內法的定位 

  本節基於台灣的《原住民族基本法》，探討原住民族學校體系的法律定位。 

一、原住民族基本法所定縣級的自治區 

  相較於北美印地安部族自治是基於主權或憲法，台灣因墾殖者未曾與原住民

簽訂條約而未確立主權（施正鋒，2014），《憲法增修條文》的「原住民族條款」

亦未納入佔國土高比例的民族自治（黃錦堂，2012），而另於民國 94 頒布、具有

「母法」性質的《原住民族基本法》，規定政府應依原住民族意願實行原住民族

自治，自治區之權限及財政「準用地方制度法、財政收支劃分法及其他法律有關

縣（市）之規定」，而且，主管機關應於三年內修正、制定或廢止相關法令；而

且，鑒於政府與原住民族的平等地位，規定雙方有權限爭議時由總統府召開會議

協商。可見，其自決權行使兼具「參與公共政府」與「自我管理」的形式，未及

於「主權與自治」的層次。由於應提升至縣（市）層級，現有鄉級地方自治人才

不足以因應（曾建元、郭力嘉，2007）；陳張培倫（2013）主張原住民教育優惠

待遇是為培育未來民族自治人才，應可與此需求結合。 

  基於《基本法》中限期立法的規定，民進黨首次執政時期曾參考加拿大作法，

提出程序性的「原住民族自治區法草案」，由有意願的族群與政府協商，再分別

立法確認自治條例（施正鋒，2014），據以依自決原則決定政治、經濟、社會、

文化及其自治事項之發展（原民會，2007），且依據《地方制度法》有權「興辦

與管理幼兒園與各級學校教育」，可接辦區內縣（市）立學校；然基於「自我管

理」的自決形式，辦學仍須基於《國民教育法》、《中等學校教育法》、《教師法》

與《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等國家法律，但可透過落實《原住民族教育法》而將轄

學校轉型為民族學校。 

  原住民鄉佔國土高比率的疑慮使以上草案未獲通過，也使國民黨再執政時期

規劃與地方政府並存而對民族事務提供服務之事務性自治（陳宏銘，2012；原民

會，2015），屬於「無土地基礎的自我管理」。但因其限縮母法權限而無權管理學

校，不在本文後續討論範圍。2016 年，民進黨總統候選人競選期間提出原住民

族實質自治的政見（蔡英文、陳建仁競選辦公室，2016），當選、就任後代表政

府向原住民族道歉時強調：行政院定期召開「原住民族基本法推動會」，並加速

提出「原住民族自治區法」送立法院審議（中華民國總統府，2016）；惟一年

後所列 8 項承諾未提及自治區法（中華民國行政院，2017），亟需關注。 

  陳張培倫（2013）強調原住民教育優惠待遇是為「培育未來民族自治人才」，

但未提及自治樣貌；原住民族自治制度相關研究也未涉及民族學校（台邦‧撒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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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2012；高德義，2004）；原住民族實驗學校設置規劃之委託研究案亦只關切

實驗學校應隸屬教育部或原民會（陳枝烈、張純淑，2015）。依《原住民族基本

法》落實民族自治實為建構民族學校體系之關鍵，亟需釐清之。 

二、自治區設立民族學校體系的可能性 

  以下探討未來兼採「參與公共政府」與「自我管理」等自決形式為主的族群

自治區政府設立民族學校體系的可能過程與樣貌。 

（一）自治區成立 

  在原民會（2007：4）曾提出的「原住民族自治區法草案」中，規劃各族自

行組成自治籌備團體，會同原民會與中央政府及地方自治團體協商，對自治區範

圍、自治事項、財政與人事等提出「自治區條例建議草案」，再送立法院審議；

同時尚須另定法律來劃設、變更與廢止原住民族自治行政區域之範圍，以及業務、

財產之移轉與交接（行政院，2009）。其過程相當複雜，但可知對於「興辦與管

理各級學校教育」的自治事項，必須進行自治區內學校的移轉與交接。 

  假設原住民族對自治有強烈意願，促使在兩屆總統任期內完成立法與籌備，

或有可能在民國 115 年縣（市）長選舉，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中「原住

民公職人員選舉」之規定，進行首屆族群自治區主席選舉。參選者應限具自治區

族群身分者，而選舉人應包含設籍自治區內的非原住民，因其有繳納自治稅捐等

義務。各候選人須依自治事項提出政見以爭取選民支持；當選後以相當於縣（市）

長的權限，任命教育處長來落實教育政見。原住民族實驗教育期程最長可能到民

國 118 年，可將自治區政府如何承續實驗成果納入考量。 

（二）民族學校體系 

  《原住民族教育法》定義原住民族學校是「為原住民族需要所設立，重視傳

統民族文化教育之學校」。各自治區政府可在國家教育法規的基礎上，落實《原

住民族教育法》並加強民族教育，自主將區內原有縣（市）立中、小學與完全中

學轉型成民族教育體系。由於辦學與全國學校仍依共通的法規，不應有太大的銜

接問題。 

  《原住民族教育法》定義原住民族教育包含「民族教育」與「一般教育」，

自治區政府應兼重兩方面的家長期望來判斷「原住民族需要」之內涵，決定民族

文化融入課程的幅度。而且，應兼顧族語能力與基本學力，使民族高中學生能依

「原住民升學保障辦法」，與在自治區外就學的原住民學生競爭 2%的外加名額而

升上大學，落實以民族學校體系培育具本族文化素養的自治人才。原民會（2015a）

調查具原住民身分的學生就讀於原住民重點學校者只有三分之一，而未來就讀於

自治區民族學校者比率將更低，反映長年原鄉人口外移以及原漢通婚普遍的現象。

自治區政府須改善部落經濟來留住人口，並以中央統籌分配稅款所得更豐富的經

費資源，吸引自治區內、外的原住民與非原住民家長選擇民族學校讓子女就讀。 

（三）教育行政 

  自治區政府應依《地方制度法》之社會服務、教育文化、水利、經濟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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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與營建、交通與觀光、衛生與環保等縣（市）自治權限設置各局處，由

自治區主席任命一級主管。其中，教育處長應由具原住民身分者擔任，但必要時

仍應借重非原住民之專才。另外，《原住民族教育法》中規定縣（市）政府應設

置「民族教育審議委員會」，具原住民身分者不得少於二分之一；自治區應以具

原住民身分的委員為主成立該委員會，且若有發展民族教育教材，須依同法送交

審議。 

（四）學校行政 

  由於自治區政府將接管區內中、小學校長之員額編制，因而需先與原所屬縣

（市）協商交接的最初幾年各校校長完成任期，並保障其遷調權益。同時，應以

較佳條件鼓勵非原住民校長佔自治區之編制，繼續在民族學校服務。自治區政府

應依教育部《國民中小學校長主任教師甄選儲訓遷調及介聘辦法》而訂定自治法

規，以族群文化相關試題甄選出了解族群文化的民族中、小學校長與主任。《原

住民族教育法》規定民族學校應優先遴選具校長、主任資格的原住民，各自治區

亦應訂定具本族群身分者的加權辦法，並應開放非原住民的遴用空間。 

（五）師資編制 

  民國 102 修訂通過的《原住民族教育法》規定，現有原住民重點學校教師皆

為法定的「原住民族教育師資」，必須接受原住民族教育與多元文化教育研習課

程；並規定在 5 年內，亦即到民國 107 年，「原住民族中、小學」與原住民地區

學校聘任具原住民身分教師之比率，不得低於員額編制之三分之一。可見，透過

原民會與憲法保障 6 席原住民立法委員行使「參與公共政府」的自決權，已決定

了民族學校的師資結構。另外，自治區民族學校體系編制內教師在《教師法》上

的各項權益應不受影響，但需與原所屬縣（市）政府協商教師介聘之過渡辦法。 

自治區法若能立法通過，雖未及於美、加印地安部族政府在「主權與自治」形式

之自決權，但可依《原住民族基本法》，以準用縣（市）級自治之權限，從「參

與公共政府」與「自我管理」形式的自決權出發，透過落實《原住民族教育法》

而朝向「主權與自治」的方向來提升。 

 

肆、原住民族實驗教育的方向 

  基於前述民族自治與民族學校之法律定位，依據《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

例》規定實驗計畫應包含項目，整理出「實驗範圍」、「民族教育理念」、「課程教

學」、「學生入學與升學輔導」等四方面，建議未來方向。 

一、實驗範圍：納入民族學校制度及原住民族教育教師之角色 

  原住民族實驗教育由教育部國前署與原民會共同推動，除展現《原住民族教

育法》規定教育部主管一般教育、原民會主管民族教育之「共同管理」的自決形

式外，國前署期望加強兩種教育的融合，而原民會則強調以實驗成果作為設置「民

族學校」的參考（自由時報，2016；原民會，2016）。然而，《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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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條例》實以規範私立實驗教育學校為主，而在「伍、附則」的第 20 條對公

立學校實施民族教育有以下規定： 

 

主管機關為教育創新，得指定所屬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以學校為範圍，依據特定教育理念，就行政運作、組織型態、

設備設施、課程教學、學生入學、學習成就評量、學生事務

及輔導等事項，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以上規定略去了私立實驗教育學校的「學校制度、校長資格與產生、教職員

工之資格及進用、以及社區及家長參與」等實驗項目，但另規定在實驗規範範圍

內得不適用《國民教育法》與《高級中等教育法》等法規。可見，仍可以「學校

制度」的項目，納入未來自治區設置民族學校之制度運作。事實上，現有原住民

地區學校與原住民族學校難以截然劃分，重點在於自治區政府可確立重視民族教

育的辦學方向，並可依《原住民族教育法》將學校正式更名為「原住民族學校」。

目前參與原住民族實驗教育的學校在法律上仍為「實施實驗教育的國民中、小學」，

其存續受實驗期程影響。 

  在「校長產生」與「教師進用」等方面，原住民族實驗教育雖是基於《教育

人員任用條例》而以既有師資來實施，但《原住民族教育法》已將民族中、小學

與原住民重點學校的師資都界定為法定的「原住民族教育師資」，因而實驗項目

可納入其在民族學校體系的角色。另外，由於數十年來原鄉人口外移以及原漢通

婚擴增，部分具原住民身分的教師成長於都市，或在民國 90 年後依採取「雙系

主義附帶從姓原則」的《原住民身分法》而登記身分，對民族文化體認不足者，

仍須加強在職教育。 

二、民族教育理念：納入自治區民族學校體系的願景 

  原住民族實驗教育計畫期程最長可達 12 年，期間「原住民族自治區法」通

過立法不無可能，可預想自治區民族學校體系之願景來充實民族教育理念，而最

佳實例應為屏東縣三地門、霧台、瑪家、泰武、來義、春日、獅子與牡丹等八個

原住民鄉，人口較多且相對集中，社會文化條件佳（高德義，2004），面積佔屏

東縣超過 50%，設籍人口 90%以上為原住民，共約有 4.3 萬人，以排灣族為主，

其次為魯凱族（隋杜卿，2010），可形成縣級的聯合自治區，接管各鄉現有 27

所縣立國小、4 所縣立國中以及 1 所完全中學，並可依《原住民族教育法》轉型

並更名為「原住民族中、小學」，形成從幼兒園到高中的民族學校體系，再就近

結合義守大學原住民族學院，形成培育自治人才的完整體系。自治區範圍可擴及

高雄市茂林鄉與台東縣達仁、金峰鄉，使人口與學校體系更具規模。 

  目前該區域參與實驗的學校，在屏東縣有地摩兒、長榮百合、北葉等國小；

另外，在高雄市茂林鄉有多納國小，在台東縣有土坂國小（原民會，2016）。此

外，為落實「以學理支援各級學校民族教育發展」之政策，教育部國前署在數個



2017教育行政與政策國際學術研討會 
 

132 

 

師資培育大學分區設立「原住民族課程發展協作中心」，協作對象包括實驗學校

與高級中等學校的「原住民族教育實驗班」（教育部，2017）。可依預想之自治區

民族學校體系進行整合，例如：縣立國、高中先確立培育具有本族文化涵養的自

治人才為目標，輔導學生以升學保障而升上大學，而全體參與實驗學校各以自治

區的中心學校之定位，依據課程綱要將民族文化較大幅度融入課程，以文化回應

教學來提升民族自信心與基本學力。 

  另一個規模較小實例為宜蘭縣大同、南澳兩個泰雅族山地鄉，約佔宜蘭縣面

積 75%，設籍原住民人口共約 9,800 人，各佔全鄉總人口約 81%、87%（隋杜卿，

2010）；境內有 11 所國小、1 所國中以及 1 所完全中學，亦具民族學校體系的雛

形，可由區域課程協作中心進行整合。然若欲與北部與中部的泰雅族地區學校串

聯，地理上分布太廣，難度甚高。 

三、課程教學：以自治區中心學校之定位依據課程綱要融入文化 

  制定課程綱要依《國民教育法》是教育部權責，縣級自治區民族學校的課程

仍須符合各學習領域課程綱要，其中所列「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之項目將

形成「最低標準」。民國 103 年公布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以

下簡稱《十二年國教課程總綱》），定義「領域學習課程」為培養基本學力的「部

定課程」，且實施「跨領域統整課程」不得超過領域學習課程總節數的五分之一。

而原住民重點學校實施「領域學習課程」，可依「原住民族學生學習需求及民族

語言文化差異彈性調整，實施原住民族教育；其中原住民族語文課程應列為優先」；

同時，「原住民族教育」也被列為應適切融入課程的 19 項「議題」之一，並明定

原住民重點學校應利用「彈性學習課程」實施「原住民族知識課程」。由以上規

定可見，《十二年國教課程總綱》是基於培養基本學力而將民族文化「融入」學

習領域；「跨領域統整」是為其次，且其佔領域學習課程總節數五分之一之上限

也形成了「最低標準」。 

  不過，《十二年國教課程總綱》規定，在根據課程綱要編輯並依法由教育部

審定的教科用書之外，地方教育主管機關或學校得因應地區特性、學生特質與需

求等選擇或自編教材，而供全年級或全校且全學期使用者應送學校課程發展委員

會審查。《原住民族教育法》另規定，原住民族中、小學之民族教育教材由地方

政府的民族教育審議委員會依地方需要審議之。可見，自治區民族學校有相當大

的課程自主空間，基本上必須落實利用彈性學習課程實施「原住民族知識課程」，

形成依《原住民族教育法》實施民族教育的底線；而在增加「原住民族語文課程」

以及將「原住民族教育議題」適切融入學習領域方面，應依據社區條件與家長需

求，引導各民族學校發展多樣融入式課程。若有發展全年級且全學期使用的文化

或語言教材，必須適切對應各學習領域的「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再送交

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與自治區民族教育審議委員會審議，以確保符合課程綱要的

「最低標準」。 

  現階段各參與實驗學校應以自治區中心學校之定位，將民族文化較大幅度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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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各學習領域，亦可加開民族語文課程。陳枝烈與張純淑（2015）在原住民族實

驗教育規畫研究中建議，語文、數學、自然與社會等領域可增加節數，以民族文

化為素材來設計課程，同時加強一般教育與民族教育，提高家長選校意願。 

四、學生入學與升學輔導：以民族文化融入課程提升學力以培育自治

人才 

  各實驗學校應與家長溝通融入民族文化素材以提升學力的共識，使能同意子

女參與實驗；亦應對外宣傳，吸引族群區域家長選擇讓子女就讀，也應整體考量

未來如何使家長選擇民族學校體系。原住民依法享有教育權利中以「升學保障」

最為重要，96 學年度以後採取外加名額並依族語認證決定加分比率，其制度的

合理性在於「培養未來的民族自治人才」（陳張培倫，2013），因而自治區民族學

校體系應兼種族語能力與基本學力，使民族高中學生能與在自治區外就學的原住

民學生競爭 2%的外加名額，升上大學各科系或原住民族專班，進而繼續深造取

得碩、博士學位，參與國家各方面的建設；或通過原住民族公職人員國家考試，

返鄉投入民族自治；或取得教師資格，成為民族學校的教師。 

  近年來原住民地區的高級中學，設置原住民實驗專班來使學生升上大學，且

學生不限當地族群（原視新聞，2017b），彰顯了家長教育選擇權。自治區成立後，

實驗專班亦應成為民族高中的發展重點，投入更豐富的資源吸引學生就讀。各相

關師培大學可透過「課程協作計畫」，除了輔導各實驗學校將民族文化融入課程

以提升學力外，應追蹤輔導部分學生能進入高中的原住民族實驗專班，並升上理

想大學，成為具民族文化涵養的自治儲備人才。 

 

陸、結論 

在國際人權法體系中，在符合國家核定的最低標準而且自由選擇就讀的前

提下，原住民族有權基於自決權來設置民族學校體系，提供家長選擇讓子女以

適合其文化的方式接受教育。而對照各國依法行使該項自決權的多種形式，台

灣主要以政府設置原民會與憲法保障 6 席原住民立法委員，透過「參與公共政

府」的自決形式來影響教育政策，並由教育部與原民會「共同管理」。 

台灣的原住民族自決雖未達「主權與自治」的層次，但在民國 94年頒布、

具有母法性質的《原住民族基本法》中，明定原住民族自治區準用縣（市）的

權限，形成以「自我管理」行使民族自決的法源。在行政院曾提出的草案中，

規劃由各族群組成籌備團體，與中央與地方政府協商並提出自治區條例建議案，

俟立法院審議通過，分別據以成立自治區政府，並取得興辦與管理各級學校的

權限，接管區內原有縣（市）立中、小學，並基於全國適用的教育法規，透過

落實《原住民族教育法》來將之轉型為民族學校體系，自主決定民族教育融入

課程的幅度，並能承續原住民族實驗教育的成果。惟因原住民鄉占國土比率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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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而遲未通過立法。 

原住民族實驗教育的方向包括：（一）實驗範圍應納入自治區原住民族學校

制度及其中法定「原住民族教育師資」的角色；（二）民族教育理念應包含成立

自治區民族教育體系的願景，而排灣族地區最能提供具體預想的實例；（三）參

與實驗的學校應以未來各族群自治區中心學校之定位，較大幅度融入族群文化，

必要時可依據課程綱要發展實驗教材；民族文化融入課程應兼顧提升基礎學力，

並使民族高中的學生能與自治區外原住民學生競爭2%的外加名額而升上大學，

成為具本族文化素養的民族自治儲備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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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學生環境態度與行為之研究 
 

 
黃正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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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研究者自編「大專學生環境態度與行為問卷」為研究工具，研究對

象為花蓮某大專院校之學生，試圖瞭解大專學生，對環境抱持的態度與環境行為

表現之現況，並分析不同背景變項之學生在環境態度與行為間之差異情形，進而

探討大專學生在環境態度與環境行為之間的相關性。 

  最後，根據研究發現與研究結論，提供大專學校進行環保教育或環境課程規

劃的建議及未來後續研究之參考。 

 

關鍵字：環境素養、環境態度、環境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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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College Students'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and Behavior 
 

 

Cheng-Li Huang 

 

Ching-Dar Lin 

 

Abstract 

  This study targets students at a college located in Hualien, Taiwan. We examined 

their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toward environment, analyzed their disparities, and 

probe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ir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and environmental 

behaviors. 

  Our findings and conclusions might be helpful for the college in planning thei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or designing their environmental course(s). We also wish to 

provide the opportunity for more future researches.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literacy, environmental attitude, environmental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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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與動機 

過去數十年來，政府致力於經濟發展、獎勵中小企業、拓展經貿，以期能創

造更高的經濟成長率。在提升了經濟能力之後，人們的生活得到了更大的進步與

便利，但相對的，隨著消費能力的增加，也代表著大量的耗用自然資源，同時也

帶來了許多環境的問題，造成環境的負荷，影響人們的身體健康與生態危機。近

年來因極端氣候所造成的氣候難民成為另一重要議題，大自然極端事件發展的時

間也越來越快，對人類生存的環境影響與衝擊也越來越強（汪中和，2012）。 

值此快速變遷的時代，人們逐漸感受到賴以為生的地球面臨持續性的汙染干

擾，已威脅到下一世代生存。聯合國於 1972 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舉辦第一

次全球環保會議--「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 UNCHE) ，大會通過「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宣言」(The 

Stockholm Declaration)，呼籲全球合力保護環境教育資源，並認為解決世界環境

危機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發展環境教育（楊冠政，1998）。 

我國環境教育從 1990 年教育部成立「環境保護小組」推動環境教育工作開

始，各級學校均陸續推展，另於中小學現階段實施的九年一貫課程中，融入環境

教育等六大新興議題（蕭伯紹，2010）。2002 年教育部規劃「永續校園計劃」，

以建立一個進步、安全、衛生、健康、人性化的校園學習環境空間為主。同年，

我國綠色大學研究在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NSC)架構

下啟動，在綠色大學指標中，更訂出的「環境系統」、「環境管理」及「環境教育」

三個面向（陳永昌，2003）。2011 年 6 月實施的《環境教育法》中，更明訂我國

的環境教育政策及環境教育的推動。 

在國家推動永續發展的過程中，究竟學校執行環境教育的現況如何？學生的

環境認知與態度如何？環境行為如何？影響學生環境態度與行為的因素為何？

本研究試圖瞭解現今大專學生對環境的態度及環境的行為現況，進而提供未來學

校在環境教育的實施作為參考，期能帶動整個社會對於環境永續發展的重視與升

級。 

綜合上述，本研究之主要目的有以下項目： 

一、瞭解大專學生環境態度與環境行為之現況。 

二、分析大專學生不同背景因素在環境態度與環境行為上之差異情形。 

三、瞭解大專學生在環境態度與環境行為間是否具有顯著相關。 

 

貳、相關文獻回顧 

一、環境教育的重視 

自工業革命之後，歐美工業生產突飛猛進，產業產生根本變化，工業化的結

果產生許多的環境問題，開始產生環境災難，讓世人逐漸感受到環境危機日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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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美國卡爾森女士 (Carson) 於 1962 年發表了《寂靜的春天》，描述美國當時

社會普遍使用殺蟲劑 DDT 對自然環境及生物的迫害，也引起了美國環境運動的

起始（圖婭譯，2005）。接著許多學者均發表論著，並喚醒美國大眾的環境意識，

政府亦通過美國國家環境政策法(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ct, NEPA)及諸

多的環境保護法案（葉俊榮，2015）。國際間各國政府最初均強調訓練專家及技

術人員，尋求解決環境危機，但慢慢發現，除非人人對環境有正確的認識，才能

有效解決環境問題。而教育的目的在改變人們的思想與行為，解決環境問題有賴

於發展環境教育，因此可以說環境的危機是引發環境教育的起源與國際間的重視

（楊冠政，1998）。 

聯合國在蘇俄伯利西 (Tbilisi)國際環境教育會議中定義：「環境教育是一種

教育過程，在這過程中，個人與社會認識她們的環境以及組成環境的生物、物理

和社會文化成分間的交互作用，得到知識技能和價值觀，並能個別地或集體地解

決現在和將來的環境問題」（楊冠政，1998）。依據我國頒布的《環境教育法》中

則將環境教育定義：「指運用教育方法，培養國民瞭解與環境之倫理關係，增進

國民保護環境之知識、技能態度價值觀，促使國民重視環境，採取行動，以達永

續發展之公民教育過程。」 

2011 年公告實施的《環境教育法》，在第一章總則第一條即說明制定該法的

原因：「為推動環境教育，促進國民瞭解個人及社會與環境的相互依存關係，增

進全民環境倫理與責任，進而維護環境生態平衡、尊重生命、促進社會正義、培

養環境公民與環境學習社群，以達到永續發展」（法務部，2010）。可見最終都希

望公民因環境教育的實施而能有所行動，共同維護環境生態平衡，達到永續發展

的目標。 

二、環境素養研究 

  聯合國於 1990 年對環境素養的解釋：環境素養，是全人類的一種基本功能

性教育，它提供人類基礎知識技能動機，以配合環境需要，有助於永續發展（楊

冠政，1998）。Hungerford 和 Tomera 認為環境素養包含八種要素：生態學概念、

環境敏感度、控制觀、問題的知識、信念、價值觀、態度和環境行動策略。其中

環境問題的知識、生態學概念、環境行動策略屬於「認知領域」；屬於「情意領

域」的有環境敏感度、控制觀、信念、價值觀、態度；屬「技能領域」的有環境

行動策略。其中環境行動策略包含在「認知」與「技能領域」中（引自許世璋，

2003）。 

Disinger ＆ Roth (1992)提出，將環境素養分為六部分，包括：環境敏感度、

態度、價值觀、個人投入、責任、主動參與，並將環境敏感度、態度與價值觀列

為情意層面；將個人投入、責任與主動參與列為行動層面。Hsu ＆ Roth (1998) 則

將環境素養分為認知、情意、技能、行為與個人特質五個層面。 

許舒婷（2009）進行大學生建構環境素養模式研究，將環境素養分為「環境

認知」、「環境態度」與「環境行為」三個層面。吳國誠（2011）進行大學生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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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能力量表編製研究中，亦將環境素養量表分為「環境認知」、「環境態度」與

「環境行為」三個主軸。賴銀海（2005）、趙家民和涂智慧（2011）進行環境教

育成效分析研究，將其分為「環境知識」、「環境態度」與「環境行為」三種量表

進行探討。 

王詩妤（2010）對花蓮縣原住民小學學生進行環境素養之研究，將環境素養

分為四的領域，包含：「認知領域」、「情意領域」：包含環境敏感度、環境態度、

價值觀三向度、「技能領域」：解決環境問題的能力、「行為領域」：包含個人投入、

責任感、主動參與三向度。黃明進（2011）對高中職學生進行環境素養之調查研

究，則將環境素養分為「環境覺知與敏感度」、「環境概念知識」、「環境倫理價值

觀」、「環境行動技能」、「環境行動經驗」等五個層面，共 29 個指標。 

吳淑蓉（2014）進行公私部門員工環境素養調查研究問卷，亦將環境素養分

成「環境知識」、「環境態度」與「環境行為」三個層面。陳僾瑾（2015）對國小、

國中及高中職學生作為研究對象，採德菲爾問卷調查，其環境素養指標建構包含：

「環境覺知與敏感度」、「環境概念知識」、「環境倫理價值觀」、「環境行動技能」

及「環境行動經驗」5 大面向。 

綜合上述學者研究，普遍仍將環境素養依傳統教育界的想法，認為知識的增加，

可形成適當的態度，進而產生行動以改變環境的品質。 

三、名詞釋義 

（一）環境態度 

  態度指一個人對某些行為進行正面與負面的評估，環境態度則指對環境當中

的特殊情形、整體環境或與環境有關的人、物之信仰組合，其評估有贊成、反對

或喜好、厭惡等表示（李永展，2005）。本研究中所指的環境態度意涵，包括對

環境的敏感度、環境信念及環境倫理態度。 

（二）環境行為 

Hungerford 指出環境行為是由個人或團體，為改善、增進或維持環境品質，

或為預防、解決環境問題，所採取的直接行為。依據國際環境教育之計劃，認為

環境行動包含：生態管理、說服（勸說）、消費者主義、政治行動與法律行動等

五項（引自楊冠政，1998）。本研究中所指的環境行為，是指對自己動手與對他

人的說服行動、公民行動、消費者行動。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花蓮某大專院校之日間部在學學生為研究對象，探討大專學生環境

態度與環境行為之現況。 

一、研究設計 

根據研究目的與文獻探討，配合研究動機與目的，設計研究架構包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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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背景變項；（二）環境態度；（三）環境行為。採用「問卷調查法」蒐集資料，

以研究者自編之「大專學生之環境態度與行為問卷」為研究工具，105 學年度花

蓮某大專院校學生為研究對象，採分層隨機抽樣進行問卷施測，運用 SPSS18.0

中文版統計軟體進行資料處理，利用描述性統計、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

異數分析（One-way ANOVA）及皮爾遜（Pearson）積差相關進行統計分析。 

問卷設計包含「學生背景變項」、「環境態度量表」、「環境行為量表」三部分，

以了解學生環境素養之概況。學生背景變項包括性別、就讀之學制、不同的年級、

科系、是否為原住民生、居住地區別、居住都會或鄉鎮別、參與環保活動情形、

參與環保課程情形、曾擔任環保衛生幹部等十項。依變項環境態度分為「環境信

念」、「環境敏感度」、「環境倫理態度」三個向度。環境行為分為「動手與說服行

動」、「公民行動」、「消費者行動」三個向度。分別探討不同的背景變項在大專學

生於環境態度與其表現之環境行為間的差異情形；另外探討學生環境態度與其環

境行為兩者間相互影響之情形。研究架構如圖 1 所示。 

 

 

 

 

 

 

圖 1 本研究之研究架構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參考相關文獻並參酌各專家及前人之研究，進行問卷編製「大專學生

環境態度與行為之研究」初稿，量表內容分成三大部分，為建立內容效度，邀請

七位學者專家，就問卷內容的設計、適切性給予建議與指正，據此進行問卷之修

改與刪減，完成預試問卷。 

 為提高問卷之信效度，故先進行問卷預試，選取某大學學生為施測對象，發出

預試問卷 120 份，回收有效問卷 102 份，回收率為 85%。將有效問卷進行編碼後，

以 SPSS18.0 中文版統計軟體進行資料處理，經由項目分析及因素分析後進行刪

題，環境態度量表得到 26 個題項，環境行為量表有 22 個題項。分別再進行信度

分析，其分析方式採內部一致性分析，求得總體 Cronbach’s α 值為 .984 及 .938，

背景變項 

1.性別            2.學制 

3.系別            4.年級 

5.原住民族群      6.居住地區 

7.居住都會、鄉鎮別 

8.曾擔任環保幹部 

9.參與環保活動次數 

10.修習環境保護相關課程 

環境態度 

1. 環境信念 

2. 環境敏感度 

3. 環境倫理態度 

環境行為 

1. 動手與說服行動 

2. 公民行動 

3. 消費者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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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量表的內部一致性良好，如表 1 所示，依此編製正式問卷。 

表 1  

環境態度與行為量表信度分析摘要表 

量表 各向度名稱 題數 Cronbach's α 值 總量表信度 

環境態度 

環境信念 8 .978 

.984 環境敏感度 9 .948 

環境倫理態度 9 .974 

環境行為 

動手與說服行動 8 .875 

.938 公民行動 5 .883 

消費者行動 9 .912 

 

三、研究對象與分析 

本研究所選取之大專校院，曾榮獲國家環境教育優等獎、垃圾減量暨資源回

收再利用特優獎、校園環境與安全管理現況調查暨績優評鑑優等之肯定，顯見是

一所頗具環境教育成果之學校。 

研究對象為該校日間部在學學生，母群體共計 2,011 人，採分層隨機抽樣，

共發放 395 份問卷，實際收回 386 份問卷，剔除無效問卷 61 份，合計 325 份有

效問卷，有效率為 84.19％。基本資料系以性別、就讀的學制、系別、年級、原

住民族群、家鄉區域別、居住都會鄉鎮別、擔任環保幹部、參加環保活動次數及

是否修過環保課程為背景變項，次數分配表進行基本資料分析，如表 2 所示。 

表 2  

大專生背景變項次數統計表 

變項 類別 人數 百分比 變項 類別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性 126 38.8 

居住 

區域 

北部 92 28.3 

女性 199 61.2 中部 33 10.2 

學制 

五專部 133 40.9 南部 14 4.3 

四技部 164 50.5 東部 159 48.9 

二技部 28 8.6 離島 4 1.2 

科系 

護理系(科) 169 52.0 境外生 23 7.1 

醫務管理學系 50 15.4 

任幹

部 

曾任環保股長 39 12.0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系 34 10.5 曾任服務股長 27 8.3 

行銷與流通管理學系 
21 6.5 

不曾擔任環保幹

部 
259 79.7 

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系 51 15.7 

活動

次數 

0 次 74 22.8 

年級 

一年級 116 35.7 1 次~3 次 210 64.6 

二年級 94 28.9 4 次~6 次 37 11.4 

三年級 86 26.5 6 次以上 4 1.2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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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級 29 8.9 
課程 

曾修環保課程 173 53.2 

城鄉

別 

市區 139 42.8 未修過環保課程 152 46.8 

鄉鎮 172 52.9 
族群 

原住民學生 68 20.9 

離島或山地地區 14 4.3 非原住民學生 257 79.1 

總和   100.00 總和   100.00 

N=325 

 

肆、研究結果 

一、大專生環境態度與環境行為現況 

（一）環境態度現況 

「環境態度量表」是以採李克特四點量表方式填答，共分成「環境信念」、「環

境敏感度」、「環境倫理態度」等三個向度。由研究結果得知，受試的大專學生在

環境態度上情形就「整體」而言，其平均得分為3.32分，由此可得大專學生在環

境態度上整體趨於正向。 

各向度的平均得分，在環境信念方面，平均得分為3.53；環境敏感度方面，

平均得分為3.35；環境倫理態度方面，平均得分為3.49；其排序依序為環境信念、

環境倫理態度、環境敏感度。 

由此可見，受試的大專學生在三個向度中之表現皆趨於正向，尤其在環境信

念向度上滿意度最高，詳見表3所示。 

表 3  

環境態度現況分析摘要表 

量表 題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環境信念 8 3.53 .474 1 

環境敏感度 9 3.35 .462 3 

環境倫理態度 9 3.49 .470 2 

環境態度整體得分 26 3.32 .419  

 

（二）環境行為現況 

「環境行為量表」是以採李克特四點量表方式填答，共分成「動手與說服行

動」、「公民行動」、「消費者行動」等三個向度，由研究結果得知，受試的大專學

生之環境行為量表統計，就「整體」而言，其平均得分為 2.83 分，由此可見大

專學生在環境行為上略高於平均，但只介於很少做到及大部份做到之間。而在各

向度的平均得分上，於動手及說服行動方面，平均得分為 2.77；在公民行動方面，

平均得分為 2.57；在消費者行動方面，平均得分為 3.03；其排序依序為消費者行

動，其次為動手與說服行動，最後則為公民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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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顯示，受試的大專學生之環境行為中的三個向度裡之表現均超過中間值，

其中消費者行動中表現較好，但在公民行動中則較低，此結果，可能因為學生在

有關環境保護等議題，自求學以來或日常生活中獲得常識甚多，然而在實際面要

學生身體力行，可能仍有加強的空間。資料分析所得結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環境行為現況分析摘要表 

量表 題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動手、說服行動 8 2.77 .565 2 

公民行動 5 2.57 .724 3 

消費者行動 9 3.03 .535 1 

環境行為 22 2.83 .516  

二、不同背景變項對環境態度之差異情形 

  本研究將其大專學生背景變項與整體環境態度進行統計差異分析之結果發

現，在背景變項與課程滿意度之差異分析中，僅不同學制 (p<.05)、學生家鄉所

在區域別 (p<.05) 等二個變項，對於環境態度達到顯著之差異。 

其中在不同學制的部分顯示：五專生在整體環境態度上優於四技學生；學生居住

家鄉區域別則以居住在東部的學生優於境外生。大專生背景變項對整體環境態度

研究假設驗證結果彙整表，如表 5 所示。 

表 5  

背景變項對整體環境態度研究假設驗證結果彙整表 

研究
假設 

背景變項 t 值 F 值 
驗證 

結果 
研究發現 

大專
學生
環境
態度
會因
背景
變項
不同
而有
顯著
差異 

 1 性別 -1.27 -- 不成立 不成立 

 2 學制 -- 3.91* 成立 在整體環境態度上，五專生優於四

技生 

 3 系別 -- 2.38 不成立 不成立 

 4 年級 -- .825 不成立 不成立 

 5 族群別 1.31 -- 不成立 不成立 

 6 學生家鄉所在區域 

 別 

-- 3.01* 成立 在整體環境態度上，東部生優於境

外生 

 7 家鄉居住城鄉別 -- .20 不成立 不成立 

 8 擔任環保幹部 -- .315 不成立 不成立 

 9 參與環保活動次數 -- 1.778 不成立 不成立 

 10 修習環保相關課程 1.156 -- 不成立 不成立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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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同背景變項對環境行為之差異情形 

  本研究將大專學生背景變項與整體環境行為進行統計差異分析之結果發現，

在背景變項與環境行為之差異分析中，不同學制 (p<.001)、不同系別 (p<.001)、

不同年級 (p<.001)、不同族群 (p<.01)、學生家鄉所在區域別 (p<.001) 等五個變

項，對於整體環境行為達到顯著之差異。 

其結果顯示，整體環境行為表現上，不同學制大專生，五專生優於四技生；

科系則護理系優於資訊科技與管理系；年級則四年級優於一年級、四年級優於二

年級且四年級優於三年級；族群則原住民學生優於非原住民學生；居住地則中部

生優於境外生且東部生優於境外生。 

另外，在「是否修習過環保相關課程」背景變項於整體環境行為雖未達到顯

著差異，但其中「消費行動者」子向度卻有達到顯著差異 (p<.05)，且顯示未修

習過環境相關課程學生優於修過環境相關課程學生，此為值得深入探究之問題。 

大專生背景變項對整體環境行為研究假設驗證結果彙整表，如表 6 所示。 

表 6  

背景變項對整體環境行為研究假設驗證結果彙整表 

研究
假設 

背景變項 t 值 F 值 
驗證 

結果 
研究發現 

大專
學生
環境
行為
會因
背景
變項
不同
而有
顯著
差異 

 1 性別 -1.502 -- 不成立 不成立 

 2 學制 
-- 9.404*** 成立 

在整體環境行為上，五專生優於四

技生 

 3 系別 
-- 5.862*** 成立 

在整體環境行為上，護理科系學生

優於資訊科技與管理系學生 

 4 年級 

-- 6.413*** 成立 

在整體環境行為上，四年級生優於

一年級、四年級優於三年級、四年

級優於二年級 

 5 族群別 
1.962** -- 成立 

在整體環境行為上，原住民生優於

非原住民生 

 6 學生家鄉所在 

 區域別 -- 5.59*** 成立 
在整體環境行為上、中部生優於境

外生、東部生優於境外生 

 7 家鄉居住城鄉 

 別 -- .181 不成立 
不成立 

 8 擔任環保幹部 -- .186 不成立 不成立 

 9 參與環保活動 

 次數 
-- .237 不成立 

不成立 

 10 修習環保相關 

 課程 
-1.415 -- 不成立 

在「消費者行動向度」上，

t=-2.242*，達顯著差異，未習環保

相關課程學生優於曾修習環保相

關課程學生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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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環境態度與環境行為之相關分析 

本研究採用 Pearson 積差相關，分析大專學生其環境態度與環境行為間的相

關性，求出量表各題項與量表總分之積差相關係數，環境態度量表各向度與環境

行為量表各向度間之相關性，如附表 4 所示。其中以環境態度中之「環境信念」

向度與環境行為之「公民行動」向度未達到顯著水準，即表示環境信念與公民行

動未有相關外，其他各向度間均呈達顯著水準，呈現正相關。不過其中環境態度

各向度與環境行為之公民行動向度相關係數較低，而以消費者行為向度相關係數

較高，與整體環境態度相關係數均在.3 以上，故可推論，學生若在環境態度越趨

正向，其環境行為的實踐力越強。 

表 4  

環境態度與環境行為積差相關摘要表 

相關向度 動手說服行動 公民行動 消費者行為 環境行為整體得分 

環境信念 .137* .107 .374** .325** 

環境敏感度 .337** .259** .352** .366** 

環境倫理態度 .256** .156** .378** .312** 

環境態度整體得分 .263** .190** .374** .325** 

*p<.05  **p<.01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瞭解花蓮地區大專學生之環境態度及環境行為之現況，以及探討

不同背景變項之大專學生在環境態度及環境行為上之差異情形，並探究此兩個變

項間相關性為何，根據問卷資料分析統計結果，提出本研究之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及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後，歸納出本研究之結論，茲

分別敘述如下： 

（一）受試者之大專學生，在環境態度上整體趨於正向，尤其在環境信念向度上

得分最高。在環境行為表現上略高於平均，但只介於很少做到及大部分做

到之間，其中消費者行動中表現較好，但在公民行動中則較低。 

（二）學生在不同性別、就讀不同科系、不同年級、不同族群別、居住不同城鄉

別、是否擔任環保幹部、參與環保相關活動次數及是否修習過環保相關課

程，於環境態度上均無顯著差異。而在不同學制及家鄉居住在不同地區的

學生，於環境態度上則達到顯著差異。 

（三）學生在不同性別、居住不同城鄉別、是否擔任環保幹部、參與環保相關活

動次數及是否修過環保課程，於整體環境行為表現上並無顯著差異。而學

生在不同學制、不同系別間、不同年級、不同族群及家鄉居住在不同地區

的學生，於整體環境行為表現上則達到顯著差異。 



2017教育行政與政策國際學術研討會 
 

148 

 

（四）受試的大專學生，在整體的環境態度得分與其整體環境行為表現間呈現正

相關。 

二、建議 

依據研究結果及結論，研究者提出幾項建議，提供大專學校進行學生環保教

育或環保課程規劃的參考及未來後續研究者的參考。 

（一）對學校環境教育與課程規劃建議 

1. 大專學生在環境態度方面的認知，普遍均呈現較高的正向的感受，但其中對

於環境敏感度可再加強教育，亦即強化學生對自然環境變遷造成的影響感受

度，可以進而提升學生整體環境態度。 

2. 大專學生在環境行為方面的表現，普遍還是以消費行動向度表現最好，故建

議許多的環保措施可以運用經濟或財務上作為利基或限制為策略，以達到成

為多數人普遍環保的行為習慣。 

3. 加強學生的環境態度觀念，確實有助於提升環境保護的行為，不過在學校環

境保護教育的過程中，建議應該更重視「知行合一」的生活實踐教育課程規

劃。 

（二）對未來研究建議 

1. 建議後續研究者可考慮同時選擇高中及大專學生不同學制學生做為研究對

象，應會使研究結果更加完整周延。 

2. 建議未來研究者，可以針對修習不同環境相關課程內容對環境行為之影響，

進行更深入之探討，並且除了量化之問卷調查外，建議輔以質性研究，對學

生進行訪談，使研究結果更加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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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職校園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教育政策之省思 

－從春暉專案紫錐花運動到防制學生藥物濫用 
 

 

許雅雲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研究所研究生 

 

摘要 

  毒品氾濫問題日益凸顯，對校園安全、社會治安、國家安全造成重大威脅。

自 1990 年起我國教育部多次推動大型反毒運動，希望藉由這些措施在校園中施

行，杜絕毒品在校園氾濫的問題。 

  1990 年春暉專案結合拒菸、拒檳榔、防範愛滋、反毒、拒酒等五大主題工

作， 2011年以紫錐花為反毒象徵，推行紫錐花反毒運動，邀請具影響力的公眾

人物代言實施反毒宣導。到 2017年推行「防制學生藥物濫用行政輔導網絡」，期

藉由友善且緊密的通報機制以完善個案的追蹤與輔導。 

  過去高中職校的反毒工作倚賴軍訓教官居多，2021年軍訓教官退出校園後，

改以學務創新人力接替教官業務，導師責任相形加重。本研究分析筆記歷次反毒

運動策略，最後提出幾點校園反毒工作建議。 

 

關鍵詞：春暉專案、紫錐運動、防制學生藥物濫用 



2017教育行政與政策國際學術研討會 
 

151 

 

A Reflection of the Chun-Hui Project, 

“Echinacea” Anti-drug Campaign and 

Prevention Strategy of Juvenile Drug Abuse 

in the Senior and Vocational High Schools 

 

HSU, YA-YUN 

 

Abstract 

  The growing problem of drug abuse and drug crime have become the main areas 

of concern for communities. The phenomenon has major implications for campus 

security, social security, and national security. Major measures implemented for 

campus prevention Strategy of Drug Abusing Used by since 1990,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hope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se measures in the campus will stop the 

spread of drugs in schools.  

  The Chun-Hui Project is including refusing to smoke, anti-drug, refusing betel 

nut, prevention of AIDS, etc. The “Echinacea” anti-drug campaign in 2011, is a sign 

of anti-drug, and the influential public figures are invited as anti-drug spokesperson. 

The system of the  prevention strategy of drug abusing used was developed in 

2017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o improve the specific individuals tracking and 

counseling with a friendly and close notification mechanism.  

  The mission of the prevention strategy of drug abusing used in high schools was 

executed by Military training instructors in the past, but they will be quitted the 

campus in 2021。In the future, the new innovative labor force and the class tutors will 

take the task of the prevention strategy of drug abusing used in the senior and 

vocational high school. As a result, based on the status quo of the anti-drug education 

and policy plan in the senior and vocational high schools, the authors make several 

suggestions for future policy development. 

