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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校院經營教育學程的回顧與前瞻

黃淑苓＊

摘要

民國八十四學年度大學校院依據「師資培育法」開辦教育學程，參

與國內師資培育工作。第一批開辦教育學程的大學在民國八十六年培育

了第一批新制的實習教師。這些實習教師經由各大學校院安排至簽約實

習學校從事一年教育實習，而且即將在今年六月完成實習和複檢程序，

正式成為合格教師。從開辦到第一批新制師資培育工作的即將完成，大

學校院的教育學程從開始草創階段漸次邁入驗收省思階段。當此時期，

回顧大學校院經營教育學程的經驗，可以有利於對未來師資培育和教育

學程的發展進行前瞻性規畫。

本文主要包括兩部份，第一部份回顧教育學程的經營經驗，第二部

份提出對教育學程未來發展的前瞻性觀點和措施。回顧大學校院辦理教

育學程，主要遭逢三大困難：卜）大學內部對辦理教育學程存在種種迷

思﹔（.＝）傳統師資培育系統對一般大學辦理教育學程抱持高度懷疑﹔白教

育行政主管單位對新制師資培育制虔未有充份準備和支持。有關教育學

程未來的前瞻愷發展，主要透過四個途逕，包括： H釐清有闊的迷恩和

誤解，促進資源整合和團隊合作﹔（.＝）各校競爭發展具有特色的師資培育

學程，培育具有特色的新師資﹔母師資培育機構發展專業團體，促進師

資培育專業化﹔四教育主管單位調整管制，心態成為支持支援心態。

＊國立中興大學教育學程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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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言

自從師資培育法於民國八十三年公佈施行之後，我國師資培育制度

開始邁入新的紀元。新的師資培育制度最具突破性的變革為師資培育多

元化（教育部，民 83），開放一般大學參與師資培育行列，期望經由多元

化的交流和競爭，促進師資卓越化（林清江，民 84）。依據師資培育法，

教育部在民國八十四年暑期開放一位大學校院申請辦理教育學程，各大

學校院申辦教育學程非常踴躍。教育部已經核准三十四所公私立大學校

院開辦四十一個教育學程。

依照教育部的建議，大學校院的教育學程為至少兩年的師資職前教

育課程，第一批開辦教育學程的大學校院在民國 86 年已經有修畢教育學

程的畢業學生，並且從七月一日起以實習教師身份在各大學校院的簽約

實習學校實習。經過兩年多的經營，大學校院的教育學程從開始草創階

段漸次邁入驗收省思階段。回顧兩年多來，大學校院的教育學程歷經各

種內外考驗。大學校院的教育學程的兩年草創階段經過教育部評鑑和學

生畢業實習，已經可以告一段落。當此時期，回顧大學校院經營教育學

程的經驗，可以對未來師資培育和教育學程的發展進行前膽性規畫。

本文主要包括兩部份，第一部份回顧教育學程的經營經驗，第二部

份提出對教育學程未來發展的前晴性觀點和措施。回顧大學校院辦理教

育學程，主要遭逢三大困難：卜）大學內部對辦理教育學程存在種種迷

思﹔ （.＝）傳統師資培育系統對一位大學辦理教育學程抱持高直懷提：臼教

育行政主管單位對新制師資培育制度未有充份準備和支持自有關教育學

程未來的前嚕，性發展，主要透過四個途逞，包括：卜）釐清有關的迷思和

誤解，促進資源整合和團隊合作：（.＝，）各校競爭發展具有特色的師資培育

學程，培育具有特色的新師資：∞師資培育機構發展專業團體，促進師

資培育專業化﹔（四）教育主管單位調整管制心態成為支持支援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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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育學程運作的困頓與問題