 

Keywords: Chun-Hui Project, Echinacea” Anti-drug Campaign, Prevention Strategy 

of Juvenile Drug Ab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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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毒品對國力的危害從 2016 年菲律賓總統杜特蒂上任以來雷厲風行掃蕩毒行

動可見一般。但是，子彈取代勒戒，所見到的效果是短暫的，要長久之效還是唯

有透過教育一途，才能帶來持久的影響。李景美與葉美玉（2000）研究發現，藥

物濫用是世界各國所面臨的問題，藥物濫用的社會成本相當高，是以規劃發展藥

物濫用預防教育是具有成本效益的投資。 

  我國教育部為防制學生濫用藥物，先於 1990 年 12 月訂頒「各級學校防制學

生濫用藥物實施計畫」，復於 1990 年 9 月結合「消除菸害」及「預防愛滋病」等

共三項工作，成立「春暉專案」。鑒於治安單位查緝到的人數逐年上升，代表著

背後龐大的使用人口「超乎想像」（溫俊明，2016）。馬前總統於 2012 年 6 月出

席反毒博覽會時，特別宣示「紫錐花運動」，將「防制藥物濫用」從春暉專案獨

立出來，從無毒校園啟始，進而推向社會，期盼最終在全球化的理念基礎下，爭

取國際認同合作（教育部，2014）。 

  國內學者進行有關藥物濫用預防教育介入研究，學者李蘭（1997）、洪百薰

（1998）、郭碧淦（1995，1993）、陳麗珠（1999）與陳寶輝斗等（1993）的研究

皆顯示，預防介入對於青少年藥物濫用知識的提升顯著效果，對於拒絕用藥的自

我效能亦有幫助，但在態度及行為上則未見顯著差異（引自李景美與葉美玉，

2000）。是故，蔡總統再於 105 年 6 月 3 日全國反毒會議強調：「毒品防制不是單

一部會的事情，強化整合跨部會、跨縣市及跨領域的合作資源，問題才能夠獲得

解決。」透過政府體系與部門間的縱向支援與橫向合作，精進學生個案輔導作為

並整合相關資源以發揮反毒成效、營造「健康校園」（教育部，2017）。 

  台大兒少暨家庭研究中心執行長張淑慧分析，青少年初次使用藥物的高峰為

七年級到八年級之間，也曾有從國小就吸食 K 他命的案例，平均成癮年齡則為

十七‧三歲，年齡層恰好與青少年犯罪高峰期重疊（今周刊，2015）。校園的反

毒教育策略，不斷因應毒品逐年氾濫進行調整，從春暉專案、紫錐花運動到跨部

門營造健康校園的各項反毒措施看來，是從給予青少年重生機會出發，期盼藉由

校園春暉小組的介入輔導，青少年未成年前能遠離毒品，春暉輔導期間找出涉毒

的根本原因，移除吸毒的可能因素，加入父母及社會資源的多重關懷，最終能肯

定自己，重獲新生，健康快樂的面對未來的人生。 

 

貳、校園反毒教育歷程概況 

  隨著校園毒品日趨氾濫，為了防制毒品危害校園青年學子身心健康，教育部

自 1990 年起陸續三次全國性校園的反毒專案運動，均不偏離一級預防之教育宣

導，二級預防之清查輔導及三級預防之矯正戒治。推行數次全國性的校園反毒教

育專案如下： 

  民國 79 年至 101 年 5 月實施春暉專案，一開始是開始的活動是針對愛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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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宣導，民國八十四年有感「酗酒」及「嚼食檳榔」等年齡有逐步下降趨勢，且

大有危害校園之虞，遂將「防制學生藥物濫用、拒煙、預防愛滋病、拒酗酒、拒

絕食檳榔」合併納入教育部「春暉專案」。「標本兼治」的原則，以「教育宣導」

為主，藉以「清查」、「輔導戒治」等具體做法，協助學生遠離「物質濫用」之危

害，貫徹政府「向毒品宣戰」政策，淨化社會風氣，達到「全民共同來反毒，邁

向健康新世紀」的目標。政策如后： 

一、一級預防（教育宣導） 

（一）辦理反毒師資培訓。 

（二）編制教材，落實反毒教學。 

（三）辦理學校與社區反毒教育宣導。 

（四）家長參與，增加反毒認知。 

（五）充實學校輔導人力資源，妥適照顧高關懷學生。 

（六）設計多元適性課程，強化學生學習興趣，預防學生中輟。 

（七）加強經濟弱勢就學輔導，減少失學。 

（八）加強未升學青少年職業與技藝輔導。 

（九）加強毒品緝毒工作。 

（十）依學校屬性加強保護因子。 

二、二級預防（清查輔導） 

（一）完善中輟生回歸校園安置就學措施。 

（二）強化清查與篩檢功能。 

（三）完善篩檢資源。 

（四）強化學生施用毒品輔導諮商網絡。 

（五）健全施用三、四級毒品之罰則。 

三、三級預防（矯正戒治） 

（一）施用一、二級毒品濫用者，移送警察機關處理，並轉介個案至地方毒品危

害防制中心或行政院衛生署指定藥癮戒治機構、藥物濫用諮詢及輔導機構

賡續戒治。 

（二）施用三、四級毒品濫用者，經學校輔導若仍呈現陽性反應者，應重複實施

輔導作業，倘經第 2 次輔導仍為無效者，請警方以虞犯身份移交少年法院

（庭）處理。 

（三）學齡青少年若經裁決強制勒戒或服刑出所後，將資料函送地方毒品危害防

制中心實施社工追輔，對於有就學意願者，安排轉換學校就學，並重新列

入該校特定人員，重複實施輔導。 

 

  民國 101 年 6 月 2 日～106 年 2 月推動紫錐花運動，起源自馬前總統出席 101

年反毒會議之反毒博覽會時，傳遞揮舞「紫錐花運動」旗幟，宣示「紫錐花運動」

正式啟動。主要目標為以校園推動紫錐花運動為起點，規劃多元且具創意之宣導

活動，營造拒毒反毒純淨校園，進而帶動引領時代的反毒風潮，創造反毒文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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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提升國民尊榮感，打造國家道德形象，消除人類病態文化，爭取世界各國支

持，將紫錐花標幟作為全球永久的反毒意象，讓紫錐花運動「健康、反毒、愛人

愛己」意涵，成為校園、社會、國際反毒工作永久代名詞。實施整體策略如后： 

一、校園推動紫錐花運動，建立無毒校園： 

（一）教育宣導：辦理反毒教育，強化拒毒宣導。 

（二）清查篩檢：晤談瞭解關懷，建立名冊清查。 

（三）春暉輔導：春暉小組輔導，轉介醫療戒治。 

二、社會傳播紫錐花運動，掀起反毒風潮： 

（一）行政聯結：聯合政府部門，發揮統合效能。 

（二）資源整合：結合民間團體，創造文化風潮。 

三、國際推廣紫錐花運動，呼籲各國響應： 

（一）尋求支持：透過多元推廣，尋求國際支持。 

（二）爭取響應：配合國際反毒，呼籲全球響應。 

 

  106 年 03 月迄今，蔡總統於 105 年 6 月 3 日全國反毒會議強調：「毒品防制

不是單一部會的事情，強化整合跨部會、跨縣市及跨領域的合作資源，問題才能

夠獲得解決。」目標以學生為中心、以學校為基礎，藉由共通的處理原則、共用

的專業人力資源及共享的輔導介入活動與措施，由教育局(處)端召開專案研商會

議，各縣市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各分組相互協調合作、本部與本部國民及學前教育

署、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聯絡處提供支援，運用專業團隊合作模式以投注更多

的資源於高關懷學生的關懷與輔導工作。具體策略有三： 

一、整合相關資源，強化青少年反毒宣導。 

（一）充實學生藥物濫用防制教育宣導。 

（二）強化校園反毒專責人員與職能訓練。 

二、掌握學生個案，完善尿液篩檢機制。 

（一）藉由環境監控，降低毒品可及性。 

（二）建立特定人員名冊。 

（三）完善尿液篩檢機制。 

三、建立輔導機制，降低個案失聯率。 

（一）強化輔導諮商網絡。 

（二）建立追輔及轉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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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我國歷次校園反毒運動 

名稱 時間 起源 目標 策略 

春 

暉 

專 

案 

民國 79 年至

101 年 5 月 

起源於防制愛滋病，

民國八十四年將「防

制學生藥物濫用、拒

煙、預防愛滋病、拒

酗酒、拒絕食檳榔」

合併納入教育部「春

暉專案」。 

達到「全民共同來反毒，

邁向健康新世紀」的目

標。 

以一級預防「教育宣導」

為主，藉以二級預防「清

查」、三級預防「輔導戒治」 

紫 

錐 

花 

運 

動 

民國 101年 6

月 2日至 106

年 2 月 

馬前總統出席 101 年

反毒會議之反毒博覽

會時，宣示「紫錐花

運動」正式啟動。 

將紫錐花標幟作為全球

永久的反毒意象，讓紫錐

花運動「健康、反毒、愛

人愛己」意涵，成為校

園、社會、國際反毒工作

永久代名詞。 

一、校園推動紫錐花運

動，建立無毒校園。 

二、社會傳播紫錐花運

動，掀起反毒風潮。 

三、國際推廣紫錐花運

動，呼籲各國響應。 

防 

制 

學 

生 

藥 

物 

濫 

用 

106 年 03 月

迄今 

蔡總統於 105年 6月 3

日全國反毒會議強

調：「強化整合跨部

會、跨縣市及跨領域

的合作資源」 

運用專業團隊合作模式

以投注更多的資源於高

關懷學生的關懷與輔導

工作 

一、整合相關資源，強化

青少年反毒宣導。 

二、掌握學生個案，完善

尿液篩檢機制。 

三、建立輔導機制，降低

個案失聯率。 

資料來源：整理自「防制毒品進入校園實施策略」（教育部，2008）、「深化推動紫錐花運動實施

計畫」（教育部，2014）、「教育部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實施計畫—縱向支援、橫向合作」（教育部，

2017）。 

 

參、高中職校園內實際推動情況 

  我國青少年藥物濫用防制方面，使用藥物種類多為第 3、4 級毒品，依據我

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內容，施用此類物質並無適用刑罰或觀察勒戒、強制勒戒

之規定，加以毒品防制非傳統核心教育，不是所有學校皆有足夠意願長期貫徹反

毒措施（溫俊明，2016），其中人力是最大因素。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工作，無論

是春暉專案或深化推動紫錐花運動，高中職校園目前均由軍訓教官承接，主要由

於各縣市校聯絡處督導均擔任各縣市政府學生校外輔導會執行秘書，在校外會統

一指導下，高中職校園的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工作均能依照教育部不同專案政策，

持續推動反毒教育，作法如后； 

一、各校成立相關社團，更貼近學生及民眾 

  「學生社團」是高中職學生課外活動的核心，藉「社團」同儕影響「同儕」

的力量，帶動學生熱烈參與反毒工作，80 學年度起高中職各校成立春暉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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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結合其他學生社團的力量與資源，統籌辦理反毒各項教育宣導工作。101 年

推動紫錐花運動，各校配合政策更名為紫錐花社團，同樣在校內外各大活動中積

極參與各式公益活動，如、淨灘、掃街、募發票幫助弱勢機構、火車站幫忙老人

提行李、偏鄉關懷等，以校園為反毒的基石，進而擴大影響社區民眾，以善盡知

識青年轉移社會不良習慣的責任；讓全國民眾生活在乾淨和充滿希望的環境中，

締造安和樂利的社會。 

二、愛心陪伴柔性關懷，推動健康休閒生活 

  儘管楊士隆等人（2000）認為，臺灣對於青少年藥物濫用的防制工作仍視藥

物濫用行為為偏差違法行為，較忽略了藥物濫用問題背後所隱含的人格成長、心

理發展、家庭問題、校園與社會適應問題。然而近年各縣市校外會逐漸正式此一

癥結，藉由舉辦各項動靜態競賽活動，將各種反毒知識融入其中，如花蓮縣校外

會每年舉辦親子反毒繪本創作競賽，增加親子情感外，藉由創作增加對毒品的認

識及反毒的決心；104 年桃園縣及 102 年屏東縣校外會由教官群組隊帶領高關懷

學生挑戰百岳，完成生命中不可能的任務，創造孩子的成功經驗，學習堅持到底

的精神，「愛心陪伴、柔性關懷」藉與大自然接觸、肯定其自我生命價值；102

年台中市聯絡處舉辦單車環台，同樣陪同高關懷學生，完成生命中最有價值的一

頁。 

三、與家長互動，宣導最新毒品資訊 

  製作家長反毒文宣、寒暑假親子反毒學習單分送家長閱讀；配合校內每學期

親師座談會，主動與家長分享最新毒品資訊；邀請家長代表參與防制學生藥物推

動小組成員，讓家長能深入了解學校作法，並給予相關專業支持。作者 104 年第

一次承接校內反毒業務，適逢輔導室辦理親職座談會，會中即安排對家長之反毒

教育宣導時段，在結束前邀請參與家長共同宣誓拒毒守護孩子，全體家長高舉右

手起立宣讀誓詞時的盛況，即讓站在講台上的作者深受感動。學校除了要協助學

生學習健康的生活技能外，也要協助家長學會親子相處的生活技能，讓家長面對

毒品的危害願意配合學校，共同守護學生的健康及未來。 

四、邀請專業人士，增加學生對拒絕毒品的信心 

  每學期定期安排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校園巡迴宣講，藉由專業人士經驗，讓學

生為何對毒品要堅決說不，及反毒的重要性進行分享，如精神科醫生介紹毒品可

能對身心造成的危害、法官介紹濫用毒品所處反的法律、監所工作人員介紹觀察

勒戒進行流程…等，課後再施以不記名問卷調查，廣集學生課後心得，藉以了解

學生對課程內容的喜好程度，及日後講師人選的選擇依據。以作者所屬學校，此

做法不同於坐在教室死板聽講，輔以分享者的人生經驗與授予的相關法治觀念，

每每均能獲得學生不錯的回應，時間上安排若能不與校內重要活動，如、段考、

校慶、園遊會前，更能為學生接受。黃沛瀅（2000）認為，在校園中加強反毒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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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法令宣導，並不會改變學生藥物濫用之行為，但無形中加深了未接觸毒品學

生之道德觀，使其認為接觸毒品是不好的行為。 

五、落實特定人員查察，完善尿液篩檢機制 

  配合導師每個月觀察、晤談或家庭訪問，建立特定人員名冊，並藉由關心學

生生活、學習狀況及密切親師聯絡，在學生疑似有藥物濫用異常行為時，即進行

關懷、輔導或實施尿液篩檢。採行作為有：主動關懷有藥物濫用之虞學生、建立

特定人員名冊、完善尿液篩檢機制（教育部，2014）。尤其寒暑假、連假期間，

學生容易接觸不同的社會人士，屬涉毒的高峰期，把握返校後的尿篩時機，總能

提高找到吸毒學生的篩出率。 

 

肆、結論與建議 

  人類施用毒品是一種嚴重的「病態文化」，為了消弭這種「病態文化」，依循

以往歷史經驗，由校園起塑造新思維、新觀念，反毒教育除向持續向學生反覆宣

導外，校園師長的關懷與具體監督，家長的態度在反毒成效上同樣均具有關鍵性

的影響。高中職生正值青少年成長階段，模仿力強，主觀意識強，拒絕誘惑力弱，

學校給予拒毒的知識外，更需要身邊父母師長親友的關心與注意，社會多方力量

營造支持的環境，推促著他們長大的同時增加判斷力，勇於拒絕媒體、同儕對毒

品錯誤地誘導，才能以真正有效減少被毒所害。 

  2021 年軍訓教官即將全面退出校園的決議未變，學務創新人力一時間也無

法完全取代教官功能，原本高中職校園中依賴軍訓教官推動反毒教育工作斷不能

片刻停擺，對未來高中職校園防制學生藥物濫用作為建議如后： 

一、從輔導面向談： 

（一）破除「貼標籤」的想法，各級學校應緊密合作 

  目前校園輔導個案，最大的困境之一即是學生轉換學籍後，新舊學校間的輔

導會出現空隙，無論時間長短，原本意志薄弱的學生再涉毒的機率都非常高；其

實成年煙毒犯再犯率居高不下，原因在於「生理癮易除，心理癮難戒」，何況學

生心智未臻成熟，面對毒品的誘惑，未能由專業人員持續關懷輔導戒除，日後很

難從毒品深淵裡脫身，接踵而來的家庭問題、校園問題、社會問題，更是棘手。 

  各級學校發現確認個案，在校期間春暉輔導持續關懷戒治外，一旦轉換學籍，

校際間相關輔導資料應主動縱向，橫向聯繫緊密聯繫。部份人士認為此舉違反人

權，有「貼標籤」之嫌，但是提高相關人員對個資保密素養，對於綿密反毒網絡，

作者深深認為資訊交流是必要的。 

（二） 增加專業諮詢及輔導反毒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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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階段高級中等學校中發現處理及輔導涉毒學生人力，絕大多數倚重軍訓教

官依據現有的防制架構，篩檢出有藥物濫用行為的學生，進一步召集相關人員啟

動春暉輔導機制。雖然教育部定期針對高中職教職人員舉辦相關研習，希望強化

學校各級教職人員對於藥物濫用防制工作的認知及責任，期能在學生接觸藥物的

前、中期，共同阻斷外界的影響因子。據作者承接反毒業務數年的觀察，並實際

參與數次研習後發現，參加人員仍以軍訓教官同仁為主，教職人員主動參與增能

的人數寥寥可數。教育部規劃民國 110 年軍訓教官全面退出校園，預劃由學務創

新人力接替教官職務的人選，反毒教育這一範疇，得依靠與學生朝夕相處的導師

群，對學生生理各種癥候最清楚的健康中心專業護理師，及藉由諮商輔導洞察學

生心理狀況的輔導教師，三方共同合作，形成黃金三角。提出以下建議： 

1. 導師應有充分時間融入學生生活發現徵候 

  高中職學生如果有使用毒品的問題，最先求助對象主要是導師，導師是輔導

學生重要人物之濫觴，除了持續增強導師反毒知能與狀況處遇應變能力外，應減

低擔任導師人員授課備課壓力，才能讓擔任導師之教師願意多花時間與學生有所

互動；如利用早自習、午休、放學時間不定期安排時間與學生談心，及參與班上

團康或競賽活動，培養學生對導師的信任感。 

    現階段擔任導師人員，在各領域教師人數充足情況下可減授教學時數 4 小時，

若是教師人數不足又必須擔任導師者，因應教官將逐漸退出校園，其所衍生之學

校學生安全、諮詢與輔導等事項，也勢必得由導師承擔與分攤，導師職責負荷更

形繁重，公立高級中等學校導師職務加給自 106 年 1 月 1 日起由每月支給新臺幣

2,000 元調整為 3,000 元。建議學校亦能增加行政獎勵及積點，激勵教師們勇於

長期從事導師職務，用心發現學生徵候於平日生活當中。 

2. 增加護理人員駐校，綿密清查篩檢的作為 

  以目前各校專業護理人員僅1人，實不足以應付毒品的危害。教官退出校園，

高級中等學校以上校園防制學生藥物濫用的業務勢必責付其他學輔人員；為了綿

密清查篩檢的作為，建議增加護理人員人力，除協助處理健康檢查與管理、緊急

傷病處理、衛生諮詢及支援健康教學等工作外，將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清查篩檢的

作為納入執掌。教職人員發現疑似個案，由校內護理人員依規定對「特定人員」

實施尿篩作業，提高篩檢判讀專業度，輔導期間給予學生生理方面專業諮詢，如

可能產生何種戒斷制狀，以及如何以替代活動渡過不適階段等，安撫學生可能產

生的恐慌情緒，對春暉輔導更有信心。 

3. 增加輔導教師人力適時給予輔導 

  心理素質弱、課業壓力大或家庭問題複雜的孩子容易遭同儕引誘，誤觸毒品，

若能增加輔導教師進駐學校，分擔課務行政業務外，適時給予藥物濫用高風險青

少年輔導，減少學生因恐畏懼藥頭勢力、不熟稔相關法律刑責，或懷疑學校能給

予的幫助有限，對相關輔導作為沒有信心，而越陷越深。借助輔導教師的專長，

及為學生保密的專業形象，讓個案卸下心防，坦誠面對遭遇問題，進一步解決問

題，根本解決吸毒的念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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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宣導及校外察查面向 

校園內的教育宣導多訴諸正向文字、影音及圖片，反觀 3C 產品的發達，偶像崇

拜，媒體報導及公眾人物涉毒後的處置，容易誤導學生產生價值上的偏差。另外，

學校周邊環境與學生接觸毒品風險處置，教職員們應採取的作為有 :  

（一）以時事案例融入課程，課堂討論適當引導 

  少數媒體在報導有關當局破獲製（販）毒集團，無間斷放送藥頭動輒上億元

的不法所得，及坐擁豪宅、名車的新聞，同時也向青少年傳達了參與製（販）毒

可謀取暴利的錯誤訊息，致使參與者屢屢不乏在學學生。另外，學生崇拜的藝人

涉毒，透過媒體企圖博取大眾同情，甚至合理化其吸毒行為，易使學生仿效其作

法，價值觀產生偏差。 

  相較起生硬的書面教材，這些真實發生的案例若能適當於課堂上討論，由老

師引導正確思維，引起學生對毒品危害認識及關注吸毒後果。 

（二）掌握學校周邊高風險場所，結合聯巡時機察查 

  各縣市學生校外會均會納編國高中學校單位學輔人員、警察局、少年隊、衛

生局、交通隊等編成聯合巡查小組，針對學生容易產生偏差行為的時段及地點，

如汽車旅館、賓館、網咖等業者進行查察，藉由公權力的介入提醒店家，發現學

生不法行為，應主動拒絕或善盡通報之責，否則將面臨相關罰則。 

（三）廣納愛心商店發掘徵候，綿密察查管道 

  遴選優良學校周邊優良商店，授予愛心商店證書，共同簽署維護學生安全約

定事項，讓店家體認到吸毒學生所衍生的行為問題不再僅是個人問題，更可能成

擴大成為社會問題，店家除可善盡社會責任外，學校更可以從不同管道收集學生

容易發生問題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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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國民中學校師職業倦怠 

與專業承諾之相關研究 
 

鍾慧儀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碩士生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花蓮縣國中教師職業倦怠與專業承諾之關係，以花蓮縣 16所

國中 301位教師為研究對象，並以描述性統計、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及逐步多元

迴歸分析進行統計，獲得以下結論： 

一、花蓮縣國中教師職業倦怠現況為中下程度，其中以冷漠無情得分最高。 

二、花蓮縣國中教師專業承諾現況為中上程度，其中以專業認同得分最高。 

三、花蓮縣國中教師職業倦怠與專業承諾有中度負相關。 

四、花蓮縣國中教師職業倦怠對專業承諾有中高度預測力。 

最後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以供教育行政機關、學校行政人員及教師

參考。 

 

關鍵詞：國中、職業倦怠、專業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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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urnout and Professional Commitment 

of Teachers in Junior High Schools in 

Hualien County 

 
Chung Hui-Yi 

 

Abstract 

The study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urnout and professional 

commitment of teachers in junior high schools in Hualien County. There were 301 

teachers in 16 junior high schools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The analysis 

methods include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and multiple stepwise regression, and the findings were as below: 

1.The burnout of teachers in junior high schools in Hualien County showed 

medium-low degree, especially the “depersonalization” was higher. 

2.The professional commitment of teachers in junior high schools in Hualien was 

medium-high degree, and the “professional identity” comparatively higher. 

3.The burnout and professional commitment of teachers presented medium negative 

correlation. 

4.The prediction for professional commitment caused by burnout of the teachers 

showed a positive result. 

Based on the result of the study, some suggestions were provided for the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s, school administrators and teachers.  

 

Key words: junior high school, burnout, professional commi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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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在科技日新月異、資訊更新瞬息萬變，政治民主旗幟飄揚、人權意識高漲的

今天，「教師」這個行業三不五時就會被推上輿論的風口浪尖上討論。不論是寒

暑假支薪、優渥的退休俸、不當管教、年金改革等等諸多不利教師形象的新聞報

導時常在媒體上出現。教師一直以來不斷地被社會大眾拿著放大鏡在檢視，輿論

所強化的「老師是爽缺」的印象，早已重重打擊了教師的士氣和熱忱。現今教師

的角色已不再是傳統的「傳道、授業、解惑也」，除了面對繁重的教學、行政工

作，還需承受來自社會的觀感、學生家長的干預和期望，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種種

的規定和要求等諸多無法控制的因素，在在增加了今日教育工作的困境和壓力。 

當教育基本法第八條修正（2006 年 12 年 27 日）通過後，學校全面落實零

體罰後，學生更加肆無忌憚，校園內的師生衝突又提升到全新的層次。其中，國

中學生正位於青春的風暴期，家長忙於工作而疏於管教孩子，加以網路社群平台

和手機 app 交友十分氾濫，甚至令人聞風色變的毒品、暴力問題也流入校園，各

種違法亂紀的情形在國中校園裡愈來愈嚴重，使得教師在從事輔導管教工作時身

心俱疲、力有不逮，無疑是雪上加霜。研究者想瞭解在教育現場奮鬥的教師們如

今承受著多少的疲憊和倦怠？是否還秉持著當年的信念和初衷？此為研究動機

之一。 

然而面對如此洩氣的工作困境，仍有教師十年如一日的恪守工作崗位，源源

不絕地對學生分享無私的愛與關懷，但也有人抱持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消極心

態，最低限度的完成份內工作，究其原因可能為個別教師對教職的認同和支持程

度，也就是專業承諾的不同所致。對教師而言，專業承諾可體現在教學、班級經

營或行政工作上的投入和認同，可據以了解教師願意從事教育工作及為其教學專

業付出，且具有恆久投入的態度和積極行動的傾向（劉福鎔、林清文，2008）。

教師在學校所面臨的各種情境挑戰，對其專業承諾的影響不容輕忽，因此探討教

師專業承諾的現況與改變其專業承諾的影響因素，具有重要的意義和價值，此為

研究動機之二。 

教師若對教育工作具有承諾感，願意積極投入，也能使教師在學校環境中獲

得工作滿足，更樂於從事教育工作。在學校的教學現場可以觀察到每位教師對教

職的認同和投入及所承受的壓力來源和程度各有差異，在組織內部的合作關係也

將深受影響。研究者在蒐集相關文獻時，發現工作壓力是造成教師職業倦怠的重

要因素（李雯智，2010；范熾文，2006；黃寶園，2009)，而有關教師專業承諾

的研究多在探討校長的領導方式 （范慶鐘，2011；范熾文、陳靖娥，2014；陳

文龍，2013；)，關於「職業倦怠」是否影響教師「專業承諾」的研究卻不多，

探討兩者的相關性，有助於瞭解教師職業倦怠和專業承諾的現況和差異，此為研

究動機之三。是故，本研究的目的在於：1.了解花蓮縣國中教師職業倦怠和專業

承諾的現況。2.分析花蓮縣國中教師職業倦怠及專業承諾之間的相關。3.探討花

蓮縣國中教師職業倦怠對專業承諾的預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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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職業倦怠 

職業倦怠（burnout）一詞，或稱工作倦怠、工作疲乏、專業倦怠等不同的

說法，最早由美國 Freudenberger（1974）在研究中提出，用以描述專業人員在工

作情境上所產生的生理和心理的耗損。Freudenberger 將職業倦怠描述為個人因執

著於理想的生活方式，或者是因為無法得到預期的回報而產生的一種疲勞或挫折

狀態（黃寶園，2009）。 

Maslach 和 Jackson（1981）認為職業倦怠是指專業人員長期處在過度負荷的

工作環境，在生理與心理皆為疲憊的狀態下，對工作產生厭倦、失望，呈現消極

的自我概念、對工作存有負面態度，對服務對象也會喪失感情和關懷。Maslach

（1982）的研究指出，職業倦怠是一種情緒耗竭（emotional exhaustion）、去人性

化（depersonalization）、低個人成就感（reduced personal accomplishment）的現

象，此三個層面為職業倦怠目前最廣泛使用的定義。 

而針對「教師職業倦怠」作出定義的學者認為，教師職業倦怠是指在種種累

積的壓力下，教師基於社會或個人之價值，而過度追求不切實際的目標，並且無

法有效的應對因之而來的工作壓力和挫折，以致身心耗竭，而呈現種種負向改變

的歷程（李倩華，1992）。范熾文（2006）則將教師職業倦怠界定為，教師在與

學校環境互動的過程中，無法有效處理工作壓力，長期累積的結果，使得教師在

身心上產生耗竭的現象，並以冷漠、疏離的態度來對待學生，嚴重影響到教師的

專業精神。教師職業倦怠所產生的生理和心理變化會因個體與人格特質的不同，

所產生的影響與程度也會有所不同，所以職業倦怠並非二分有無，而是程度上的

多寡差異。 

綜觀國內研究多以 Maslach、Jackson 和 Leiter（1996）的 MBI 量表為研究工

具（丁富森，2013；李雯智，2010；郭耀輝，2004；黃麗君，2006；董嘉傑，2013；

戴美倫，2012），足見職業倦怠三構面在此領域已具權威性，因此本研究亦採用

MBI 量表的三個構面並稍作修改，在問卷編製時盡量聚焦在教師的實務感受： 

（一）情緒耗竭：指教師缺乏精力，感受到情感上的枯竭和生理的疲憊。 

（二）成就感低落：指教師對工作失去動機和動力，成就感降低。 

（三）冷漠無情：指教師喪失原有的熱忱，以消極、冷漠等負面態度對待周遭的

人事物。 

二、教師專業承諾 

Arayna 和 Ferris（1984）認為專業承諾包含態度與行為意向兩個層面，態度

層面是指對專業工作的認同、對專業角色的投入，以及對專業的忠誠與關心；行

為意向則表示願意為所從事的專業付出更多的心力與渴望繼續維持專業成員的

身分。Tyree（1996）提出教師專業承諾是對教學的認同、肯定教育價值；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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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投入即願意在教學準備和學生活動上，付出額外投入；對教學的忠誠，願意

繼續留在教學崗位奉獻心力。 

李新鄉（1993）認為專業承諾是個體對其所從事之工作專業規範、信條、倫

理和價值的認同和投入的心理作用，具有導向性、目標性與一致性的心理特質。

劉春榮（1996）認為教師專業承諾是教師認同於教育專業價值與教育專業規範和

信條，願意為教育專業努力，全心投入一種態度或行為傾向。范熾文與陳靖娥

（2014）認為教師專業承諾是指教師能認同教育是一種專業，願意自發性的參與

專業成長，充實專業知能，以提升學生教育成就為目標，建立專業自主的形象，

致力於課程改革與教學改進，並能恪守專業倫理，樂意以教育工作為終身志業。 

國內學者常見的量表主要以周新富（1991）、李新鄉（1993）等人所發展的

構面為依歸，周新富（1991）提出五個測量教師專業承諾的因素，分別為內在滿

意、專業責任、專業認同、工作投入與專業訓練。李新鄉（1993）則使用教育專

業認同、樂業投入、研究進修、教育專業關係、教育專業信念、教育專業倫理等

六個層面來測量。因此本研究歸納出所採用的教師專業承諾的三個構面，分別敘

述如下： 

（一）樂業留任：教師對工作展現出快樂積極的熱忱，不願更換職業的程度。 

（二）專業認同：教師肯定教育的價值與專業性，給予認同和肯定的程度。 

（三）專業成長：教師為提升自我專業素養，願意充實教育新知、積極參加各項

研習進修的程度。 

三、教師職業倦怠與專業承諾之相關研究 

Rosenholtz（1989）曾指出教師專業承諾是導致教師工作不滿足、倦怠感、

低工作投入與學生低成就的主要原因，然綜覽國內關於教師職業倦怠、教師專業

承諾的研究不計其數，但多著重在討論諸如工作壓力導致職業倦怠，或是校長的

領導方式與教師專業承諾的相關性，卻未曾探討教師職業倦怠和專業承諾的關聯，

較多是研究「組織承諾」或是其他從業人員，例如醫護人員的職業倦怠和專業承

諾。 

國外研究指出年齡變項可預測職業倦怠，且與職業倦怠和工作承諾呈正相關

（Harms, 2016 ; Hilton, 2015）；Bohorquez（2016）的研究指出組織承諾對職業倦

怠有直接影響，其中領導風格會影響組織承諾和職業倦怠。Arriaran-Buono（2011）

則主張學生學習和行為可有效預測教師的職業倦怠和組織承諾。 

國內研究顯示職業倦怠和專業承諾有顯著相關，且不同背景變項對職業倦怠

及專業承諾有顯著差異（孔維愉，2004；余宛芹，2012），其中劉幸宜（2012）、

余宛芹（2012）和戴宛蓉（2009）的研究指出醫護人員的職業倦怠對專業承諾呈

部份顯著性負向影響，因此可以推測教師的職業倦怠和專業承諾有某種程度之關

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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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背景變項 

1. 性    別 

2. 年    齡 

3. 服務年資 

4. 擔任職務 

5. 有無子女 

6. 學校規模 

教師職業倦怠 

1. 情緒耗竭 

2. 成就感低落 

3. 冷漠無情 

 教師背景變項 

教師專業承諾 

1. 樂業留任 

2. 專業成長 

3. 專業認同 

D C 

B 

A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花蓮縣教師職業倦怠和專業承諾的關係，研究架構包括教

師背景變項、教師職業倦怠、教師專業承諾三個主要變項，說明如下： 

（一）教師背景變項：包括性別、年齡、服務年資、擔任職務、有無子女級學校

規模等六項。 

（二）教師職業倦怠：包括情緒耗竭、成就感低落和冷漠無情三項構面。 

（三）教師專業承諾：包括樂業留任、專業認同和專業成長三項構面。 

 本研究之架構圖如圖 1 所示，研究架構圖說明如下： 

（一）A、B：以描述性統計探討教師在職業倦怠與專業承諾之現況。 

（二）C：以積差相關探討教師職業倦怠與專業承諾之間的關係，以及教師職業

倦怠與專業承諾間的相關是否達顯著水準。 

（三）D：以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教師職業倦怠對專業承諾是否具有預測力。 

 

 

 

 

 

 

 

 

 

 

 

 

 

 

 

 

 

 

圖 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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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 

經參考花蓮縣國民中學 105 學年度班級數核定表（花蓮縣政府，2016）的統

計資料顯示，花蓮縣立的國中共計 23 所，班級數有 360 班，而 104 學年度涵蓋

代理教師的總教師數為 950 人（花蓮縣政府主計處，2016）。研究者將學校規模

分為四種類型，不含特殊學校及資源班，預計抽樣 289 位正式教師為研究對象，

花蓮縣國中總校數及抽樣教師數如表 1 所示： 

 

表 1 正式問卷樣本分配表 

學校規模 總校數 班級總數 正式教師數 預計抽樣 抽樣校數 

6班以下 8 43 86 38 5 

7-12班 4 40 80 47 3 

13-19班 5 70 140 76 4 

20班以上 6 207 414 128 4 

合計 23校 360班 720人 289人 16校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研究者共發放 330 份問卷，回收問卷 308 份，回收率為 93%。剔除回答不完

整或問卷完全勾選同一選項之無效問卷後，有效問卷為 301 份，可用率達 98%。

正式問卷回收情形如表 2 所示： 

 

表 2 正式問卷回收情形 

學校規模 預計抽樣 發放卷數 回收卷數 回收率 有效卷數 

6班以下 38 43 43 100% 43 

7-12班 47 52 51 98% 49 

13-19班 76 93 82 88% 78 

20班以上 138 142 132 93% 131 

合計 289人 330份 308份 93% 301份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自編之「國民中學教師職業倦怠與專業承諾調查問卷」為調查研

究工具，問卷共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為受試者「基本資料」，包括：教師的

性別、年齡、服務年資、擔任職務、有無子女和學校規模；第二部分為「教師職

業倦怠量表」，問卷內容包括：情緒耗竭 5 題、成就感低落 5 題、冷漠無情 3 題，

三大構面共計 13 題；在效度方面，三個構面的總解釋量為 53.344%，結構清楚，

效度良好。在信度部分，各構面的α係數分別為.884、.831、.646，總量表的Cronbach’ 

α 係數為.882，顯示本量表之內部一致性高，信度良好。第三部分為「教師專業

承諾量表」，問卷內容包括：樂業留任 11 題、專業成長 3 題、專業認同 3 題，三

大構面共 17 題。在效度方面，三個構面的總解釋量為 54.156%，結構清楚，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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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良好。在信度部分，各構面的 α 係數分別為.910、.815、.690，總量表的 Cronbach’ 

α 係數為.893，顯示本量表之內部一致性高，信度良好。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花蓮縣國中教師職業倦怠整體現況 

根據花蓮縣國中教師在本研究調查填答之結果，如表 3 所示。在國中教師職

業倦怠量表中，整體職業倦怠平均得分為 2.246，「情緒耗竭」為 2.308，「成就感

低落」為 2.056，「冷漠無情」為 2.460，由高至低依序為「冷漠無情」、「情緒耗

竭」，最低為「成就感低落」。本研究之問卷採四點量表，得分介於 1.000~1.740

分屬於低程度，介於1.750~2.490分為中下程度，介於2.500~3.240分為中上程度，

介於 3.250~4.000 分為高程度。據此界定，整體職業倦怠總量表及各構面的平均

得分介於 2.056~2.460 之間，屬於中下程度，顯示花蓮縣國中教師的職業倦怠現

況為中下程度。 

 

表 3 國中教師職業倦怠整體現況摘要表 

構面 題數 樣本數 
每題平 

均得分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誤 

平均數 

排序 

情緒耗竭 5 301 2.308 .652 .038 2 

成就感低落 5 301 2.056 .561 .032 3 

冷漠無情 3 301 2.460 .626 .036 1 

總量表 13 301 2.246 .513 .025  

 

本研究顯示花蓮縣國中教師的職業倦怠現況為中下程度，職業倦怠的情形不

甚嚴重。其中得分最高的題目為「冷漠無情」構面中的「下班之後，我不想接工

作上的電話或訊息。」，平均得分 2.927，顯示教師重視工作與生活的區隔，下

班後需要保有私領域的空間和時間。而整體量表得分最低的題目是「成就感低落」

構面中的「我覺得我對學生好像沒什麼影響力。」，得分僅有 1.934，顯示教師

認為自己身為學生的楷模典範仍有一定的影響力。本研究顯示「成就感低落」為

教師最少感受的倦怠類型，此結果與陳建任（2012）的研究結果相符合。 

綜合來說，本研究結果與國內許多探討教師職業倦怠的研究（白青玉，2012；

李冠儀，2011；林伯勳，2011；林怡菁，2010；許瑜珊，2011；陳建任，2012；

董嘉傑，2013；遇中興，2010；鄭竹君，2015）結果相同，教師職業倦怠屬於中

下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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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花蓮縣國中教師專業承諾整體現況 

如表 4 所示，在國中教師專業承諾量表中，整體專業承諾平均得分為 2.910，

「樂業留任」為 2.869，「專業成長」為 2.667，「專業認同」為 3.306，由高至低

依序為「專業認同」、「樂業留任」，最低為「專業成長」。本研究之問卷採四點量

表，區分得分介於 1.000~1.740 分屬於低程度，介於 1.750~2.490 分為中下程度，

介於 2.500~3.240 分為中上程度，介於 3.250~4.000 分為高程度。據此界定，整體

專業承諾總量表及各構面的平均得分介於 2.667 ~3.306 之間，屬於中上程度，而

「專業認同」更達到高程度，顯示花蓮縣國中教師的專業承諾現況為中上程度。 

 

表 4 國中教師專業承諾整體現況摘要表 

構面 題數 樣本數 
每題平 

均得分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誤 

平均數 

排序 

樂業留任 11 301 2.869 .507 .029 2 

專業成長 3 301 2.667 .651 .038 3 

專業認同 3 301 3.306 .489 .028 1 

總量表 17 301 2.910 .440 .025  

 

本研究說明花蓮縣國中教師的專業承諾現況為中上程度，專業承諾普遍良好。

其中得分最高的題目為「專業認同」構面中的「我相信教育具有教化人心的功能

與價值。」，平均得分 3.329，顯示教師對教育工作的肯定和信心十足。本研究

顯示「專業認同」是承諾度最高的專業承諾，此結果和許多研究相同（朱宗志，

2014；吳盈慧，2015；侯國林，2016；唐佳雯，2014；唐琦雯，2013；黃竣鴻，

2014；劉泳君，2015）。 

而整體量表得分最低的題目是「專業成長」構面的「我樂意利用假日參加研

習進修。」，得分僅有 2.522，顯示在非上班日教師渴望能夠獲得完整休息，這

點與職業倦怠得分最高的題目「下班之後，我不想接工作上的電話或訊息。」前

後一致，代表教師期待工作與私領域能夠清楚劃分。本研究顯示「專業成長」為

承諾度最低的結果與許湘婷（2014）的結果相同。 

綜合來說，本研究結果與國內許多探討教師專業承諾的研究（朱宗志，2014；

吳盈慧，2015；張斐莉，2015；莊佩真，2015；許湘婷，2014；彭永青，2013；

黃竣鴻，2014）結果相符合，教師專業承諾屬於中上程度。 

三、花蓮縣國中教師職業倦怠與教師專業承諾之相關分析 

根據表 5 的積差相關分析摘要表可知，國中教師整體的職業倦怠和專業承諾

之間呈現顯著中度負相關（r=-.654，p<.01）。說明教師的職業倦怠感受程度愈高，

對教職的專業承諾愈低。以下就職業倦怠三個構面和整體職業倦怠依序來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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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教師職業倦怠與教師專業承諾積差相關分析摘要表 

構面 情緒耗竭 成就感低落 冷漠無情 整體職業倦怠 

樂業留任 -.592** -.612** -.515** -.692** 

專業成長 -.182** -.201** -.341** -.270** 

專業認同 -.263** -.361** -.221** -.342** 

整體專業承諾 -.541** -.580** -.517** -.654** 

**p<.01 

職業倦怠之「情緒耗竭」構面與專業承諾各構面的相關係數介於-.592 至-.182

之間，且「情緒耗竭」對「樂業留任」及「整體專業承諾」呈現顯著中度負相關，

與「專業成長」、「專業認同」呈現顯著低度負相關。說明情緒耗竭愈嚴重的教師，

較不情願留任教職，對教職的承諾度也低。 

職業倦怠之「成就感低落」構面與專業承諾各構面的相關係數介於-.612 至

-.201 之間，且「成就感低落」對「樂業留任」及「整體專業承諾」呈現顯著中

度負相關，與「專業成長」、「專業認同」呈現顯著低度負相關。說明在教職感受

不到成就的教師，留任的意願較低，對教職的承諾度也低。 

職業倦怠之「冷漠無情」構面與專業承諾各構面的相關係數介於-.517 至-.221

之間，且「冷漠無情」對「樂業留任」及「整體專業承諾」呈現顯著中度負相關，

與「專業成長」、「專業認同」呈現顯著低度負相關。說明待人處事較為冷漠的教

師，難以樂在教職工作，對教職的承諾度也低。 

「整體職業倦怠」與專業承諾各構面的相關係數介於-.692 至-.207 之間，且

「整體職業倦怠」對「樂業留任」及「整體專業承諾」呈現顯著中度負相關，與

「專業成長」、「專業認同」呈現顯著低度負相關。說明職業倦怠較高的教師，工

作興致較為低落，對專業承諾的感受程度也就相對降低。此結果與孔維愉（2004）

和余宛芹（2012）的研究結果兩者呈現顯著相關相同，而本研究結果整體而言為

顯著中度負相關，此情形與劉幸宜（2012）、戴宛蓉（2009）和羅元妤（2014）

的研究結果相類似，而其中呈現的低度負相關顯示職業倦怠與專業承諾之間的關

聯性偏低，沒有直接的影響，其中仍存在未可解釋的中介變項，如組織氣氛、工

作壓力或校長領導風格等沒有納入，因此導致研究結果出現低度負相關。 

四、花蓮縣國中教師職業倦怠對整體專業承諾之預測分析 

教師職業倦怠對整體專業承諾之預測力，經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投入變項依

序為成就感低落、冷漠無情、情緒耗竭，三個預測變項都進入迴歸分析方程式，

可知三者對整體專業承諾皆具預測力，F=77.270*，p<.05，沒有共線性問題。 

根據表 6可知，多元相關係數 R為.662，R平方為.483，總解釋變異量為.433，

代表三個變項能夠預測整體專業承諾 43.3%的變異量。 

個別解釋量則以「成就感低落」對整體專業承諾的預測力最佳，解釋量達

33.4%，其次為冷漠無情、情緒耗竭，解釋量分別為 8%和 1.9%。原始分數的迴

歸方程式及標準化迴歸方程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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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分數迴歸方程式： 

整體專業承諾=4.215-.266×成就感低落-.186×冷漠無情-.130×情緒耗竭 

標準化迴歸方程式： 

整體專業承諾=-.340×成就感低落-.265冷漠無情×-.192×情緒耗竭 

 

表6 教師職業倦怠對整體專業承諾迴歸係數摘要表 

步驟 變項 原始係數 標準誤 標準化係數 R R 平方 調整後的 R 平方 

1 截距 3.845 .079  
.580 .337 .334 

 成就感低落 -.455 .037 -.580 

2 截距 4.165 .089  

.647 .418 .414  成就感低落 -.341 .039 -.435 

 冷漠無情 -.225 .035 -.320 

3 截距 4.215 .089  

.662 .438 .433 
 成就感低落 -.266 .045 -.340 

 冷漠無情 -.186 .036 -.265 

 情緒耗竭 -.130 .040 -.192 

 

在整體的專業承諾方面，職業倦怠的成就感低落、冷漠無情和情緒耗竭三個

變項皆能預測整體專業承諾，三個變項共可預測整體專業承諾 43.3%的變異量，

其中以成就感低落的預測力最佳，解釋變異量為 33.4%，三者對專業承諾具有顯

著負向的影響。此點與鍾國峰（2008）所主張成就感低落可以預測專業承諾，且

具有負向影響相符，也與陳柏宇（2008）投入預測的成就感低落、情緒耗竭兩變

項部分相符。 

綜合以上所述，本研究顯示職業倦怠對教師專業承諾有顯著負向影響，亦即

當教師有較高的倦怠感受時，對教育專業的承諾程度也會大大的減少降低，此結

果與黃建瑋（2011）和劉幸宜（2012）的研究相符。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花蓮縣國中教師職業倦怠現況為中下程度 

本研究顯示，花蓮縣國中教師職業倦怠現況的整體平均得分為 2.246，表示

花蓮縣國中教師的職業倦怠為中下程度，在職業倦怠各構面中，以「冷漠無情」

得分最高，「情緒耗竭」次之，得分最低為「成就感低落」。 

（二）花蓮縣國中教師專業承諾現況為中上程度 

本研究顯示，花蓮縣國中教師專業承諾現況的整體平均得分為 2.910，表示

花蓮縣國中教師的專業程度為中上程度，在專業承諾各構面中，以「專業認同」



2017教育行政與政策國際學術研討會 
 

172 

 

得分最高，「樂業留任」為次，「專業成長」得分最低。 

（三）花蓮縣國中教師職業倦怠與專業承諾有中度負相關 

本研究發現國中教師職業倦怠和專業承諾在整體層面上有顯著的中度負相

關。除了職業倦怠三個構面及整體職業倦怠對專業承諾的「專業成長」和「專業

認同」呈現顯著低度負相關外，其餘皆達顯著中度負相關。可見教師愈感到疲憊

倦怠，對教職愈難以樂在其中。若教師常存正向積極的心情，對教職的專業承諾

便會提高。 

（四）花蓮縣國中教師職業倦怠對專業承諾有中高度預測力 

本研究顯示，國中教師職業倦怠中的「成就感低落」、「情緒耗竭」及「冷漠

無情」可預測「整體專業承諾」，解釋力為 43.3%。其中以成就感低落的預測力

最佳，解釋變異量為33.4%。說明教師若能在教育工作上獲得成就感並滿懷熱忱，

對教職的認同和承諾感便會提高。 

二、建議 

（一）對教育行政機關的建議 

1. 體恤教育本質，減少流於形式的評鑑  

學校教師除了自身的教學工作，還需要應對各項評鑑和訪視，各處室行政人

員首當其衝，並開始全校總動員。許多的評鑑重視「融入教學」，教師必須將眾

多議題融入各自領域的教案裡，徒增教師教學的負擔。過多評鑑和訪視的結果，

增加了行政的壓力和負擔，加速兼任行政教師的耗損，造成行政職成為人人避之

唯恐不及的工作。在此建議教育主管機關應回歸到教育的本質，審視評估評鑑項

目的必要性，合併或精簡評鑑內容並減少訪視次數，減輕教師的工作負擔。 

2.參照教師回饋，妥慎規劃研習的內容 

教師參與研習的流程基本上是：主管機關來函，行政組長推派某領域教師參

加，少有教師主動瀏覽教師在職進修網的課程並積極參與研習。將縣內教師集中

起來一同增能成長的機會相當寶貴，妥慎規劃研習的主題內容尤為重要，開課師

資也需要經過審核把關。研習的主體為教師，課程結束後返校推廣落實的也是教

師，因此應傾聽基層教師的需求和意見，參閱教育潮流的名人時事，安排適宜的

課程和師資，讓教師在研習進修的選擇更加多元豐富，兼顧興趣和實用性，提升

教師對專業成長的意願同時也激發教師自我精進的熱忱。 

 

（二）對學校行政及教師的建議 

1.發展職務輪調辦法，活化教師人才運用 

在一般教學現場最普遍發生的就是暑假發生的「行政大逃亡」現象，行政工

作沒有老師願意兼任，不然就是由代理教師擔任，行政壽命難以長壽，校務發展

難以周全，因此建議學校發展職務輪調辦法並確實落實，讓每位教師都能夠輪調

行政、導師和專任的職務，避免推諉的機會和校長任命的苦惱，兼任行政的教師

也能擺脫萬年行政的宿命。讓教師的長才在不同的職務場域中得到適切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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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有效運用教師的能力，締造師生雙贏。 

2. 落實學生輔導管教，減少師生衝突機會 

教師除了教學，一天花費很多時間在處理學生問題，師生衝突的機會層出不

窮，也使得教師在冷漠無情和情緒耗竭有較高的得分，因此學校應落實學生的品

德教育和生活教育，加強學生的品行、生活常規、整潔禮貌等等，並確立學生輔

導機制，關切學生行為背後的誘發原因和心理發展，亦可減少教師在管教學生所

產生的情緒耗竭和師生衝突。 

3. 促進個體心理健康，提升心靈素質 

根據 Kahill（1988）的研究指出，職業倦怠會影響身心健康，因此教師可以

藉由正向思考、進修、運動、休閒娛樂，或參加團體活動來促進自己的心理健康、

提升心靈素質，在面對來自教育現場的挑戰，如學生問題或繁重的工作等壓力源

時，較能轉化及調適心理負擔，不易感到職業倦怠。 

4. 接納專業增能機會，避免自我設限 

研究發現專業承諾當中最低的為「專業成長」，表示國中教師對於投入專業

成長、持續進修的看法仍抱持肯定卻保持觀望的態度。然而在這資訊更迭奔流不

息的時代，儘管網路如此發達，學生自學的機會倍增，教師仍在知識傳遞的工作

上扮演著重要角色，更應該衝鋒陷陣地增廣見聞、勇於追求新知並納為己用，而

非自我設限、閉門造車。因此研究者建議教師應抱持著接納的態度和終身學習的

理念，主動參加研習進修，並將習得的資訊帶回學校與同仁分享、激盪，透過專

業發展與時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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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傳統到開放之主題教學發展歷程的蛻變 

—以花蓮縣一所幼兒園為例 
 

陳佩珠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研究所碩士生 

 

 

摘要 

 

    觀察近年來的台灣幼教界，因引進了國外幼教理論而興起了開放教育的熱潮，

強調幼兒的主動性與獨特性，更以豐富的學習環境及引導方式的教學模式為主概

念，讓幼兒依其需要與興趣選擇及負責自己的學習，而老師的教學模式也不能再

墨守成規，須跟著時代之脈動改變和成長。 

    本研究藉由研究者省思自己帶領及參與幼兒園園內課程轉變為主題教學之

歷程，反思在歷程中所遇的問題與困境，期能提昇專業團隊能力的成長，本研究

的研究目的為： 

一、探討從傳統到開放的主題教學發展之歷程。 

二、透過自我檢視的過程，確認課程的正確性與適切性，提昇專業能力的成長。 

三、了解幼兒在主題的進行中，各方面能力的展現。 

   最後，從傳統到開放之主題發展歷程的蛻變過程中，教學團隊的成立是最大

的轉變與契機，而老師的專業能力，更是操控教學蛻變的舵手，研究發現整理如

下： 

一、教學團隊成立的契機與重要性 

二、老師-主題教學中的靈魂人物 

三、行政團隊及教育學者的支持 

四、走出堡壘，多方觸角，精益求精 

     

 

關鍵詞：開放教育、主題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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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cess of transforming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into thematic teaching 

—The example of a preschools in Hualien  

 

Chen Pei-Chu 

 

Abstract 

  Observing the field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in Taiwan, because of 

introducing from abroad the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theory, open education has 

been rising up recently. The main concept emphasizes the initiative and the 

uniqueness of the child, and also using diverse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guidance 

teaching mode to let children choose what they need, follow what they are interested 

and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their own learning. Therefore, the teachers’ teaching mode 

can not be hidebound and must follow the pulse of the times to change and grow up. 

  This study is exploring the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the researcher encountered 

on the process of preschools curriculum transforming into Thematic Teaching, hoping 

to enhance the team’s professional ability. The purpose of the research is on the 

following: 

  Discussing the process from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to thematic teaching. 

Through the process of self-examination to conform the correctness and 

appropriateness of the curriculum and enhance the professional ability 

Understanding the child’s performance from different aspects’ abilities on the process 

of thematic teaching 

Finally, the establishment of teaching team is the largest change and turning point 

from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teaching into thematic teaching. Most 

importantly, the professional ability of the teacher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as a 

helmsman in manipulating the teaching transformation. The research result is on the 

following: 

  The opportunity and importance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eaching team 

The teacher－the key figure of thematic teaching 

the support of the administrative team and education scholars 

Jumping out of the traditional thought to search different areas and improving 

constantly 

Keywords：open education, Thematic Teaching 



2017教育行政與政策國際學術研討會 
 

179 

 

壹、前言 

一、從傳統到開放的背景與動機 

    觀察近年來的台灣幼教界，因引進了國外幼教理論而興起了開放教育的熱

潮，強調幼兒的主動性與獨特性，更以豐富的學習環境及引導方式的教學模式

為主概念，讓幼兒依其需要與興趣選擇及負責自己的學習（廖鳳瑞，1998）。 

    劉玉燕（1998）指出台灣的幼兒教育因政府未提供資源協助推行，致使民

間幼教工作者在自由的大環境下發展出多樣性的教育模式，而開放教育是其中

最重要的發展方向，本研究將以花蓮縣一所幼兒園從傳統到開放之主題教學發

展實際推行為例，來深入討論實施發展的重要歷程。 

    慈慈幼兒園（化名）座落在好山好水的花蓮，於民國 91 年成立，由於是新

設園所，因此招生相對困難，一直是 2 個班 4 位老師的小規模團隊。但團隊老

師們認真的經營、默默的付出，期許能將每一位孩子教好，成為花蓮地區人文

典範的幼兒園。在老師的努力耕耘下，終於獲得家長的口碑與肯定，在少子化

的趨勢下，逐年增班，發展至 102 學年度擴展成為 6 個班，1 位園長、加上 13

位老師的規模，持續穩定成長。 

    一直以來，園內都是採用單元教學，再融入人文課程，期盼讓孩子從生活

經驗中，落實品德教育。自 95 學年度起，學生人數持續擴增，也增聘了多位新

進教師，老師們在互相激盪下開始各有各的教學想法，原有的教學模式已無法

滿足於這群新進的生力軍，因此激起老師想更精進於教學的渴望，全園老師經

過討論、磨合後，形成一支願突破與創新的教學團隊，找尋更好的教學模式，

期許慈慈幼兒園能有一番創新與成長。 

    在教學精進會議中，全園的課程朝向「主題教學」發展與探索，給了老師

新的思維和衝擊，老師們從主題教學歷程中省思、蛻變、成長，期盼給幼兒一

個自然的真實情境，更努力以孩子有興趣的事物為學習的角度與方向。 

    我們初試啼聲，教學團隊試著以主題教學的精神，以「家」的主題出發，各

班依循著孩子的興趣、需求與好奇，發展出不同的課程架構，中班的孩子因在校

園中發現毛毛蟲，引起了探索的興趣發展出「蝴蝶家族」的課程，在課程中，孩

子經由飼養、尋找資料、團體討論…等方式親近蝴蝶，讓老師發現：孩子主動親

近自然及積極探索知識的動力。 

    因此，我們思索以孩子更切身的生活主題「衣服」，去開展孩子另一個學習

新視窗，過程中，孩子依興趣發展出想染布的動機，更為了配合時代脈動及響應

環保，「植物染」的課程就這樣產生，發展歷程中，讓孩子勇於嘗試、發現問題、

討論操作、分析比較，提昇幼兒解決問題的能力，培養主動探索新知識的態度，

期許孩子將這些能力應用在往後的學習上。 

    一路走來，我們思索這樣的教學模式，是我們需要的嗎？幼兒的學習是主

動的嗎？他們是否成了學習的主角？老師們是否都掌握了主題教學的精神？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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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是否有遇到困境或成長？本研究藉由統整探討慈慈幼兒園從傳統到開放之

主題教學發展的歷程，及其蛻變中所遭遇的困境及解決策略，以供欲改變教學

之幼教夥伴參考。 

 

貳、文獻探討 

    台灣幼教課程因中央未制定共同版本，因此，各幼兒園依教育部的課程標準

或是幼兒園課程大綱為參考依據，並根據幼兒園不同的需求及特色可自行研發專

屬之特色課程；再加上引進國外的教育課程模式，在多元的衝擊之下，傳統教學

漸漸失去色彩，幼兒園的教學有了更開放且多元的發展空間，更能發展出最適合

幼兒的教學模式，及有特色的本位課程（黃玟玲，2007）。 

一、開放教育的意涵 

    英國師生因二次大戰之戰事而遷移到鄉下，只能就地取材進行教學授課；戰

爭結束後，卻發現這種以兒童為本位，不限於教室學科教學的多元上課方式，比

傳統的教學方式更適合學生，在美國學者推廣之下，蔚為風潮。民國 59 年由客

座教授布克夫人引進美國的「開放教育」（open education）理念，改進傳統教學

（盧美貴，1997）。 

    吳嫈華（2002）指出民國八十年前後，「開放教育」的理念已漸漸被接納，

不再是重視「老師怎麼教」，而是開始將教育的重點放在「孩子怎麼學」。 

    張世忠（2000）提到開放教育為非形式與非結構的教育，是人本主義的精神，

讓學生做自己的主人，學習完全以學生為主體。 

    陳冠潔（2002）也指出主題式教學重要的關鍵在於是否符合「開放教育的精

神」，也就是尊重幼兒內在的學習動機與興趣，老師是環境提供者，是輔導者，

幼兒才是學習的主題，幼兒自然會和環境互動產生學習。 

    盧美貴（1997）指出開放教育的特性是以兒童為中心，在有原則的自由之下，

讓有兒依興趣選擇活動學習，過程中強調操作及遊戲的重要性，藉以達成課程統

整化、教材生活化、教學活動化的開放教育精神與理想。 

    綜上所述，開放教育的精神是以兒童為本位，而環境的布置提供是開放式教

育最具體的做法，老師更要有「開放的觀念」，不再是單向教學，是輔導者、觀

察者、提供者等多元的角色，師生共同互動學習成長，才是開放教育之根本。 

二、淺談主題教學 

    簡楚瑛（2001）提出主題教學是不被認定為課程模式或教學方法，因為無法

呈現教學理念和理論架構，只能被界定為說明課程的功能。但近年來主題教學蔚

為風潮，學術界也漸漸接受主題教學為教學模式之一。 

    吳樎椒、張宇樑（2004）研究指出「主題教學」的學習活動都環繞在一個重

要的教學主題上反覆思考，主題教學相當鼓勵幼兒在學習中進行自發性的研究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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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因此教育理念由「以幼兒為中心」取代掉傳統的「以教師為中心」。 

    邱志鵬（2000）提出主題教學是開放教育觀念中的課程或教學方法。 

    陳淑琴（2002）主張主題教學是「統整課程的教學模式」，是重視幼兒發展

需求、尊重幼兒學習興趣的開放式課程，是以幼兒為學習中心、與生活經驗相連

結的不分科課程。 

    劉玉燕（2003）提出國外資料對主題教學的界定是指在教學上採用更寬廣概

念的主題，課程延續時間較長，是由幼兒與老師討論發展而來，而非老師一人決

定，且常會加入「建構」一詞於教學中。 

    綜上所述，「主題教學」的教學理念是讓孩子探索生活中有興趣的事物，透

過師生共同討論發表與觀察，共同選擇一個主題，然後依幼兒的興趣、能力進行

學習，透過觀察、團體討論、實作、分享、建構等多元的教學方式，逐漸加深加

廣幼兒的學習活動，教學中，尊重幼兒的個別差異，適性發展個人能力。主題教

學的另一大特色，就是讓家長能參與教學當中，親師生一起學習成長。 

三、傳統教學與開放教育的差異 

  台灣社會近年來受少子化之影響，再加上不斷演進的教育政策及改革，可以

得知現代多元變遷的社會顯然已無法再適應傳統的課程與教學（黃玟玲，2007）。 

  洪麗嬌（2010）研究指出「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傳授知識，教導幼兒學習人

類文明知識的發展歷程，無論是傳統或是開放教育，都可以達到目的，但傳統教

學的單向授課方式，易流於填鴨式教育，幼兒指單向的接收卻少了思維和溝通，

將導致學得知識不知如何用運用缺失。 

    茲將傳統教學與開放教育的差異整理於表 2-1，從中得知，教育要從照本宣

科式的傳統教學進展至多元學習的開放教育，老師是關鍵的舵手，若老師能放下

原有的權威及主導性，試著用引導的方式，試著稍稍放手讓幼兒去展現學習，試

著聽聽幼兒的聲音，掌握住開放教育的精神，則能將原有的單向知識傳授轉而為

多元的知識探索學習，更能為教育增添多元的色彩，教學相長。 

 

表 2-1 傳統教學與開放教育之比較 

 傳統教學 開放教育 

幼兒方面 
以教師為中心 以幼兒為學習中心，尊重幼兒的個別差

異及學習興趣與能力 

教師方面 
單向授課，主導一切教學 輔導者、觀察者、提供者等多元的角色，

師生共同互動學習成長 

環境方面 
課室教學 多元的環境探索，就地取材，提供豐富

的學習情境 

教學方面 
注重知識的傳授，紙筆的操作 建構幼兒的知識，透過操作、觀察與遊

戲等多元方式學習 

能力方面 單向的接收知識，少了思維和溝 培養帶著走的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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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將導致學得知識不知如何用運

用缺失 

增進人際溝通與環境適應力，能將所學

發揮運用 

精神理念 

課程分科化、教材制式化、教學單

一化、單向授課學習、忽視幼兒學

習興趣與自然天性 

課程統整化、教材生活化、教學活動化、

發現學習、不拘形式教育、尊重幼兒學

習興趣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參、從傳統到開放之主題教學發展歷程 

    簡楚瑛（1998）指出幼兒園課程轉型之經驗會依園內各項個別因素與組織因

素交互作用而影響。教學團隊的成立，更是讓課程蓬勃發展的動力與契機，因個

人主義時代已過，而團隊戰的時代正因應時代脈動而運轉著，團隊的腦力激盪、

團隊的共識共鳴、團隊的向上成長動力，都是帶領學校成長的力量。 

一、教學團隊發展歷程 

    慈慈幼兒園像個大家庭，合心合氣是全園老師的特質，且老師們各個都是年

輕、活潑，對教學充滿著熱忱，對於教學都懷抱著一份理想與熱情，以此形成專

業團隊，進入「主題教學」後，老師不再依循舊教材照本宣科的教學，而是依循

著幼兒的興趣與能力，從不斷討論與觀察中，發展出主題及方向，更透過教師團

隊專業討論，激盪出適合學生的教材，教學的過程中難免會有想法不同的時候，

但透過一次次的專業對談，團隊們不吝分享，共同找出問題，解決問題，建立共

識。圖 3-1 是慈慈幼兒園團隊發展的歷程圖，因應老師們的教學覺知與改變，依

學年度做為發展之進程分為三個時期，分別為醞釀準備期、發展歷程期及持續精

進期等三階段。 

 

 

 

 

 

 

 

圖 3-1 慈慈幼兒園團隊發展歷程圖 

二、教學團隊發展三階段歷程之運作模式 

 簡楚瑛、林麗卿（1998）指出影響學校課程改變之個別因素包含有：管理者

之變化、教師的變化、輔導教授的變化及空間的改變；而組織因素則包括了：

團隊學習、自我超越、願景等；而轉型的歷程因素則有：計畫階段、實施階段

及延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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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了影響課程改變的個別因素、組織因素及歷程因素，慈慈幼兒園教學團

隊也因應了園內的各項個別因素而產生了適用的團隊發展歷程。 

    團隊發展歷程中，課程漸由傳統而至開放，「主題教學」的開放教育精神理

念是教學團隊的共識，拋下過往的單元式教案執行方式，進到以幼兒為中心，以

幼兒的興趣及能力來共同延續課程，過程中難免會驚慌失措、難免會意見不合、

難免會迷失方向，而此時行政的敏銳力與執行度須適時的介入，為團隊釐清觀念

想法，更須找出團隊所需及目標，當老師逐漸迷失方向與動力時，期間更邀請專

業幼教師資入園陪伴老師們成長，給予老師一劑強心針，讓老師們藉由專業學者

的專業指導與陪伴，踏穩腳步向前，且能學習到更多元且更符合教育理論的教學

方向。 

    茲將慈慈幼兒園教學團隊發展之三階段：醞釀準備期、發展歷程期及持續精

進期之運作模式彙整於表 3-1，並將各階段之教學模式、團隊形成與運作的模式

詳列其中，形成教學團隊發展的歷程脈絡。 

 

表 3-1 慈慈幼兒園團隊發展的歷程表 

階段性 時程 教學模式 團隊形成 團隊運作 

醞釀 

準備期 

95 

學年度 

1.單元教學 

2.每月一小單元 

3.事先預備教案 

4.照本宣科教學 

無正式團隊 

(3 班 6 位老師) 

1.每月一次教學與行政會

議討論園務 

2.由老師訂出單元名稱及

書寫教案 

發展 

歷程期 

96 

學年度 

1.試著用「主題教學」

的精神將單元教學

轉變成主題教學 

2.擬定主題名稱 

3.不再書寫教案 

1.因應老師成長需求 

2.正式組成教學團隊

（4 班 8 位老師） 

1.每週一次教學與行政會

議，進行教學團隊分享 

2.兩週一次讀書會分享 

3.與輔導教授進行二週一次

的教學座談，精進教學，

達成共識 

持續 

精進期 

97 

學年度 

迄今 

1.採用「主題教學」 

2.以幼兒學習興趣為

課程走向 

3.詳實規劃學習區供

幼兒探索 

4.事後彙整教學歷程 

5.教學日誌加入教學

省思 

6.不使用任何坊間教

材 

1.由園長帶領教學團

隊持續精進 

2.由孩子的興趣「染」

衍生出 IN 染優創家

族，參加花蓮縣教學

卓越比賽獲金質獎 

3.參加 105 全國 KDP

創意教學獎榮獲兩

件佳作 

1.每週一次教學與行政會議

做教學團隊分享 

2.不定時做教學資訊交流 

3.暑假時分工蒐集主題相關

繪本、教具及參考資料 

4.兩週一次讀書會分享 

5.與輔導教授進行每月一次

的教學座談 

6.將主題歷程彙整成冊，與

心理出版社洽談出書事宜 

7.團隊教師不定時至大學或

研討會場發表教學 

8.每學年分享已完成之主題

歷程，互相切磋學習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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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蛻變與實踐—教學實例 

一、「彈珠」主題課程之緣起：以開放教育之理念為出發 

    小善班的幼兒特性活潑好動，思緒千奇百怪，常讓老師有接不完的招，再加

上好奇且熱愛玩耍的幼兒天性，喜歡從玩耍中探究各種不同的事物，教學若能投

其所好，讓幼兒在生活中發展興趣，進而玩中學，相信能玩出一片天。 

  「彈珠」主題的開始，就是源自於幼兒在玩耍中發揮天生的好奇心，主動發

現彈珠滾動的問題，且提出問題討論，老師試著放手讓幼兒透過不斷的嘗試操作，

慢慢尋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幼兒從滾動得思緒中，逐一找到問題的答案。 

  累積彈珠滾動的相關知識與經驗後，幼兒又開始突發奇想，訂定製作彈珠創

作品的目標，還自發地呼朋引伴進入小組合作，透過不斷的實驗、改良、再實驗、

繼續組合的過程中，越來越提升學習創造力，創作出一款款屬於自己且最特別的

彈珠創作品。 

二、「彈珠」之教學目標與能力指標 

（一）教學目標： 

    1、從玩耍中認識與研究彈珠的滾動特性。 

    2、培養觀察、發現問題並主動實驗與探究之精神。 

    3、增進孩子面對問題的解決能力與思辯能力。 

    4、學習與同儕討論和合作創作彈珠創作品。 

（二）能力指標： 

 

 

 

 

 

 

 

 

 

 

 

 

 

 

 

圖 4-1 「彈珠」主題之幼兒能力指標 

身體動作

與健康

認知

語文社會

情緒

美感

身-3-2 樂於善用各種素材
及器材進行創造性活動

認-1-1蒐集生活環境
中的數學訊息

認-1-3蒐集文化產物
的訊息

認-1-3蒐集文化產物
的訊息

認-2-3整理文化產物
訊息間的關係

認-3-1與他人合作解
決生活環境中的問題

語-1-4理解生活環境中的
圖像與符號

語-2-2 以口語參與互動

語-2-3敘說生活經驗

社-1-2覺察自己與他人
內在想法的不同

社-2-2同理他人，並與
他人互動

社-2-3調整自己的行動，
遵守生活規範與活動規則

美-2-1發揮想像並進行個
人獨特的創作

情-2-1
合宜地表達自己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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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創新教學策略 

（一）以幼兒為學習主體：   

擺脫舊有的教學思維，老師角色轉為協助者、 觀

察者、紀錄者、資源提供者、輔導者等多元 角

色，學習完全以幼兒為中心，依幼兒之興趣 與

能力延伸教學，培養幼兒發展出主動提出問 題、

主動研究及做決定的能力。                             圖

4-2 以幼兒為學習主體之圖像 

（二）玩中學、學中覺的體驗： 

  未事先教導幼兒知識，而是當幼兒在玩的過程中，遇到問題且具強烈需求時，

老師鷹架式的引導、鼓勵幼兒不斷操作與創作，使幼兒能透過實作進而找到答

案。 

 

 

 

圖 4-3 玩中學、學中覺的體驗圖像 

 

（三）培養帶得走的軟實力： 

  培養幼兒主動學習、探索及參與發表，提升創造

性思考的能力及操作的能力。採小組教學模式，藉由

分享討論，與同儕溝通，增進問題解決能力，最後統

整所學，實現團隊合作成果。 

圖 4-4 培養帶得走的軟實力圖像 

四、天馬行空的彈珠作品創作 

    幼兒運用學到的知識，照著自訂目標，組合創建各種彈珠創作品，幼兒活用

金頭腦和過往經驗，分組討論製作各種彈珠作品，幼兒們的創作越有想法，利用

之前討論的原理，加入環保素材，做成許多機關與陷阱，充份展現創意。過程中，

不時參進其他組別幼兒的創作點子，讓每位幼兒能參與不同的創作小組，茲將幼

兒的創作彙整為表 4-1。 

表 4-1 天馬行空的彈珠作品創作彙整表 

作品名稱 製作過程與發現 

（一） 積木彈珠檯 

 

   

  學習區時間，小锝和小彬在建構區用積木搭建了「積木彈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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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檯」，為了讓彈珠台有更多機關，嘗試讓積木動起來，非常

有意思。 

（二）紙箱彈珠迷宮 

 

 

   

  幼兒們從家中帶了很多的環保素材，並運用素材的特性，

做成機關與陷阱，幼兒充份地展現創意在其中喔！ 

（三）古早彈珠檯 

 

 

 

  從老師分享的網路資料中，幼兒對「古早彈珠檯」相當有

興趣，設計與創作的步驟為：畫設計圖→票選底色圖→在大木

板上用壓克力顏料仿畫→釘上釘子讓彈珠有關卡可以跑→可

愛的古早彈珠檯。 

（四）寶特瓶軌道彈珠台 

 

 

 

  要用什麼製作酷、炫的彈珠創作呢？小宏帶來一袋回收寶

特瓶，利用環保素材的創作就開始囉！製作彈珠台的步驟：動

手替寶特瓶清潔、切割→討論如何讓寶特瓶變成彈珠的軌道→

塑膠板上黏貼半片的寶特瓶→彈珠軌道完成！製作完成後，加

上環保素材製作的裝飾，試玩時彈珠會一路「咕嚕、咕嚕」地

往下滾到最底層！超有趣的呢！ 

（五）彈珠電梯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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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使幼兒有更多的思考，老師問：如何將彈珠運到很高的

地方？軌道從高處開始設立，彈珠就可以從很高的地方滾下

來？ 

  小軒提出想法並示範：將彈珠綁在繩子上並手拿繩子，像

秋千一樣搖呀搖。但沒有成功運送彈珠。老師趁機引導：「如

果上方掛著，人站在下方拉，彈珠會如何？」從立即實驗中，

幼兒馬上學會用槓桿原理來運彈珠，當然抽象的「槓桿原理」

老師沒有多做解釋，留待幼兒日後學習時，能連結經驗。 

  接著引導彈珠可以運到上方，就需使用容器裝、還要自動

將彈珠倒出來，所以改將繩子綁住瓶子，內裝彈珠，再繼續實

驗，實驗結果有時彈珠會自動掉下，有時不會，眼尖的幼兒立

刻發現：是不是和瓶子的方向有關？有了提問後的思考，彈珠

電梯在教室出現了！ 

（六）運送彈珠軌道 

 

 

   

  幼兒構思：將小鍀的軌道與小積木結合成坡度，讓玩具救

護車在上面行走，完成「救護車載送彈珠軌道」。為避免救護

車和彈珠同時掉落到軌道下方，幼兒想方設法，設計「載送彈

珠的坡度軌道」，救護車停下彈珠就掉到下個關卡囉！多有趣

的設計！其他幼兒紛紛提出可以與其他彈珠作品組合、結合的

點子！創意源源不絕，還會繼續擴充喔！ 

（七）風火輪城堡 

 

 

   

 

  小閔的「用火車載著彈珠繞著教室跑」彈珠創作設計圖與

風火輪軌道組結合，老師與幼兒討論：怎麼樣能讓風火輪軌道

更炫更酷？幼兒提出要夠高、夠長。最後決定借用共同空間的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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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綿積木來墊需要加高或組合的部分。過程中，幼兒各司其職

架設軌道、測試、裝飾，軌道也從單一軌道，變成雙終點軌道，

再加設骨牌，有時風火輪還會飛出、滾出、倒下……，幼兒從

中發現問題、合作、解決問題，最後所有問題迎刃而解，將一

個完整的風火輪軌道組合作出來！ 

（八）彈珠尋寶池 

 

 

 

  幼兒決定要在小傑帶來的綠色彈珠上找幾個貼上綠色的

小貼紙，規定在一大堆彈珠裡找到十個有貼綠色貼紙的彈珠才

過關！ 

  還共同討論決定寶藏的製作方式：用鈺涵教大家做的紙

球，貼上漂亮的包裝紙再貼上閃亮亮的亮片裝飾後，放在彈珠

池裡讓客人閉上眼睛摸索，只要能摸找到就可以把寶藏帶回家

囉！ 

  彈珠尋寶池的組員們認真的貼貼紙，打氣球，做寶藏，將

泳池充氣，終於把這一關的元素都完成囉！ 

（九）保齡球蝴蝶溜滑梯 

 

 

 

教室裡還有甚麼教具可以做出新的彈珠作品？ 

   「保齡球蝴蝶溜滑梯」之想法與名稱決定後，幼兒試著玩

看看超有趣的溜滑梯滾保齡球，卻遇到問題，且討論解決的方

法： 

1. 沒有人排球瓶、計分數，就不能有規矩地玩了！幼兒檢討

後決議：「一個人丟兩次球，另一個要玩的人先幫忙計分

數；丟完的人溜下來排球瓶」，訂出遊戲規則。 

2. 玩的時候會有人在共同空間騎腳踏車經過很危險，怎麼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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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幼兒們提出用網子、用繩子……做障礙，最後決定用

三角錐，要玩的時候圍住玩的範圍，提醒經過的人！ 

  動動金頭腦後，問題就解決囉！之後可以順利的玩了！ 

  在作品創作的歷程中，老師發現：大班幼兒能承擔起平時主導團討的方向，

且在小組創作中，能帶領中班一起動手做。而中班幼兒的表現也不遑多讓，雖然

中班幼兒比較少有構思的經驗，但在舊經驗後的鷹架，能提升幼兒對設計闖關內

容的興趣、構思與創意。 

五、「彈珠」主題教學歷程統整                  

  主題歷程中，幼兒藉由開心的玩、討論和動手做的過程，逐漸轉而探討不同

的滾動原理，更嘗試從不同的坡度中找出滾動速度和滾動距離的微妙關係，並學

習將研究結果記錄下來，難懂的物理特性變得有趣又好玩，無限的創意思路，持

續綻放燦爛火花。圖 4-5 為「彈珠」主題的發展歷程圖，由歷程的進展，可發現

老師的教學已蛻變成長，完全掌握住開放教育的精神，更掌握住主題教學的理

念。 

圖 4-5 「彈珠」主題的發展歷程圖 

六、教學成效評估與省思 

（一）學生成長： 

   1、了解彈珠的原理之後，針對彈珠的方案進行加深、加廣的探究與創作。幼

兒們在藉由彈珠認識相關的物理特性與實驗，大膽的提出假設並實驗思考，經由

各種活動學習到了形狀的滾動、斜坡的高低造成滾動時間與距離的差異、自己製

作尺測量和計算、還探討到滾動的面……，對於面對問題的求知慾與思辯能力有

顯著的進步。 

 

             圖 6-1 主題教學中幼兒的學習活動照片 

 

  2、從彈珠實驗到進入小組合作的彈珠創作，幼兒學習自己尋找、製作工具，

且能主動表達意見，並接受他人想法，進而解決問題、增進團隊合作，做事情的

堅持度也在不斷的實驗、改良、再實驗、繼續組合的過程中，越來越提升。幼兒

的思考更加活潑，在互助合作上也更願意互相配合，引發無限創意，真的很棒！

提到彈
珠，想
到甚麼？ 

製作彈
珠軌道 

彈珠滾
動原理 

探討斜坡
造成的速

度 

探討斜坡
造成的距

離 

如何測
量與記
錄     

  
彈珠作品創
作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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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幼兒已提升自信且印象深刻。 

（二）家長回饋： 

    主題教學中另一非常重視的層面就是家長的參與，家長參與可以了解主題教

學中幼兒的學習表現及探索的歷程，更能增加家長對主題的認同感，最重要的是

能及時提供更多的教學資源供老師使用，有助於主題教學的發展。但家長的參與

是助力亦會是阻力，因此老師需要在學校日時詳盡的介紹主題教學，更要隨時提

供教學活動歷程供家長認識，不但可帶領家長一起成長，更能提升教師之專業（吳

麗君，2009）。 

表 4-2 「彈珠」主題教學後家長的回饋彙整表 

孩子的成長 小然媽媽：寶貝在家會自己主動拿尺量家具，也喜歡彈珠迷宮和彈珠軌道，

看的出來老師教導的東西都深入幼兒的心裡！ 

小甄媽媽：很高興看到原本害羞的她會自己主動告訴我說要準備什麼東西到

學校去分享，看到幼兒透過學校的學習越來越進步成熟，真的很高

興，也很感謝老師的教導！ 

小鴻媽媽：寶貝在家會開始建構軌道與立體建築，看的出來，幼兒在學校的

教導中，已經學會自己去延伸出自己的想法與做法，很不錯！ 

子媛媽媽：媛媛很開心的分享自己和同學一起創作彈珠迷宮、一起裝飾，讓

彈珠可以更複雜的穿梭，提高更多趣味性！也不斷反映自己有去

玩保齡球蝴蝶，尋寶池。這樣的課程讓幼兒的參與度很高，也很

有創意，將學習到的知識轉化為生活中的遊戲，寓教於樂，真的

非常值得推廣參與！ 

對課程的看法 小澔爸爸：感恩老師們的用心，小澔在這學期真的學到很多，讓幼兒們能夠

自主討論，設計出彈珠的創作成品，這是一個非常活的教學，整

個過程完全不設限，遇到問題共同解決，還可延伸到各個層面，

幼兒在這樣的教學環境中真的能學到很多且印象深刻！ 

小庭媽媽：在這次的主題活動中，看到寶貝能學習到自己製作工具，及自己

尋找工具，進而解決問題的能力，老師每個學期的課程都可以說

是在幫助幼兒學習各方面的能力，真的很用心！ 

 

（三）、教師省思 

  1、教師的引導 VS.放手等待的學問： 

  此次主題最原始動機就是「玩」，是要讓幼兒從玩中

體驗與發現，因此老師也在學習角色翻轉，引導就只是

引導，不帶入老師自身過多的想法，放手讓幼兒們去探

索。 

  老師要等待、更要沉住氣，等待幼兒們的大發現、

等待幼兒的融會貫通、等待幼兒的靈機一動，這些瞬間，需要老師觀察敏銳、藉

力使力、穿針引線，這等學問，考驗著老師，更引出老師不同與以往的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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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主題不設限 VS.多元的想像 

  因主題進行過程的不設限，發現許多幼兒觀察敏銳，在遊戲中提升數概念、

學習科學理論，具備能提出問題、解決問題的實驗精神。在人際溝通的部分，害

羞的幼兒也轉變為積極參與，幼兒們提出的想法也越來越豐富，透過此次主題，

看到幼兒無限的可能及無窮的創意，真心認為這群活潑好動的幼兒們玩出自己的

一片天，玩出不一樣的童年！ 

 

伍、結語 

    目前台灣教育理念已快速改變，孩子處於一個資訊爆炸、智能開發的快速時

代。主題教學能透過此種模式，培養孩子帶得走的能力。我們也透過主題教學引

發孩子自動學習能力與良好的學習態度，而家長的共同參與，更能享受到親子共

同成長的樂趣，更瞭解孩子的學習成長。 

    從傳統到開放之主題發展歷程的蛻變過程中，研究發現整理如下： 

一、教學團隊成立的契機與重要性 

    當老師已不再墨守成規、照本宣科時，當老師們已對教學提出新的想法及建

議時，正是形成教學團隊最好的契機，也是課程改變最大的動力，唯有願意突破

教學現況的理想教師，才能快速成軍，目標一致，才能真正成長蛻變。 

二、老師-主題教學中的靈魂人物 

    在師生共同建構主題課程的歷程中，發現教師為主題中引導教學的靈魂人物，

教師必須了解幼兒的學習興趣，要掌握幼兒的學習能力，更要善用幼兒天生好奇

探索的學習特質，運用討論與分享、同儕互動的機會，引發幼兒進行更深入的探

究，培養更多元的的能力。 

  老師還要透過不斷的充實及教學省思，掌握住主題教學的精神，提昇主題教

學的能力，更要時時紀錄教學歷程，抽絲剝繭，省思精進，透過教學分享，彼此

討論切磋。 

三、行政團隊及教育學者的支持 

    行政團隊是老師背後的推手，是促成成長與轉變的橋樑，必須要及時發現老

師的需求，適時的提供資源與方向，不才至於讓幼兒園走偏了方向；而教育學者

的輔導介入，更能為陷於教學迷失中的老師開啟一盞明燈，指引正確方向，更能

帶領老師正向成長。 

四、走出堡壘，多方觸角，精益求精 

    當教學從傳統成長蛻變後，是時候再伸出觸角看看外面的世界，多給於老師

分享發表教學的機會，鼓勵老師整理教學歷程參賽，從中能再次累積老師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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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力，從新再次檢討自己的教學方向，獲獎了，將給予老師最大的鼓勵，失敗了，

則讓老師知道原來教學可以再改變、可以再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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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學伴督導與課輔老師相處策略 

建構之初探 
 

杜少文、李怡秀、粘忠倚 

 

摘要 

   團隊帶領者不應該只重視團隊績效，更應該要去注意團隊中的成員關係與團
隊氣氛，團隊帶領者需要依照成員特質與執行不同的領導策略，將會提升成員的

投入程度並使成員有所提升。同時大學生在各自的教學效能起點上略有不同，若

採用的策略與施行時機適當，就可以在大學生身上看到不一樣的成長。同時建議

針對各種不同特質的大學生可以採用不同的策略。 

    研究者於數位學伴計劃裡擔任督導一職，一學期帶領大約 40-50位課輔老師。

有感於課輔老師有個各種不同的類型與特性，在相處上著實需要一明確的指引。

因此集合本學期現行帶班督導進行焦點座談，並依照其座談結果分析，將目前課

輔老師大約分為認真與不認真兩大類，再往下延伸沒有自信、過度自信、敷衍了

事、方向錯誤…等六種不同的類型的課輔老師。再依照不同類型的課輔老師類型

提出變革式領導、家長式領導、魅力型領導…等不同的領導策略進行應對。 

    督導們基本上不太會只帶一個課輔老師，同時也不可能遇同一個類型的課輔

老師，所以針對不同的課輔老師我們需要利用不同的領導策略進行應對，在帶領

一個團隊時也必須時時刻刻調整自己的心態，不被課輔老師的態度影響並堅定自

己的態度，才會使領導策略發揮出最有效的效果。 

 

關鍵字：數位學伴、領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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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entative Study on the Strategy 

Construction of the Combination of the 

Masters and the Teacher 
 

TU, SHAO-WEN  LEE, YI-HSIU  NIEN, CHUNG-YI 

 

Summary 

  Team leaders should not only focus on team performance, but also to 

payattention to the team members and team atmosphere, team leaders need to follow 

the membership characteristics and straight different leadership strategy, will increase 

the level of investment and members of the Ascension. At the same time college 

students in their respective teaching performance starting point is slightly different, if 

the use of strategies and the timing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appropriate, you can see 

in college students not the same growth. At the same time suggested that for a variety 

of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college students can use different strategies. 

     The investigators served as supervisors in the Digital Scholar Program, leading 

some 40-50 school teachers for one semester. Feel the teacher has a variety of 

different 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ed to get along with a clear indicator. So 

the current section of the current section of the prospective team to carry out the focus 

of the talks,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sults of its analysis, the current class teacher 

is divided into serious and not serious two categories, and then extended without 

confidence, overconfidence, perfunctory, wrong direction ... And so on six different 

types of teachers. And the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ifferent types of class teacher 

teacher type change leadership, paternalistic leadership, charismatic leadership ... and 

other different leadership strategies to deal with. 

     Supervisors are basically not only with a class teacher, but also can not meet the 

class teachers are the same type of class teacher, so for different class teachers we 

need to use different leadership strategies to deal with. In leading a team must also be 

time to adjust their minds, not the attitude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assess the 

attitude and identify their own attitude, will make the leadership strategy to play the 

most effective results. 