開放大學校院辦理教育學程已有兩年。兩年的期間，有關新的師資

培育制度的研討會、檢討會已舉行多次，各大學校院參與教育學程經營

的教師組驗交流之後，發現教育學程的經營受到一些因素的影響，因而

產生許多困頓和問題。開放大學校院辦理教育學程是師資多元化的具體

措施，為了達成師資多元化和卓起化的教育改革目標，大學校院教育學

程的問題和困難應該加以探討和解決。以下分就大學校院內部和外部對

辦理教育學程的影響因素，分別提出探討。

一、大學校院內部對教育學程的迷思與誤解

民國八十四年暑期中，開辦教育學程的大學校院只有短暫的籌備時

間，學校內部未能有充份機會深入瞭解新制師資培育制度。開辦之後，

大學校院內部對教育學程仍有許多迷思和誤解，（吏教育學程的經營倍增

困難。大學校院內部對教育學程的迷忠和誤解，主要有下列數者：

村認為教職是非專業性的。

（斗認為開辦教育學程是為學生華備第二就業專長。

t=)認為師資培育是教育學程專賣單位的工作。

QZ!tl認為教育學程是教育部一時興起的變革，前途末←。

但〉認為辦理教育學程侵蝕學校資源。

區夏弓：認為教職是非專業性的。
部份大學教師認為教師教「書」，最重要是學科要學有專槽，沒有

受過師資培育教育的大學教師也都教書教得很好。因此他們認為師資培

育教育專業課程是多餘的。他們認為「教師」的專業性在於其所學、所

教的學科，而不是「教育專業」。教育學程的師資培育教育如果被視為

多餘的，則教育學程的經營將無法得到應有的支援和重視，勢必難以為

蟬，而教育專業的卓越化將成空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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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部份大學校院教師認為受過「教育」者自然就懂得「教育」

尤其是大學教師也都一直從事「教育」’當然懂得「教育」，「教育」

既是人人可懂，「教育」只是常識，而沒有學術性。而國內近幾年教育

改革的趨勢多少反應這些大學校院教師對於教育的信念，目前主導圍內

教育改革的有力人士多數為非研究「教育」的學者（行政院教育改革審

議委員會的委員的學術專長絕大多數不是教育領域）（行政院，民 86）。

此外，教育研究的特性，也容易被誤解。在科學掛帥的今日，多數

大學校院教師的研究所遵循的是自然科學的實證邏輯，重視科學證據的

可複檢性，自然科學法則的可推論性。不幸的是，以人為本，以情境

(context) 為宗的教育研究很難達到自然科學研究者所追求的實証科學境

界。事實上，沒有任何教育情境是完全重複，而教師、學生也都有很大

的變異性，教育研究的可推論性和可複檢性相當有限，因此教育研究常

常被視為沒有學術水準，而否定「教育」是具有學術性的專門領域。學

術研究是大學教師的重要任務，關係到大學教師的聘任、升等和經費。

在大學校院任教，沒有學術研究能力，升等就有問題，也就沒有地位。

如果「教育」未被承認為一個具學術性的專業領域，教育研究未被適當

地評價，教育學者在大學校院勢將得不到同儕的尊重和支持（Lanier, & 

Little, 1986）。

墜夏弓：開辦教育學程是為學生準備第二就業專長。

部份大學校院當初申辦教育學程，主要來自於校內學生和家長的壓

力。教師一職在我國社會文化一直享有崇高地位，近年雖有下降趨勢，

林清江的研究（民 84）顯示，我國教師仍擁有較高的社會聲望和薪資待

遇。因此，家長和學生都希望學生將來能夠有從事教師的資格，而要求

大學校院辦理教育學程。而大學校院在家長和學生的雙重壓力之下，也

紛紛申請開辦教育學程。但是部份家長、學生和大學校院的教師認為學

生修習教育學程是準備第二種就業專晨，對師資培育的專業精神缺乏充

份瞭解。將修習教育學程視為準備第二種就業專長，因此而衍生出三個

問題，其一是部份系所教師認為研究生不必大材小用，研究生將來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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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學術專門工作或大專教學工作，不應準備當中小學教師，而限制研