 

Keywords: digital partner, leadership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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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科技造就人類文明的進步，改變了我們的生活，電腦也以多元豐富的功能，

大大的改變了人類生活的環節與工作方式，而網際網路的普及，更是顛覆地理空

間與時空環境的限制，造就 e 化時代的來臨，不但使資訊應用成長，也對教育形

成了新的挑戰，而如何利用科技縮短城鄉教育差距及學習機會不均的情況，是全

球關注的教育議題，也是我國教育部近幾年的重點計畫。教育部希望各縣市教育

處能鼓勵學校利用視訊進行互動，加強城鄉交流（李宛瑾，2000）。教育部在總

諮詢報告書中提出（行政院，1996）「追求教育機會均等，提高國民教育品質。

對於國民教育中相對弱勢學生，必需有辨識、補救、輔導的措施」等建議，建議

政府應於國民教育階段建立完整的補救教學系統，使個體學生的學習困難得以改

善。同時教育部為了要縮短城鄉落差，於是在 2006 年推動「偏鄉地區中小學網

路課業輔導服務計畫」，由大學生擔任課輔老師，運用科技網路教學平台，輔導

台灣偏遠地區國中小學童（教育部，2006）。計劃裡這些學童除了有學習到課程

內容之外，參與此計畫並擔任課輔老師的大學生們，在開始進行正式教學前會先

進行教育訓練，學習如何操作 JoinNet 遠距教學平台、蒐集授課教材、設計教學

課程等，此對於擔任課輔老師的大學生而言，是很有幫助的。 

    教育部於95 年起開始推動「偏鄉地區中小學網路課業輔導服務計畫」，運用

網路教學方式，由大學生輔導中部偏遠地區國民中小學學生，提升偏遠地區學生

學習成效，促成學習機會均等。96 年進一步將網路課業輔導服務擴展至北部及

南部偏遠地區之學校。97-98 年更擴大結合東部持續辦理，加入國民電腦受贈戶

學生及數位機會中心（Digital Opportunity Center，簡稱DOC）鄰近學生，共同協

助提升國民電腦及偏遠地區國民中小學學生之教育，藉以縮減城鄉學習差距。為

擴大服務面向，99 年調整計畫名稱為「數位學伴線上課業輔導服務計畫」，持續

結合大專校院、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與公益團體等，有效發揮偏鄉數位資訊

設備及人力資源效能，具體落實縮短城鄉數位落差教育部數位學伴線上課業輔導

服務計畫網（教育部全球資訊網，2006）。隨著網際網路的普及與發展，影響了

人類的生活，也改變了教育與學習的方式。因此，越來越多人將電腦應用於教學

工作之上，希望透過雙向的溝通、生動與活潑的教材，引起學習者的興趣，並可

以突破傳統教學授課的時間與空間上的限制，達到即時教學與隨處可學的理想，

但仍然有部份的學童，可能因地理環境、收入等種種因素，而缺少使用電腦與網

路等資訊科技的機會，造成了數位資訊城鄉落差（李月碧、何榮桂，2011）。 

對學習者而言，資訊科技最大的影響，是逐步改變了學生的學習方式，如何

使此學習方式發揮最大的效益，並讓受輔學生在課業或是心理層面也都能有所成

長，乃是一個重要的課題（潘貞夙，2012）。此外，數位學伴的線上課業輔導，

對大學生來說是一種服務學習的機會，而服務學習是一種廣被認同的體驗式教育，

在服務學習的過程中，服務者及受服務者雙方皆是學習者 (Calvert, Kurji, & Kurji, 

2011; Lee, 2012)，以研究者本身的經驗而言，由於在研修小學師資教育學程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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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又擔任數位學伴計畫中的課輔老師帶班督導，所以研究者秉持著從服務工作

中學習的態度，在整個過程中盡力陪伴偏鄉學童的學習成長，值此同時身為督導

在與課輔老師們相處中多少會遇到一些困難，面對不同的課輔老師們，督導們該

用怎樣的管理策略去應對是本篇文中主要想探討的問題。 

 

貳、文獻探討 

一、超越距離限制的遠距教學 

    隨著網路與電腦科技的發展，突破了時空的限制。不僅影響生活同時也衝擊

學習的型態。線上學習已經是一種重要的學習管道，在基礎網路普及的台灣，偏

遠地區的網路建設並不遜於城市。在網路教學環境下，教師的授課方式與角色都

應該需有適當的調整。遠距教育的目的是希望能夠突破傳統教室在上課時間、上

課地點與互動方式的限制，以提供更彈性的學習方式。在這樣的定義下，有人認

為遠距教育是傳授知識技巧與態度的一種方法，透過合理的應用人力、組織原則

與大量使用科技來完成。遠距教學主要有三個重要的特性：（1）使用科技媒體；

（2）接受大量遠距學習的學生；以及（3）工業化的教學過程（湯宗益、廖莉芬，

2003）。 

    岳修平（2000）指出，遠距教學指的是一種教師與學生分隔兩地，而教師採

用科技與特殊之課程設計和教學技巧，以及藉由各類傳檔科技來傳遞教學內容給

學習者，並和學生進行雙向互動的教學方式。隨著現代電信傳檔技術與電腦 多

媒體科技的快速發展，遠距教學突破傳統媒體的限制，使學習者和教師能夠真正

超越時空限制，進行更有效的教學與學習活動。 

    遠距教學是一種透過科技系統來提供學習的傳播媒介，隨著資訊科技的發展，

遠距學習的形式從以往的函授方式，到現今以網際網路為主，傳遞資訊與提供互

動的方式變得更為快速、即時且雙向，由於網際網路不受時空限制，因此學習者

可以在任何時間及任何地點進行線上遠距學習，亦可在學習的同時與教師進行互

動及溝通。而遠距學習的互動程度也是從過去的低度互動，到以網際網路為主的

高度互動。簡言之，遠距教學是一種運用電腦科技及傳播媒體，將系統化設計好

的教材，傳遞給學習者的一種教學過程，同時也是現今科技進步下的有效產物。 

二、教育部數位學伴偏鄉網路課業輔導服務計畫 

    目前遠距教學中主要可以分成同步視訊、非同步視訊兩種不同類別；遠距教

學中由教育部推動的數位學伴計劃，則主要著重在同步視訊，讓教學可以立即得

到回饋與改進。數位學伴計畫為教育部 2006 開使所推動的「偏鄉地區中小學網

路課業輔導服務計畫」，由大學生擔任課輔老師，運用科技性的網路教學平台，

輔導台灣偏遠地區國中小學童，目的是為了要提升偏遠地區學童的學習成效，以

及促進學習機會的均等（黃建棠，2014）。為擴大服務面向，2010 年調整計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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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為「數位學伴線上課業輔導服務計畫」，持續結合大專校院、各縣市政府教育

局(處)、公益團體、國民中小學校及數位機會中心的力量，以跨部門、跨校的團

隊合作方式，走入更多縣市、鄉鎮，提供網路線上課業學習與輔導服務，逐步整

合 e 化學習資源，為學生打造更優質的網路課業輔導學習環境（教育部，2014）。

對偏遠地區的學童來說，課後時間除了留校接受輔導之外，回到家之後除了電視

與電腦以外，鮮少有其他的學習活動。課後的學習活動對於學童來說是十分重要

的，會比學校環境中有更多的學習成長機會（郭彥伶，2011）。 

    數位學伴可以說是對於偏鄉兒童課後照顧規劃中一個重要的措施，接受數位

學伴課輔計畫的偏遠地區學童，其家庭社經地位普遍較為低落。基於多年執行經

驗，100 學年度數位學伴計畫有效發揮偏鄉數位資訊設備及人力資源效能，具體

落實縮短城鄉數位落差，同時發揮大學偏鄉教育關懷，以高等教育資源關懷偏鄉

教育生態，建立「數位學伴—偕同學習輔導」團隊合作機制。並推動大學生弱勢

關懷、社會議題參與，進而啟發對社會議題之參與及關懷。大學與企業資源豐富，

共同合作網路教學計畫。並且邀請大學生擔任線上教學教師、師長從旁輔導、技

術單位提供科技支援；企業支援設備、網路頻寬、機構志工等，龐大知識與物資

量能，以網路連結偏鄉與弱勢教育關懷網絡，善盡大學與企業的社會責任（教育

部，2011）。 

    「數位學伴計畫」主要是以大學學生作為學伴制為概念，利用網路媒介跨越

城鄉空間障礙，招募大學生擔任偏鄉或經濟弱勢國民中小學學生之學習陪伴者，

並運用大專校院、國民中小學及數位機會中心已設置之數位環境基礎(電腦、網

路、耳機麥克風、webcam、鍵盤及滑鼠等)，透過網路平臺，進行一對一的即時

線上學習與陪伴，為偏鄉或經濟弱勢學童提供資訊應用及課業諮詢，並希望能藉

此學伴模式提升學生學習興趣，促進當地之教育文化提升，同時也培育大學生社

會服務情懷，發揮服務學習之能量，提升及推動數位人文關懷，善用數位科技，

導向發揮人性尊嚴之服務，啟發科技發展及生活反思，與普世價值接軌；發揮「數

位公益」與「數位公義」之延伸價值，改善數位資源之分配，反思網路學習之正

面效益。組織「數位學伴－攜手護學童」團隊與推動「伴讀台灣－全國大專青年

社會參與」，凝聚所有參與數位學伴之師長、大學生、小學生，發展「愛與服務」

之精神，共同守護台灣學童、關心教育與社會議題，發揮與落實「守時、守信、

守護」精神，讓大學生從服務的價值中學習負責，並成為小學伴的典範。提升大

學伴的服務與成長，以及小學伴的學習與成長，著重培養大、小學伴五 C 能力

之養成，與品德力健全發展（教育部，2014）。 

    簡言之，數位學伴為教育部所推動，以大學學伴制為概念，利用網路媒介跨

越城鄉空間障礙，並運用大專校院、國民中小學及數位機會中心已設置之數位環

境基礎，透過網路平臺，進行一對一的即時線上學習與陪伴，為偏鄉或經濟弱勢

學童提供資訊應用及課業諮詢，而目前教育部推行的數位學伴計畫，主要是藉由

JoinNet 軟體進行遠距同步教學，以達到計畫預期效果與目標。研究者針對目前

有關數位學伴相關碩博士論文整理如下表 1，可以發現研究主要著重於課輔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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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教學模式發展、數位學伴學習成效…等，對於帶班督導與課輔老師間的相處研

究較無發現先關研究。 

表 1 

歷年數位學伴相關碩博士論文整理一覽表 

研究者（年） 論文名稱 

陳勝文（1999） 研究數位學伴對學習成效之影響。 

潘貞夙（2000） 數位學伴教學模式之研究。 

蘇瓊如（2011） 偏鄉學校實施數位學伴網路課業輔導服務計畫之個案研究。 

周正浩（2012） 導入數位學伴線上課業輔導關鍵成功因素之探討。 

楊舒熏（2012） 探討國小數學概念回推策略對數位學伴學生數學學習成效及學習態度之

影響。 

潘貞夙（2012） 數位學伴教學模式之研究 

林羿瑄（2013） 線上課輔教學準備度指標之開發與應用:以數位學伴大學伴為例。 

吳亭瑩（2013） 大學生擔任數位學伴課輔老師對其自我期望及利他行為之研究。 

陳怡文（2013） 數位學伴線上課業輔導服務之教學分析。 

黃建棠（2013） 數位學伴課業輔導帶班教師經驗分析。 

黃建棠（2014） 數位學伴帶班督導教學經驗分析。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參、研究與設計 

   本研究以立意取樣的方式選取 10 位本學期現任督導進行焦點團體座談，探

討督導與課輔老師相處策略，並且針對現行策略分析可行性，並分析如何制定一

套規準供現任與未來的督導使用。以期發展出一套可用的帶領模式。本研究將以

三角交叉檢驗法 (triangulation)，透過研究者、大學生、帶班督導團隊以及計劃

助理不同的資料蒐集來源，進行三角檢證。 

 

肆、 結果與討論 

    在與各位現任督導進行焦點座談以後，發現在教學現場上有各種不同特質的

課輔老師（大學生），要與其相處是督導們所面臨最重要的一個問題，但在各種

不同的課輔老師相處下，需要使用不同的策略進行相處。督導們主要可以將課輔

老師依照其用心程度以及教學能力上區分為以下幾種： 

一、認真型的課輔老師： 

1. 自信不足 

  第一種是認真型但卻自信不足的課輔老師。這一種的課輔老師大部分對於教

學較有熱情同時也較有教育相關背景。基本上在教材以及教學方面保持著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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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平，對於督導所交代的事情或是在教學上給予的建議都會認真執行。但會對

自己所進行的教學以及教材較無自信，會沒有辦法相信自己的教材是不錯的，因

為產生退縮。 

2. 過度自信 

  第二種是認真型但卻對於自己的能力過度自信的課輔老師。這一種的課輔老

師大多有教學背景與教學經驗。基本上對於自己的教學與教材相當有信心，以至

於不太願意接受其他人的意見，或是在你給與意見時會覺得你是在找麻煩而非協

助他。 

3. 方向錯誤 

  第三種是認真型但方向錯誤的課輔老師。這一種的課輔老師在教學上有一定

的熱情，但在教學認認知上會稍嫌不足，所以在教材準備上會抓不到方向反而往

不正確的方向進行準備。例如在教學上錯估小學伴學習程度進而準備不符合程度

的教材或是誤判小學伴的情緒反應，導致小學伴與課輔老師間相處產生誤會。 

二、不認真型的課輔老師： 

1. 過度自信 

  第四種是不認真但卻又過度自信的課輔老師。這一類型老師基本上大多都為

舊任老師，對於自己的教材與教學因為有教學經驗顯得相當有自信，但卻不太願

意進行自我成長或教材創新，大多都將教材以及教學維持在最低標準上，依照自

己最輕鬆以及舊有的教學模式進行教學。 

2. 敷衍了事 

  第五種是不認真型但卻又敷衍了事的課輔老師。這一類型的課輔老師對於教

學大多沒有太大的熱情，進入數位學伴的主要原因大多為希望可以賺錢。所以在

教學上以及教材上呈現一種低水準，同時並不會主動發現自己與小學伴之間的相

處問題。 

3. 方向錯誤 

  第六種是不認真型卻又方向錯誤的課輔老師。這一類型的課輔老師在教學上

也屬於較無教學熱情，會有想要改變教材準備方向，但大多以自己設計教材簡便

方面為主而不是以小學伴需求為準備方向。 

    根據以上六種大略區分的種類，督導們討論出幾種針對不同類型課輔老師執

行上較為有效的領導策略，以下針對不同類型課輔老師所用的策略稍加描述： 

一、 針對認真型但自信不足的課輔老師（使用正向領導） 

因為此一類型的課輔老師在教學與教材上多維持一定水平，建議以正向領 

導的方式，多給予正向鼓勵。主要因為正向領導的策略包括：（1）肯定屬下長處，

以利進行正向溝通；（2）鼓勵屬下具有正向的情緒，例如：熱情、樂觀，塑造正

向氣氛；（3）建立支持關係；（4）提供屬下工作的意義和目標。但並非是看見缺

點仍不予以糾正，而是在給予建議上，保持五正增強與一負增強的循環，建立正

向溝通同時給予正向鼓勵以給與課輔老師建立自信心。例如：在回復日誌上在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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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老師對自己沒有信心的地方多給予正向鼓勵，同時也可以在月座談會時間公開

表揚課輔老師的用心。 

二、 針對認真型但卻對於自己的能力過度自信的課輔老師（使用家長式領導） 

在這一類型的課輔老師對於自己的能力過度自信，大多會不接受他人意 

見。因此建議可以使用家長式領導。根據台灣學者鄭伯塤等人的研究，家長式領

導行為風格主要包含 3 個維度，即權威領導、仁慈領導和德行領導。其中，權威

領導主要包括專權作風、貶抑下屬能力、形象修飾、教誨行為等；仁慈領導主要

包括個別照顧、維護面子等；德行領導則主要包括公私分明、以身作則等行為。

一些學者對我國台灣和大陸的企業中的家長式領導行為的有效性進行了研究。對

於家長式領導風格的作用，學者們褒貶不一。多數研究發現，家長式領導中的仁

慈領導和德行領導對員工的態度和績效有積極的影響，而權威領導行為則對員工

態度和績效有時會産生負面的作用。例如：明確的指出其教材與教學上的缺失，

使用強硬的態度同時展現督導自己本身的經歷與能力，但同時也要著重仁慈領導

部分，給予家長式的關心，不只關心與小學伴之間的相處同時關心課輔老師的生

活近況。 

三、 針對認真型但方向錯誤的課輔老師（使用變革領導） 

這一類型的老師是屬於認真型的，因為單純方向錯誤，像是問題出在與學 

伴之間的關係建立，卻誤以為是教材不夠吸引學伴注意力，所以需要在給予建 

議上要相當明確。同時因為此類型老師可塑性相當高，建議使用變革領導進行領

導。變革型領導者的行為風格主要包括四個主要維度：（1）精神激勵，即通過願

景與理想的目標激勵下屬；（2）智能啓發，即激發下屬的創意與創造力；（3）領

導魅力或理想化的影響，即通過自身的行為來塑造下屬積極向上的角色；（4）個

別化的關懷，即對下屬進行差異化的指導和關心。大量的研究表明，變革領導是

「領導和下屬之間彼此互相提升成熟度和動機水平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領導

者可以通過讓員工意識到所承擔任務的重要意義，激發下屬的高層次需要，建立

互相信任的氛圍，促使下屬為了組織利益犧牲自己的利益，並達到超過原來期望

的結果。例如：在舉辦活動上讓此課輔老師擔任小隊長，同時給予一定的權力與

空間以期刺激創意、創造力與對團隊的歸屬感。 

四、 針對不認真但卻又過度自信的課輔老師（使用魅力領導） 

這一類型的課輔老師教學不認真但卻又過度自信，所以建議使用魅力領 

導，使課輔老師先對督導產生一定的認同以期課輔老師進一步接受指導。這種領

導風格的核心在於領導者擁有「魅力」這一特殊的品質。魅力即可能是存在於領

導者身上的非凡品質，也可能形成於領導者與追隨者的互動關係之中。魅力型領

導者的行為特徵主要包括角色模擬、形象塑造、展示非常規行為、印象管理、價

值觀引導、描繪吸引力的願景、樹立角色榜樣等。衆多的研究表明，領導者的魅

力型領導風格對下屬會産生積極的影響，能夠提高下屬對領導者的認同，能夠對

追隨者産生特別的吸引力，並引導追隨者實現領導者的目標。例如：督導本身需

先樹立榜樣同時讓課輔老師察覺並對組織產生認同，在座談會時可以邀請課輔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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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進行教學困難分享。 

五、 針對不認真型但卻又敷衍了事的課輔老師（使用交易型領導） 

這一型的課輔老師大多不太認真且敷衍了事，對於督導所給予的建議大多 

置之不理，因此建議使用交易型領導。交易型領導的行為風格主要包括權變報酬

和例外管理兩個維度。權變報酬式的領導行為是指領導者給予下屬適當“獎勵與

避免處罸”作為激勵誘因，當下屬依領導者指示完成任務時，則可獲取報酬以滿

足其需求。領導者可以經由不同的權變報酬交易過程，達成對下屬的激勵作用。

例外管理分為積極的例外管理和消極的例外管理。所謂積極的例外管理，是指領

導者主動修正下屬的錯誤，讓下屬知道犯錯的根本原因，並且指導員工加以修正，

以確保下屬達成工作目標。而消極的例外管理是指當領導者與下屬共同設定工作

標準後，領導者並不試圖改變任何工作規則，只留心下屬的偏差行為，一旦有偏

差行為産生，領導者才給予糾正，並採取權變式的懲罸措施或者其他修正行為。

例如：給予課輔老師優良教材範例進行參考，在不符合教材標準或是日誌不符合

標準的同時，提醒課輔老師會因此被扣薪資，進行監控。 

六、 針對不認真型卻又方向錯誤的課輔老師（參與式領導） 

這一類型的課輔老師不認真同時對於組織並沒有太大的歸屬感，所以針對 

這一類型的課輔老師建議使用參與式領導。參與式領導者傾向於將下屬視為與自

己平等的人，並給予他們足夠的尊重。為了使下屬及員工為了目標做出自主自發

的努力，他們往往會認真傾聽下屬的意見並主動徵求他們的看法。在參與式領導

者管理的團隊中，主要決策往往由團隊成員集體討論、共同決定，領導者採取鼓

勵與協助的態度，並要求下屬員工積極參與決策。參與式領導方式按照下屬的參

與程度可分為三種不同的類型：（1）諮詢式。領導者在做出決策前會徵詢下屬的

意見，但對於下屬的意見，他們往往只是作為自己決策的參考，並非一定要接受。

（2）共識式。領導者鼓勵下屬對需要決策的問題加以充分討論，然後由團隊成

員共同做出一個大多數人同意的決策。（3）民主式。領導者授予下屬們最後的決

策權力，他們在決策中的角色則更像是一個各方面意見的收集者和傳遞者，主要

從事溝通與協調。例如：在每次的教材上除了給予建議之外，還可以與課輔老師

一起設計教材，在日誌的填寫上亦同。同時用開放式的問題詢問他在教學上有沒

有想做的事情，並一起參與協助並給予意見。 

    督導基本上不太會只帶一個課輔老師，同時也不可能遇到的課輔老師都屬於

同一個類型的課輔老師，所以針對不同的課輔老師我們需要利用不同的領導策略

進行應對，在帶領一個團隊時也必須時刻調整自己的心態，不被課輔老師的態度

影響並鑑定自己的態度，才會使領導策略發揮出最有效的效果。 

 

伍、結論與建議 

    同時督導大多不只帶領一個課輔老師，而是帶領一個團隊，在這樣的基礎上

建議督導可以使用服務領導。這是一種以員工為中心的領導方式，從更強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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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來管理領導與下屬之間的關係。服務型領導的核心在於對他人無私的愛，在

制定決策時會考慮到所有追隨者的利益，領導者主動服務下屬。服務型領導強調

公平性和公正性，並將其作為實現高績效組織行為的方法。通過領導者的謙遜和

平易的個性，強烈的道德觀念和下屬的獻身精神，從而激發追隨者加入領導者的

團隊並以領導為榜樣。服務型領導行為模式主要有：幫助下屬發現其內在的精神，

即幫助下屬發現他們內在精神的力量以及開發他們的潛能；以信任取得信任，即

通過自己的誠實和守信贏得下屬的信任；超越自身利益服務他人，即不計個人的

利益而願意幫助和指導下屬。要以服務的心去帶領課輔老師並相信他們可以看到

自己的付出，對於帶領課輔老師們會有更方法也更有心得。 

    團隊帶領者不應該只重視團隊績效，更應該要去注意團隊中的成員關係與團

隊氣氛，團隊帶領者需要依照成員特質與執行不同的領導策略，將會提升成員的

投入程度並使成員有所提升。同時大學生在各自的教學效能起點上略有不同，若

採用的策略與施行時機適當，就可以在大學生身上看到不一樣的成長。同時建議

針對各種不同特質的大學生可以採用不同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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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閱讀政策之沿革與建議 
 

蔡炘燁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碩士生 

 

摘要 

  閱讀是一切學習的起點，也是人們適應現代社會的關鍵能力，更與國家

競爭力有一定關係。世界各國都十分重視閱讀的推廣，台灣也不例外，推行

了閱讀政策已久，但是根據 PISA測驗，與閱讀調查的結果並不理想，故檢

視台灣的閱讀政策與現況，並研究其他文獻，去發現台灣閱讀政策的問題，

並提出建議。 

 

 

關鍵字：閱讀計畫、閱讀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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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 and Suggestions of 

Taiwan 's Reading Policy 
 

CAI, SIN-YE 

 

Abstract 

  Reading is the starting point for all learning, and it is one of the key 

competencies of people to adapt to modern society. Moreover it has a certain 

relationship with the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Every country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promotion of reading. Taiwan is no exception.The reading 

policy has been implementating for a long time in Taiwan；However acording to 

the PISA test and reading survey the results are not as expected. Therefore, I 

review Taiwan's reading policy and its current situation, and study other 

literature to find Taiwan's reading policy issues and make recommendations. 

 

Keyword: Reading program, Reading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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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閱讀對人們來說是非成重要的能力，因為閱讀是學習與知識的起點；人類的

文明，是藉由語言文字與符號所構成，語言能力，讓人們彼此交流，凝聚成社會，

文字與符號，紀錄人們的經驗、知識、技藝與思想，讓人類可以將這接重要的文

明底蘊流傳下去（柯華葳，2013），如今，文字有許多的載體，書本、平板、手

機、電腦等等，但要理解文字，最根本的仍是人們的閱讀能力，擁有閱讀能力，

人們才能理解文字並學習知識，除此之外現代資訊流通快速的的社會，資訊高速

流通與氾濫，只有擁有閱讀能力，並以此為基礎，去收集、掌握、判斷分析並運

用資訊，才能夠適應如今的社會，所以閱讀能力除了可以幫助人們學習外，也是

人們適應現代社會必不可少的關鍵能力。 

  閱讀能力，除了幫助個人學習與社會適應外，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 OECD）所舉辦的國

際學生能力評量計劃（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PISA）

的研究認為，學生的閱讀素養越好，對於追求自我目標，與參與社會生活都有很

大的助益（OECD，2002）除此之外，國民閱讀素養的程度，也影響著國家競爭

力，研究表示，國民閱讀素養越高的國家，其國家競爭力與國民所得亦高（OECD，

2000；張瓊元，2003）。 

  綜合上述，閱讀能力對於個人與國家都有很重要作用，很多國家都有意識到

這點，無不致力推廣閱讀，如英國，將1998年，訂定為全國閱讀年（National Year 

of Reading），帶動起推行閱讀的風氣，加拿大、芬蘭紛紛也訂定閱讀年，加強閱

讀推動。美國提出了「美國挑戰閱讀」（America reads challenge）、「閱讀優先」

（Reading first）、「提早起步學習」（Head start）與「沒有孩子落後」（No Child Left 

Behind）的教育改革，以及歐巴馬總統所提的「衝頂計畫」（Race to the Top），

由這些法案、政策方向，可以見到美國對於兒童閱讀能力的重視。日本也將2000

年訂定為兒童閱讀年，並在2001年訂定兒童閱讀推進法，更投入650億日圓改善

閱讀環境（陳麗雲，2007；張佳琳。2010；黃玫溱、林巧敏，2009）。 

  各國推動閱讀政策，台灣亦是不落人後，自2001年起，陸續推動「全國兒童

閱讀計畫」、「焦點三百-國民小學兒童閱讀推動計畫」、「偏遠地區國民中小學閱

讀推動計畫」、「悅讀101－國民中小學提升閱讀計畫」提升台灣學童的閱讀能力

（教育部，2012），但是，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 OECD）所舉辦的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劃（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PISA）的測驗結果，臺灣從首次

參加的2006年開始，閱讀的成績分別為：2006年的第16名、2009年的第23名、2012

年的第8名與最近公布2015年的第23名（臺灣PISA國家研究中心，2015），從以

上名次的變化可以看出來，臺灣學生的閱讀能力並不理想，也沒有隨著閱讀政策

而進步，而根據《遠見雜誌》2014的閱讀大調查結果顯示，人們的閱讀時間與閱

讀數量，都比2010年的閱讀大調查結果來的倒退，完全不閱讀的比率也從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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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到27.9%，台灣的閱讀政策也沒有讓台灣人養成閱讀的習慣，所以應當要檢

視台灣閱讀政策做了些什麼？有那些問題？並提出建議。 

 

貳、 台灣的閱讀政策 

  台灣自民國90年至92年推動「全國兒童閱讀計畫」，從其實施內容來看，主

要有五點（教育部，2012）： 

一、推展校園閱讀活動，營造閱讀環境： 

（一）是辦理兒童閱讀種子教師研習與進階研習，讓學校老師擁有推廣兒童

閱讀的知識與能力。 

（二）是編印指導手冊，並將校園推動閱讀成功之範例作為模範，印製成功

經驗，作為其他學校之參考。 

（三）充實各校圖書資源，讓學生擁有更好的閱讀環境 

二、辦理親子共學推廣活動： 

（一）結合學校、政府機構跟民間團體，於各縣市舉辦親子共學系列的活

動。 

（二）鼓勵各社教機構、民間團體、社團，舉辦閱讀相關活動，加強閱讀活

動的推廣。 

（三）結合業界及民間團體舉辦閱讀列車活動，到學校與社區提供服務，加

強閱讀的資源與環境。 

三、營造親子共讀環境： 

（一）輔導圖書館及社教館與社教工作站辦理圖書運用研習活動，加強閱讀

資源的應用與環境。 

四、推展親子共讀活動： 

（一）進行親子共讀帶領人培訓，並且加強社教館社教工作站、學校家長會、

家庭教育中心、教育性質基金會及社教館所等方案執行知能。 

（二）透過家庭教育中心、社教館所及教育性質基金會推行不同的親子共讀

方案。 

五、利用網路進行閱讀推廣活動： 

（一）進行多元化網路活動，豐富並強化閱讀推廣效果。 

    在民國93年至97年間，政府推行「焦點三百-國民小學兒童閱讀推動計畫」，

根據教育部的施政計畫「焦點三百-國民小學兒童閱讀推動計畫」的內容為（教

育部，2012）： 

一、召集各公部門資源共同推動兒童閱讀活動。 

二、舉辦各類閱讀推廣活動之成果發表。 

三、挑選文化資源不足地區國小為焦點學校。 

四、贈送優良讀物給予焦點學校。 

五、募集人力投入推展閱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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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培訓閱讀種子師資。 

七、辦理各項閱讀推廣活動。 

    其內容大致為承接前一期「全國兒童閱讀計畫」，繼續培育閱讀種子教師、

舉辦閱讀推廣活動、整合資源投入閱讀推廣當中；這一期的主要目標在於，加強

文化資源不利的學校，即是挑選300個文化資源不利的學校，作為焦點加強目標，

強化閱讀環境，推行閱讀活動。 

    民國95年至97，推行「偏遠地區國民中小學閱讀推動計畫」針對偏遠地區國

中小推動閱讀計畫，97年之後，該計畫併入「悅讀101－國民中小學提升閱讀計

畫」當中（教育部，2012）。 

  「悅讀101－國民中小學提升閱讀計畫」根據教育部的實施計畫，有10點的

內容（教育部，2012）： 

一、成立推動組織： 

（一）依照不同層級，建立閱讀諮詢委員會與推動小組。 

二、整合多元資源： 

（一）招募民間故事團體協助閱讀計畫推動，各縣市皆有已立案之故事團體，

聯結這些故事團體，並強化其職能，協助閱讀計畫實施。 

（二）募集人力投入推動閱讀活動。 

（三）整合政府與民間資源，結合關心學童閱讀之團體。 

（四）鼓勵學校與公私立圖書館合作。 

三、建構優質環境-充實國中小圖書及圖書設備： 

（一）依據學校藏書與需求，撥補經費添購圖書，營造學校更優良之閱讀環

境。 

四、規劃閱讀研究： 

（一）進行閱讀的基礎與行動研究，建構理論基礎，做為未來閱讀活動推行

之參考或指標，也藉由行動研究，發現閱讀推廣活動現場之狀況、困

境與解決辦法，作為後續推動的參考資料。 

（二）委託專業機構對各縣市進行調查，了解推行現況與成效。 

（三）辦理閱讀高峰論壇，分享彼此經驗、強化彼此知能。 

五、精進閱讀教學： 

（一）進行閱讀教材的編制，根據現有課程，尋找適合的延伸閱讀書目、文

章，編印成冊；對於教師，編印閱讀教學參考手冊、閱讀策略教學方

案與延伸閱讀補充教材等等輔助資料。 

（二）培訓師資，建立一套閱讀種子教師培訓制度與證書制度，精進課堂能

與閱讀教學推動能力，並分初階、中階、高階三段，針對不同年齡學

童需求培訓。 

（三）改進評量，配合教師專業發展，辦理閱讀測驗命題工作坊，提升教師

命題能力，配合課程與延伸閱讀編制試題。 

（四）檢測學生閱讀能力，強化國語試題中的閱讀理解測驗，來了解學生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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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能力之發展。 

（五）協助閱讀不利學生，結合其他幫助如攜手計畫等，協助弱勢低成就學

生。 

六、表彰績優學校與人員： 

（一）閱讀磐石獎，獎勵閱讀推動績優學校，擬定獎勵、審查機制，表揚閱

讀推動績優學校，並將其經驗、所做規畫與內容作為其他學校之典

範。 

（二）兒童閱讀史懷哲，表揚推動閱讀有功勞之人員，給予公開表揚，作為

推動閱讀活動之代言人。 

七、鼓勵學校及幼稚園推動家庭閱讀： 

（一）學校制訂策略讓家庭陪伴孩童閱讀，並加強宣導家庭親子共讀，結合

縣市圖書館及學校活動，讓學童養成從小閱讀的習慣與環境。 

八、持續推動弱勢學校閱讀計畫： 

    （一）持續的對於先前偏遠、焦點等學校之閱讀推動成效進行關注，對於推

動不利學校派遣人員前往輔導改進。 

九、建置閱讀網路： 

（一）建構閱讀專屬網站，分享各種閱讀相關訊息及知識，各縣市也建立其

專屬網站，以統合成全國性的閱讀網站平台。 

十、強化宣導活動： 

（一）透過各電視媒體、報章雜誌、以及各種公務系統廣為宣導，喚醒大眾

對於閱讀活動的參與與關心。 

  至此，是台灣目前所推動的閱讀政策，與其施政計畫，確實有逐漸的喚起大

眾與學校對於閱讀的注意，也奠定了硬體設備的基礎，但還是不夠，台灣的閱讀

政策仍有很多部分有待加強（林巧敏，2008）。 

 

參、閱讀政策的問題 

  台灣的閱讀政策，投入了許多資源，但是結果並不如人意，根據PISA的結

果，未培養出學生的閱讀能力，而據《遠見雜誌》的閱讀大調查結果，也沒有養

成學生閱讀的習慣，到底閱讀政策有哪些問題呢？ 

一、根據《遠見雜誌》2007年的閱讀大調查，調查作為閱讀政策第一線的學校圖

書館，有的學校購書預算不足，有的圖書館有書，但缺少圖書館人員，難以

成為閱讀推動的基石，除此之外，做為閱讀教育延伸的鄉鎮圖書館，亦有些

面臨購書預算不足的情況，資源不足與不均的問題可以見得（江逸之，2007；

林巧敏2008）。 

二、台灣閱讀政策，多以中短程的政策，以改善學生周邊的環境輔助為主，缺少

以學生為出發點，長遠而重點的政策（朱平瑜，2012）。 

三、缺少個別加強，雖然政府在閱讀政策上，將不少資源投注在，偏鄉、焦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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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中，但是資源的投入，仍需搭配教學才有最好的效果，偏鄉、焦點學校，

雖然可以改善閱讀環境、推動閱讀活動，但多以全校、班級為主，對於學校

中的個別弱勢學童，若沒有教師進行輔導，閱讀推動難以有效。 

四、台灣學生的課業壓力巨大，注意力多放在學校課業，專注於升學上，較少興

趣上的閱讀，就算閱讀也多是課業上的閱讀，難體會到閱讀的樂趣（林巧敏，

2008）。 

五、台灣閱讀政策的閱讀推動多屬於活動形式，未將閱讀加入正式課程，也未有

系統的引導、推動，讓很多閱讀活動淪於淺薄、表面，沒能深入的堆砌與引

起學生興趣，相較下，香港將閱讀課程化，培養老師閱讀教學能力，並將教

材鬆綁，讓學生廣泛閱讀，讓香港學生在「促進國際閱讀素養研究」（PIRLS）

的成績超過台灣（李雪莉，2011）。 

六、閱讀的推動家庭是很重要的一環，兒童的閱讀能力與閱讀習慣養成跟家庭有

著密切的關係（謝美寶，2003），但是台灣的弱勢家庭家長可能本身教育程

度、閱讀習慣不佳，或忙於工作，無力與兒童一同閱讀，導致學生能力差距

大。 

七、學校為閱讀教育推動的第一線，但學校的閱讀推動卻有極大的落差，有的學

校努力進行閱讀推動，有的學校只是虛應了事，讓閱讀推動有名無實。 

八、未能造成全面影響，台灣的閱讀政策，主要推行目標群體為中、小學與幼齡

學童，為此投入大量資源人力，但脫離目標年齡層之後，閱讀政策便沒有什

麼影響與作為了，雖然從小養成閱讀習慣非常重要，但其他年齡層的閱讀風

氣養成也是重要的一件事，如果能夠讓全國多數人們習慣閱讀，而濡目染下

學童自然也容易養成閱讀習慣，但台灣的閱讀閱讀政策，並沒有對於這方面

的計畫，宣導活動也多在於教育領域內。 

 

肆、建議 

一、進行全面的資源整理與完整的現況調查，閱讀政策雖然一直想要弭平資源上

的差異，但是卻常常有厚此薄彼的現象，這應該是缺少現況的了解，只要進

行全面性的現況調查，了解現在現場情況，也了解現在擁有多少資源，再進

行資源的調派與調整，減少資源不公外，也將資源進行最大利用（朱平瑜，

2012）。 

二、學校閱讀推動再進化，鬆綁原有教材，將閱讀納入課程之中，讓閱讀教育深

度化、系統化，改善現在閱讀教育片面的缺點，也讓藉由教材的鬆綁，將一

些分科授課的課程，改為主題式的課程，增加學生的思考與自學能力，也讓

他們機會在閱讀中找出樂趣。 

三、結合社區與民間團體，推行親子共讀與兒童閱讀活動，培養父母與兒童的閱

讀習慣，與養成社區的讀書風氣，而弱勢家庭的孩子也可以藉由民間團體、

閱讀志工等協助，讓弱勢的孩子也能夠得到協助，減少能力上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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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立一套評鑑、協助機制，去檢視各校閱讀推行情況，進行了解與紀錄，了

解學校的不同需求予以協助，讓閱讀政策可以完全落實。 

五、結合科技，隨著科技發展，電腦、手機、平板非常普及，而據《遠見雜誌》

2014 的閱讀大調查，國人平均每天上網 1.44 小時，科技產品結合網路，不

僅可以做為活動宣傳之外，也可以成為人們獲取知識的管道，只需仔細思考

內容與形式，即是另一種載體上的閱讀（林巧敏，2008）。 

六、創造一個人人閱讀的社會環境，社會的風氣其實才是真正重要的，如果父母

知道閱讀的樂趣與重要，自然會注意孩子的閱讀狀況，在人人都樂在閱讀社

會當中，耳濡目染下，孩子也容易養成閱讀的習慣，藉由媒體或知名人物的

以身作起，喚起大眾對於閱讀的注意，在藉由各式活動，讓人們參與閱讀，

在公共區杜多置閱讀載體或讀物，讓閱讀融入生活，創造一個人人閱讀的社

會。 

 

伍、結論 

  臺灣閱讀政策的目標，是以終身學習，全民閱讀為主軸（吳清基，2010），

既然要終身學習，閱讀的持之以恆就是必須的，而要閱讀的持之以恆，就必須要

倚靠閱讀的態度，因為閱讀態度關乎到人們自主的閱讀行為，但台灣的閱讀政策，

多半進行的是閱讀能力的指導，而根據《遠見雜誌》2014的閱讀大調查結果顯示，

人們的閱讀時間與閱讀數量，都比2010年的閱讀大調查結果來的倒退，完全不閱

讀的比率也從 24.1%上升到 27.9%，從結果可以知道，專注於能力上的培養，

而忽略閱讀態度，就像是棟沒有地基的房子，即使能力培養好，但沒有去閱讀，

一切都是一場空，所以要怎麼培養閱讀態度，就成了閱讀的首要問題。 

  要養成閱讀的態度，從小開始耳濡目染是好方法，讓家庭成為推動閱讀的第

一線，由父母引導與共同參與，讓孩子從小就開始閱讀，讓他們從中體會到閱讀

的樂趣，也養成閱讀的習慣，定能養成好的閱讀態度，只是政府需要多宣導，也

多推展閱讀的活動，甚至結合網路，推展數位閱讀，讓人民去閱讀，讓閱讀成為

國人的習慣，讓閱讀不再只是學校的事情，若能如此，想必台灣必不會為閱讀政

策傷神，而是成為一個真正的閱讀國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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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獨立式中途學校生輔員 

行政運作差異之探究 
 

邱毓婷 花蓮市公所 

謝卓君 東華大學 

 

摘要 

   本研究旨在瞭解我國目前依《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設立之獨立式中

途學校住宿生輔導員行政運作，在不同教育組織所產生的運作差異及其運作差異

之原因。以訪談法及文件分析法蒐集資料，期待提供中途學校在未來夜間及假日

安置照顧學生及住宿生輔導員行政運作做為參酌與改善的依據。 

    研究結果顯示我國獨立式中途學校住宿生輔導員行政運作之差異突顯於人

力安排與配置、突發事件處理原則、生輔員之任用管道、組織外部的資源聯繫或

溝通管道等層面。而造成各獨立式中途學校住宿生輔導員行政運差異之因素則有

四：地域與周邊環境、領導者的決策與風格、教職員凝聚力、上級主管機關的支

持。 

  由於領導者的決策與風格及教職員凝聚力兩項因素屬於內部因素，是教育組

織較能夠掌握與控制的，研究者建議領導者宜採納組織成員建議、考量中途學校

環境並給予適當規畫，做出審慎的決策。 

 

 

關鍵字：中途學校、住宿生輔導員、行政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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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Boarder Counselors’ 

Administrative Operations differences in 

Taiwan's independent Halfway Schools 
 

 

Yu-Ting, Chiu 

Chuo-Chun Jean Hsieh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understand the administrative operations of boarder 

counselors in Taiwan’s independent halfway school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Child 

and Youth Sexual Exploitation Prevention Act and examine their differences as well 

as the reasons behind those differences in the hope to serve as future reference and 

improvement for halfway schools in terms of night-time and holiday care of students 

and the administrative operations of boarder counselors.  

  The data for this study was collected by interviews and document analysi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the differences in the administrative operations of the 

boarder counselors in Taiwan’s halfway schools were found in the aspects of human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planning, handling guidelines for accidents, methods of 

recruiting counselors, and connections and communication channels for external 

resources. And the reasons that caused the differences in the administrative operations 

of the halfway schools include regions and their surroundings, decision-making and 

styles of a leader, group cohesiveness of teaching and support staff, and supports from 

supervising agencies. 

 

Keywords: halfway school, boarder counselor, administrative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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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獨立式中途學校是具有保護安置功能之中途學校，提供兒少二十四小時全年

無休的教育任務（賴志峰，2012）。我國現有三所獨立式中途學校，這三所中途

學校全年不中斷保護安置的先決條件下，被保護安置的兒童及少女日幾乎有三分

之二的時光在學生宿舍或學校的休閒角落中由住宿生輔導員陪伴渡過。可見住宿

生輔導員在中途學校的安置保護功能上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然而，相同的設置法源下，各種影響因素使住宿生輔導員的行政運作產生了

不同的樣態，最後衍伸出不同的住宿管理與校園照顧品質。如何在宿舍照顧方面

給予學生充足的安全保障、並提供住宿生輔導員完善的行政運作機制，以使突發

事件發生時，能夠及時因應，是中途學校的一項重要課題。因此研究者欲從住宿

生輔導員實際的行政運作層面切入，探討中途學校住宿生輔導員的行政運作情

形。 

二、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一）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為探究造成中途學校住宿生輔導員在不同教育組織行政運作與出

現行政運作差異的原因。 

（二）研究問題 

  就以上研究目的來看，研究問題為： 

1.不同中途學校住宿生輔導員的行政運作在那些層面或項目上產生差異？ 

2.不同中途學校住宿生輔導員的行政運作差異是因為哪些因素所產生？ 

3.使中途學校住宿生輔導員行政運作產生差異的因素是共有或是獨有的？ 

 

貳、文獻分析 

一、我國中途學校概述 

  我國目前提供之多元教育輔導措施有慈輝班、資源式中途班、合作式中途班

及其他具相同功能之教育輔導措施。中途學校考量到學生特殊性質與需求，予以

特殊方法教育，可說是分配正義的實現，也是教育零拒絕的一種理想，中途學校

提供更為彈性、適性及具備個別化的教育措施，防止學生個人適應問題的惡化，

避免未來在社會中產生高於一般正規學校學生的犯罪率（賀孝銘、林清文、李華

璋、王文瑛、陳嘉雯，2007）。 

  中途學校在我國近 20 年來漸漸成為一種新的學校教育型態，自 1995 年制定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至 2005 年第 14 條及修法後《兒童及少年性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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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防制條例》第 22 條所稱中途學校，是為了協助違反此條例的兒童及少女在被

安置保護期間能夠有繼續接受教育以及培養未來獨立生活能力的機會 （吳清山、

林天祐，2005；賴志峰，2012；劉寶貴，2000）。 

二、中途學校生輔員行政運作的內涵 

  中途學校因為教育對象特殊性、教學環境封閉性、學校運作全年無休等特性。

使中途學校有各式專業人員共同完成輔導教育，例如：社工、心理師及住宿生輔

導員等。維持中途學校之運作需以團隊合作的方式來達成（劉寶惠，2004）。本

研究擷取專家學者的觀點及研究者之過往工作經驗，將中途學校行政組織所提供

的行政運作內涵大致分為三個層面： 

（一）人力配置與安排： 

    指夜間、寒暑假或假日之人力配置與安排、突發事件處理的原則或人力安排。

透過人力適當的調配與突發事件處理流程的預先設想、事後檢討改善、人力投入

等過程，使中途學校生輔員在人力配置與安排上更加制度化與保障。完整的人事

制度能夠避免安置機構的學生發生突發狀況，工作人員的穩定得以建立學生與照

顧者之間的信任關係（洪素珍，2013）。 

（二）行政程序運作： 

    行政程序運作指生輔員錄用時的限制與條件，在任用工作人員時，主管考量

到人員的成長背景與人格特質（洪素珍，2013）。行政運作也包含生輔員工作相

關手冊的書面檔案建立、生輔員參與校內溝通之管道、中途學校對校內外環境聯

繫之溝通管道等。 

（三）職前與在職專業訓練： 

    指職前訓練、在職訓練、督導制度、專業諮詢等。即針對校內現有專業人員

辦理與業務相關之研習或訓練；提供生輔員個別督導、外聘督導、同儕督導…等

督導或諮詢等，協助解決職場上所遇到的困境（廖美蓮等，2012）。 

    中途學校住宿生輔導員之行政運作，被期待於平時能發揮預防作用；於突發

或緊急事件發生的當下，能按照事先規劃好的方針處理棘手問題，進而發揮良好

的突發狀況適應能力；於事件發生結束後，能有檢討並改善的溝通平台與管道；

並能聯結內外部溝通管道與資源，徹底落實改善方案。 

三、學校組織發展與其促成因素 

（一）組織發展的意涵 

  組織發展之定義與內涵在學者 French 與 Bell（1995）的定義，認為組織發

展是由高層管理者領導並支持組織成員，透過長期努力與同心協力，改善工作團

隊、團隊文化，並運用行為科學理論與技術協助促進組織文化管理，改進組織之

願景、授權賦能、學習與問題解決之系列歷程。 

   根據 French 與 Bell（1995）對於組織發展的描述，研究者以中途學校及住

宿生輔導員行政運作在不同教育組織運作差異之觀點，為組織發展下定義：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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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即是中途學校為能面對在住宿生輔導員所遇到的困難與挑戰，並增加其工作

之效能與提升團隊合作的組織效益，透過計畫性的方法、技術及流程的改造等。 

（二）促成組織發展的因素 

  組織發展必然是受到某些因素刺激而造成。學者將促成組織發展之因素分為

兩大類，分別是組織外部因素及組織內部因素。在此簡述如下 (吳復新、孫本初、

許道然，2010；黃賀，2013）： 

1. 組織外部因素 

   組織發展的外部因素即是組織所處環境的影響因素，包含：政治（political）、

經濟（econnomic）、社會文化（socio-cultural）、科技（technological）。 

  其中政治因素包含教育改革、教育法案、政府意識型態與政權更迭等，皆與

無數個他人的決策有關。上級主管機關對於中途學校而言，除了是法令規章的制

定者，亦是政府意識型態的集合體，其對於所屬學校的控制與監督，對中途學校

來說亦屬於他人的決策。社會文化因素則可大致分為：人口趨勢、生活形態改變、

價值觀與態度、性別平等與多元化議題、環境保護議題等，此處所指之環境並非

直接指涉實際的地理環境而已，更是與社會、文化、人口、經濟、政治、資源等

各式社會層面的元素所塑造的大環境（吳復新等，2010）。 

2. 組織內部因素 

   組織發展的內部包含領導者的決策與風格、組織內部群體凝聚力等。領導者

的決策與風格是指中途學校高階領導者在帶領校內專業工作團隊、建立團隊合作、

營造團隊氛圍與文化的行動，這些行動涉及了領導者的決策與行事風格。一個組

織的領導者若能夠掌握組織內外部資源，並善用領導策略，組織將會運作的更有

效能（張慶勳，1996）。 

  組織發展是由高層管理者領導並支持成員，透過長期努力與同心協力，改善

工作團隊與團隊文化的歷程（French & Bell，1995）。組織能否有效運作，端看

領導者是否能夠瞭解組織成員的想法或行為（林明地、梁金都，2016）。 

  在教職員凝聚力方面，學者吳復新等人（2010）提出組織氣氛與文化反映的

是領導者風格與教育人員的處事作風，組織氣氛與文化將對成員產生滲透性的影

響力 

   綜合以上觀點，研究者總結如下：外部因素多為不可控制或具有強迫性的，

但組織發展的外部因素卻也能從環境趨勢的分析當中做推測並事先作好準備；內

部因素多為自我發起、自行引發改變的，組織發展的內部因素時常隨著組織領導

者的管理模式、組織成員的結構而改變，控制這些內部因素則需要經驗豐富的領

導者，方能帶領組織順利發展。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作為研究對象之三所獨立式中途學校分別以英文字母 A、B、C 做為

代號。A 校於 1998 年開始籌備，2000 年正式運作，受訪時 A 校學生人數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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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至 50 人，位於市中心附近熱鬧地區，周邊環境機能便利，步行約 10 至 15 分

鐘可抵達附近診所或商店；B 校則於 2001 年籌設，受訪時 B 校學生人數約為 10

至 20 人，B 校位於偏遠寧靜的山丘，學校附近居民不多、民風淳樸，周邊環境

機能較為缺乏，距離最近的醫療中心需要車程 10 至 15 分鐘方可抵達；C 校於

2008 年籌設，受訪時 C 校學生人數約為 20 至 30 人，位於純樸小鎮的稻田中央，

學校附近居民多以務農為生，民風純樸，周邊環境機能尚可，距離火車站步行 5

至 10 分鐘即可到達，車程 10 至 15 分鐘可抵達較熱鬧的小鎮市區。A、B、C 三

所獨立式中途學校至今 2017 年皆仍在運作中，有關 A、B、C 三校之內容整理可

參考表 3-1： 

 

表 3-1 

研究對象學校代號與簡介一覽表 

學校

代號 

籌備或創校時

間點 

受訪時學生人

數 

學校位置 

A 1998 年 約 40-50 位 市中心附近熱鬧地區 

B 2001 年 約 10-20 位 偏遠寧靜的山丘上 

C 2008 年 約 20-30 位 純樸小鎮郊外的稻田中央 

 

  另，因研究問題具備複雜度以及量化無法測量之內涵，本研究為質性研究，

採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法，邀請獨立式中途學校之組織成員參與研究，組織成員

包含現任或歷任的校長、管理住宿組之輔導主任、學務主任或住宿組組長以及住

宿生輔導員等中途學校組織中與住宿管理有關的成員。研究者將組織成員以代號

分類：高階領導者─校長（principal），以代號 P 代表；中階管理者（directors）─

管理住宿組之輔導主任、學務主任或住宿組組長，以代號 D 代表；第一線的執

行者─住宿生輔導員（boarder counselors），以代號 B 做為代表，受訪者編碼以學

校代號─該校受訪者受訪順序─研究參與者代號之順序做為編碼之規則。而本研

究實際邀請到 A、B、C 三校，共 8 位不同階層之受訪者在 2017 年 3 月至 6 月間

接受深度訪談，在組織階層層面來看：高階領導者 1 位、中階管理者 5 位、第一

線執行者 2 位；在中途學校工作年資達 3 年以上者 6 位，未達 3 年者 2 位。本研

究參與者之資料如表 3-2 所示： 

 

表 3-2 

研究參與者（深度訪談研究對象）資料 

編號 受訪時間 受訪者資料 職位角色 

A1D 2017 年 3 月 9 日 中途學校工作 3 年以上 中階管理者 

A2D 2017 年 3 月 9 日  中途學校工作 3 年以上 中階管理者 

B1D 2017 年 5 月 9 日 中途學校工作 3 年以下 中階管理者 

B2B 2017 年 5 月 9 日 中途學校工作 3 年以上 第一線執行者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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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D 2017 年 6 月 29 日 中途學校工作 3 年以下 中階管理者 

C1B 2017 年 3 月 3 日 中途學校工作 3 年以上 第一線執行者 

C2D 20176 年 3 月 19 日 中途學校工作 3 年以上 中階管理者 

C3P 20176 年 5 月 25 日  中途學校工作 3 年以上 高階領導者 

 

肆、中途學校行政運作的差異與產生差異之因 

一、中途學校行政運作的差異 

  根據受訪者分享關於其所屬學校的住宿生輔導員行政運作方式，本研究將行

政運作劃分為幾大項目：人力安排與配置方面－人力安排與配置、突發事件處理

原則（SOP）；行政運作方面－任用的條件與內容、書面檔案的建立、組織內外

的資源聯繫或溝通管道；職前與在職訓練－職前與在職訓練。 

  首先，在人力安排與配置方面－人力安排與配置，A 校、C 校以安排夜間或

假日課程，使夜間及假日之備勤人力增加，B 校以則是以教師於夜間、假日輪值

的方式增加人力；在人力安排與配置方面－突發事件處理原則（SOP），A 校與 C

建立完善的 SOP 制度，搭配經驗豐富的生輔員或校內團體課程來維持學生宿舍

的安定性，B 校亦有 SOP，但主要是因為人力安排的方式使宿舍若有突發狀況能

在第一時間馬上獲得妥善的處理。 

  再者，在行政運作方面－任用的條件與內容的部分，三所學校生輔員有不同

的任用管道，A校任用管道有約僱生輔員及委外人力生輔員，B校為約僱生輔員，

C 校則有約僱生輔員及公職生輔員，三所學校對於生輔員之任用管道雖然不同，

但任用條件卻極為相似，任用條件首重應變能力、相關經驗與人格特質，最後才

是學歷；在行政運作方面－書面檔案的建立部分，A、B、C 三所學校均建立 SOP

流程及生輔員工作手冊，惟是否須再因實際狀況調整之差別而已；在行政運作方

面－組織外的資源聯繫或溝通管道的部分，A 校與學校周邊環境資源的聯結最強，

B 校與上級主管機關的聯繫及溝通最為順暢， C 校在與上級主管機關溝通的方

面則耗費較多心力；在行政運作方面－組織內的資源聯繫或溝通管道的部分，A、

B、C 三所學校均發展了多種溝通管道，除紙本記錄外，亦透過日夜班交接的時

間，生輔員會議及行政會議等方式進行與日間教職員及專業人員的聯繫。 

  最後，在職前與在職訓練的方面，A、C 校均有職前訓練，職前訓練的方式

以現職生輔員或資深生輔員帶領新進生輔員在實際工作場域中與孩子相處為主，

B 校因為現職生輔員多數為資深生輔員，本研究之受訪者僅有遇過新進生輔員一

人，本研究並未搜集到有關於 B 校生輔員職前訓練的詳細內容。而 A、B、C 校

亦均有在職訓練，在職訓練方式有校內研習課程、督導、生輔員同儕間的經驗交

流、校外類似機構參訪等，在職訓練的內容則有醫療知識、情緒處理，行政事務

討論等，每個學校的在職訓練可能依據不同領導者、主管或實際需要而在研習課

程的安排上做調整，例如 C 校後續就沒有提供給生輔員相關的在職訓練資訊，



2017教育行政與政策國際學術研討會 
 

220 

 

亦無提供其校外參訪其他機構或學校的機會。研究者將中途學校行政運作之差異

以表 4-1 呈現如下： 

 

表 4-1 

中途學校行政運作差異之比較 

行政運作項目 A 校 B 校 C 校 

人力安排與配置 安排夜間或假日課程 教師於夜間假日輪值 安排夜間或假日課程 

突發事件處理原則

（SOP） 

完善的 SOP 制度與經

驗豐富的生輔員 

教師於夜間假日輪值

（第一時間給與協助） 

完善的 SOP 制度與校

內團體課程 

任用的管道 約僱生輔員及 

委外人力生輔員 

約僱生輔員 約僱生輔員及 

公職生輔員 

任用的條件 均重應變能力、相關經驗與人格特質，最後才是學歷 

書面檔案的建立 均建立 SOP 流程及生輔員工作手冊 

組織外的資源聯繫

或溝通管道 

與學校周邊環境資源

的聯結最強 

與上級主管機關的聯

繫及溝通最為順暢 

與上級主管機關溝通

耗費較多心力 

組織內的資源聯繫

或溝通管道 

均發展了多種溝通管道：紙本記錄、日夜班交接會晤、生輔員會議及行

政會議等 

職前訓練 資深人員帶領實習 未有足夠資料 資深人員帶領實習 

在職訓練管道 校內研習課程、督導、生輔員同儕間的經驗交流、校外類似機構參訪等 

在職訓練內容 醫療知識、情緒處理，行政事務討論等 

在職訓練執行 依據不同領導者、主管或實際需要而在研習課程的安排上做調整 

 

  由此可知中途學校行政運作差異的不同之項目主要有：人力安排與配置、突

發事件處理原則、生輔員之任用管道與組織外部的資源聯繫或溝通管道，而在職

訓練的執行層面則是依各校的不同領導者、主管之決策或實際需要而時時做調整，

可說是較常變動的一個項目。 

二、造成中途學校行政運作差異之因素 

  研究者根據受訪者的經驗分享，整理出造成我國各獨立式中途學校住宿生輔

導員行政運差異之因素有四：地域與周邊環境、領導者的決策與風格、教職員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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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力及上級主管機關的支持。 

  在地域與周邊環境因素上，A 校距離市區較近，C 校則次之，且 C 校周邊有

機能齊全的小鎮，B 校距離熱鬧的市區最遠，可說是最為偏遠的一所中途學校。

地域與周邊環境因素對於三所學校在人力安排與配置、突發事件處理原則兩項目

上造成影響。 

  領導者在生輔員的任用條件與內容中扮演決策者的角色，在書面檔案的建立

上扮演推動者的角色，另外因著領導者重視生輔員在職訓練的程度不同，有些領

導者重視生輔員的在職訓練以及提供生輔員校外參訪的機會，有些領導者則因為

其他考量，並未重視生輔員在職訓練或校外參訪機會，領導者的決策與風格對於

生輔員行政運作在任用管道與在職訓練執行的部分具有直接的影響力。 

  以突發事件處理原則的角度分析教職員凝聚力對於中途學校生輔員行政運

作差異之影響，發現三所中途學校中，B 校教師及行政人員的凝聚力最為緊密，

因為 B 校地處偏遠，學校教職員大多數均選擇住校，長時間的相處使 B 校教職

員產生緊密的同事情誼。因此在突發事件發生時，B 校除生輔員之外，教職員也

會全力協助事件之處理。 

  以組織外的資源聯繫或溝通管道的角度分析上級主管機關的支持項目。A 校

與上級主管機關在生輔員的任用管道上經過努力不懈的溝通後有所改善，並且 A

校與周邊環境的資源有強力的聯結。B 校與上級主管機關的溝通最為順暢，其上

級主管機關亦提供其足夠的資源去支持 B 校各方面的發展。C 校在與上級主管機

關溝通的過程中，遭上級機關以一般學校的角度看中途學校的困難。研究者以表

4-2 整理三所中途學校行政運作差異原因： 

 

表 4-2 

造成各中途學校行政運作差異之因素 

行政運作差異項目 A 校 B 校 C 校 

人力安排與配置 地域與周邊環境、教職員凝聚力 

突發事件處理原則（SOP） 地域與周邊環境、教職員凝聚力 

任用的管道 上級機關的支持 無變化 領導者決策風格 

組織外的資源聯繫或溝通管道 上級機關的支持 

在職訓練執行 管理者想法執行 領導者決策風格 領導者決策風格 

 

 

伍、建議與展望 

一、 領導者的決策與風格為重要影響因素 

  造成中學途校生輔員行政運作差異的內部因素有領導者的決策與風格與教

職員凝聚力。內部因素較外部因素易由組織內部的人員自我控制與改善，而教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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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凝聚力又受到領導者的決策與風格間接影響，可見領導者對於中途學校生輔員

行政運作擁有重大影響性。 

  中途學校中的每一項運作可說是環環相扣的，日間的教學與課程影響學生的

學習與知識涵養、技能訓練使學生能夠在離校時有一技之長、輔導專業人員提供

給學生的協助能使學生在安置期間逐步適應與穩定、總務與庶務單位掌管了學生

的吃、住、穿等生活日常、財務與主計單位則控管所有的經費來源與支出，夜間

與學生如母親與家人般相處及照顧、保護的則是生輔員。校園中的每一個工作者

均有其專屬的角色功能，如何協調這些工作人員並使其發揮它應有的功能，則由

領導者的決策與風格所帶領。 

  中途學校的孩子因為背景特殊，他們其實極為敏銳，為了在新的環境中求得

「生存」與「自由」，孩子常常揣摩中途學校工作人員的心思，工作人員在觀察

孩子的同時，其實也被孩子觀察著。因此中途學校中任何微小的變化與事件，他

們都能夠深刻的感受，領導者所做的任何決策也與孩子的生活息息相關，因此領

導者更需慎思，並做全盤的考量與規劃，亦可適時尋求工作人員的意見，再做出

適當的決策。 

二、 雙向溝通的期待 

  本研究發現，上級機關的支持將影響中途學校生輔員行政運作的任用管道及

向外溝通及資源聯結的部分。雖看似僅影響兩個項目，上級機關對於中途學校的

性質理解與否、支持與否，其實影響了一個中途學校的整體運作。 

  中途學校生輔員行政運作上在與上級主管機關溝通時，經常面臨的問題是：

上級主管機關認為中途學校就像一般的學校一樣，因此只要有一般學校的配備就

足夠，這些配備指的是人力、經費或教學資源等，或許這也是一種數據本位的思

考模式，認為學生人數少，因此資源也應該要相對減少。 

  然而他們並沒看見的是，學生的特殊性質與全時全日安置保護的中途學校住

宿性質。一個人的生活所需是如此多元而細緻，從 Abraham Harold Maslow 的需

求理論便能夠輕易的發現，當一個學生進入中途學校生活時，所有工作人員與各

個角色功能的專業人員都在為這位學生的生活與成長所需而努力著。即便只有一

位學生，中途學校就是不能沒有這些專業人員的存在，因為只要缺少一個，學生

的生活便會有所缺失。 

  因此上級主管機關對於中途學校的理解是相當重要的，除了中途學校需要加

強與上級主管機關的溝通、適時揭露自己的困境與需要之外，中途學校同時也需

要被上級主管機關理解，如此才能進行有效的溝通，共同解決現狀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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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原住民族族語教育發展分析 
 

陳家慧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教育研究所碩士生 

 

摘要 

  臺灣是個多元族群的社會，各族群有著自己的語言，而原住民更是居住最久

的族群。然而，臺灣因外來政權的殖民，以及教育的普及和媒體的發展，使得原

住民族語言迅速的流失。語言是族群認同和歸屬的象徵，若失去語言等同於失去

了自己的文化。 

  本文透過瞭解臺灣原住民族族語政策的發展分析，再探討原住民族族語教育

復振運動之推展，接著以原住民族委員會現今推動的工作來檢視原住民族族語教

育推動現況，最後在族語教材、師資培育以及國中小族語教學課程做綜合討論，

提供未來原住民族族語教育相關政策的參考。 

 

 

關鍵字：族語教育、原住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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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f Taiwan Indigenous 

Language Education Development 
  

Abstract 

 

  Taiwan is a multi-ethnic society, the ethnic groups have their own language, and 

the indigenous peoples are the longest-lived ethnic groups. However, due to the 

colonization of foreign powers, as well as the popularity of educ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edia, making the rapid loss of indigenous language. Language is 

a symbol of ethnic identity and attribution. Losing language is equivalent to losing 

their own culture.  

  Through analyzing of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ese indigenous language polic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romotion of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indigenous language 

education, and then examin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indigenous language 

education by the work of the Council Of Indigenous Peoples , the aboriginal language 

materials, teacher training system and the school aboriginal language teaching courses 

to do a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 that may provide the reference of indigenous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Key words: Indigenous Language Education, Indigenous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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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臺灣是一個多元族群的社會，各族群有著自己的語言，然而在過去的幾十年

裡，隨著教育的普及以及各類媒體的發展，使用著單一的語言，傳授著標準的知

識。而許多族群的語言、習俗、音樂與藝術卻迅速的流失。在這些族群中，原住

民族是最早定居在臺灣卻是處於文化和經濟上最弱勢的一群。 

    趙素貞曾指出「臺灣原住民族的語言發展，始終受到政權的影響，長期被殖

民語言及國語化政策所宰制。」（2014，頁 55）就歷史脈絡的發展，從日據時

期開始，原住民族各族群間溝通都使用日語，直到光復後臺灣則改對原住民族進

行「去日本皇民化」與「中國化」的國語教育（周水珍，2008），接連兩種語言

政策的施行造成各族群的語言和文化逐漸流失。 

    台灣原住民族至今仍保有自己語言者有十六族，（2014年 5月，台灣原住

民加入拉阿魯哇族和卡那卡那富族，由十四族成為十六族），這十六個族群的文

化和語言是原住民為了適應台灣生態環境所發展出來的，這些資產都是臺灣建構

多元文化的珍貴元素。 

    當前臺灣的原住民族語教育在制度上還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舉凡族語課程

教材、族語師資培育和族語教學等等，教師教學時無法真正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

學生在族語的學習則是因應「族語加分」政策而產生短暫性且不扎實的學習熱潮，

致使學生發生考過就忘的窘境。因此，本文從了解臺灣原住民族語教育政策的發

展，原住民族語復振運動中族語教材的編撰、族語師資的培育、及國小族語教學

的推動，以及族語教育實施現況作探究，透過制度及現況的比較，並提出筆者淺

見以作為未來原住民族語教育的推動與修正之參考。 

 

貳、臺灣原住民族語教育政策的發展 

  臺灣是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因為族群多、語言文化更是相當豐富。洪志彰

（2006）在研究中提到，由於以漢族為中心的教育政策及使用國語為官方語言和

學校用語的語言政策，都是造成台灣原住民各民族的語言及文化逐漸消失的原因。

臺灣光復後，國語政策大力的推行，深深影響臺灣其它語言相關政策的演變，包

括閩南語、客語和原住民語言，當時，除了國語以外的其他語言都被禁止使用，

直至近年來講求本土化和多元文化，原住民的族語問題才漸漸受到重視。 

  綜合許多文獻，本段在討論原住民族語政策發展演變的階段，採用趙素貞

（2014）將臺灣光復後有關族語教育的政策，依時間先後次序及重大政策公布的

年度的分法，歸類為五個時期：兼用族語期（1945-1949 年）、獨尊國語期（1949-1987

年）、族語復振期（1987-1998 年）、族語法制期（1998-2005 年）及族語發展期（2005

年至今），並綜合鄭惠美（1998）的研究分別說明各時期政策推展的情況。 

一、臺灣光復至 1949 年：兼用族語期（1945-19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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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 年臺灣光復後，尚未有針對原住民母語政策訂定的法令或政策，國民

政府開始實施山地平地化政策，此時期以推行國語和去除日本化為主，1946 年

將「蕃童教育所」改為國民學校，同時為使國語能順利推行，允許學校教學時兼

用原住民語言。 

二、政府遷臺至 1987 年：獨尊國語期（1949-1987年） 

  1949 年政府遷臺頒布施行「山地教育方針」，第一條即規定「徹底推行國語，

加強國家觀念」，政府在山地鄉開始積極推行「說國語運動」，禁止臺灣各族群講

母語、規定教學不得使用母語。甚至在 1973年推出的《山地鄉國語運動法令》

中第一條即規定：「為了廣泛推行母語，我們必須除去山胞講日語及母語的習慣，

灌輸山胞國家文化的觀念」，明白指出要去除原住民母語使用的習慣，原住民族

語逐漸消失。 

三、政府解嚴至 1998 年：族語復振期（1987-1998年） 

  1987 年政府解嚴後，臺灣興起鄉土語言復振的風潮，1988 年省政府頒佈「台

灣省原住民社會發展方案」，對原住民相關事物開始以開放尊重的態度處理。直

到 1992 年配合國家六年計畫，制訂「發展與改進山胞教育五年計畫」，在計畫綱

要中，才開始有母語輔助教學的規劃，其中由教育部委請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

所李壬癸教授編定原住民各族語言符號系統，是落實母語教學之第一步（鄭惠美，

1998）。1993 年教育部特別針對原住民的語言及教育方面給予實質上的鼓勵與獎

助，並於同年正式宣布母語教育將列入國民中小學正式教學活動中，但教學用語

及共同語文仍以國語為主，族語教育仍處在附屬地位，亟待復振。 

四、原住民教育法實施至 2005 年：族語法制期（1998-2005年） 

  1998年公布《原住民族基本法》，奠定族語教育政策的法制規範，1999年通

過《教育基本法》，規定原住民教育依法令予以特別保障並扶助發展。原民會亦

在1999年教育文化施政的重點裡，提出「原住民族文化振興發展六年計畫」，振

興內容包括：建立原住民族語言符號系統、編纂語言辭典、編纂語言教材、培養

語言師資、製作語言教學視聽媒體，以及推展語言教學及傳播。此時期種種族語

法治的制定，可以看出政府在解嚴後，對原住民母語問題尊重的態度，並逐漸邁

向多元文化。 

五、原住民基本法通過後至今：族語發展期（2005年至今） 

  2005 年通過《原住民族基本法》，教育部和原民會共同修改《升學優待辦法》

並增訂族語但書，於 2007 年開辦學生族語認證考試，以政策權力來推動學生學

習族語，接著於 2010 年開始遞減升學優待加分比率，而學生族語認證考試則變

成原住民學生升學優待的門檻，透過通過族語能力認證，才能享有升學加分的權

益。近年來，已經有許多學者關心原住民族存續問題並提出呼籲，以「語言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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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消失」的論點，強調族語的重要性，為了傳承並保存原住民族語言。2016

年更通過《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草案》，未來原住民可以用族語書寫公文；同時，

為了讓族語教育傳承下去，草案也規定以專職方式聘用族語師資來保障原住民族

語教師的待遇。經由以上關於族語發展的政策演進，可以看出臺灣自從邁入尊重

原住民族多元文化以後，復興族語的運動始終受到原住民社會以及政府的高度關

注。 

 

參、原住民族語教育復振運動推展之探討 

  1987 年開始，臺灣在原住民語言復振風潮下產生了諸多族語復振政策，包

括族語研究、族語課程、族語教材編撰、師資培育、族語認證、族語競賽活動等

等。黃美金（2014）的研究中曾提到，原民會與教育部也進行多次跨部會合作，

特別是在族語教材編撰、族語師資培育、及國小族語教學推動的方面。以下就這

三個部分，分別說明其推展現況。 

一、族語教材編撰 

  臺灣在族語教材的編撰工作自解嚴後未曾間斷過，根據黃美金（2007）的研

究，將族語教材的編撰工作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由個人、民間團體和各縣市政府部門來編輯，雖然教材內容多元

且生活化，但教材中書寫符號常有不適當或是出現錯誤，甚至教材內容欠缺族群

文化特質，所以不完全適用族語學習者。第二階段則是配合鄉土語言政策，由教

育部負責主編，成為國內第一套最具規模的族語教材，但因為教材編輯人員不斷

更迭，故編輯理念無法延續而結束。 

    第三階段因應九年一貫課程實施，教育部與原民會完成了合編的「九階教材」，

做為原住民族學生的學習教材。這是族語教學上首次大規模編輯教科書的創舉，

各地的族語教師、原住民學生，從此在教授與學習上有了依據（劉宇陽，2014）。

第四階段的教材是由原民會特定「原住民族語言教材編輯四年計畫」，編輯四套

十二冊族語教材，包括字母發音篇、生活會話篇、閱讀書寫篇、文學創作篇等，

目前已經完成前三篇的編輯，進入文學創作篇的撰寫。 

    為因應網路時代潮流，營造學習族語更好的環境，原民會更將現有所有族語

教材統整、數位化，並上傳至原住民族語學習專屬之入口網站「原住民族語E樂

園」，希望這些教材能夠讓原住民學生透過科技的輔助和豐富的學習素材來學習

族語。 

二、族語師資培育 

  教育部為因應九年一貫鄉土語言教學之實施，積極研擬「原住民族語種子師

資培訓課程」，然而根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06）在原住民族語言振興六

年計畫中的研究發現，現職的原住民教師之族語能力幾已喪失，根本無法勝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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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故實際上族語課程大多係由原住民族語支援工作人員教學。 

  黃美金（2011）則指出教育部、原民會、及各縣市教育局（處）及國教輔導

團為了想要順利推展族語教學，協助舉辦許多族語師資培訓的相關研習。不過這

些研習基本上都不是強制性，仍有很多在職之原住民籍族語教師並未參加此類研

習，而族語能力不佳之在職原住民籍族語教師，也未被強制加強學習族語。我們

也都知道一位稱職的族語教師需要有專業素養，而這師資之養成若只依靠數十小

時的研習其實是不夠的。另外，原民會自2008年開始以有族語師資培訓，分成「合

格人員研習班」及「族語教學進階研習班」兩種班別，至於族語師資培育相關學

程，目前除了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有較完整之原住民族語言文化教育學

程，再來就是新北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學有開設原住民族語言與文化學程。 

  近年來，教育部在「發展原住民族教育五年中程個案計畫（105-109年）」中

有精進原住民族教育師資專業發展的規劃，針對103年訂定發布「原住民族教育

師資修習原住民族文化及多元文化教育課程實施辦法｣，計畫於104年至106年調

訓八千名教師，並自103學年度將「多元文化教育」納入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且

補助14所師資培育之大學辦理原住民族地區中小學地方教育輔導。為落實原住民

族語言文化之傳承，教育部於104年修正發布「師資培育公費助學金及分發服務

辦法」，明定原住民籍公費生畢業前應通過原住民族語言能力分級認證考試中級

及應於部落服務實習達8週，可見教育部對師資培育的重視。 

三、族語教學推動 

  從教育政策推動來看族語教學，我們可以發現教育部已將閩南語、客家語及

原住民族語統稱為九年一貫課程中的「鄉土語言」，並擬訂了課程綱要，然而這

些語言教學國小教學所分配到的時間，每週僅有一節四十分鐘時間來教授族語，

實屬不足。國家研究院（2011）研究指出，仍有不少學校認為族語教學並非正式

課程，故未像其他課程一樣提供給族語教師上課所需的必要設備；而族語教師也

常常反應教學場地不穩定，甚至教室環境不佳，影響教學的品質。 

  教育部近期在「發展原住民族教育五年中程個案計畫（105-109年）」中辦理

族語向下紮根計畫，並自103年度起推動沉浸式族語教學幼兒園試辦計畫。學校

方面，在校內推動族語教學的部分，則是辦理族語學習普及班及取得族語認證專

業課程研習班，補助國中小開設族語課程。另外，建置原住民族語有聲教材資源

網站，持續印製配發9階教材予各縣市政府提供國中小學校使用。規劃辦理族語

融入各種課程教學之課程實驗及研習，以創新族語教學活力；設立族語學校與研

究機構，以進行族語教學實驗與研究並編訂合宜之族語教材。 

 

肆、原住民族語教育推動現況 

  原住民委員會（以下簡稱原民會）自成立以來，一直致力於推動原住民族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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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其中特別強調振興語言及母語政策，以下根據趙素貞（2014）的研究並與

原民會現今推動的工作來做綜合檢視： 

一、實施「原住民族文化振興發展第 3期 6年（103至 108年度）計

畫」 

  此計畫源自1999年執行的「原住民族文化振興發展六年計畫」，現今族語振

興和文化振興計畫已分開，「2014～2119年原住民文化振興發展第三期六年計畫」，

此計畫的主要目標乃是以藉由文化的復振與活化，重新建構原住民族多元文化和

文化主體性。 

二、訂定「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辦法」 

  2001年依《原住民族基本法》規定而訂定，2013年修正辦法並自2014年實施，

將族語能力認證分為為初級、中級、高級及優級，參與考試者不限國籍、族別及

年齡報考，認證方式有兩種：測驗和審查，並於2016年公布施行。 

三、辦理「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工作與原住民學生族語考試 

  2001年開辦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工作，2007年發布「原住民學生升學優待

取得文化及語言能力證明要點」，並開辦原住民學生族語考試，2013年將考試分

成國中級與高中級考試，2014年起，因刪除升學優待名稱將學生族語考試併入此

分級測驗辦理。原民會為推動族語向下扎根及提倡族語學習風氣，在105年度特

針對就讀國民小學（含）以下之考生規劃獎勵方案。就讀國民小學（含）以下之

考生於考試當日完成所有認證科目，即贈予精美實用獎勵品一份，期望能藉此鼓

勵學生參與考試測驗。 

四、推動族語家庭化、部落化 

  此推動主要是從中央到各縣市地方政府，並結合民間團體，設置「語言巢」

或「部落教室」，以及辦理「族語文化成長班」和「族語文化生活體驗營」，以達

成復育族語之目標。這幾年下來，許多縣市政府都設置有語言或文化教室，其中

以台北市推動十年以上歷程的母語教學「語言巢」最為著名。 

五、執行「原住民語言振興第二期六年計畫」 

  此計畫以語言權的實踐為基礎，依口說與書寫並行，以及語言保存、傳承與

發展的脈絡推動。由於此計畫主導著現在與未來的族語教育，故列為本研究最重

要的政策文本。現今已經推展到「原住民族語言振興發展第二期六年計畫」，其

奠基在「原住民族語言振興六年計畫」上，繼續強化各項原住民族語言復振措施

之執行力度與深度。 

 

伍、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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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族語言的復振是政府落實保障原住民族語言人權的國家義務，趙素貞

（2014）也曾提到，族語政策在制定推動之初，是為了回應原住民讓母語從部落

活化並傳承。然而，有鑑於族語教育政策至今未能解決族語流失的問題，本研究

提出的建議如下： 

  在族語教材和師資培育的部分，根據政策的發展和現況的分析可以得知，目

前是持續在進行中，「族語教材」已經編撰到最後階段，就等待編寫完成；而「師

資培育」則是在「發展原住民族教育五年中程個案計畫（105-109年）」中規劃進

行，師資的培養並非馬上就能看見結果，期待透過新的計劃和族語能力認證的雙

重把關下，能讓族語教師的稱職度勝任教學。 

  在國中小族語教學課程中，學校需要做全面的規劃，向全校師生宣導族語的

重要性，並佈置校園環境，若是能讓部落和學校同時進行族語教學，不僅能讓學

生有語言的環境，除了在學校能夠使用族語交談，回家也不至於欠缺使用時機，

讓族語落實家庭化，進而能發展成社區化。 

  許多學者曾指出，原住民族語教學在師資、教材、教法、授課時數、經費、

學習態度等方面的困境，族語課程現今已成為正式課程，在授課時數一直被諸多

學者批評的情況下，是否能以增強教學科目之間的聯繫，把與族語教學有相關的

科目一起做全面的規劃，譬如：在音樂課學習用族語唱歌，在美術課學習部落傳

統技藝…等，在教學中加入文化回應的元素，以學生先備的知識經驗作為教師教

學與學生學習的管道，藉此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和表現。 

    面對台灣原住民族語嚴重流失的困境，以及多種語別的複雜性，政府必須不

斷檢視、及時修正已實施之各項族語復振計畫，為台灣原住民族語的保存與發展

開創新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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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中學專任輔導教師制度 

及輔導工作困境之探討 
 

 

黃玠婷 

花蓮縣立三民國中教師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民中學設置專任輔導教師後，輔導工作之困境。 

本研究採用觀察法，發現國民中學輔導工作困境如下： 

一、從行政層面來看，輔導行政人力不須專業。 

二、從設備層面來看，仍有學校未設置諮商室。 

三、從組織層面來看，三級輔導工作概念不清。 

四、從倫理層面來看，雙重角色對諮商有負面影響。 

五、從專業層面來看，輔導教師需要督導協助。 

 

 

關鍵字：專任輔導教師、輔導工作、輔導工作困境 

 



2017教育行政與政策國際學術研討會 
 

234 

 

The Study of School Counselor in 

Junior High School and Predicaments of 

School Guidance 
 

 

 

Huang Chieh Ting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predicaments of school guidance 

after adding school counselors in junior high school. 

  This study took observation as a major method. 

  The research result shows: 

1. The counseling administrators don’t have to be professional. 

2. In some schools, there are no counseling room. 

3. Many teachers don’t understand the concept of school guidance. 

4. The dual relationship has negative impact on counseling. 

5. The school counselors need supervision assistance. 

 

 

Keyword: School Counselor, School Guidance, Predicaments of School Guidance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JTS57p/search?q=kwe=%22counseling%20administrators%22.&searchmode=basic


2017教育行政與政策國際學術研討會 
 

235 

 

壹、前言 

回顧我國學校輔導工作，可從 1979 年教育部頒布《國民教育法》說起，該

法明訂國中小各校必須設立輔導專責處室及輔導人員，可見政府開始重視學校輔

導工作。可惜，後續推行的各項政策並未使學校輔導工作設置更加完備，反而造

成輔導行政業務增加並降低輔導工作的專業性（吳芝儀，2005；張麗鳳，2008）。

直至 2011 年，由於校園霸凌事件層出不窮，迫使政府正視學校輔導工作之重要

性，並通過《國民教育法》修正案（王嫈慧，2013；吳芝儀，2005；許育光，2013；

郭岱喬，2017），此法為國民中小學設置專任輔導教師之法源依據。 

輔導是全體教師共同推行之全校性工作，《教師法》第 17 條即明訂「教師負

有輔導或管教學生，導引其適性發展，並培養其健全人格之義務」（「教師法」，

1995）。況且，輔導教師並非萬能。研究者擔任國民中學專任輔導教師一職，深

感輔導工作現場仍存在許多困境，本研究旨在探討國民中學輔導工作困境並提出

建議。 

 

貳、專任輔導教師制度 

「學校輔導工作」指的是發生在學校的專業助人工作（吳武典，1980；宋湘

玲、林幸台、鄭熙彥，1997；葉一舵，2013）。但設置專任輔導教師之前，具有

專業輔導知能的輔導老師在學校的主要工作是教學，而非學生輔導工作。在教師

編制較少的小型學校，甚至可能沒有專業輔導教師。 

設置專任輔導教師是我國學校輔導工作一個重要的里程碑，這表示全國每所

國中至少有一名專業輔導人力，對於推動輔導工作無疑是一大助力。本段將就四

個層面探討國民中學專任輔導教師制度，依序為相關法規、員額編制、資格認定、

工作內容。 

一、專任輔導教師之相關法規 

制度的推行與法規息息相關，研究者將國民中學專任輔導教師法規沿革整理

如表 1。經由法規的頒布及修改，設置專任輔導教師的依據、員額編制、資格認

定、工作內容等正逐步完善。 

 

表 1 

國民中學專任輔導教師法規沿革 

年代 法規沿革 

1981 
頒布《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編制準則》，將輔導教師納入國民

中學員額編制中。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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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公布《國民中小學教育人員甄選儲訓遷調辦法》，規定國中輔導主任應具一般主任資

格及輔導專業知能。 

1983 
修正《國民中學輔導活動課程標準》，規定輔導教師應由輔導本科系或相關科系畢業，

受過輔導專業訓練的教師擔任。 

1994 
修訂《國民中小學教育人員甄選儲訓遷調辦法》，取消國民中小學輔導主任應具輔導

專業知能之規定。 

1999 
修改《國民教育法》，規定國民中學應設輔導室或輔導教師、輔導主任及輔導教師以

專任為原則。 

2002 

提出「國民中小學組織再造及人力規劃試辦方案」，許多試辦學校將「輔導室」與「訓

導處」併為「學務處」，或在「學務處」下設「諮商組」代之。此舉大大降低輔導行

政地位。 

頒布《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規定學校應具備心理測驗室、諮商室、團體輔導室。 

2009 
修正《國民中小學教師授課節數訂定基本原則》，規定專任輔導教師原則上不排課或

比照教師兼主任之授課節數排課。 

2010 

公布《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增置國中小輔導教師實施要點》，自 99 學年

度起補助國民中學增置輔導教師。並附「學校三級預防輔導模式與輔導教師之角色功

能表」，各縣市據此規劃輔導教師工作內容。 

2011 
修訂《國民教育法》，將專任輔導教師納入國民中學員額編制。自 101 學年度起，於

五年內逐年完成設置。 

2014 頒布《學生輔導法》，明訂學校輔導工作體制、組織編制及業務內容。 

2016 公布《學校輔導工作場所設置基準》，對學校輔導工作場所有詳細規準。 

資料來源：修改自葉一舵（2013）。台灣學校輔導發展史。新北市：心理。 

二、專任輔導教師之員額編制 

我國首次將專任輔導教師納入國中教師編制是「每校置一人，二十一班以上

者，增置一人（「國民教育法」，2011）。」2014 年通過《學生輔導法》，明訂國

民中學專任輔導教師員額為「國民中學十五班以下者，置一人，十六班以上者，

每十五班增置一人（「學生輔導法」，2014）。」 

從 2011 至今，政府對國民中學專任輔導教師員額規劃是增加的，可見欲強

化學校輔導工作之意圖。 

三、專任輔導教師之資格認定 

輔導是極具專業性之工作，輔導人員必須接受過輔導專業訓練，我國對於專

任輔導教師之資格有明確規定（「學生輔導法」，2014）： 

（一）於 101 至 105 學年度，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1.輔導諮商心理相關系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314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27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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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組畢業（含輔系及雙主修）且具中等學校合格教師證書。2.中等學校輔導（活

動）科／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輔導活動專長教師證書。 

（二）自 106 學年度起，應具有中等學校輔導（活動）科／綜合活動學習領

域輔導活動專長教師證書。 

四、專任輔導教師之工作內容 

我國學校輔導工作分為三級，研究者將三級輔導工作中輔導教師之工作內容

整理於表 2。教育部明訂專任輔導教師為二級預防之主要負責推動者、一級及三

級預防之提供支援與協助者，並列出執掌功能（「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

置國中小輔導教師實施要點」，2016）。依據此要點，各縣市政府規劃該縣市輔導

教師工作內容，研究者所在之花蓮縣規劃如下（「花蓮縣國民中小學輔導教師人

力設置要點」，2012）： 

（一）實施學生個別諮商輔導，每週至少晤談 8至 12人次。 

（二）針對學生性格發展、學業學習、生涯發展與社會適應等個別需求，實

施介入性輔導措施，即小團體輔導（含規劃、執行、成果製作等事項），

每學期至少一團，每團 8至 12次。 

（三）協助心理測驗的施測與解釋（如職業、興趣、性向測驗等）。 

（四）學校心理危機事件的介入與輔導。 

（五）重大事件發生後之心理復健與團體輔導。 

（六）實施高關懷群學生之辨識與篩檢，並作輔導資源整合、個案管理及轉

介服務。 

（七）視輔導個案之需求，會同行政人員或導師進行家庭訪視或約談。 

（八）提供家長、教師輔導與管教相關知能之諮詢服務。 

（九）針對轉介三級之偏差行為及嚴重適應困難學生實施個案管理及資源整

合。 

（十）參加本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之輔導教師專業工作坊，及教育處辦理的

團體督導。 

（十一）學校或輔導室所交辦之相關輔導工作。 

 

表 2 

學校三級輔導體制中輔導教師之執掌功能 

輔導體制 目標 輔導教師之職掌 

初級預防 提昇學生正向思考、情緒與壓力

管理、行為調控、人際互動以及

生涯發展知能，以促進全體學生

心理健康與社會適應。 

1. 規劃全校心理衛生活動。 

2. 規劃輔導活動相關課程。 

3. 提供學生學習及生涯輔導之相關活動與課程。 

4. 規劃教師輔導知能訓練及心理衛生課程。 

5. 規劃親職教育活動。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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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辦理及協助導師辦理團體心理測驗之施測與

解釋。 

7. 輔導資料之建立整理與運用。 

8. 協助學生適應環境，增進自我認識及生活適應

的能力。 

9. 參與學生輔導工作的執行與評鑑。 

10. 提供家長及教師輔導與管教相關知能之諮詢

服務。 

二級預防 早期發現高關懷群，早期介入輔

導。 

1. 實施個別諮商與輔導。 

2. 特定族群學生之團體輔導。 

3. 個別心理測驗的施測與解釋。 

4. 學校心理危機事件的介入與輔導。 

5. 重大事件發生後之心理復健與團體輔導。 

6. 校內輔導團隊的聯繫與整合。 

7. 協助建構輔導資源網絡。 

8. 協助中輟學生之輔導。 

9. 個案之家庭訪視及約談。 

10. 特殊家庭的訪問協調與輔導。 

11. 提供親師輔導資訊與輔導策略。 

12. 適應不良、行為偏差學生之個案建立與輔導。 

13. 個案管理。 

三級預防 1. 針對偏差行為及嚴重適應

困難學生，整合專業輔導人

力、醫療及社政資源，進行

專業之輔導、諮商及治療。 

2. 在學生問題發生後，進行危

機處理與善後處理，並預防

問題再發生。 

1. 支援重大事件發生後之心理復健與團體輔導。 

2. 學生嚴重行為問題之轉介，及依個案學生狀況

適時與專業輔導人員進行合作之輔導與追蹤。 

3. 精神疾病及心理疾病學生之轉介，及依個案學

生適時與專業輔導人員進行合作之輔導與追

蹤。 

資料來源：修改自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置國中小輔導教師實施要點（2016年 9月 21

日）。 

 

參、國民中學輔導工作困境 

教育部 2014 年發布《學生輔導法》明訂學校輔導工作體制、組織編制及業

務內容；且各項法規一一上路，專任輔導教師制度逐步完善。然而，學校輔導工

作就此一帆風順嗎？本段便以研究者在實務現場的觀察，分各層面列出國民中學

輔導工作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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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行政層面來看，輔導行政人力不須專業 

雖然現今法規訂有專任輔導教師之輔導專業資格標準，但卻未對輔導行政人

員有輔導知能之限制，導致外行領導內行的狀況（張麗鳳，2005）。且行政人員

由教師兼任，在教學及行政工作中疲於奔命，即使明訂「輔導主任或組長、輔導

教師及專業輔導人員，每年應接受在職進修課程至少十八小時（「學生輔導法，

2014」）」，卻未有明確懲處，導致輔導行政人員的輔導研習時數不一定有達到標

準，藉由研習加強專業知能的規劃未能落實。 

二、從設備層面來看，仍有學校未設置諮商室 

輔導工作場所是指進行學生輔導及諮商的場地，也是學生輔導工作的基本設

施。教育部 2002 年即對學校輔導場所有所規定，但受限於舊有建築規劃，至今

仍有學校未設置符合規定的獨立個別諮商室及獨立團體諮商室，造成輔導工作執

行上的困難。 

以花蓮南區六所國中來說，其中四所學校個別諮商室和團體諮商室是共用空

間，甚至有用現有空辦公室直接當成諮商室的情形。除了無法營造安心及不受打

擾的隱密空間，輔導教師及專業輔導人員還需協調輔導時段以避免無諮商室可用

之窘境。 

三、從組織層面來看，三級輔導工作概念不清 

初級輔導是全體教師之職責，但因課務繁忙，難以透過研習增進教師之輔導

知能。三級輔導概念不清的學校人員認為專任輔導教師是學校整體輔導工作專責

人員，只要跟「輔導」有關的工作皆認為是輔導教師之職責。輔導教師也感受到

學校人員的過度期待，形成壓力（王嫈慧，2013；葉明雯，2016）。 

由於學校員額不足、缺乏輔導專長教師授課，可利用來推動初級輔導的輔導

活動課程面臨配課或招聘代課、鐘點教師的情形，大多是無輔導專業知能之師資，

造成初級輔導在課程上的缺失。 

四、從倫理層面來看，雙重角色對諮商有負面影響 

諮商要有效能，個案與輔導教師是否形成信任關係是一大因素。時常有學生

分享他們願意說出心裡的感受，是因為輔導教師比起一般老師的「管教」形象較

少。專任輔導教師原則上不授課或比照教師兼主任之授課節數排課（國民中小學

教師授課節數訂定基本原則，2009）。輔導教師若授課可利用課堂時間觀察學生，

增進對學生的了解，但研究者在學校服務的經驗顯示授課的弊多於利。不授課讓

輔導教師專注於二級輔導並可隨時因應危機事件之處遇，也避免產生「接納包容

的輔導教師」與「管理課堂的授課教師」之雙重角色。若混淆此兩種身分，較難

建立穩定的諮商關係，對輔導效能產生負面影響（呂羿慧，2009；張瑋姍，2010；

蘇芷宥、黃琪媛、吳芝儀，2016）。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27214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27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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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從專業層面來看，輔導教師需要督導協助 

輔導是非常專業的工作，輔導人員也需要接受督導，法規亦明訂輔導教師必

須參加專業知能進修（「學生輔導法」，2014）。各縣市自行規劃輔導教師之督導

採取團體形式，分組的方式不公開、未考量督導者與輔導教師之適配性、團體督

導的不安全感，使得參加團體督導的收穫因人而異，輔導教師欲接受專業督導協

助，只得自費尋求專業督導協助。 

 

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我國學校輔導工作發展由來已久，近年來的政策重點在強化二級輔導；國民

中學陸續招聘輔導人力，但輔導行政及組織仍維持一樣的體制及運作模式。輔導

教師在孤軍奮戰的情形下，學校輔導工作的困境不可能奇蹟似地改善。然而，若

能獲得行政人員支持，由輔導教師提供專業意見，結合全校教師的力量，輔導工

作才有更完善的可能。 

二、建議 

輔導工作的當務之急為增強輔導行政人員及全體教師輔導知能，學校形成有

專業共識之輔導團隊，行政人員規劃活動時以輔導專業為考量、全體教師有初級

輔導概念，學校輔導工作的推行即能事半功倍。研究者的求學經驗感受到許多教

師習慣以訓導的態度面對學生，除了針對在職教師舉辦輔導知能研習，建議在師

資培育階段即把「輔導原理與實務」列為必修學分，且以教師能夠在教學現場應

用之輔導技巧為教學內容，使全體教師能夠有基礎輔導概念及技巧。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建議調查輔導工作場所之現況，並編列預算讓學校建構

符合規定之輔導場所。至於輔導倫理的顧慮，建議輔導教師原則上不授課，若授

課則該班級之個案由其他輔導教師接案，盡量避免雙重關係對諮商之影響。而授

輔導活動課程之教師應確實參加教育部規劃之「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師關鍵能力

36小時研習」，透過該研習了解綜合活動課程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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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辦民營實驗教育政策評析與探索 

 

黃維昭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碩士生 

 

摘要 

2014 年實驗教育三法通過後，解決了以往公辦民營學校因法源不足的問

題，因此，我國的實驗學校數量在近三年裡，以十分迅速的速度增長。而在

這些實驗學校中，公辦公營實驗學校占絕大多數，而公辦民營實驗學校之數

量，則只有些微增長。本研究主要透過《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委託私人

辦理條例》與相關文獻報導的檢視與分析，對公辦民營實驗教育之現況以及

面臨問題，進行探索，並提出相關建議。 

 

 

關鍵字：實驗教育、公辦民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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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Exploration on 

Experimental Education Policy of 

Private Management of Public School 
 

Ｈuang Wei-Chao 

 

Abstract 

After three-type acts of experimental education was passed in 2014, the problem 

of deficiency of our law regarding private management of public school was solved; 

therefore, the numbers of the experimental schools in Taiwan have been increasing 

rapidly in three years. In those experimental schools, however, the majority was the 

publicly owned, compared with the number of private management of public school 

which just increased slightly. Thus,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explore and 

discus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n experimental education of private management of 

public school and the problems which are going to be encountered by looking into the 

regulation, “Enforcement of the Act Governing the Commissioning of the Operation 

of Public Elementary and High School to the Private Sector”, and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also providing some suggestions about the issue. 

 

Key words: experimental education, private management of public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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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在少子女化的趨勢與影響下，我國各地國民中小學之新生入學人數普遍銳減，

而這樣的情況，在各地偏遠地區之中小學尤為嚴重。因為如此，全國各地之偏鄉

小校普遍也面臨到裁併校之危機；而較為繁榮地區或都市型學校，雖因學校規模、

人口、資源等各項優勢的影響下，所面臨之裁併校威脅較偏鄉小校要小，但在這

樣的環境下，學生人數逐年下降，已經是全台各地中小學所共同面臨之挑戰了。 

另一方面，在這樣普遍出生率下降的年代，大部分家庭都只有 1-2 個孩子，

每個孩子都是父母最矚目的焦點，家長們對孩子的學習與受教權也日漸重視，而

在這樣的情況下，一群秉持著獨特教育理念的人士因應這樣的潮流，開始致力於

實驗教育。自從 1990 年森林小學創立以來，各式各樣的實驗學校分別以公辦公

營、公辦民營、私立實驗學校與自學等等型態，在我國各地開設，並且多年來默

默耕耘，建立優良名聲與口碑。然而，我國的實驗教育因面臨法源不足的窘境，

使得在各種方面遇到大大小小的困境，如：師資任用、學籍認定，以及教職員工

之相關權利義務等等的適法性問題（許如菁，2015）。 

2014 年 11 月通過之實驗教育三法，即《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公

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委託私人辦理條例》（以下簡稱公立中小學委辦條例）與

《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其中《學校型態實驗

教育實施條例》與《公立中小學委辦條例》的訂定，無疑使這些正面臨著裁併校

危機之國民中小學，看到了一線曙光！從法規訂立以來，各地國民中小學紛紛利

用當地與學校本身之特色與資源，發展特色課程並力求轉型，期望在轉型成功後，

能夠以學校本位之特色課程，吸引更多來自外鄉鎮或外縣市之學生前來就讀，挽

救岌岌可危的招生情況，未來甚至得以打出學校知名度，以創造學校永續發展之

契機。 

然而，在實驗教育三法通過後的這些年，有別於「公辦公營」、「個人/團體/

機構自學」實驗教育的蓬勃發展，「公辦民營」實驗教育卻在立法後的這三年中，

增加的校數明顯遠低於「公辦公營」與「個人/團體/機構自學」之實驗教育校數，

這其中究竟有什麼的緣由呢？「公立中小學委辦條例」的制定，是否對於這方面

的問題有所疏忽了呢？這些都值得再進一步的探索與省思。本研究將針對該條例

相關沿革與法規內容作相關敘述，並探討「公辦民營」實驗學校近況與其面臨挑

戰，作出分析及建議。 

 

貳、「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委託私人辦理條例」介紹 

一、訂立緣由 

過去的公立學校委託私人辦理之法源乃依據《教育基本法》第 7 條第 2 項：

「政府為鼓勵私人興學，得將公立學校委託私人辦理；其辦法由該主管教育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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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定之。」及《國民教育法》第 4 條第 3 項：「前項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得

委由私人辦理，其辦法，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定之。」規定，由地方政府訂

定自治法規據以辦理。然而，在實務運作上，許多委託私人辦理之學校，因無法

依據地方自治法規，排除法律所定教師資格、待遇、退休、撫卹與權利保障等規

定的適用（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2015）。因此，教育部藉由制定《公立中

小學委辦條例》，明確定位受託學校的性質及其相關權利義務，並且賦予委託私

人辦理之「公辦民營學校」，得以排除相關法律適用之問題，藉此落實委託私人

代為管理之意旨，使公辦民營之學校得以擁有法源之依據。 

二、歷史沿革 

（一）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委託私人辦理條例 

《公立中小學委辦條例》係由我國教育部訂定，與《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

條例》以及《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並稱「實驗

教育三法」。其於 2014 年 11 月 26 日由總統公布第 10300177151 號令，制定公布

全文之 33 條，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行政院於 2015 年 1 月 22 日院第

1040121838 號令定自 2015 年 1 月 1 日施行（全國法規資料庫，2014）。 

在《公立中小學委辦條例》公布施行的二年後，教育部為了落實教育實驗，

並提供學生多元的適性發展之精神，廣徵各界意見與反映，制定《公立國民小學

及國民中學委託私人辦理條例修正草案》，於 2016 年 12 月底提報行政院，並於

隔年一月底前送請立法院審議（國教署，2016）。其修正草案主要列為兩點，分

別為： 

1. 考量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委託私人辦理之需求，將現行條例修正為《公立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委託私人辦理條例》，擴及延伸至高級中等教育階段適用之相

關規定。 

2. 為提供委託私人辦學空間所需，明定主管機關得將學校的分校、分部、分班，

或可以明確劃分與區隔之一部分校地、校舍，於新設一所學校後可委託其辦

理（國教署，2016）。 

（二）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委託私人辦理條例施行細則 

《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委託私人辦理條例施行細則》係由教育部於

2015 年 1 月 27 日第 1040008296B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10 條，並於《公立中小學

委辦條例》施行之日同時施行，而後，於 2016 年 9 月 26 日第 1050093341B 號

令增訂發布第 3-1 條之條文，其增訂之 3-1 條為：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就其

公立國民小學、國民中學依本條例規定委託私人辦理者，其委託範圍應包括該校

附設之幼兒園及學校之分校、分班。前項幼兒園於受委託後，仍應依幼兒教育及

照顧法之規定辦理（全國法規資料庫，2016）。 

三、條文篇章介紹 

《公立中小學委辦條例》全文總共分為 8 章 33 條，以下將針對各篇章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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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簡要概述（全國法規資料庫，2014）： 

（一）總則（§1-§5） 

本篇章之第一條，主要敘述本條例之立法目的；第二、三條，就本條例相關

之名詞進行界定，並規範受託人不得為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之情事者；

第四條規定，主管機關應給予受託學校之補助類型，與受託學校應保障學生受教

權之相關敘述；而第五條中，規定受託學校在學區劃分、雜費與各項代收代辦費、

課程、校長、教學人員與職員之進用、退撫與待遇、行政組織、員額編制、編班

原則與教學評量，得以排除《教師法》、《國民教育法》、《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之

相關規定。 

（二）申請及審查程序（§6-§10） 

在本篇章之第六條與第七條中，指出當民間機構提出受託學校之委託私人辦

理時，主管機關應採取之相關作業；其次，於第八條中，羅列出民間機構提出申

請之經營計畫中，所應載明之事項，並規範主管機關接收到經營計畫時，所應採

取之行政流程；再者，於第九條中，規範申請之民間機構於接收到核准通之後，

應於一個月內與主管機關簽訂行政契約，並指出契約中應包含之事項；最後，於

第十條中，規範受託人於簽訂契約之後，在限期中所應核報主管機關之事項，並

指出期限與契約修改之相關規定。 

（三）教職員工權利義務（§11-§19） 

本篇章主要規範該受託學校之相關教職人員與行政人員之權利義務，於第十

一條中，規定該學校之原教職人員與行政人員，將依本條例相關規定（第 15-17

條）繼續任用於該學校，並規範相關人員於退休或資遣後，受聘於受託人時，所

應停止領受之退休俸或優惠存款；至於第十二條中則明確規範，當該學校之校長

或教職員不願接受該學校委託私人辦理，並隨同轉移時，主管機關所應當為其提

供之協助作業；於十三條中規定，該學校之原編制外教職員應於委託日後，繼續

於該學校服務直至契約屆滿；第十四條中，規定該學校之原適用勞基法之勞工，

所應享有之權利義務；第十五至十七條中，規範該受託學校得以就其需求，聘請

相關專業人員擔任校長或教職員，並羅列其相關聘任辦法、條件，與適用法規；

第十八條中，規範受託人應就該受託學校之行政組織、人員配置及人事管理規章

等重要章則報於主管機關核定；最後，第十九條中，則明定受託人或其代表人、

負責人、董事或校長之配偶、三親等血親、姻親不得擔任受託學校之總務、會計、

人事之職務，如原編制內即有其相關人員，則應調整其職務，否則主管機關將解

除其職務。 

（四）招生、班級學生人數及教學設備（§20-§21） 

本篇章之第二十與二十一條中，對該受託學校之招生、學區內學生不願就讀

處理辦法、班級人數限制，以及教學設備作相關之規範。 

（五）評鑑、獎勵及輔導（§22-§23） 

本篇章之第二十二與二十三條中，對該受託學校之所屬主管機關，所應對該

受託學校進行之評鑑、獎勵與輔導之辦法，進行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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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續約、接管、契約終止及期滿之處理（§24-§29） 

本篇章之第二十四條中規定，受託人如有意於契約屆滿後繼續經營，則應於

契約屆滿一年前，對所屬主管機關提出相關報告，以申請續約；第二十五條中，

對受託人於屆滿後不願繼續經營或申請續約未獲同意時，由主管機關接管與臨時

人員指派，作出規定；第二十六條至二十八條，對受託學校契約終止之相關條件

與處理辦法，作出規範；最後，第二十九條，對受託人未與主管機管續約時，受

託學校教職員之相關處理，作出規定。 

（七）罰則（§30） 

本篇章之三十條中，對受託人或該受託學校校長違反本條例第十九條第一項

者，作出罰則規定。 

（八）附則（§31-§33） 

本篇章之三十一條規定，本條例施行前已就原法規辦理委託之學校，於契約

屆滿後，應依本條例進行辦理；第三十二與三十三條，對本條例之施行細則與日

期之訂定單位，作出規定。 

 

參、公辦民營實驗教育之現況 

自從《公立中小學委辦條例》公布實施後，迄今已有近三年時間，在陳秀如

（2017）與田德財（2017）的調查中，公辦民營實驗學校在台灣僅僅只有 9 所，

相較於公辦公營與團體/機構自學之數量，明顯較為稀少，僅多於私立實驗學校 3

所之數。而研究者在張瀞文（2015）與李嘉年（2016）的調查與研究中發現，現

行 9 所公辦民營實驗學校中，有 5 所學校創立時間在於該條例公布實施前，僅有

4 所實驗學校是依據該條例所轉型的，分別為：基隆市瑪陵國小、宜蘭縣岳明國

小、花蓮縣三民國小，以及屏東縣廣興國小。表 1 為研究者依據陳秀如（2017）

與田德財（2017）調查，所整理之全台公辦民營實驗學校總覽： 

 

  表 1 全台公辦民營實驗學校總覽 

所屬行政區 學校名稱 招生範圍 

基隆市 瑪陵國小 國小 

新北市 信賢種籽親子實驗國民小學 國小 

桃園市 私利諾瓦國民小學 國小 

雲林縣 雲林縣立蔦松國民中學 國中 

屏東縣 廣興國小 國小、國中 

宜蘭縣 慈心華德福高中 國小、國中、高中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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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人文國中小 國小、國中 

宜蘭縣 岳明國小 國小 

花蓮縣 三民國小 國小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表 2 為根據陳秀如（2017）與田德財（2017）調查，依縣市行政區域區分，

所整理之全台實驗學校總數： 

 

表 2 全台實驗學校總數表 

縣市 團體/機構辦學 公辦民營 公辦公營 私立實驗學校 總數 

基隆市 0 1 1 0 2 

新北市 6 1 0 1 8 

台北市 17 0 2 0 19 

桃園市 2 1 1 0 4 

新竹市 0 0 1 0 1 

新竹縣 6 0 0 0 6 

苗栗縣 0 0 1 1 2 

台中市 15 0 3 0 18 

彰化縣 2 0 2 0 4 

南投縣 2 0 0 0 2 

雲林縣 2 1 5 0 8 

嘉義市 0 0 0 0 0 

嘉義縣 0 0 5 0 5 

台南市 5 0 4 0 9 

高雄市 7 0 4 0 11 

屏東縣 0 1 2 0 3 

宜蘭縣 1 3 5 0 9 

花蓮縣 1 1 0 0 2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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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東縣 1 0 5 1 7 

金門縣 0 0 0 0 0 

澎湖縣 0 0 0 0 0 

連江縣 0 0 0 0 0 

總額 67 9 41 3 120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註：因《公立中小學委辦條例》是為本研究之主要探討議題，該條例以國中與國小作為規範

範圍，故來源中依據《私立實驗高中法》（2014 廢止）設立之實驗高中不在本表之統計範圍

內。 

 

由表 2 可知，在全台 120 所實驗學校（不含依《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

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為法源依據所獲准之個人自學之個案）中，僅有 9

間公辦民營實驗學校，在整體比率中僅占 7%，數量明顯稀少，說明我國公辦民

營實驗學校的推廣與設立，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圖 1 為研究者依據上表，所繪

製之全台實驗學校種類比率圖，此圖將得以更易於呈現，全台實驗學校種類之比

率： 

 

圖 1 全台實驗學校種類比率圖 

 

肆、公辦民營實驗教育面臨之挑戰 

  在公辦民營實驗教育之相關文獻中，眾多學者們皆對我國現行公辦民營實驗

教育提出其所面臨之挑戰，這些挑戰中部分在《公立中小學委辦條例》公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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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現今，已獲得不同程度的緩解或解決。但某些問題則是該條例公布實施後卻

還未得到改善，或是該條例公布實施後，學者們提出的新問題，都應該受到重視。

以下將整理眾學者所提出之未獲得改善或新的挑戰，及本研究之看法： 

一、 欠缺足夠之誘因及利益 

俗話說：「賠錢的生意沒人作。」，雖然政府積極引進民間資源，然而在商言

商，有利可圖才足以帶動民間企業進資意願。轉型實驗教育之學校，通常位於偏

鄉地區，所能創造之經濟效益較低，也就造成民間企業不太願意投資的結果（許

素梅，2003）。 

二、學校定位與課程 

公辦民營學校須確立學校的定位與願景，之後的各項資源才能實際真正幫助

學校發展，也才能吸引學生來就讀；既有教育科層制勢必將有所不同，必須重新

檢視，是否採用及如何運用審定版本的教科書？如果要採取體制外的教學方式，

有沒有適合的師資？原體制內的教師能否接受？體制外的教師有沒有教學經驗

等問題（楊鎮宇，2014）。 

三、經營團隊的財力 

目前為止，公辦民營人事費用補助與自籌比例還有待商議，編制外進用人員

的薪資結構該如何建立，才能符合公平原則；另外，為因應學校課程或活動上的

需求，教學設備與教材教具的添購，是否能順利協助學生完成課程或任務，對經

營團隊的財力皆是一項挑戰（許如菁，2015）。 

四、新舊文化的互動 

轉型後，經營團隊與該校之原編制內教師，將會面臨到本地與外來的互動問

題；另外，原編制內教師與新加入之教師在同事間的互動、教學的理念之溝通問

題；對學生來說，新教師相對是陌生的，師生關係的調合與建立，皆是一大挑戰

（許如菁，2015）。 

五、新生與家長的適應問題 

公辦民營之實驗學校通常有其特殊理念與目標，無論對學校教職員工、家長

或學生，都有著其適應之問題，而這樣的適應問題，尤其容易發生在剛就讀該受

託學校之新生與家長身上，而造成師生或教師與家長間各式各樣之問題。 

 

伍、結論與建議 

我國在公布實施《公立中小學委辦條例》後，緩解了眾多學者在近幾年來提

出的相關建議，舉凡：公辦民營實驗學校無法源依據、公辦民營實驗學校教職員

工權利義務問題，評鑑制度建立…等問題，但另一方面，由前述學者們提出的尚

未改善或新的問題可知，我國政府制定該條例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善了許多問題，

但卻並不代表已將相關問題盡數解決。任何法規在公布實施後，必有其需要的摸

索期，在這個時候，一些未能盡善盡美的問題通常將浮上檯面，並等待著法規的

進一步完善與進化，使得該法規能夠逐漸向著完善的目標前進，以更為適用於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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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大眾。以下將針對前述學者們提出之公辦民營實驗學校面臨的挑戰作出幾點建

議： 

一、對受託之民間機構給予獎勵 

為解決民間機構因無利可圖而不願投入資料之問題，政府對於受託之民間企

業，可給予其相關獎勵，如：其企業之稅務減免或對其貢獻給予表揚等，以促使

民間企業更加願意投資公辦民營實驗學校之經營。 

二、建立明確之評鑑、獎懲、申訴辦法與規程 

為避免給予受託之民間企業獎勵的同時，造成受託企業過度介入受託學校之

行政運作，或對該校教職員工產生脅迫之舉動，相關主管單位應建立更為完善之

評鑑、獎懲與申訴之辦法與規程，隨時掌握受託學校的狀況，當發生前述情事時，

應立即做出適當處置，以避免類似狀況之發生。 

三、邀請相關學者或專業人士進行指導 

為使受託學校之定位與課程等各種問題，得以得到緩解，主管機關應於受託

之民間企業提出申請時，即邀請相關學者與專業人士進入學校場域，進行指導，

避免受託學校之教職員工，因對實驗教育不甚了解，而產生無所適從的情況。 

四、中央規劃委託私人辦理之緊急補助預算 

公辦民營實驗學校之經營團隊的財力，往往是該校人事、教材教具與設備充

足與否的主要因素。中央主管機關准許公立學校委託私人辦理的同時，也應該編

列緊急情況之預算，在該校之經營團隊財力陷入困境，而無法自行解決時，除終

止契約並予以接管外，也應即時撥付預算給予該校，使其學校運作不致陷入空轉

的局勢，進而保障編制外教職員工之工作權益，與該校學生的學習權利。 

五、主管機關提供即時協助安置之機制 

受託學校轉型後，經營團隊與原該校教職員工，及新加入教職員工與原該校

教職員工、學生，可能面臨互動上的問題。主管機關應建立即時的協助安置機制，

使原該校教職員工、新加入教職員工，以及學生在不適應受託學校之互動、環境

時，得以隨時得到協助安置，以避免新舊文化互動問題的再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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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學校轉型發展評估分析 

—以宜蘭縣順安國小中山分校為例 
 

 

魏士欽 

宜蘭縣順安國小校長(國立東華大學教行系博士生) 

 

陳君豪 

宜蘭縣順安國小教師(國立東華大學教行系博士生)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小型學校積極尋找學校特色，定位學校轉型發展走向，結合

社區在地文化，找出學校發展亮點；讓學校在少子影響的情況下，不僅讓學生人

數逆勢成長，更吸引非本學區之學童前來就讀。本研究主要採文獻分析法，透過

資料蒐集及 SWOT分析的方式，就宜蘭縣冬山鄉順安國小中山分校轉型發展評

估計畫書為探討依據，根據研究結論，提出對學校未來經營之建議。 

本研究發現下列幾項結論： 

一、學生人數變化為學校發展關鍵因素之一。 

二、運用團隊合作模式，可激發同仁潛能，發揮校務最大效益。 

三、加強親師合作，教育成效可加乘，讓家長成為教育的合夥人。 

四、結合在地產業特色，融入校本課程，開發遊學方案，可增進學校能見度。 

 

關鍵字：小型學校、轉型發展、SW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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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small schools to actively find the school 

characteristics, to position the developing trend of the school, which not on ly let the 

number of students grow contrarily, but also attract students those who are out of the 

district.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conclusion of the transitional developing plan, which 

is based on the data collection method and the SWOT analys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sns on the future management of Zhongshan campus of 

Shun-An elementary school. 

  Conclusions of the research: 

  First, the change of the student number is one of the key factors of school 

development. 

  Second, the model of team cooperation can stimulate the potential of colleagues 

and maximize the benefits of school. 

  Third, strengthening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parents multiplies the 

benefits and which makes parents become partners in education. 

  Four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ocal industry, the school-based curriculum and 

learning programs can enhance the visibility of the school. 

 

Key words : small scale schools, Transformational Development, SW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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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前言 

    我國因為少子女化的影響，各縣市國民中小學新生入學人數普遍遞減，若干

學校已面臨裁併校之危機。尤其是偏鄉地區學校之人數亦逐年萎縮，以 105 學年

度為例全國國小校數由 99 學年高峰 2,661 所逐年減少至 105 學年 2,630 所（教育

部，2017）。為因應教育型態變革、課程發展需要、地方財政困難、少子現象持

續、城鄉差距擴大等現狀，全國各縣市政府無不密切研究與辦理偏鄉學校之重點

特色發展與整合轉型。因為，偏遠地區的小型學校通常是社區文化發展的中心。

為了讓教育資源，可以活化與轉用，教育部業已頒訂偏遠地區學校振興條例，規

劃偏鄉教育發展的利基措施，一方面透過學校課程與教學創新，克服影響學生學

習之因素，提升學習成效，建構學生基本能力及多元智慧，進而結合在地社區資

源與人力，創新偏鄉學校的角色定位。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為瞭解順安國小中山分校（以下稱中山分校）轉型發展評估之策略，

並以SWOT優劣勢分析學校發展之現況，研究目的有二： 

（一）分析中山分校轉型發展計畫之評估現況。 

（二）針對中山分校轉型發展歷程提出相關建議。 

三、研究方法與範圍 

    本研究採文件分析法，透過該校轉型發展評估計畫之資料蒐集及 SWOT 優

劣勢分析，瞭解學校現階段轉型發展之優缺點，並提出相關建議。 

 

貳、文獻探討 

    為提升小型學校之競爭力，自實驗三法公布實施後，各縣市政府可自訂條例

或依循實驗教育參法，讓小型學校透過優質教育的轉型，共同創造學校另一面的

生機，延續學校生命力。陳振淦（2008）指出小型學校在轉型發展上的策略有五：

（一）、結合在地資源，發展學校特色課程。（二）、強化學生不足之處，提升學

生多元能力。（三）、配合政府計畫與尋求其他公部門合作。（四）、學校融入社區，

共同發展。（五）、善用其他方面的社會資源。林佳銘（2009）分析小校轉型優質

計畫具有四項優勢：（一）增進教師課程設計能力、（二）擴展學生的學習面向、

（三）社區參與與支援學校事務更加活絡、（四）偏鄉學校主體性價值重新獲得

認同的正面價值。然而小型學校面臨裁併校之際，不免爭取許多有關校務發展的

計畫，以尋求學校發展的生機。但難免會也遭遇到一些困難，包括：一些學校對

學校轉型優質計畫的推展仍感困惑，不知如何具體「操作」，又教師因工作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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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而產生抗拒與排斥的心理，甚至有部分學校對計畫認同度不高，消極配合的

結果，使計畫流於表面形式，而忽略實質內涵。爰此，小型學校若能掌握校務發

展契機，融入社區，營造學校特色，相信能帶給學校不同的經營風貌。 

 

參、個案現況之SWOT分析 

  本研究個案為中山分校，隸屬於順安國小，位於宜蘭縣冬山鄉中山村，規模

為六班之小型學校。學校發展特色為戶外教育、人文教育及全年級共同課程。以

下茲宜蘭縣政府所提之轉型評估計畫書中的地理環境、學校背景、教師專業、家

長配合、社區資源、行政協助、學生狀況及教學設備等面項為分析依據，探討中

山分校轉型評估之可行性。 

 

中山分校 SWOT 分析表 

因素 S(優勢) W(劣勢) O(機會) T(威脅) 

地 

理 

環 

境 

1.學校位於中山休閒 

農業區內，且近冬 

山河源頭區，亦鄰 

仁山植物園。 

1.通往學校道路狹 

窄彎曲，交通行 

車不便。 

1.自然生態與文物資

源十分豐富 

2.具備生態旅遊的學

習場域。 

1.地處偏遠郊區交通

不便。 

學 

校 

背 

景 

1.全校 6 班，學生數 

40 人。校地 0.83 

公頃。 

2.校舍興建於民國 

91 年，是一所綠 

建築校園。 

1.球場及遊戲器材 

不足，學生活動 

空間狹小。 

1.符合小班小校規 

模，每位學生享 

有較大的學習 

間。  

1.校地狹小，無法 

有效擴展校園活 

動空間。 

 

教 

師 

資 

源 

1.教職員工平均年 

齡約 38 歲，熱忱 

有活力。 

2.教師共 8 人，6 人 

具有碩士學歷。 

1.英語、音樂教學能 

力不足需仰賴支 

援教師。 

 

1.依教師專長發展 

各項特色：有藝 

術人文、自然生 

態及體育等師 

資。 

2.師生互動佳。 

1.一個年級只一班協

同教學難度高。 

行 

政 

人 

員 

1.具服務熱誠，行政 

充分支援教學。 

1.職員編制人力不 

足，僅分校主任 1 

名，需仰賴本校 

支援。 

1.服務熱心的老師協

助行政工作。 

2.行政作業資訊化 

減輕負擔。 

1.礙於編制人力有 

限，行政工作分 

配不易。 

（續下頁） 



2017教育行政與政策國際學術研討會 
 

257 

 

因素 S(優勢) W(劣勢) O(機會) T(威脅) 

學 

生 

狀 

況 

1.善良純樸，可塑 

  性高。 

2.同儕互動良好。  

3.開朗活動力強。 

1.部分學生能力差 

  異較大，文化刺 

  激少。 

2.隔代教養與外籍 

  配偶子女比例 

  高。 

1.師生比較高，學生

得到較多關注。 

2.學生可塑性高，發 

  展多元化社團。 

 

1.學生少不利分組學

習。 

2.家庭教育功能較不

足，造成學習困

擾。 

家 

長 

配 

合 

1.關心孩子，支持學 

校教育措施。 

2.家長積極配合學 

校重大活動。 

 

1.忙於工作無法全 

心照顧小孩。 

2.弱勢家庭、特殊學 

生及新移民子女 

比例稍高。 

1.辦理各類親職教育

講座與成長活動。 

2.推廣親師合作。 

1.青年外移工作，少

子化現象嚴重。  

2.單親失親及隔代教

養及新移民家庭

增加。 

教 

學 

設 

備 

1.教學設備齊全： 

圖書室、電腦教 

室、班班有電 

腦、單槍等。 

1.部分設備舊，礙於 

經費，無法更 

新。 

 

1.具有圖書館，有助 

提升學生語文能 

力與興趣。 

2.完成建置圖書電 

腦化系統。 

1.學校靠近山區，氣 

 候潮濕，電腦資訊 

 設備維護不易。 

2.缺乏長期規劃與 

 管理制度。 

社 

區 

資 

源 

1.社區人士熱心參 

與學校活動，地方 

仕紳亦關心學校 

發展，對校務推展 

助益良多。 

2.社區產業提供教 

學專業資源。 

1.社教機構及公家機

關少，無法提供充

分資源。 

1.透過各種團體建 

立良好社區互 

動。 

2.中山休閒農業區及 

周邊自然環境是 

分校生態教育課 

程紮根的最有利 

資源。 

1. 更多社區資源機 

  構及人力待開 

  發。 

資料來源：研究者修改自中山分校轉型評估計畫書（2015） 

 

  就上表瞭解，中山分校具有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並且具有專業及優良的師

資該校若能掌握學校轉型發展之契機，衡量內在條件與外部環境，把握創新的契

機，體認學校轉型的經營價值，並以學生為核心，親師為半徑，展現教育的重要

性，具體發揮學校發展潛能，突顯特色，以因應少子化代的挑戰，才能擘畫更為

精進的策略方針。誠如報載（自由時報，2015）：宜蘭縣四所國小分校因少子化，

學生人數過少，面臨併校危機，引起不小反彈；縣長林聰賢裁示「暫緩併校」，

請學校提出轉型計畫，結合社區資源發展學校特色教育，縣府也會投入資源協助，

並由教育處訂下落日條款，請各校在期限內提出計畫。因此，中山分校為因應縣

府針對分校轉型計畫案，提出為期三年三階段（105 學年度至 107 學年度）的轉

型發展計畫，該計畫係以學校周邊自然景觀及人文產業為課程設計基礎，進而向

外延伸出「戶外教育課程」、「人文教育課程」、「全年級共同課程」三大課程脈絡，

讓本計劃可以突顯中山社區在地的本位課程，孩子藉由認知及探索親近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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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美感、健康樂活，奠定日後多元發展之基礎。進而使中山分校由「質性成效

轉為量化表現」，逐年提升學生課程特色學習認證通過率提高到 85%及三年後達

到學生 45 人的目標，邁向永續經營，免於裁併的命運。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所學校經營的成功絕非偶然而成，必須由學校、家長及社區成員共同合作

而成。本個案順安國小中山分校經 SWOT 分析後發現，該校在推行學校特色發

展，具有優良的自然地理環境及教師教學專業，統整社區資源，相輔相成，並且

規畫屬於在地特色的校本課程，藉以促進學生多元學習能力，力求五育均衡，得

以發揮學校轉型發展的最佳效能，打造一所體制內之特色理念和實驗導向的特色

學校，讓每位學生可以在「做中學」、「快樂學」的環境中快樂成長。因此，本文

有以下四個結論： 

（一）學生人數變化為學校發展關鍵因素之一（104 學年度全校學生數 40 人，

105 學年度全校學生數增至 48 人，其中跨區就讀有 20 人）。 

（二）善用團隊合作模式，可激發同仁潛能，發揮校務最大效益。 

（三）爭取社區認同，促進親師合作，讓家長可以成為教育的合夥人。 

（四）結合在地產業特色，融入校本課程，開發遊學方案，可增進學校能見度。 

二、建議 

（一）提升教師專業能力－精進教學品質 

  教師專業能力攸關學校整體教學品質，雖然中山分校僅有 8 名教師，但若

能引進其他教學領域的專長師資，在既有的教師團隊基礎上，追求專業發展的最

大效能。抑或，透過教師研習或組織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方式，精進教學品質，

擬定合宜的經營策略，針對學校環境情勢與組織條件分析，評估各種可行的教學

方案。 

（二）建立品牌行銷機制－增加辦學能見度 

    增加學校辦學能見度是目前新興的學校行政議題。為提高競爭力，學校必

須注重品牌形象，並且有效推廣辦學理念及特色，以吸引學生就讀。中山分校若

能建立獨有的特入品牌，結合社區在地文化，加強對外公關，舉凡公私立機關、

報章雜誌、媒體或網路均可納入品牌行銷管道之參考。 

（三）教育資源妥適分配－活化人力與經費運用 

      教育資源如同學校經營的中樞，尤其是讓學校經費合理的分配，增加經費

的運用效率，期待學校經營品質有所提升，即是學校主政者需要面對的重要課題。

另外，教師的安排即須考量專業化，以專才專任，健全合理輪調制度，以增進教

學品質。 

（四）發展學校本位課程－突顯學校發展特色 

  十二年國教課綱的精神，旨在培養學生適性揚才的能力，同時藉由課程架

構的改變與發展，賦予教師教學自主權，以達到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及教師專業的

理念。中山分校的校本課程，已結合在地的農業產業，例如：茶葉及柚子，發展

實驗性或遊學的課程，不僅能吸引學生興趣，也可塑造學校特色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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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制度與學校規模對於國中專輔教師 

直接服務工作影響之探究 

—以新北市與花蓮縣為例 

 

馮凌莉 花蓮縣南平中學 

謝卓君 東華大學 

 

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縣市制度與學校規模對於國中專輔教師直接服務工作之影響，

採質性研究，以半結構式訪談法訪談六位服務於花蓮縣及新北市之不同規模公立

國中專任輔導教師，並以主題分析法進行訪談逐字稿之分析。研究結論如下：1.

專輔教師直接服務工作雖受到縣市制度的制約，但實質上專輔教師如何執行工作，

亦受學校規模所影響。2.縣市制度明確或概括，對於專輔教師直接服務工作往往

是雙面刃，需執兩用中。3.大型學校除人力較足外，專輔教師工作有量的管控，

而小型學校人力不足，專輔教師則採「統包」，相較之下，大校專輔負擔未必比

小校專輔重。 

 

關鍵字：國中專輔教師、縣市制度、學校規模、直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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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Effects of the County 

System and School Size for Counseling 

of Junior High School Counselors work 

practice —Two examples of New Taipei City 

and Hualien County 
 

Ling-Li Feng  

 

Chuo-Chun Jean Hsieh 

 

Abstract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the school organization and system on the 

work of junior high school counselors.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was adopted in 

this study, conducting a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There are six full-time public junior 

high school counselors taking part in the interview, and the interview transcripts will be 

analyzed by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The content of junior high school counselors in different school types varies by 

local system, school size, organizational climate and practice. 

2. Whether the county system is clear or ambiguous, they both have positive and 

negative sides. That is a crucial factor for counseling. 

3. The counselors who are working in the large size of the school is not 

necessarily harder than who are working in the small size of the school in view 

of the large size school not only has a sufficient number of counselors but also 

has workload control, on the other hand, the small size of the school is 

independent operation. 

 

Key word: junior high school counselor, county system, school size, work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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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綜觀近年輔導工作的發展，學校輔導缺乏完整法源依據，又受到教育政策或

主管單位忽視而邊緣化的影響，使工作推展與落實受限（許育光，2013），而國

民中學輔導教師不僅授課時數過重，同時還需兼負輔導行政工作，對於學生輔導

工作常陷入力不從心的窘境（林家興、洪雅琴，2002），八德國中霸凌事件促成

2011 年《國民教育法》第 10 條修正，國民中小學於 2012 年 8 月 1 日起五年內

逐步完成專輔教師與專業輔導人員員額編制，立法院更於 2014 年三讀通過《學

生輔導法》，以促進與維護學生身心健康及全人發展，健全學生輔導工作為目標，

擴增國民中小學專輔教師員額，更增列高級中等學校專輔教師編制，學校輔導工

作打破過往局限於資料的建立、被動式介入輔導或由輔導老師獨擔重任，進入講

求主動式的積極處遇、推動全校性合作的概念與注重專業化及分工細緻化的運作

模式。專業人員的進駐、法條增列這兩帖特效藥，是否就能有效抑制校園近年層

出不窮校安事件的急症，因應問題以及改善現狀，非常值得探究深思。 

  目前有關專輔教師已分別進駐國中、小校園，有關於專文討論專輔教師工作

問題大都為專輔教師角色和工作壓力等，但是對於專輔教師直接服務工作內容、

縣市制度與學校規模如何影響國中專輔教師直接服務工作的探討則為少見，希冀

藉著本文研究探討予以建議和省思，以上皆本文研究動機所在。 

二、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一）研究目的 

1.瞭解我國國中專輔教師直接服務工作內容。 

2.探討縣市制度對於國中專輔教師直接服務工作之影響。 

3.探討學校規模對於國中專輔教師直接服務工作之影響。 

（二）研究問題 

1.我國國中專輔教師直接服務工作內容為何？ 

2.縣市制度對於國中專輔教師直接服務工作影響為何？ 

3.學校規模對於國中專輔教師直接服務工作影響為何？ 

 

貳、文獻分析 

一、專輔教師編制的發展 

    近年來校園霸凌事件頻傳，政府為全面建置校園霸凌防治與輔導機制，落實

偏差行為學生之輔導，立法院於 2011 年三讀通過修正《國民教育法》第 10 條，

針對專輔教師的編制，明定國民小學 24 班以上者，置一人；國民中學每校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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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21 班以上者增置一人，此項增聘於 2012 年 8 月始正式實施，於 5 年內逐年

完成設置，自此專輔教師職稱因應而生。為促進與維護學生身心健康及全人發展，

並健全學生輔導工作，2014 年通過之《學生輔導法》，提供學校輔導工作之內涵、

架構及編制等提供明確法源依據，除擴增國民中小學專輔教師員額量：國民小學

24 班以下者，置一人，25 班以上者，每 24 班增置一人；國民中學 15 班以下者，

置一人，16 班以上者，每 15 班增置一人；亦增列高級中學專輔教師編制：高級

中等學校 12 班以下者，置一人，13 班以上者，每 12 班增置一人。透過修法與

新法的制訂，於教育體系內增加專輔教師，凸顯政府對學校輔導工作的重視與對

專輔教師一職之期待。 

二、專輔教師的工作執掌 

    專輔教師在校園中的工作職掌和角色為何？以美國學校輔導教師協會

(American School Counselor Association, ASCA, 2005) 所提出輔導教師在學校的

輔導系統 (system support) 應包含輔導課程 (guidance curriculum)、個別輔導 

(individual student planning) 以及回應服務 (responsive services)，涵蓋了學生個別

諮商、團體輔導、諮詢、輔介，以及整體輔導計畫的發展推動，由上述可以看出

專輔教師工作規範的大致勾勒。 

 

學生輔導工作的實施，有賴於稱職的學校輔導教師角色功能的有效發揮（林

清文，2007a），根據《國民教育法施行細則》第 14 條規定，國民中學輔導室（輔

導教師）的職掌為：學生資料蒐集與分析、學生智力、性向、人格等測驗之實施、

學生興趣成就與志願之調查、輔導及諮商之進行，並辦理親職教育等事項。但事

實上，國民中學輔導工作內容是相當多面且繁瑣的，其中又以「輔導及諮商之進

行」，既無明確規範又缺乏系統性的分工。 

從《學生輔導法》第六條發展性輔導、介入性輔導，與《學生輔導法》第九

條學校應由專責單位或專責人員推動學生輔導工作，以及 2016 年教育部修正發

布名稱及全文〈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置國中小輔導教師實施要點〉，針

對專輔教師功能與任務規劃上，列出三級輔導體制中所扮演的工作職掌與角色功

能，在輔以「國民中學學校輔導工作參考手冊」中，將專輔教師工作內容，分成

核心工作、必要性工作以及特殊性工作（教育部，2013），皆指出專輔教師在學

校主要工作任務，為個別諮商、小團體輔導、心理測驗、個案管理…等，上述工

作為直接提供學生服務的範疇，由此可見，直接服務工作為專輔教師之首要工

作。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針對縣市制度對於國中專輔教師直接服務工作影響進行研究，研究目

的是為瞭解縣市制度對於國中專輔教師直接服務工作實務之影響，本研究採取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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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研究取向，研究者即為研究工具，初步蒐集專輔教師相關論文及文獻，對現有

研究主題分類並逐步限縮範圍，確定本研究探究方向，透過半結構式訪談法蒐集

資料，以主題分析步驟進行研究資料的分析。研究對象為花蓮縣、新北市之專輔

教師，混合立意取樣 (purposive sampling) 與滾雪球取樣 (snowball sampling) 方

式選取公立國中專輔教師，以達到資料飽和為原則，才終止資料蒐集。研究資料

的整理與分析採用主題分析法，透過反覆的閱讀形聚成文本所欲傳達的共同主題，

提高本研究信實度以及品質（高淑清，2008a）。 

 

肆、研究結果 

一、我國國中專輔教師直接服務工作內容 

    所謂直接服務工作，係指工作者（專輔教師）在進行輔導工作時提供案主（學

生）面對面的協助工作方法 (Dean H. Hepworth, Ronald H. Rooney, Glenda 

Dewberry Rooney, Kim Strom-Gottfried, Jo Ann Larsen，2009)。本研究歸納為以下

五個項目，個案輔導、小團體輔導、心理測驗實施與評估、個案管理、危機事件

輔導工作，並以花蓮縣與新北市為例，參考〈花蓮縣國民中小學輔導教師人力設

置要點〉與〈新北市國民中小學置專任輔導教師實施計畫〉，將專任輔導教師直

接服務工作，歸納如表 1 花蓮縣與新北市國民中學專輔教師之直接服務工作規範

表，並依據訪談內容，整理如表 2 專輔教師直接服務工作內容表，分述如下： 

(一) 個案輔導 

    個案輔導是專輔教師在進行輔導工作時，與學生個人進行面對面的直接

輔導工作項目之一，也是學校須要進行適性輔導、校園危機處理以及校園霸

凌防制與輔導時，專輔教師啟動二級介入個案輔導的任務與功能。以下從地

方縣市制度及訪談學校實際現況，說明專輔教師之個案輔導工作。 

1.地方縣市辦法 

    花蓮縣每週至少晤談 8 至 12 人次；新北市每學期至少 180 人次（包括

與個案親師晤談）。 

2.學校實際現況 

研究者從訪談過程中發現，不論花蓮縣或新北市，六位受訪者在實際工

作狀況亦從事之，並為必要工作項目，其人數與人次，依各校學生輔導需求

而有所差異。 

 

(二) 小團體輔導 

    Konopka (1972)指出社會團體工作是經由團體過程及團體工作者的協助，

使參與團體的個人獲致行為改變，社會功能的恢復與發展，並達成團體目標。

小團體輔導也如同上述定義一般，只是團體工作者為專輔教師，參與團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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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則是學生。小團體輔導是在學校中，經常被用來進行初級預防與次級介

入的輔導工作技術，也是專輔教師除個案輔導之外，以團體的方式與學生進

行面對面的直接輔導工作項目，也是學校需要進行適性輔導、校園危機處理

以及校園霸凌防制與輔導時，專輔教師啟動二級介入團體輔導的任務與功能。

以下從地方縣市制度及訪談學校實際現況，說明專輔教師之小團體輔導工

作。 

1.地方縣市辦法 

    花蓮縣每學期至少一團，每團 8 至 12 次；新北市每學期至少一團，每

團 6~12 人，至少進行 8 週，每次團體輔導 45-90 分鐘。 

2.學校實際現況 

 研究者從訪談過程中發現，不論花蓮縣或新北市，六位受訪者在實際工

作狀況亦從事之，並為必要工作項目，其人數與人次或進行的時間、主題，

依各校學生輔導需求、組織氛圍、學校慣行而有所差異。 

 

(三) 心理測驗實施與評估 

    心理測驗是為對行為樣本(behavior sample)以系統化的步驟加以觀察並

將其結果以數字表現出來的方法(Cronbach，1984)。我國國民中學普遍進行

團體的心理測驗項目，包括智力測驗、性向測驗以及興趣測驗。心理測驗實

施與評估，專輔教師除了扮演直接服務的角色，也就是直接進行施測、解測，

也可協助進行主試者訓練，發揮間接服務的功能，專輔教師也透過此服務，

於學校需要進行適性輔導、校園危機處理時，篩選需要協助之學生，發揮其

支援者角色功能。以下從地方縣市制度及訪談學校實際現況，說明專輔教師

之心理測驗實施與評估工作。 

1.地方縣市辦法 

    花蓮縣規定需協助心理測驗的施測與解釋（如職業、興趣、性向測驗等）。

新北市除了協助輔導行政人員，針對全校學生需求選擇合適的心理測驗，還

需協助進行主試者訓練，向主試者說明實施測驗的標準化程序及測驗解釋。 

2.學校實際現況 

研究者從訪談過程中發現，新北市的團體心理測驗的實施與評估，統一

於輔導活動課進行，新北市專輔需授課兩節，因此，新北市專輔只需針對授

課班級進行服務，由於花蓮專輔不須授輔導活動課，則依各校慣行或專輔個

人而有所差異。六位受訪者在實際工作狀況，除花蓮大型學校，皆為必要工

作項目。 

 

(四) 個案管理 

    個案管理的定義為「提供給那些正處於多重問題且需要多種助人者同時

介入的案主的協助過程 (Ballew&Mink, 1996) 。」由此可知個案管理的重點

為，提供個別化的諮詢、諮商、甚至治療，將案主與所需相關服務加以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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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針對個案提供直接服務的項目之一。在學校輔導工作中，常見的個案管理

者需要掌握全校個案之服務情形，以提供正式及非正式資源網絡，確保案主

順利承接資源。以下從地方縣市制度及訪談學校實際現況，說明專輔教師之

個案管理工作。 

1.地方縣市辦法 

    花蓮縣規定需實施高關懷群學生之辨識與篩檢，針對轉介三級之偏差行

為及嚴重適應困難學生並作輔導資源整合、個案管理及轉介服務；新北市為

掌握全校個案之服務情形（含個案班級、個案姓名、個案導師姓名、個案轉

介會議日期、個案來源、主訴輔導需求、主責輔導人員、輔導方式、運用三

級輔導資源情形、結案日期等）。該項工作在花蓮縣及新北市皆符合中央之

規定的內容，但兩縣市沒有說明由個案管理亦可由輔導組長執行。 

2.學校實際現況 

研究者從訪談過程中發現，不論花蓮縣或新北市，六位受訪者在實際工

作狀況亦從事之，並為必要工作項目，其模式與分工，依各校慣行或輔導人

力而有所差異。 

 

(五) 危機事件輔導工作 

    危機管理(crisis management)係指組織發生緊急且具威脅的情境或事件，

能採取有效的處理策略，以避免影響組織生存與發展的過程與活動（吳清山、

林天佑，2001）。校園一旦發生危機事件，輔導老師通常是在危機事件中最

迅速、最直接提供輔導工作的服務，而危機事件輔導工作，也是學校需要進

行校園危機處理以及校園霸凌防制與輔導時，專輔教師的任務與功能。以下

從地方縣市制度及訪談學校實際現況，說明專輔教師之危機事件輔導工作。 

1.地方縣市辦法 

    花蓮縣需提供學校心理危機事件的介入與輔導、重大事件發生後之心理

復健與團體輔導；新北市則因應突發與危機事件進行相關人員之團體輔導，

並依突發與危機事件之性質與樣貌提供教師或學生團體輔導。 

2.學校實際現況 

研究者從訪談過程中發現，不論花蓮縣或新北市，六位受訪者在實際工

作狀況亦從事之，並為必要工作項目，其介入程度與進行方式，則與危機事

件大小與樣態而有所差異。 

 

表 1 

花蓮縣與新北市國民中學專輔教師之直接服務工作規範表 

工作規範 花蓮縣 新北市 

1.個案輔導 每週至少晤談 8 至 12 人次。 每學期至少 180 人次（包括與個案親 

師晤談）。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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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團體輔導 每學期至少一團，每團 8 至 12

次。 

每學期至少一團，每團 6~12 人，至少進行 8

週，每次團體輔導 45-90 分鐘。  

3.心理測驗實

施與評估 

協助心理測驗的施測與解釋

（如職業、興趣、性向測驗

等）。 

1.協助輔導行政人員針對全校學生需求選擇

合適的心理測驗；2.協助進行主試者訓練，向

主試者說明實施測驗的標準化程序及測驗解

釋。 

4.個案管理 實施高關懷群學生之辨識與

篩檢，針對轉介三級之偏差行

為及嚴重適應困難學生並作

輔導資源整合、個案管理及轉

介服務。 

掌握全校個案之服務情形，含個案班級、個

案姓名、個案導師姓名、個案轉介會議日期、

個案來源、主訴輔導需求、主責輔導人員、

輔導方式、運用三級輔導資源情形、結案日

期等。 

5.危機事件輔

導工作 

學校心理危機事件的介入與

輔導、重大事件發生後之心理

復健與團體輔導。 

因應突發與危機事件進行相關人員之團體輔

導；依突發與危機事件之性質與樣貌提供教

師或學生團體輔導。   

資料來源：修改自〈花蓮縣國民中小學輔導教師人力設置要點〉(2012)與〈新北市國民中小學

置專任輔導教師實施計畫〉(2015)。 

 

表 2 

花蓮縣與新北市專輔教師直接服務工作實際工作內容比較表 

所屬縣市 

國中班級數 

工作規範 

花蓮縣 

6 班 

A 專輔 

花蓮縣 

13 班 

B 專輔 

花蓮縣 

45 班 

C 專輔 

新北市 

54 班 

D 專輔 

新北市 

43 班 

E 專輔 

新北市 

3 班 

F 專輔 

1.個案輔

導 

目前每周

約 6 人次 

目前每周

約10~12人

次 

目前每周

約 9 人次 

目前每周

約 4~5 人

次 

目前每周

約 8 人次 

目前每周約

8 人次 

2.小團體

輔導 

每團 6 人，

進行 6~10

週，每次團

體輔導 45

分鐘。 

每團 6~8

人，進行

5~6 週，每

次團體輔

導 90分鐘。 

每團 6~8

人，進行 8

週，每次團

體輔導 45

分鐘。 

每團 6 人，

進行 8 週，

每次團體

輔導 45 分

鐘。 

每團 6 人，

進行 8 週，

每次團體

輔導 45 分

鐘。 

每團 3~10 

人，進行 8

週，團體輔

導視學校情

況（45 或 90

分鐘） 

3.心理測

驗實施與

評估 

由專輔借

課進行全

校興趣及

性向測驗

施測解

測。智力測

驗由導師

由專、兼輔

分別進行

各年級智

力、興趣、

性向、人格

測驗施測

解測及憂

不需進行

由專輔。由

輔導活動

老師對任

課班級進

行興趣、性

向、人格測

針對自己

任課班級

班級進行

語句完

成、興趣及

性向施測

解測。智力

針對自己

任課班級

班級進行

興趣、性向

施測解

測。智力測

驗由導師

由專輔進行

全校智力、

興趣 

及性向測驗

施測解測。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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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測。 鬱量表。 驗施測解

測。 

測驗由導

師施測。 

施測。 

4.個案管

理 

全校之個

案管理 

全校之個

案管理 

針對自己

接案之個

案管理 

兩位專輔

輪流個案

管理 

兩位專輔

分工個案

管理 

全校之個案

管理 

（1）實施高關懷群學生之辨識與篩檢。  

（2）針對轉介三級之偏差行為及嚴重適應困難學生並作輔導資源整合及轉介服

務。 

（3）掌握全校個案之服務情形。 

 1■2■ 3■ 1□2■ 3■ 1□2■ 3■ 1□2■ 3■ 1□2■ 3■ 1■2■ 3■ 

5.危機事

件輔導工

作 

（1）因應突發與危機事件進行相關人員之團體輔導。 

（2）依突發與危機事件之性質與樣貌提供教師或學生團體輔導。 

1■2■ 1■2■ 1■2□ 1■2□ 1■2■ 1□2■ 

 目前未遇

過學校重

大危機事

件。 

協助處理

個案情緒

失控危機

事件。 

處理學校

重大危機

危機並入

班輔導。 

協助處理

個案個人

與班級危

機事件。 

協助處理

班級危機

事件。 

處理學校重

大危機與班

級危機事

件。 

資料來源：研究者依據訪談逐字稿自行彙整。 

 

二、縣市制度與學校規模對於國中專輔教師直接工作之影響 

    本研究參考《學生輔導法》、對照縣市制度並依據訪談內容，將專輔教師直

接服務工作，歸納如表 1 花蓮縣與新北市專輔教師之直接服務工作縣市辦法及學

校實際現況比較表，分述如下：  

(一) 縣市制度與專輔教師直接服務工作分析 

1.職務內容 

    經本文歸納後發現，直接服務大多項目會受到縣市制度的制約，但實質

上，專輔教師如何進行工作、如何執行，亦受學校慣行所影響。除心理測驗

實施與評估外，在花蓮縣與新北市兩縣市間並無差異，兩縣市皆把直接服務

列為必要性工作，而且專輔教師在實務工作中亦從事之，可見得直接服務部

分不論是花蓮縣或新北市，皆為認為是專任輔導教師首要任務，並為重中之

重。 

2.工作問題 

 專輔教師工作問題與縣市制度較無關或無此問題的項目，有小團體輔導、

個案管理以及危機事件輔導工作。其餘項目如個案輔導，相對於新北市，花

蓮縣開案規定較彈性，工作上較無問題，但新北市依循一定開案流程，造成

工作問題是真正需要輔導學生不見得會進入輔導體系中。而在心理測驗部分

也正因花蓮縣的彈性造成專輔教師施測時間不足工作上問題，但新北市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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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循制度於課程中進行，較無困擾。由此觀之，制度寬鬆對於輔導教師工作

問題往往是雙面刃，需執兩用中。 

 

(二) 學校規模與專輔教師直接服務工作分析 

1.職務內容 

    經本文分析後發現，在專輔教師直接服務工作受到學校規模大小影響項

目：有心理測驗實施與評估以及個案管理項目，而不受到學校規模大小影響，

有個案輔導、小團體輔導以及危機事件輔導工作。其中，值得探討的是個案

輔導量是否與學校規模大小相關，也就是說學校規模越大，專輔教師所負擔

的個案輔導量是否也越多，但在本研究中發現大校除人力較足外，採案量管

控，而小校則採「統包」，相較之下，大校不見得比小校量大。 

2.工作問題 

在此部分，專輔工作問題受學校規模大小影響項目，有個案輔導、小團

體輔導、以及個案管理，如同之前所言，小校工作問題常是人力不足和統包

問題，值得討論的是，大校專輔除了受限於規定或制度，分工也較細，分層

負責，工作上較無問題，但衍生工作問題是對於大校而言，學校一般教師較

多，相對於專輔教師則是少數，常淪為意見上的弱勢，顯見專輔專業自主和

專業權威是缺乏的。 

 

表 3 

花蓮縣與新北市專輔教師之直接服務工作縣市辦法及學校實際現況比較表 

  地方縣市辦法 學校實際現況 說明 

 花蓮 新北 花蓮 新北  

1.個案輔導 Y Y 甲 甲 其人數與人次，依各校學生輔導

需求而有所差異。 

2.小團體輔導 Y Y 甲 甲 人數與人次或進行的時間、主

題，依各校學生輔導需求、組織

氣氛、學校慣行而有所差異。 

3.心理測驗實施與

評估 

Y Y 丙 甲 花蓮大型學校在此項為並非必

要。 

 

4.個案管理 Y Y 甲 甲 模式與分工，依各校慣行或輔導

人力而有所差異。 

5.危機事件輔導工

作 

Y Y 甲 甲 介入程度與進行方式，則與危機

事件大小與樣態而有所差異。 

註：地方縣市辦法 Y—符合中央法規；N—不符合中央法規。學校實際現況：甲—受訪者在實際

工作狀況亦從事之，並為必要工作項目；乙—受訪者在實際工作狀況無從事之；丙—是否從事之

樣態不一。資料來源：研究者依據訪談逐字稿自行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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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結論 

一、 我國國中專輔教師工作的職務內容 

    經本文分析後，兩縣市職務內容大致相同，雖受縣市制度制約，但是實質上

專輔教師如何進行工作，除了因大小校所致人力編制影響專輔教師工作質與量，

還有專輔教師個人特質或習慣所演化而成的工作模式，研究結論分述如下： 

(一) 縣市制度概括或明確所延伸之工作要求 

地方制度未規定或保有彈性時，專輔教師依據學校之慣行慣例或行政主

管要求來運作，使得專輔教師發展出不同形式的職務內容。地方制度明確與

詳細時，專輔教師則按照相關辦法執行，毫無商議與調整空間，致使專輔教

師需要發展出更多策略來推行輔導工作。 

 

(二) 學校規模與人力對專輔教師工作的衝擊 

學校大小與人員編制對專輔教師影響是工作負擔及分工，工作量部分不

見得學校規模越大其分量就越重，造成此不同差異原因應是較有組織章程的

大型學校會予以事先「分流」，在大校中，一般教師較多，相對於專輔教師

則是少數，常淪為意見上的弱勢，顯見專輔專業自主和專業權威是缺乏的。

相對小校或偏遠地區的專輔教師往往形單影隻，除工作採「統包」外，更須

身兼多角色與職務。 

 

(三) 其他途徑或因素對專輔教師工作的關聯 

    研究者於訪談中亦發現，外顯的教育法規對於專輔教師具有引導效果，

具體且明白指出專輔工作應達成目標，但如果制度或規定較近於不確定概念，

專輔教師工作時則會保有彈性，如果是規定與實務之間的差距，一般學校則

會依自身文化逐漸形成行政慣行。其他如內隱的組織文化與行動者個人，對

於專輔影響力可能更甚於外顯的規定及制度，因為專輔對於學校教師而言，

是新的職務，有時輔導室主管並不明白其真正功能，更遑論一般教師，因此

專輔自身背景或專長甚至會凌駕本身該當業務之上，組織的氣候和氛圍也影

響著專輔工作進行方式或實質內容，尤其是與直屬長官對專輔教師與輔導工

作的認知產生莫大的關聯。 

二、 縣市制度與學校規模對於國中專輔教師工作實務之影響 

(一) 法規制度對專輔教師工作之影響 

1.法規制度明確或概括影響專輔教師執行輔導工作的範圍 

    法規制度明確、該縣市之專輔教師工作則越清楚、具體，專輔教師工作

的質與量，維持一定的限制範圍；法規制度概括、該縣市的專輔教師工作會

變的較為彈性，專輔教師在行動者個人層面也較能有所作為，但相對專輔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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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則較無法守住輔導工作的質與量。 

2.法規制度明確或概括影響專輔教師執行輔導工作的深度 

    法規制度明確，專輔教師依據理性和規定來行事；法規制度概括，專輔

教師可依個人專長或學生需求提供學生彈性多元服務。 

 

(二) 學校規模對專輔教師工作之影響 

1.學校規模大小影響專輔教師的工作模式 

    若學校組織較小，人員編制較少，小校的專輔教師則工作較有彈性但是

較全面，而且需要常常獨立作業。若學校組織較大，人員編制較多，大校的

專輔教師則依個案不同程度分工合作或是分案之前已有分流制度。 

2.學校規模大小影響專輔教師的服務模式 

    小校專輔教師因學生較少，較能進行個案工作或是直接對家長進行親職

教育，而大校則是經由學校組織篩選後再進行個案工作。 

3.學校規模織大小影響專輔教師的工作認知及想法 

    小校的專輔教師除因為小校相對人力或資源較少，為使工作更圓滿順暢，

認為凡事要親力親為，對於工作有事必躬親之感，但也因此，通常工作壓力

較大，也較耗能，產生無力感。而大校的專輔教師在進行工作時，除組織按

規定分流外，或經由行政主管的協調，專輔教師對於工作能意識到如何進行

分配，工作模式和樣態也認為是固定和常態，這樣的調節下，專輔教師是相

對穩定的。 

 

陸、研究建議 

一、建立心理測驗專人專責及專業認證制度 

    目前中小校輔導活動課多由兼輔或導師授課，但兼輔或導師礙於專業能力無

法獨自施測，部分專輔教師必須借課來執行心理測驗，無形增加中專輔教師負擔

而影響個案輔導品質，心理測驗部分建議實施應由專人專責，或辦理心理測驗實

施相關認證並鼓勵導師與兼輔參加。 

二、明確訂定人力分工制度 

  專輔教師是新的職務，但是本研究指出，一般教師認為其為教師，應該實踐

與教師相同職務工作與授課，而學校行政人員則認為該職務也要同時負擔起學校

相關的行政事務。因此，為使專輔教師能發揮輔導角色及效能，不論是大校或是

小校，都會或偏鄉學校，都應在專輔教師工作職掌上予以明確，並與其他一般教

師、行政人員、專業人員有所分流。 

三、建構專輔教師工作自主權及專業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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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較於目前在學校從事輔導工作的專業人員，專輔教師較沒有專業的自主權，

專輔教師專業發展對學校學生極為重要，若我們肯認輔導工作為專業工作，而居

其中的二級的專輔教師發展自身的專業正是適時，建議未來專輔教師也可建立如

現今被社會認可的心理師或社會工作師之專業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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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鄉國中小校三級輔導之困境 
 

 

蕭詩諠 

花蓮縣立富源國中教師 

 

摘要 

  探討偏鄉國中小校三級輔導制度之困境。透過了解三級輔導制度發展的脈絡

及現今三級學校輔導架構，了解目前三級輔導制度架構的工作分配因偏鄉國中小

校的輔導人員吃緊、輔導資源不足、輔導專業知能教師不足及家庭功能不彰、缺

乏家長的合作與支援，導致偏鄉小校在執行三級輔導制度工作陷入困境。針對目

前研究者觀察到偏鄉國中小校的三級輔導制度困境，進而提出三個解決輔導困境

相關建議：能因應學校規模，調整學校行政內容、增加偏鄉小校正式輔導專業背

景人才、增進在地輔導資源系統合作，以解決目前偏鄉國中小校遇到的三級輔導

制度困境。 

 

 

關鍵字：偏鄉小校、三級輔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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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light of the Three-Level-Counseling 

System in Remote Area Schools 

 
Hsiao Shih-Hsuan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obstacles of the three-level-counseling system in remote 

area schools. By understanding the development and current structure of the 

three-level-counseling system, the current distributions of work structure are 

experiencing a shortage of counselors, inadequate resources, lack of experienced 

teachers and student-family dysfunction, lack of parental cooperation and support, 

which leads to the obstacles of three-level-counseling implementation in remote area 

schools. There are three advices suggested by researcher. In order to solve the 

counseling obstacles based on the observation of three-level- counseling in remote 

area schools: according to the school scale, adjust the school administrative content. 

To increase the experienced background professionals. To promote the cooperation of 

local assisting resources and system. 

 

 

Keywords：Remote area schools, three-level-couns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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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近年來，隨著時代的變遷、資訊的爆炸，學生問題逐漸多元化與複雜化，學

生上社會新聞的狀況層出不窮，校園學生輔導需求逐漸被重視，政府開始投入更

多的輔導資源、人力及建立相關的法規，落實學校輔導工作。 

    在民國 80 年至 86 年間，教育部針對青少年暴力、濫用藥物、性教育、自傷、

自殺等議題，加強輔導計畫與方案的落實提出「輔導工作六年計畫」，推動之方

案包含「璞玉專案」、「朝陽專案」、「百合專案」、「春暉專案」…等專案（許育光，

2013；鄭崇趁，2000），接著陸續推動「認輔制度」、「教訓輔三合一計畫」、「友

善校園計畫」…等制度與計畫，到現在的「學校三級輔導體制」皆是期望學校能

更落實輔導工作，由此看見政府對輔導的重視。 

    但也因政府的重視，推動許多專案、評鑑與計畫，輔導室在行政方面須花費

很多時間，來申請方案、舉辦活動及編寫成果評鑑；在評鑑時，更要花費很多時

間去處理零碎的文書資料、經費核銷及成果製作，無法專心地輔導學生並將時間

花費在行政上，使得外界對輔導的成效與專業有所質疑（許育光，2013）。輔導

室成員編制會依學校規模有所調整，但在行政上，不管編制人員的多寡，均須與

人員編制完整的學校一樣按時、按量完成，這帶給偏鄉人力吃緊的輔導組莫大壓

力。 

    在學生輔導法第六條明訂「學校三級輔導體制」分為三級：初級發展性輔導、

二級介入性輔導及三級處遇性輔導，並依輔導取向、內容加以分工。但在偏鄉地

區因少子化及人口外移的影響，學生人數快速減少，教師員額依學生人數配置而

人力吃緊，加上偏鄉地區常因地理環境偏遠、資源較少導致教師流動率高，難以

保持教師品質。以輔導層面來看，好的關係是需要長時間的陪伴與支持。在流動

率高的環境下，常常老師與學生們才開始慢慢地彼此熟悉，老師就要離開了；雖

然每校都有專任輔導教師，但偏鄉小校可能只有專任輔導教師一位專業輔導教師，

輔導資源較為不足，再加上輔導行政人力稀少，業務相當繁重，因此專任輔導教

師需要協助行政，壓縮輔導學生之時間。「學校三級輔導體制」要如何在人力吃

緊、輔導資源不足的偏鄉小校落實，是當今偏鄉小校遇到的重要議題之一。 

 

貳、三級輔導的理論及工作分配 

    2011 年王文秀等人透過與不同的輔導相關人士進行訪談，並邀請各領域專

家學者研討三級輔導體制相關人員之職責，發現學校輔導業務繁多，難以使用目

前的三級輔導制度去區分輔導工作內容（許育光，2013）。 

    隨著立法院於 2011 年 1 月 12 日三讀通過《國民教育法》修正案，明訂增置

專任輔導教師（立法院，2011），加上校園內開始增置各種專業輔導人力，教育

部邀請王麗斐…等人重新規劃學校三級輔導體制－「WISER 三級輔導工作模式」

（請見圖 1）並參與出版「國民中學學校輔導工作參考手冊」，將相關輔導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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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職掌與功能加以詳細分類，進而強化學校生態系統中行政人員、導師、輔

導教師、家長之間的橫向聯繫，有效整合和運用各式輔導資源形成輔導資網路間

的縱向合作（王麗斐等人，2013）。 

一、WISER三級輔導工作模式理念 

    在 WISER 三級輔導工作模式中（請見圖 1），以系統模式合作的方式，將全

校性、雙方得利和智慧原則（W）、個別化介入（I）、系統介入（S）、成效評估

（E）、與資源連結（R）於輔導歷程的執行。以下為 WISER 模式中三級輔導工

作內容說明： 

（一）初級發展性輔導工作： 

1. 主要服務對象：全校學生。 

2. 負責單位：由校長帶領，全體教職員工參與，共同推動全校性的輔導工作。 

3. 全校性（W= Whole school）：每一位教職員工共同推動初級輔導，並讓每一位

學生都得到幫助。 

4. 雙方得利（W=Workable and mutual benefit）：讓校內推動者與參與者皆能「做

得來」、「獲得助益」且願意持續推動下去。 

5. 智慧性（W=Wisdom）：由於推動初級發展性輔導工作的目的是在於預防問題，

因此，檢視發展性輔導工作的成效時，便可用「多做一件發展性輔導工作，能減

少至少兩件學生管教或二、三級學生輔導工作」的原則來檢驗，而這就是 WISER

模式強調的「智慧性原則」。 

（二）二級介入性輔導工作： 

1. 主要服務對象：發展性輔導無法滿足其需求或遭遇特定議題須協助之學生。 

2. 負責單位：主要執行單位是輔導室（處）。 

3. 個別化介入（I＝Individualized intervention）：依據接受輔導的個別化差異及需

求，提供介入輔導的策略。 

4. 系統合作（S＝System collaboration）：依據接受輔導的學生需求，與家長及校

內輔導人力資源共同合作。 

5. 效能評估（E＝on-going Evaluation）：輔導教師透過評估學生的輔導狀態及成

效，才能具體獲得回饋，以決定是否需要調整或持續進行目前的輔導策略。 

（三）三級處遇性輔導工作： 

1. 主要服務對象：經介入性輔導後，依然無有效協助或嚴重適應欠佳學生。 

2. 負責單位：主要執行單位在校內是輔導室（處），校外則是縣市層級的學生輔

導諮商中心。 

3. 資源的引入與整合（R = Resource integration）：校內提供介入性輔導且依然需

要更多資源協助學生並提供評估轉介機制，進行跨專業資源整合與生態系統介入

之個案管理及延續性諮商與處遇措施；也就是針對校園內輔導資源無法有效處遇，

需要整合校外資源介入的跨專業資源整合。 

    WISER 三級輔導工作模式與先前教育部的三級輔導體制強調的重點有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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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在先前教育部的三級輔導體制的部分，強調三級輔導間的分工，並將這分工

內容切為三塊，但 WISER 三級輔導工作模式強調的是三級輔導間的累加效果，

若過程中缺乏任何一個層級的協助，都會無法達成輔導工作的成效，著重於三級

間彼此的合作及補位（王麗斐等人，2013）。 

 

圖 1  WISER 學校三級輔導工作架構圖 

資料來源：王麗斐、杜淑芬、羅明華、 楊國如、卓瑛、謝曜任（2013）。生態合作取向的學校三

級輔導體制：WISER 模式介紹。輔導季刊，49（2），4-11。 

 

參、偏鄉的輔導困境 

    目前國中輔導工作及分工內容以「國民中學學校輔導工作參考手冊」為主，

雖然內容編寫詳細，但在輔導工作實際操作下，在偏鄉遇到以下幾點困境： 

一、輔導行政業務繁重、人力吃緊 

   「國民中學學校輔導工作參考手冊」裡提到輔導處室的人力分配，請見表 2。

由此可以了解輔導處室的業務繁多，並依不同的工作職位分工合作。 

    依照目前班級數為六班以下的偏鄉國中的行政編制來說，學務和輔導合併為

學輔處，學輔主任須負責學務和輔導的相關業務，且其下只有生活教育組長及輔

導組長兩個組長編制，資料組長及特教組長的業務要由其他行政人員分擔。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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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吃緊、行政業務非常繁重的狀況下，專任輔導教師需協助不少行政工作。在《教

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置國中小輔導教師實施要點》中提到：專任輔導教師

不得再兼任行政職務。但國中八班以下之學校，如因校務運作需要，報經直轄市、

縣市政府同意後，得兼任輔導主任或輔導組長（教育部，2016）。 

人力吃緊的偏鄉學校，若學校同仁因不可避免的狀況下請長假，而沒有其他人力

時，也曾耳聞專輔教師成為代理組長。專任輔導教師本質應為輔導二、三級學生，

但為處理行政業務花費許多時間，學生的輔導品質受負面影響。 

 

表 2 

WISER 學校三級輔導工作架構圖 

職稱 初級發展性工作 二、三級輔導工作 

輔導主任 1. 擬定全校性輔導工作實施計畫。 

2. 編列輔導處（室）各項經費。 

3. 策劃推動學校與學區國小、社區關

係。 

4. 督導所屬各組及輔導教師推展各項

輔導工作。 

5. 協調各處室及相關人員推展各項輔

工作。 

6. 提供學系行政人員、教師及家長輔導

專業諮詢服務。 

7. 策畫輔導工作評鑑事宜。 

8. 檢核輔導工作之推行績效。 

1. 主持各項輔導工作會議及個案研

討會。 

2. 整合輔導處室人力（含專兼任輔

導教師、特教老師），形成輔導

團隊，落實學生輔導工作。 

3. 執行輔導會議決議事項。 

4. 統籌與協調校外相關機關之資

源。 

輔導組長 1. 擬定本組有關之計畫執行研究事項。 

2. 籌辦各項輔導會議事項。 

3. 推動認輔制度相關事宜。 

4. 規劃並協助教師實施班級輔導活動。 

5. 實施配合各科教學之輔導活動（含性

別平等教育各項議題）。 

6. 規劃全校教職員輔導增能研習 

7. 辦理親職教育活動（部分縣市規劃為

資料組長工作）。 

8. 建立志工制度（部分縣市規劃為資料

組長工作）。 

9. 籌畫新生始業輔導（部分縣市規劃為

學務處主導）。 

10. 策畫輔導工作、評鑑及研究發展事

項。（可以縣市或學校需求訂定）                                                                   

1. 推行學校個案研究、個別諮商與

團體輔導。 

2. 實施全校性個案管理工作。 

3. 提供輔專業諮詢服務與校外相關

機構之協調聯繫事項。 

4. 建立輔導資源網絡推行未入學及

中途輟學學生之學生輔導事項。  

 

 

 

 

資料組長 1. 實施及運用各類心理測驗與問卷。 

2. 辦理學生資料之建立、轉移、保管、

分析及應用等事項。 

3. 蒐集及提供升學與就業相關資料之

諮詢。 

4. 購置及保管輔導書刊物。 

5. 辦理畢業生追蹤調查及輔導事項。 

6. 建立及管理學生輔導資料（部分縣市

由輔導組長工作）。 

7. 辦理生涯發展教育與技藝教育課程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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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縣市由輔導組長工作）。 

特教組長 1. 擬定本組有關之計畫執行研究事項。 

2. 辦理特殊教育推薦、觀察、施測、評

估、鑑定、安置、教學與輔導之事項。 

3. 規劃及督導特殊教育學生 IEP 檔案

建立。 

4. 辦理特殊教育展演及競賽事宜。 

5. 辦理教師、特殊教育之能研習之事

項。 

6. 辦理特殊教育學生繳助金及補助事

項。 

7. 組織及運作特殊教育推行、鑑定委員

會之事宜。 

辦理特殊教育學生個別諮商、班級輔

導與團體輔導之事項。 

資料來源：修改自教育部（2013）。國民中學學校輔導工作參考手冊。臺北市：教育部。 

二、缺乏輔導專業知能教師 

     依《學生輔導法》規定每校均有專任輔導教師，但在偏鄉的國中裡，往往

每校只有專任輔導教師一位專業輔導教師，雖然依照《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補助置國中小輔導教師實施要點》規定，班級數在十班以下的學校，每校均有一

位兼任輔導教師的協助，但在偏鄉較難有輔導背景的教師，常由導師擔任兼任輔

導老師，因此會有雙重關係的狀況發生。再加上因人力配置及因應少子化而控管

教師員額，偏鄉國中未配置正式綜合活動科教師；又因為位處偏鄉，有意願應聘

的代理教師不多，往往要到代理教師甄選三、四招才有教師來參加，而且常常是

完全沒有輔導背景的教師，在這樣的輔導環境下，學生的輔導品質令人堪憂。 

三、家庭功能不彰，缺乏家長的合作與支援 

  在偏鄉從事學生輔導工作，深入了解學生的狀況後，發現很大一部分的學生

問題的背後常伴隨著功能不彰的家庭，家長本身喪失功能或者未能落實家庭教育，

而當輔導教師或導師邀請家長共同參與輔導工作時，家長往往無能為力或者沒有

配合的意願，常讓導師及輔導教師感到束手無策，而當家長不想配合改變時，學

生的問題往往難以獲得改善（吳金銅、林碧花，2006；郭至和，2000；許育光

2013）。 

 

肆、建議與結論 

    綜合以上在偏鄉小校看到的三級輔導困境，以下以改善三級輔導困境的觀點

提出相關建議。 

一、因應學校規模，調整學校行政內容 

    因不同的學校規模，輔導人力配置差異許多，但須執行的行政業務卻相同，

這帶給人力拮据的偏鄉行政人員莫大的壓力。若專任輔導教師需長期協助行政，

相對的一定會影響二、三級輔導，因此若能因應不同規模大小的學校而在行政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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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上做調整，將會減低行政的壓力，並能更加投入落實三級輔導的工作。 

二、增進正式輔導專業背景人才 

    偏鄉地區常因地理環境導致教師流動率高及師資不足，再加上非學科科目較

不易受到重視，正式教師缺額往往開給學科教師，導致綜合活動科長期聘任代理

教師，且應聘的教師幾乎都不是本科系的專業教師。但以輔導科來說，若能有正

式老師與學生有長期穩定的關係並具備專業的輔導知能，更能發揮初級及二級輔

導效能。且若能讓正式的輔導活動科老師擔任兼輔教師，負責狀況較輕微的初級

與二級之個案；專任輔導教師則負責更需要專業協助的二、三級個案，個案即能

依照各自的需求，得到合適的輔導資源。 

三、增進在地輔導資源系統合作 

    偏鄉地區因人口嚴重外移及就業機會少，隔代教養及家庭功能不彰的比率比

起都市高出許多（彭杏珠，2008），在與家長進行輔導工作時，常會有家長無能

為力或者不願意配合的狀況發生，往往會讓輔導效能無法展現，學生的問題難以

獲得改善（黃靖淳，2015），若能加強與校內輔導合作及在地輔導系統合作，學

校偕同心理師、社工師、在地社會機構等一同合作，增進家庭功能，提高學生輔

導效能。例如：學生家長因長期酗酒，嚴重影響學生日常生活，此時社工師可先

介入了解家長狀況，必要時提供酒精勒戒及與在地社會機構合作協助家長就業服

務，學校方面進行酗酒之相關宣導；在學生方面，與導師或校內輔導人員進行個

別晤談，有需要時轉介心理師。 

 

    教育部設立學校三級輔導體制是想將三個層級的學校輔導工作重點加以整

合，讓有限的輔導資源，透過三級分工合作的概念，讓不同的輔導資源介入（楊

國如，2013）。但在偏鄉教師、資源有限的狀況下，要如何依學校實際狀況調整，

讓三級輔導落實發揮輔導效用，這是需要政府一起來重視、關心的事。 

 

 

 

 

 

 

 



2017教育行政與政策國際學術研討會 
 

281 

 

參考文獻 

王麗斐、杜淑芬、羅明華、 楊國如、卓瑛、謝曜任（2013）。生態合作取向的學

校三級輔導體制：WISER 模式介紹。輔導季刊，49（2），4-11。 
立法院（2011）。國民教育法。取自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70001 

許育光（2013）。國小輔導教師實務內涵初探：從困境與期待分析進行對話。中

華輔導與諮商學報，38，57-90。 

彭杏珠（2008）。台灣有 50 萬個弱勢家庭 25 縣市弱勢指標大調查。遠見雜誌，

267。取自 https://www.gvm.com.tw/Boardcontent_14424.html 

黃靖淳（2015）。國小初任專任輔導教師工作困境與因應之探究（未出版之碩士

論文）。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新竹。 

楊國如（2013）。校園輔導團隊之 WISER 模式運作：案例實務簡介。輔導季刊，

49（2），12-16。 

鄭崇趁（2000）。青少年人格教育－從教育部輔導工作六年計畫談起。學生輔導，

67，6-17。 

教育部（2009）。學校三級預防輔導模式與輔導教師知角色功能表。取自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100。 

教育部（2013）。國民中學學校輔導工作參考手冊。臺北市：教育部。 

教育部（2016）。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置國中小輔導教師實施要點。取

自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100 

 

 

 

 

 

 

 

 

 

 

 

 

 

 

 

 

 



2017教育行政與政策國際學術研討會 
 

282 

 

我國中小學代理代課教師制度發展與教

育政策之推行：歷史制度論的觀點 

 

林晉竹 

 

摘要 

    近年來我國因受到教育改革、少子化、軍公教恢復課稅等環境與政策影響，

中小學聘任代理代課教師數量與佔學校任職教師之比例逐年上升，進一步對於學

校行政、班級經營、教學品質等層面皆產生越發顯著的影響。代理代課教師的族

群所扮演的角色與比重不再如同過去被視為學校面臨課務安排的不足的暫時安

排或是單純落實員額編制管控的彈性工具一般。 

    我國雖自早期學校教育開辦便有代理代課教師聘任之實際情形存在，但直至

民國 84 年《教師法》及民國 86年教育部訂定《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

辦法》公布施行，中央政府方有明確規範學校聘任代理代課教師之原則，而教育

體系中之代理代課教師明確制度發展已有二十年之餘，且因社會環境與教育政策

在地方政府層級上發展出更為多元而因地制宜的樣貌。 

    本文針對我國自施行《教師法》與《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

起二十餘年來，中小學整體代理代課教師制度的發展歷程進行描述，以及其制度

受政策之影響所產生之變化過程進行分析。於此同時，運用歷史制度論建立出代

理代課教師制度發展與變化的分析結構，描繪與分析我國中小學代理代課教師制

度之樣貌與變化。 

 

 

關鍵字：教育政策、代理代課教師、歷史制度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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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lementation of Educational 

Policy and Develpoment of Substitute 

Teachers’ Institu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due to education reform, less child, taxing reccovery for military 

personnel, public officials, teachers and other environmental and policy impact, the 

number of substitute teachers in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to represent the 

number of teachers and teachers accounted for the proportion of teachers increased 

year by year, further for school administration, class management, teaching quality 

All have a more significant impact. The roles and proportions of the ethnic groups 

acting on behalf of the teachers are no longer the same as those used in the past to be 

regarded as the lack of temporary arrangements for school arrangements or simply to 

implement the flexibility of the staffing control. 

  Although the existence of substitute teachers were appeared in early school 

education, but until the "Teacher Law" and " the Method of Appointing and Acting 

Teacher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 set by ministry of education was 

publicated and implemented in 1995 and 1997,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d a clear 

principle to specified school to apply for substitute teachers. On the other hand, thr 

institution of substitute teachers in the education system was developed more than 20 

years, besides of that, it was developed a more diverse situation at the local 

government level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social environment and education 

policy.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Substitute Teachers’ 

Institu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for more than 20 years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eacher Law" and "the Method of Appointing and Acting 

Teacher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nd analysis the process of Institution 

changing by educational policy comprehensively and completely.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applicates New Institutionalism to establish the analysis structure of the 

substitute teacher system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for a complete description and 

analysi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ubstitute teacher institution appearance. 

Key Words: Educational Policy, Substitute Teacher,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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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圍繞著「代理代課教師」此一族群的相關議題，近年來伴隨著國人對於教育

品質的日漸重視，教育政策一系列如九年一貫、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等整體制度

性的改革，軍公教人員恢復課稅，生育率降低導致少子女化等因素，逐漸浮現於

教育議題主要討論的問題中。而代理代課教師一職在我國教育體系中自教師法公

布施行，以及教育部制定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後，至今已有二

十餘年的時間。對於教育現場與學校整體的運作造成的影響則是基於上述諸因素

對於教育體系的作用而日漸成為教育研究學者與政治決策者所關心的重要現

象。 

    依據教育部自民國 95 年起每年定期公告之師資培育統計年報顯示，我國公

立學校合格代理代課教師人數自民國 95年 10,864人至 104年成長至 20,335人增

加近萬名，成長幅度超過 95%（非合格代理代課教師人數因年報統計至民國 99

年後不再列於表中，因此難以比較近年之人數），佔公立學校整體在職教師總人

數百分比自民國 96 年 7%至民國 104 年 10.76%，成長比例達 3.76%。此一數據

的不僅僅僅表示代理代課教師人數的成長，也意味著代理代課教師制度背後反映

出的師資結構以及對教育體系的影響發生了顯著的改變。 

    關於代理代課教師的增加，林勝結（2015）指出主要有以下幾種因素： 

一、因應社會環境的少子女化趨勢，學校開始控管教師的缺額，進而將原本正式

教師之編制員額改為甄選代理代課教師。 

二、教育政策的配套措施不足，如教師課稅後的減授課配套方案中教育部只補補

助代課費用、新設兼任輔導教師減授課也只能以安排代課方式解決。 

三、人事管理的規定相對放寬，相對有利於教師請假與申請留職停薪，造成學年

或學期中大量的課務遺留必須甄選代理代課教師。 

四、教師個人權益意識提高，如因服兵役留職停薪、因職務工作需求參與會議而

需公假安排代課、或是於假日或課後辦理活動，爭取補休而調整課務等狀

況。 

五、特殊教育班級課程需求因現行師資培育未能滿足而使校方轉向協調校內現有

正職教師任課，原編制改以甄選代理教師。此外教育部鼓勵各校設立的技藝

教育班等課程，因教育部只核發代理代課費用與常見的現有師資專長不足，

學校只能安排代理代課教師。 

  此一狀況的發展顯示出原本應作為學校彈性解決單一年度或短暫課務遺

留的代理代課教師制度，在社會環境變遷與教育政策改革與更易的態勢下，

更為常態化與普及於所有中小學教育體系中。而代理代課教師的人數增加與

比例上升則更於教育現場中延伸出以下問題： 

一、李真文（2015）指出偏遠鄉鎮的教師缺額引起媒體與社會的關注，主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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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學校無法尋得具備教師證之合格教師授課，必須聘請大學畢業而未有教

師證者，教學品質有所疑慮。此外代理代課教師專業不足，沒有良好的培訓

機制與支持系統，更無正式教師之待遇，在校內地位如同次等勞工。 

二、佘豐賜（2013）指出學校內的勞逸失衡浮現於課稅後減授課以及調高導師費

使許多原任行政職之正式教師認為工作量與獲得的實質回饋不成比例，皆有

轉任專任教師或導師之現象。此一態勢在面對新的學年度即將開始時校方仍

未能尋得教師擔任行政工作，只能於教師甄選時要求代理代課教師接任行政

職務，反而產生通常資淺的代理代課教師領導較為資深的正式教師此種情況

產生。 

三、從代理代課教師的個人觀點出發，李文惠（2006）表示代理教師於學校中雖

為教師卻是臨時勞工的矛盾，產生了蠟燭兩頭稍與專業自信心不足等困境。

黃筠珮（2011）則認為代理教師因為工作不確定性而缺乏安全與穩定感。林

昭仁（2008）更進一步指出因為家長通常抱持著看待代理代課教師是因為「不

是很會教，所以才只能代理」的刻板印象，造成代理代課教師在擔任導師職

務時，容易在親師間溝通產生落差。 

    以上關於代理代課教師的增加及增加之後於教育現場所衍生的各種情況除

了反映出代理代課教師目前對於教育體系的影響力與介入程度日漸深化以外，更

揭示了關於整體教育現場因應社會環境與教育政策變遷所產生的諸多問題。而我

國近來關於代理代課教師相關之研究多從代理代課教師之工作處境、行為反應或

生涯發展作為出發點，尚無以制度性理論之視角對整體代理代課教師制度之發展

與面對教育內、外環境變動所做出的回應作一完整的脈絡分析與理論檢視。此外

對於代理代課教師制度之研究對於了解我國代理代課教師相關教育政策之制定

與修正，作為未來相關領域的研究發展可能性，或是於實務上對政策與法規延續

發展的建議性，皆具備重要而難以忽略的參考面向。亦為本文發展研究主題與目

的之核心動機。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文研究以歷史制度論的理論觀點作為研究分析的基礎，嘗試於研究中完成

以下目的： 

1. 探討我國中小學代理代課教師制度發展之脈絡。 

2. 探討我國與代理代課教師相關連之教育政策。 

3. 分析我國教育政策對代理代課教師制度所產生之影響。 

  依據上述本文主要研究目的，於本文研究發展過程中，則發展出以下需透過

研究回應之問題： 

1. 我國中小學代理代課教師制度發展之脈絡為何？ 

2. 我國至今與代理代課教師相關連之教育政策為何？ 

3. 我國教育政策對代理代課教師制度所產生之影響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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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解釋 

一、教育政策 

  教育政策之定義，國內外學者各有不同的觀點，學者 Trowler（2003）界定

教育政策為一套與教育議題密切相關而必須遵守的明確原則和行動，或者是為遵

守其原則或行動而設計以達成預期目的之方式。邱祖賢（1996）則認為教育政策

乃是主管教育之行政機關依據目前社會發展與未來可見之趨勢與需求，依據國家

所設立之教育宗旨及相關法律之規定，訂定推行之目標，擬制可行之策略、實施

方式與規劃時程，且以法定之程序公布施行，作為相關行政部門、單位或相關機

構採取行動的參考準則。張建成（1999）則是依據社會學的研究觀點切入，認為

教育政策是社會環境與教育制度兩大領域相互影響對話所產出的結果，因此教育

制度與政策是立基於整體社會環境互動而生的。張芳全（2015）認為教育政策的

意義乃是在教育之情境中，接受教育的主體或社會上群眾對於現行之教育體制有

所不滿，或因其體制無法提供所需之服務而使其困擾、不安，抑或教育體制的實

際運作與其目標及價值有相對差距時，政府與其他相關之社會團體必須有所作為

或不作為以期解決問題，達成目標的過程。並具有六點核心： 

1. 教育政策乃是整體公共政策之一環，其目的在於解決教育問題。 

2. 教育政策是在教育之情境中所產出，也在此一情境中運作。 

3. 教育政策乃是政府採取作為或不作為的活動。 

4. 教育政策之執行機關應當與社會團體相互配合。 

5. 教育政策執行之核心在於使接受教育之主題得以滿足其教育上需求。 

6. 教育政策之最終意義在於達成教育之目標。 

  本文所稱之教育政策，除上述界定之意涵與範疇，更明確限縮於與我國中小

學之代理代課教師其聘任、職務角色、權益保障及制度運作發展有所相關之教育

政策。 

 

二、我國中小學之代理代課教師 

  我國當前中小學所實行的代理代課教師相關制度是以民國 84 年立法通過公

告施行的教師法第 10 章第 35 條為法源，及民國 86 年教育部依據教師法訂定之

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作為主要運作基礎，所建立的教師選聘任用

制度。而依據中小學兼任代課、代理教師聘任辦法所定義之代理代課教師分為以

下三種： 

（一）兼任教師：指以部分時間擔任學校編制內教師依規定排課後尚餘之課務或

特殊類科之課務者。 

（二）代課教師：指以部分時間擔任學校編制內教師因差假或其他原因所遺之課

務者。 

（三）代理教師：指以全部時間擔任學校編制內教師因差假或其他原因所遺之課

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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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所提及之我國中小學代理代課教師，乃是指依據上述法規內容所敘述於

學校中執行各項遺留課務，並依照中小學兼任代課、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由學校辦

理甄試所選聘之人員。校內正式教師臨時代課部分則因與相關制度無明確相關而

非本研究所探討之範圍。 

 

三、新制度論 

    新制度論（New Institutionalism）不同於傳統的制度研究強調既有制度靜態

的研究觀點，基於批判行為主義時期之研究過於強調個人行為的重要性而忽略了

整體環境與制度對於個人行為的影響與制約，或是個人行為與環境的互動不斷的

再形塑制度變遷的狀態。新制度論所強調的是對於制度的結構演化作分析與理解，

以了解制度對於組織、成員、文化、環境等所造成的影響。 

新制度論本身包含了從不同研究領域所發展出來各種新興制度研究理論的集合

體，主要有源自經濟學觀點的理性選擇制度論，源自社會學觀點的社會制度論，

以及政治學觀點的歷史制度論。此外比起傳統的制度理論，新制度論將制度理論

的研究範圍從正式規則擴大的非正式的規範或認知約束。從方法論的角度出發，

新制度論所關注的是結構與主體間的互動關係。 

雖然新制度論過去作為研究分析的理論工具上經常是選擇其中三種主要觀點出

發，但近來之研究，如陳文彥（2007）、呂柏毅（2014）皆開始運用了兩個以上

的主要觀點結合分析。因此新制度論的研究有了傾向整合性發展的趨勢，以對於

各項制度的研究議題能夠透過結合不同視角的探究能夠呈現更為完整的面貌，並

能建立更為精確與具備啟示性的分析架構，提昇理論對於現象解釋與朝向未來做

出預測的能力。 

    本文所運用的新制度論，乃是以歷史制度論的觀點，從其理論出發，對於我

國教育政策對中小學代理代課教師制度之影響作完整的發展脈絡觀察與探究，並

進一步以此分析此一制度演變所產生的效果與作用，建立完整的分析途徑。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我國中小學代理代課教師制度 

  我國當前教育研究領域對於代理代課教師制度的研究十分缺乏，與制度相關

的研究目前僅有葉連祺（1998）針對代理代課教師聘任與證書考試制度的研究，

紀家雄、林嘉君（2003）對代理代課教師相關法規作分析研究，以及李文惠（2007）

在對於國中代理代課教師工作處境及專業認同之研究一文中對代理代課教師相

關制度進行相關文獻的整理。此外國內研究代理代課教師相關的碩、博士論文及

期刊文章，大多數皆以代理代課教師於教育現場之工作狀態與個人相關心理特質

及其行為作為探究之主題。因此對於代理代課教師之制度面向之研究在國內教育

學術研究領域而言更具有延續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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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理代課教師制度的發展背景 

我國代理代課教師此一職缺依據邱明昌（1989）的研究指出主要形成的原因有三

種狀態：兵缺、實缺、短期代課。近年來則因為教育現場與環境的改變而出現許

多變化，以下做完整的論述： 

（一）兵缺代理教師 

    此種形成代理代課教師職缺產生的原因發生於男性的兵役需求上，從師範體

系或是教育學程修畢的男性在實習期滿後，即期錄取教師甄試，但又需應兵役法

徵召進入軍中服役，而錄取資格有保留的權利使其服役期滿能夠返回原校任職。

在此期間，為了因應校務正常運作的需求，該保留之職務相對必須尋求代理教師

填補。因而形成因服役保留資格因素所出現之兵缺代理教師（李文惠，2007）。 

    過去我國服役期限為一年以上，因此兵缺代理教師任期至少為一年，薪資部

分中教學研究費以八成支領，其餘權益與正式教師相同（邱明昌，1989）。近年

來因為兵役期限的縮短，且現在之教師甄試男性需有役畢之資格，因此兵缺代理

教師的職缺不再出現於教學現場中。 

（二）實缺代理代課教師 

    實缺代理代課教師的職缺產生原因大多是因為正式編制的教師員額任用不

足、無法滿足實際教學需要，或是保留主任缺額以利調派作業，抑或學校迅速增

班的狀況（邱明昌，1989）。近年來此種職缺產生的主要因素則是社會環境的少

子化與教育經費短缺等因素，教育行政機關要求學校進行員額控管，因此多數學

校皆有此類的代理代課教師。 

    此種代理代課教師之任期少則三個月，多則一年。其薪資待遇與代理兵缺者

相同，而年終工作獎金部分目前唯有服務滿一年以上之代理教師，於下一學年同

樣錄取代理教師職缺方能領取，代課教師無論任期長短皆無法領取。至於寒暑假

薪資部分，代理教師任期一年者可領取寒假薪資，一學期或未滿一學期者無法領

取。暑假薪資部分則需依照各縣市所制定之聘約起迄規則是否有跨至暑假中兩個

月份而定。 

（三）休假與進修代理代課教師 

    80、90 年代，政府為提昇教育工作者的專業能力，並於教育改革中強調教

師必須成為課程設計、評鑑與行動研究的主體，因此提倡教師應持續進修。於此

同時教師對於進修成長的個人需求增加，台灣高等教育也具有擴張的趨勢，因此

增加許多可能與管道。然而進修之教師申請留職停薪所遺留之課務便需要聘任代

理代課教師處理（李文惠，2007）。 

    近年來，以進修為留職停薪申請目的者逐漸下降，取而代之的是因為人事規

定相對放寬，導致申請育嬰、侍親等休假為目的之正式教師逐年增多（林勝結，

2015）。此種申請休假留職停薪者多為一學期或一年，因此以聘任代理教師為主，

其薪資與權益事項與實缺代理教師相同。 

（四）短期代課教師 

    短期代課教師的任期極為不穩定，最長與代理教師相同為一年，最短可能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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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天而已。產生此種職缺是因為正式教師請假所導致，例如奉派開會、專業成

長研習或是其他因為公務需要而請假的公假，或者是病假、以及女性教師的產假、

婚假、喪假等，因為假別的不同，代課時間的長短也不一樣（李文惠，2007）。 

 

二、我國當前代理代課教師相關法規建置 

  我國有關代理代課教師之相關法律與行政規則主要來自於教師法、中小學兼

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此外另有授權各縣市自訂中小學兼任代理代課聘任

辦法或要點。此外針對代理代課教師之聘任與敘薪的部分，中央教育行政機關及

人事單位、直轄市教育局等機關也有函釋。以下針對代理代課教師之選聘、敘薪

以及權利進行相關之分析： 

（一）代理代課教師之選聘 

    我國中小學代理代課教師之選聘法源依照目前最新立法版本之教師法中列

於第十章附則之第 35 條，另教育部依據此一法源制定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

師聘任辦法作為各級學校聘任代理代課教師之規則所參照之原則。根據中小學兼

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 3 條之規定，中小學聘任兼任教師與代理代課教師

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1. 中小學聘任之兼任教師，應具有各該教育階段、科（類）合格教師證書者聘

任之。 

2. 中小學藝術才能班因課程安排所需聘任兼任教師，得以校外具藝術專長者聘

任之，不受前項規定資格之限制。 

3. 中小學聘任三個月以上之代課、代理教師，應依下列資格順序公開甄選： 

(1) 具有各該教育階段、科（類）合格教師證書者。 

(2) 無前款人員報名或前款人員經甄選未通過者，得為具有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

程，取得修畢證明書者。 

(3) 無前款人員報名或前款人員經甄選未通過者，得為具有大學以上畢業者。 

 前項第二款、第三款資格，應以具出缺科（類）專長者，優先聘任之。 

    從以上的法規敘述可以得知，我國中小學代理代課教師的遴選與聘任於實在

運作時，有一定的順位原則存在，以具有合格教師證書者為優先，其次則需教育

學程修畢，最後才是大學以上畢業資格。此種規定的設計，可以預想的到乃是為

了保障師資培育生的工作權利，以及預期提昇整體代理代課教師教學專業品質而

制定的。 

（二）敘薪方面 

  目前我國中小學代理代課教師薪資待遇部分規範於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

教師聘任辦法第 9 條： 

1. 兼任及代課教師待遇以鐘點費支給。 

2. 代理教師待遇分本薪、加給及獎金三種。 

  前項各款待遇支給基準，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兼任與代課教師以鐘點費支給的原因在於教師以部分時間在學校進行課務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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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因此應以其實際進行課務之時間作為給付之標準。代理教師因其需以一般全

職工作之全部時間在校代理相關課務，實際在校時間較長，所以待遇原則上應比

照正式教師給予本薪、加給與獎金三種類型之薪資。當前代理代課教師之實際薪

資由各縣市地方政府所制定之自治法規比照正式專任教師，依據公立學校教職員

敘薪辦法所附之表規定，以個人最高學歷與服務年資進行核敘薪資等級。若是錄

取者未具備合格教師資格者，其加給項目之學術研究費以百分之八十給付。而其

他相關福利細項，則多授權交由地方政府制定（紀家雄、林嘉君，2003）。 

    過往各地方政府對於自定中小學兼任代課與代理教師聘任辦法或要點中對

於代理代課教師之薪資計算與敘薪等級分別有不同的規定。（李文惠，2007）至

今由於中央教育行政機關所制定之中小學兼任代課與代理教師聘任辦法具有全

國適用之效力，且另有訂定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以作為代理代課教師敘薪之

統一標準，因此目前對於兼任代課教師以實際任課之鐘點費給付，而代理教師則

規定具備合格教師證書者敘本薪 190 級，具備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取得修畢

證明書者敘本薪 180 級，未具備前兩項情形之大學畢業者敘本薪 170 級。 

（三）權利義務層面 

    目前代理代課教師所享有的權利與義務皆規範於中小學兼任、代課與代理教

師聘任辦法第 7、8 條中： 

1. 權利部分： 

(1) 對學校教學及行政事項提供意見。 

(2) 享有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依法令規定之權益。 

(3) 參與教學有關之研習或活動。 

(4) 對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學校有關其個人待遇及解聘之措施，認為違法或

不當致損害其權益者，得準用教師法之申訴程序，請求救濟。 

(5) 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得拒絕參與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學校所指             

派與教學無關之工作或活動。 

  上述權利部分主要在於保障代理代課教師之參與校務權、工作保障權、進修

權、申訴權及拒絕非義務工作之權利。整體而言代理代課教師雖無正式教師對於

職業穩定的保障以及年資敘薪的累進計算，但於工作期間所擁有的權利與正式教

師相較來說有著趨近平等的保障地位。 

2. 義務部分： 

(1) 遵守聘約規定，維護校譽。 

(2) 積極維護學生受教之權益。 

(3) 依有關法令及學校安排之課程，實施教學活動。 

(4) 輔導或管教學生，導引其適性發展並培養其健全人格。 

(5) 參加經指派與教學、行政有關之研習或活動。 

(6) 嚴守職分，本於良知，發揚師道及專業精神。 

(7) 非依法律規定不得洩漏學生個人或其家庭資料。 

(8) 其他法令規定應盡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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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規定所說明之義務，亦多可見於教師法中對於正式教師之規範，因此可

以得知代理代課教師與正式教師於教育體系及教學現場皆需盡力完成法規所揭

櫫的義務與責任。但此一情況相較於權利部分，代理代課教師因為缺乏職業的穩

定性而與正式教師有所差距，且有無法累積年資增加敘薪的困境存在。此一權利

義務的相互比較上呈現出代理代課教師有著權利義務不對等的情形。 

 

第二節 相關教育政策 

一、員額管控 

  員額管控的施行法源來自教育部於民國七十年所訂定頒布，至民國一百零五

年歷經 13 次修正之現行「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編制準則」

中第三條第二項。該法規說明學校在不超過教師編制員額總數百分之五範圍內，

將專任教師的額度控管並得改聘兼任、代課或代理教師。此外該校教師編制員額

總數未滿 20 人者，得將專任教師額度一名控管以改聘。 

  此一法規於民國 94 年之修正如前段所述將學校員額控管之方式明確列入法

規說明之中，使得我國中小學擁有明確的自主權力得以依據學校的需要與發展規

劃，甚或是因應教育環境演變之前景，將學校原本設置之專任教師員額所分配之

經費得以活用於改聘兼任、代課或代理教師。 

  然因地方政府財政與實務狀況各縣市有所不同，因此該法規第五條亦於民國

94 年之修正中補充說明第五條，使各縣市政府可依據學校分布與學生人數之狀

況另於職員之員額編制訂定相關規範，而不受該法規所述之規定限制。此一內容

更進一步開放各縣市政府對於學校的員額管控有彈性調整的權力，並間接賦予學

校擁有得以聘任為數更多兼任、代課或代理教師的可能性。 

 

二、國中小增置專長員額 

  首先，行政院教育改革推動小組於民國 87 年審議通過教育部所提之「教育

改革行動方案所需人力請增計畫草案」，其中包含「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增

置公立國小教師員額」此一計畫（俗稱國小 2688 專案）。該計畫主要之目的有三：

1.落實九年一貫課程與學校本位化的管理方式；2.配合九年一貫課程需求進用多

元師資以提升教學成效；3.緩解偏遠學校人力缺額，改善個別教師負荷過重現象。

至於補助原則可分為五個層面：1.公平性：所有縣市均能得到分配；2.優先性：

離島、山地與偏遠地區將得到優先補助；3.比例：以各縣市公立國小數量作為分

配依據；4.績效：以推行九年一貫課程成效為主；5.彈性：依據預算編列與縣市

政府財政狀況調整。其分配員額數方式可分為三大方向：1.國立大學附屬小學若

教師編制未達 1.7 人者，增置至滿 1.7 人為止；2.各縣市分配增加員額，以每校

一人為原則；3.依據前項分配所剩員額，除金門、連江固定為 2 人外，皆依據縣

市數平均分配運用。 

  其次，民國 98 年中央政府施行「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特別條例」，為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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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教育部依據該條例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作為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擬定提出「培

育優質人力促進就業計畫」。該計畫教育部負責之 11 項方案，其中一項為「國中、

小增加專長教師員額方案」，該方案優先補助各縣市偏遠地區之國中小特定專長

教師之不足員額，並預計藉此落實學校本位管理、教師教學專業化與九年一貫課

程之實施，同時提升學生學習之成效。該項方案於計畫中推行期限為一年，而後

為延續該方案之推展成效，教育部於民國 99 年訂定「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

增置偏遠及小型國民中學教師員額實施計畫」（俗稱國中 450 專案）。此計畫之目

的主要在於改善偏遠與小型國中於某些教學領域之專長師資不足的情形。 

  以上兩計畫雖皆是為了增置我國中小學教師員額，以期緩解教師工作負荷過

重或較為偏遠之學校缺乏特定領域之專長教學人力，然而因以計畫之方式推行，

每一學年度皆需由各縣市政府或各校提出申請計劃，再交由教育部進行決審，因

此員額與經費皆非固定，導致計畫所進用之人力必須為兼任、代課與代理教師。 

 

三、教師課稅減課 

  民國 100 年立法院三讀通過所得稅法之修正案，取消原先軍職、公職與教職

人員所得免徵綜合所得稅之規定，並於民國101年起恢復徵稅。為因應此一政策，

教育部制定「補助國民中小學調整教師授課節數及導師費實施要點」作為因應之

方式。此一法規中訂定相關之配套措施，其措施說明如下： 

1. 該要點以調整教師授課節數並補助鐘點費方式作為配套之措施；其次，要求

地方政府必須將調整教師授課節數後之所餘課務優先依據員額編制聘任專任

教師，若無法再透過學校內教師兼任支領鐘點費，最後則以聘任代理代課教

師方式為主。 

2. 調整教師授課節數之方式以國中小教師每週減少兩節，若國小兼任導師者則

再減少兩節。 

3. 國中小兼任導師之教師除原先依法加給之 2,000 元外，另外加給 1,000 元。 

  前項國小增置教師與偏遠與小型國中增置專長教師兩項計畫推行至民國

104 年，與教師課稅減課、導師職務加給之法規合併，由教育部統一制定「補助

國民中小學提高教育人力實施要點」成為規範四項政策之法規基礎。除整合四項

計畫之法規外，主要亦針對部分內容做出以下之修正與新增： 

1. 國小編制內教師員額計算基礎調整為每班 1.65 人。 

2. 國小依據每年公告合理化教師員額數扣除實際員額數後應增置的員額應聘任

代理教師，與 2688 專案有所差異。 

3. 調整教師授課節數並補助鐘點費方式作為配套之措施。針對已有申請國小

2688 專案之學校進行排除。 

4. 國中小之增置員額代理代課教師，由原本二校之共聘、三校之巡迴統一修正

為合聘，且應由地方教育主管機關協助各校安排合聘相關事宜。 

5. 中小型國小（9-20 班）補助配置行政人力，該項進用之人員以行政事務為主，

不包含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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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聘任資格與方式調整 

  教育部自民國 86 年訂定「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起至今

有數次修正，其中對於聘任資格與方式皆有所調整，茲說明如下： 

1. 民國 95 年，教育部針對當時開放各大學設立師資培育中心後產生自師資培育

人才供過於求，且部分特殊性與稀缺性之課目難以尋得教師聘任，將兼任、

代課與代理教師之資格調整為三階段聘選： 

(1) 具有個別教育階段、科目（類型）之合格教師證書或資格。（俗稱一招） 

(2)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修業完畢，取得修畢證明書。（俗稱二招） 

(3) 大學以上畢業者。（俗稱三招） 

2. 民國 101 年，教育部針對原先該辦法所規定任職期間超過三個月以上公開甄

選之代理代課教師需於聘約期滿後重新公開甄選之規定進行修正，主要是為

因應下列情事： 

(1) 為因應許多教師申請育嬰、進修、請假或地方與中央政府基於業務需要所進

行借調產生遺留之課務。 

(2) 受少子化影響控管員額導致代理代課教師佔整體教師員額比例日漸增加，原

定之一年一聘方式將造成學生學習權益的影響。 

(3) 藝術才能班級因教學型態特殊，相關專長師資多為專業科系出身，並無教師

合格證書。 

  對於上述之情事，教育部於該辦法中做出以下修正： 

(1) 中小學藝術才能班聘任之兼任教師，不受原先需有教師合格證書的限制。 

(2) 原先一年一聘之代理代課教師，若服務成績優良，符合學校需求且具有教師

合格證書資格者，得經學校教師評議委員會審查後再聘，無需重新公開甄選。

再聘之次數最多以兩次為限。 

(3) 民國 103 年，教育部針對代理代課教師三個月以上聘任公開甄選之資格進行

補充，將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修業完畢，取得修畢證明書與大學以上畢業者兩

階段甄選設定應以具有所出缺科目專長者，優先聘任。 

(4) 民國 105 年，教育部針對聘期三個月以上之代理代課教師原先針對以具有教

師合格證書資格者學校方得再聘之規定做出修正。偏遠、特殊偏遠活離島地

區之代理代課教師，若為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修業完畢，取得修畢證明書與大

學以上畢業者以上兩種資格聘任者，且為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或具有出缺科

目專長者，學校得再聘且以兩次為限。 

 

第三節 新制度論與歷史制度論 

一、新制度論的發展背景 

    針對制度的定義，North（1990）曾論及：「制度乃是一個社會中的遊戲規則，

更謹慎而言，制度是人類為了約束彼此行為而制定出的一種共同限制或規範。」

制度對於人類社會的影響力與重要性從此一論點中得以觀察出來。過去傳統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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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理論研究途徑，因深受法律、歷史、哲學等學科影響而成，因此所關注的焦點

在於描述正式制度的設計、建立與良好運作上，產生出法律主義、結構主義、整

體主義、歷史主義及規範分析特色觀點（Peters,1999）。上述幾種分析觀點主要

所探究的是制度運作的「應然面」，也就是在「行動者將在接受的某種規範與制

度的約束後，將會產生可被預期的某種行為效果」此一假設下對社會上的正式制

度與規範進行研究與觀察。 

    然而此一研究的分析觀點與理論基礎，在社會科學中「行為主義」的研究理

論發展中受到了嚴格的質疑與批判。這些批判主要聚焦於傳統制度理論研究無法

清楚解釋制度運作背後的所有面向，也就是過於靜態的研究觀點已經無法完整的

描述許多相關現象的全貌，因此在學界發生了一次具有革命性的轉變，將研究的

焦點從制度轉移到人身上（胡至沛，2001）。此次變革代表著學界的研究觀點從

靜態的制度轉變至具有動態的個人行為，從個人行為的發生與改變探究集體行為

的特性，進一步建構制度運作的影響層面與不同面向。 

    然而制度理論的研究者也在行為主義發展興盛後對其缺失提出了批判

（Immergut,1998）： 

（一）政治行為難以代表個體偏好：行為主義研究者主張個人偏好必須透過外顯

的行為進行推測，但制度論者卻表示政治行為有時和個人偏好並非完全相

同，甚至是被制度背後代表的意識型態所制約而產生的，因此制度論者更

期望能夠呈現個人偏好與行為的不同。 

（二）個人行為與偏好並非集體：制度論者認為個人行為的總和並不能等同於集

體的行為或是社會總體呈現的特性，而是應該由整體的環境結構來推論個

體的行為產生的因素與動機。 

（三）個人期望與偏好被忽略：制度論研究者表示因為個人行為總和無法等同集

體行為與社會總體特性，在制度運行與建構的過程中勢必會有一部分的人

所期望表達出的意見被制度所掩蓋，而制度論的研究卻是能找出這些被制

度掩蓋的人之所以被忽略原因和對社會整體造成的影響。 

  由上述的發展過程可以得知，因為傳統制度論與行為主義兩派學者之間的爭

端始終圍繞在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因此這樣的爭論在後續的研究發

展中產生的折衷的傾向與修正，產生了中間路線，也就是新制度論產生的重要背

景（郭承天，2000）。也因此新制度論的核心論述便如同近代社會科學不斷探究

的目標，乃是對於「主體—結構」此一爭議嘗試作出合理的解釋與分析。而新制

度論的發展也在經濟學、組織理論、政治學、公共選擇、歷史學以及社會學上各

自以不同的取徑形成不同分析觀點的理論。但這些新制度論的不同版本都對於研

究的目標有著共同的關注，即是對社會過程的原子理論保持懷疑與批判的態度，

並同時主張制度、規範與社會過程的重要性不該被忽略（Dimaggio & 

Powell,1991）。 

二、新制度論的主要學派與理論建構 

  廣義而言，新制度論主要提供給研究者兩種研究途徑（呂柏毅，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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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式途徑：此一途徑研究者透過數學公式的計算，假設個體尋求特定目標

或偏好，而在所有的可能選擇變項中，個體將會以最有利的策略組合為原

則將自我利益最大化。此一途徑的研究者認為，制度提供其中的成員行為

上的參考標準，具體而言便是行為標準與獎懲機制，其中的關鍵在於制度

將會透過改變期望以影響行為，因此公式途徑中的策略性互動有著極為重

要的角色。 

（二）文化途徑：此一途徑除了包括原本公式途徑所具有的策略性互動概念之外，

更添加了個體價值觀此一因素，也就是此一途徑不否認個體行為的選擇具

有理性思考邏輯與目的性需求，但看待個體的較度並非是效益最大化而是

自我滿足。此外個體進行選擇的過程將不會完全依照理性的公式去選擇，

而是在其中受到事件情境的影響。 

    當前新制度論的主要研究理論學派，依據 Koeble（1995）的研究可分為政

治學、社會學與經濟學的新制度論。而 Hall 與 Taylor（1996）則更進一步的將新

制度論區分為理性選擇制度論、歷史制度論、社會學制度論等三個主要理論。理

性選擇制度論乃是因為在新制度論的研究脈絡中以經濟學主要的理性選擇觀點

作為分析制度與行為者互動建構的切入點。社會學制度論則是同時結合了社會學

與組織理論的思考邏輯，作為理解與建構制度作用的出發點。歷史制度論除了綜

合上述理性選擇制度論與社會學制度論的觀點外，更深受詮釋論與結構功能論的

影響而融合了多元觀點，力求建構更為完整的制度研究途徑。（劉曉芬，2006）。 

    以下將針對本文所立基的歷史制度論作較為詳細的說明： 

    歷史制度論此一研究途徑起源於對多元主義者忽視制度可能因偏差不公平

而造成政治社會團體在權力關係的競爭中產生不對等，也同時批判結構功能論者

過度注重功能的問題而疏忽了制度結構本身的重要性（徐斯勤，2001）。對於制

度的定義，歷史制度論者認為深根於政治或經濟組織結構中，具有正式或非正式

性質的程序、慣例、規範，或者傳統皆被視為是制度（Hall & Taylor, 1996; Peters, 

1999）。而制度建立後會對成員的行為與決策產生影響，此時行為者的行為與決

策傾向於依循既有路徑而行，形成沿襲舊規的狀態。此種觀點乃是對於理性選擇

制度論的修正。 

  此外，歷史制度論也引用了 Simon（1997）的有限理性此一概念，不否認個

人對於利益得失有所計算，但在計算過程中個人很難能得到所有的資訊，因此在

無法預測與決定結果的情勢下，個人的行為結果是由不同的團體、利益、理念與

制度結構相互影響所產生（莊文忠，2003）。此種分析觀點則顯現出制度性安排

可能會創造出不同的機會，這些機會會增加或減少當中成員嘗試行動的風險

（Rockman, 1994）。 

  歷史制度論者認為透過歷史軌跡理解人類制度發展的過程是制度研究的主

要途徑，運用大量的歷史資料作為基礎，對各國歷史發展和制度的變遷過程進行

分析，以求在相對穩定的制度環境中，找出社會環境變化的原因，並能夠解釋在

特定制度的觀念產生改變後，如何導致制度與決策發生變遷（Hall & Tay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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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以下說明歷史制度論的重要主張（Hall & Taylor, 1996）： 

1. 歷史制度論將制度視為具備正式或非正式性質的規範或約束，且嵌入具備組

織規律性質的政治或經濟體系中。舉凡憲政體制、政府行政規則與民間企業

的約定，只要會影響到成員行為的機制都應被納入制度的研究範圍內。 

2. 歷史制度論者強調權力的關係，並分析制度中權力不對等的關係。此一理論

假設世界處於一種並不平等的制度結構中，某些特殊的利益團體將擁有更多

的社會決策權力，因此比起關注哪種制度能夠促進大眾的利益，探究在新制

度中哪些人是獲利者，哪些人是損失者更具有價值。 

3. 歷史制度論對於制度發展演進的脈絡有特別的觀察，也就是路徑依賴此一概

念。路徑依賴的意涵顯示新的制度出現時將會承繼過往制度曾具備的某些特

質，因此制度的發展與演進並非斷裂的獨立存在，而是有固定的軌跡可尋。 

4. 歷史制度論者在制度發展與變革的時間軸上對數個特出的時間點做出標記，

這些時間點被稱為決策關鍵點，代表著制度出現巨大變遷的時機，進而同時

創造出不同的斷續式平衡，延伸出許多新的變遷路徑。 

5. 歷史制度論者雖然十分重視制度在某些領域，如政治圈內所扮演的角色，但

這些學者並不認為制度變遷式引發該領域轉變的唯一因素，他們認為當中還

有其他因素，如社會經濟現況發展與多數人思想轉變等作用存在。 

  以上觀點的建立顯示出相較於理性選擇制度論與社會學制度論兩種研究途

徑，歷史制度論傾向於用更加寬廣的定義去建構制度與個人行為間的關係，同時

運用了公式與文化兩種途徑的觀點（Hall & Taylor,1996）。同時主張若要完整了

解人類制度發展，主要途徑乃是透過分析歷史脈絡的變遷，也就是以歷史上的重

大事件或變革作為分析的基礎（何俊志，2002）。此外，歷史制度論者也強化了

在制度研究中國家所扮演的角色，更為關注國家在不同時間點與社會中人群之間

的關係。歷史制度論在正式與非正式的組織因素納入研究範圍以外，從歷史學的

角度新增了時間軸的核心觀點。 

  本文研究所關注的主要議題面向在於我國教育政策推展對中小學代理代課

教師制度發展脈絡所產生之影響。因此在運用新制度論此一研究途徑時，為因應

本文研究之需求，將結合運用以下觀點作為分析之視角： 

（一）以歷史脈絡觀點，探究我國中小學代理代課教師制度之發展脈絡。 

（二）以時間軸概念，分析我國教育政策之推展對於中小學代理代課教師制度之

發展脈絡所產生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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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分析與討論 

第一節 代理代課教師制度之發展脈絡 

  我國中小學代理代課教師制度運作之主軸乃是以「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

教師聘任辦法」此一法規所建構。此一法規自民國 86 年訂定發布起經歷 14 次的

修正。而在歷次的修正後，依據教育部自民國 95 年開始固定每年公布之師資培

育年報顯示我國歷年中小學錄取正式職缺與代理代課職缺之教師人數之統計呈

現以下狀態（民國 95 年至 99 年錄取代理代課職缺人數包含持有合格教師證書者

與未持有者，民國 100 年後只統計持有合格教師證書者）： 

 

表 1 民國 95 年至 104 年錄取正式質職缺教師人數與 

錄取代理代課職缺教師人數統計表。 

年度 錄取正式職缺教師人數 錄取代理代課職缺教師人數 

95 3409 10635(9687) 

96 3553 12862(11661) 

97 2899 13383(12132) 

98 2285 16179(13372) 

99 2884 20432(15301) 

100 2586 16553 

101 4570 17011 

102 3806 18010 

103 3725 19272 

104 3191 19012 

註：民國 95 年至 99 年錄取代理代課職缺教師人數中括弧中之數字為持有合格教師證書者。 

資料來源：出自教育部師資培育年報（2006-2015） 

 

  上述數據所呈現的趨勢明顯指出代理代課教師之人數相較於正式教師之人

數有著明確成長的趨勢，此一趨勢主要乃是由三大因素組成（蘇進棻，2012）： 

1. 少子化現象造成學校普遍減少班級數，校方為避免班級數減少導致教師超額

的情形產生，法規的限制又難以介聘至其他縣市或同縣市內學校，因此皆採

取遇缺不補的方式，並將其缺額以改聘代理代課教師之方式因應。 

2. 若部分教師之退休年資於某一學年中期滿而申請退休（如二月一日）或因其

他公、私因素離職進而產生缺額，但當前我國中小學正式教師之甄選通常於 7

～8 月間舉行，且部分縣市為國小與國中兩年為一週期輪流舉辦。因此該期間

之課務必須聘任代理代課教師以補充臨時不足之教師人力。 

3. 因應教育改革促進教師對於相關教學專業之發展，教育人事法規之調整，以

及各級政府教育主管機關基於業務需要所做之人力調動。許多教師申請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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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育嬰假、留職停薪、長期進修或借調其他機關服務，然則因法規之保障

其正式教師之缺額仍需予以保留，進而必須聘用代理代課教師以補充該段及

間之教師人力不足。 

  除作為主軸之「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外，由於目前我國

國民中學以下之正式教育機構，其主要管轄權歸於地方直轄市與縣（市）政府，

同時上述該辦法第十二條亦保留地方政府擁有訂定法規以補充相關規定之權力。

因此現除屏東縣直接適用該辦法外，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新竹市、

新竹縣、苗栗縣、台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市、嘉義縣、台南市、

高雄市、宜蘭縣、花蓮縣、台東縣、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等皆有制訂該縣市

適用之實施要點或補充規定。而各地方政府所訂定之補充規定或實施要點，多為

補充以下項目之內容： 

1. 兼任、代課與代理教師之聘約起迄日期。 

2. 兼任、代課教師之授課節數上限。 

3. 代理教師之敘薪標準。 

4. 兼任、代課教師鐘點費之計算方式。 

5. 其他校外之教學行為規範，如補習與家教。 

  上述幾點之內容，因各縣市政府訂定時之考量各有不同而造成差異，使得於

各縣市受聘之代理代課教師其薪資、聘期、相關規範皆有所不同。 

從中央到地方的法規建置與運作，綜觀 20 年來我國代理代課教師制度的發展與

演變的歷程，可歸納出下列之優缺點： 

1. 優點：代理代課教師之制度基礎是由教師法賦予教育主管行政機關以委任立

法之方式建立而成。作為行政機關所訂定之法規命令，在法律授權與機關所

屬職權之範圍內具有充分的自主調整權力。於此同時，除中央教育主管行政

機關所制定之法規命令，地方政府也依據中央法規的保留而分別制定不同實

施方式與補充規定。上述之建構方式使得代理代課教師制度具有相當大的彈

性調整範圍，使得中央政府得以依據社會環境變遷與教育政策推行而將此一

制度作因應之調整；地方政府則是依據不同地區教育發展的需要與財力狀況

得以設定不同的運作條件；至於學校則能透過代理代課教師制度的彈性調整

作為教育現場人力在不同時期面臨挑戰時的因應方式之一。 

2. 缺點：雖然代理代課教師制度的許多彈性調整空間，使得中央政府、地方政

府乃至學校都有因此而具有以此因應教育環境變遷、教育政策推展、教育現

場需求及政府財政狀況的可用方式。但同時也因此一制度於發展的過程中受

到外在環境與政策的影響所產生許多變動，如少子化、師資培育法規修正、

偏遠地區難以聘任、此外也因法規保留授權地方政府自行補充規定，導致部

分縣市依照原法規運作，其他縣市則在各自之實施要點或補充規定等許多實

際運作規範上產生差異。上述兩種情形皆使其制度運作難以穩定與一致。 

  代理代課教師制度發展之脈絡除具備上述之優缺點，也因為歷程中的變動與

差異產生了矛盾。在歷年的代理代課教師聘任之資格修正中，因配合師資培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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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修正與配合難以尋得代理代課教師的偏遠地區學校需求，逐漸放寬可擔任代

理代課教師的最低資格。近幾年來則為了穩定教學品質與降低偏遠地區代理代課

教師之高流動率，進一步開放免重新公開甄選的再聘方式。但相對於此，代理代

課教師的敘薪規定卻成為制度轉變中的重大阻礙，其面向有二： 

1. 非持有合格教師證書而受聘之代理教師，其敘薪標準中之學術研究費用採計

百分之八十給付。與正式教師之薪資有所差異。此一差異導致原先制度資格

修正放寬以期望能配合師資培育制度調整與偏遠地區學校需求的預期效益產

生負面影響，降低應聘之意願。 

2. 各地方政府所訂定之實施要點或補充規定，針對非持有合格教師證書而受聘

成為代理教師者其敘薪標準是否比較正式教師得依學歷提高薪俸計算基礎有

著不同的規定，此一敘薪標準的地區差異導致部分縣市之敘薪標準較低，對

於偏遠地區學校期望透過再聘方式穩定教學品質之預期效益起負面作用，一

降低應聘之意願。 

 

第二節 相關教育政策之推展與影響 

一、共聘、巡迴與合聘方式 

  國小與國中增置專長教師之計畫建立代理代課教師之共聘、巡迴制度。由於

兼任與代課教師以部分工時受聘任，所領取之薪資以實際授課之節數計算，也無

只能受聘於一校之規定，可透過課務安排於不同時間於不同學校授課，具備可多

校授課之性質。相對於兼任與代課教師，代理教師於法規中是以全部工時受聘於

單一學校，且薪資比照正式教師以月薪給付，依規定無法至其他學校授課。此一

限制造成偏遠地區與班級數較少之中小學難以依照需求聘任代理教師，原因主要

在於教師編制員額之人數以班級數為基礎，偏遠地區與部分地方行政區域學生人

數較少，單一學校之基礎員額不足以聘任代理教師，若獨立申請編制外之增置專

長教師，其授課時數亦有不足。因此透過兩校共聘或三校巡迴之方式使偏遠地區

與小型國中小得以聘任代理教師，共享教學人力同時亦使受聘之教師獲得薪資上

較為穩定之保障而能專心於教學事務上。 

  民國 104 年上述兩項計畫之法規合併制定為「補助國民中小學提高教育人力

實施要點」後，共聘與巡迴之方式名稱統一改為合聘，且從原先由各校自行依據

需求提出申請計劃，交由地方政府教育局、處初審，再送至教育部複審之模式，

調整為地方教育局、處應透過對授課節數全面性之規劃與調整，以建置合聘之制

度，協助中小學聘任代理教師。 

 

二、教師課稅減課與兼任、代課教師 

  為配合教師之所得需加以課稅，教育部以減少授課時數，其遺留之課務以鐘

點費補助，此外另提昇導師職務加給之方式因應。然則相關辦法中雖有訂定地方

政府於核定各校員額後可聘任專任教師，或請校內教師回兼課務，甚或聘任代理



2017教育行政與政策國際學術研討會 
 

300 

 

及代課教師。但因經費補助的計算方式以鐘點費為主，聘任專任教師或代理教師

於實務上並無法運作，校內教師回兼課務數量亦有相關法規限制。在諸多實務困

難與限制下，學校皆只能以聘任兼任、代課教師之方式為之。 

  此一政策之推動造成中小學兼任、代課教師之人數將有持續增加之可能。且

相較於前項國中小增置專長教師以聘任代理教師為優先，期望能穩定教學現場之

教學品質，以部分工時受聘之代課教師勢必因薪資不足而必須兼職其他工作或是

至其他學校授課，並無充足時間專注於教學事務上。因此反而造成教學品質是否

能夠維持之疑慮。此外校內代課教師人數之增加將使得學校課程發展之推動因兼

任、代課教師在校多為實際授課而無空堂時間而難以推動與進行討論。 

三、員額控管與代理代課教師 

  由於我國自民國 80 年代整體生育率伴隨生活型態、經濟發展與婚姻價值觀

的改變而逐漸下降，少子化趨勢逐漸對教師員額之配置產生影響，即便因教師員

額之編制以班級數為基準，使得許多學校透過降低班級人數維持員額數。但整體

趨勢之發展仍不容樂觀，因此採取員額控管並改聘代理代課教師之方式避免超額

教師產生，並延伸出介聘的困難。 

  依據法規內容，各校以員額控管改聘代理代課教師之額度不得超過該校總員

額數 5％，若為編制數 20 人以下之學校則可控管 1 名員額。然則依據下表目前

最新公告之合格代理代課教師人數於各縣市之比例，在尚未包含未持有合格教師

證書之代理代課教師之情況下，明顯高於法規所規定之範圍。此一比例主要由員

額控管改聘、國中小增置專長與教師課稅減授課三種來源所聘任之代理代課教師

所產生，而國中小增置專長計畫於法規中有名額之限制，教師課稅減授課之經費

補助所能聘任之兼任代課、教師亦有限。此種情況反應出員額控管之實際程度高

於法規之範圍，表示現行法規已無法因應教育現場人力配置之運作。 

表 2 104 年度各縣市中小學合格代理代課教師於各教育階段之比率 

縣市 國民小學 國民中學 高級中學 高級職業學校 

新北市 12.82 9.82 9.69 7.56 

台北市 11.06 11.56 10.70 11.40 

桃園市 10.37 8.46 10.06 6.22 

台中市 10.45 9.41 10.94 7.36 

台南市 13.07 6.44 6.53 7.30 

高雄市 10.58 7.40 7.93 9.57 

宜蘭縣 10.05 9.39 4.49 10.48 

新竹縣 11.64 10.14 9.20 - 

苗栗縣 11.18 10.46 11.84 7.77 

彰化縣 11.92 12.83 13.06 10.56 

南投縣 12.51 12.48 10.40 10.46 

雲林縣 14.34 12.77 12.71 9.11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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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 7.10 11.57 9.66 5.94 

屏東縣 9.88 8.41 8.17 10.71 

台東縣 15.05 4.44 6.64 4.51 

花蓮縣 15.92 12.37 8.30 7.39 

澎湖縣 11.97 13.99 2.97 10.78 

基隆市 6.58 5.68 9.63 9.30 

新竹市 12.03 9.30 9.77 9.83 

嘉義市 11.74 11.16 4.02 6.84 

金門縣 14.80 13.43 11.27 13.04 

連江縣 11.90 15.63 3.13 - 

總計 11.47 9.55 9.64 8.92 

資料來源：出自教育部師資培育年報（2015） 

 

第三節 歷史制度論檢視相關教育政策與代理代課教師制度 

  從歷史制度論觀察制度變化的時間軸概念，可以將我國中小學代理代課教師

制度與相關教育政策的介入分為三大時期： 

1. 制度建構期：自民國 86 公布代理代課教師之聘任辦法後至民國 96 年止。此

時期主要依據教師法之規定建立學校聘任代理代課教師之規則，並確立此一

制度中成員之相關行為與基礎規範。此一時期由於教育政策之介入較少，社

會環境雖有所改變但並未有明顯影響之趨勢，制度之運作主要是基於配合各

級學校於不同地區產生之人力需求以整合規則建立各級學校聘任之方式加以

統合與法制化，形成全國通用之範例。各地方政府也於此一時期依據法規之

授權與保留制定該行政區所適用之實施要點或補充規定。 

2. 政策介入期：自民國 96 年至民國 100 年止。此時期之代理代課教師制度受到

師資培育體系的變動、學校實際聘任資格條件上之困難、推動教育改革相關

政策等因素之影響。除主體法規之修正調整外，政府亦透過新設置之計畫（國

中小增置專長）拓展代理代課教師制度於教育現場之運作內容與方式。使得

原先以中央與地方核心法規所建立之制度運作因政策之修正與計畫之介入，

產生與前一時期之穩定狀態不同的面貌。 

3. 整合發展期：自民國 100 年至今。由於前一時期之計畫轉型為透過法規制定

以持續發展之長期政策，同時伴隨社會環境的變動趨勢（少子化）與教育政

策的發展（教師課稅、偏鄉教育公平）的發展。與代理代課教師制度相關之

政策法規被統合為單一體制（提高教育人力）並與代理代課教師制度持續之

修正與調整（再聘制度）相互結合成為我國教育體制中，影響教育現場人力

資源運用與配置的重要一環。此一時期之代理代課教師制度實際運作層面與

前一時期比較，因政策的應用層面有所拓展。在時間軸之橫切面（多元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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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與縱切面（延長規則運作週期）皆與前兩個時期有明顯的不同。 

  上述三大時期作為代理代課教師制度與相關教育政策自制度建立以來之時

間序列歷程分析，可發現於不同時期轉變所處的關鍵轉折點有二，此二者的轉折

之背景如下說明： 

1. 制度建構政策介入：此一轉折點之背景主要在於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擴大人

民對於政策的參與，社會經濟環境的穩定發展使得家庭越發重視教育品質，

教育改革之相關政策於此時間點推行。此外原先制度之運作規範已無法因應

教育現場人力需求之狀態以及相關體制之變動而必須做出對應之調整。 

2. 政策介入整合發展：此一轉折點所處之環境主要在於代理代課教師於學校

之比例持續的提升，對於學校之教學與行政運作影響日益增加。此外原先以

計畫方式推行之政策因社會環境發展的趨勢而常態化，並與其他新推行之政

策相互結合。代理代課教師制度必需進一步調整運作的週期與型態方能因應

政策與環境的需求。 

 

 

第四章 結論與建議 

  我國中小學代理代課教師制度自法規建構、運作以來，經歷社會環境發展、

教育政策推行、教育現場變遷而至今已有與當初起始之狀態相當大差異的改變。

除制度本身運作所依賴的相關法規有所修正與調整外，其他教育政策所推行與代

理代課教師相關之計畫也隨時間發展而與代理代課教師制度相互結合成為教育

體系中建構穩定運作的一環。而在整體制度形成與建立之歷程中具備著以下幾種

特質： 

1. 代理代課教師作為學校應對課務遺留與臨時性員額出缺所聘任之臨時性人員，

其制度本身同時也呈現容易受到社會環境與教育政策的變動而修正、調整的

狀態。抑或可說是教育行政機關將代理代課教師制度的修正與調整作為因應

不同問題所採用的對策。因此代理代課教師與其制度具備著工具性的特質。 

2. 從員額控管改聘、國中小增置專長教師、教師課稅減授課等政策或計畫之運

作皆是以代理代課教師作為主要的施行目標，以應用現行之代理代課教師制

度作為配合政策或計畫落實於學校之管道。此一現象表示代理代課教師制度

具有應用性的特質。 

3. 代理代課教師制度的聘任資格、敘薪標準、聘任週期、聘任方式歷經不同的

教育現場狀態變遷與需求的發展而做出多次的調整，並配合不同的政策而持

續發展在教育體系當中的功能與角色。因而使此一制度具備相當程度之適應

性。 

  上述之特性雖然使代理代課教師制度並非被視為我國教育體制中主要的核

心，但伴隨著代理代課教師人數不斷增加，於教育現場人力所佔有之比例日益提

高，同時作為配合許多教育人力調整政策之主要應用策略。代理代課教師制度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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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整體教育體制的影響越發顯著，於此許多教育領域之學術研究者開始注意代理

代課教師與其制度並陸續開展其研究，間接顯示出代理代課教師與其制度對教育

體制有其值得探究與了解之重要性。然而當前整體教育研究領域針對代理代課教

師與其制度之研究為數不多，其中又多以代理代課教師個人作為對象所從事之研

究居多，少有針對代理代課教師制度作完整探究之研究著作。相對於代理代課教

師制度於教育體制中日漸提昇的重要性，許多相關實務工作者皆有針對相關議題

之意見有所發表，學術研究領域應對此一制度有更多的探究與理解，以期對當前

變動盛大之教育體制提出更為具有參考價值之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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