究生修習教育學程。這樣的觀點恰與教育行政主管單位期望師資卓越

化、提昇教師專門學科訓練的層次、鼓勵研究生修習教育學程的主張相

互衝突。其二是部份系所教師認為修習教育學程不必太認真，只要取得

資格即可，影響師資培育過程中涵養專業知能和專業態度養成的效果。

其三是各系所在爭取學生修習教育學程名額的同時，忽略中小學各類科

教師員額需求的發展趨勢，造成師資培育資源的浪費，而且可能造成學

生朱來謀求教職不易的挫折感。

區夏2：師資培育是教育學程專賣單位教職員的工作。

教育部強力建議大學校院應有辦理教育學程的專賣單位，而大部份

大學校院也都設有教育學程專賣單位。部份大學校院內部各單位認為既

然設置教育學程專責單位，教育學程專賣單位應該負責該校的整個師資

培育工作。概因這些新的師資培育機構尚未充份瞭解師資培育工作是環

環相扣的一連串歷程，教育學程專賣單位難以獨力完成。

區夏回：開設數育學程是教育部一時興起的變革。

大學校院雖然為了滿足學生的需求，紛紛爭取開辦教育學程，但是

部份主管和教師對於新的師資培育制虔缺乏信心，認為隨時有可能因為

教師員額的飽和或是政策轉向而停辦教育學程。如果停辦教育學程，則

為教育學程所聘用的教師和所增購圖書儀器設備將形成資源浪費，因此

對於辦理教育學程採取淺嘗即止的態度，不願投注太多資源。

盛夏單：辦理教育學程侵蝕學校資源。

大學校院教育學程師資及設備標準（教育部，民 8位）規定，大學校

院辦理教育學程至少要有三名專任教師。如果公立大學校院開辦教育學

程，教育部補助三個教師員額。但是因為教育學程工作的繁重實非三名

教師可以負擒，因此公立大學校院辦理教育學程多少需要挪用校內員

額﹔而私立大學更是必須自行籌措辦理教育學程的師資員額 ， 因此部份

系所認為員額被他用，權益受損。此外，大學校院辦理教育學程，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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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培育機構的一員，需要承擔許多師資培育工作（詳如下文），而除了

地方教育輔導的部份經費可以得到教育部的補助，其餘工作的經費必須

從大學校院的經費中勻支。

二、大學校院之外影響教育學程經營的因素

大學校院之外影響教育學程發展有二者，一是傳統師資培育系統對

於教育學程的質疑，一是教育行政主管單位的各項做法。如前文所述，

近年來我國教育改革的推動力量主要來自教育學界之外，師範校院內的

教育學者對部份教育改革主張有許多不同的思考和關懷，尤其對師資培

育多元化的快速推動，隱約引以為憂。台灣師範大學的教育研究者就曾

指出：「在這新舊師資培育制度交替之時，部份教育學者及教育行政主

管的內心，難免有些不平衡與衝擊，以至引起不必要的緊張與混亂。」

（沈亞梵，民 84）。師範枝院的教育學者視師資培育是崇高的使命，長久

以來一直以成就師資培育使命為其職志，部份師範校院的教育學者對一

般大學校院匆促開辦教育學程，仍有疑禮。

直E：只有三名專任歡師，如何完成整個師資培育工作？

依據教育部（民 84）頒佈的大學校院教育學程師資及設備標準之規

定，大學校院教育學程應置三名以上與任教學科專長相符之專任教師，

教育部對公立大學校院辦理教育學程者給予三名教師員額，其餘所需員

額由各校現有員額調配運用。詹志禹等人的研究（民 86），顯示有百分之

六十辦理教育學程的大學校院置有三名以下的專任教師。而每一個教育

學程單位幾乎完全擔負該校師資培育工作的各個環節，包括教育專業課

程教學、實習輔導和地方教育輔導，相當於師範院校教育系和實習輔導

處的工作，如此工作份量卻只有三名專任教師，的確令師範院校的師資

培育者難以置信，並質疑其成效。

直靈2：學科歡師如何和教育專業授課敏師合作從事師資培育 ？

師範院校內雖然有不同系所，但是其共同的教育宗旨都是培育師

資，各個單位分工合作，達成師資培育的共同教育目標。在師範校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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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中，人人形成尊重師資增育者的價值觀，師範校院的學科專家和教

育學者的合作雖然未必宮、切，但是都能重視師資培育的共同使命。反

之，一般大學校院教師以學科專長為重，容易有輕忽師資培育專業性的

態度，而不願自許為師資培育者的一員（Lanier, & Little, 1986）﹔教育學

者和學科專家的合作也更行困難。部份師範院校的教育學者對一般大學

教育學程的學科教材教法和教育實習的安排深感興趣，他們認為教材教

法若由從未探究過，科教學的學科專家措任，這些學科專家是否能夠幫

助學生統整教育學原理和學科知識成為有用的教學知識，達到教學方法

課程的教學目標（Shulman,1987）。如果由教育學者擔任，教育學者的學科

專長是否足夠糟專，以幫助學生發展學科教學技能。如果兩者合作措

任，是否能夠順暢溝通協調，達成共同的教學目標。

直劃：大學校院如何酒聲教師專業態度和任教承諾

過去師範校院學生的生涯規畫理所當然是教師生涯發展，而整個師

範校院的課程設計也以培育師資為主軸。師範枝院非常重視學生的生活

教育，強調教師專業態度和任教意願的培養。部份師範校院教師質疑大

學校院以培養第二就業專長的態度辦理師資培育教育，而且大學校院較

不重視生活教育，對教師專業態度和任教意願的培養有不良影響。中小

學行政主管和教師因為多數先前接受傳統師範教育，也對大學校院教育

學程的辦學成效有所懷疑（黃淑苓，民 86），他們搶心一般大學校院太過

自由，學生較沒有服從性，比較不好管理，因此對接納大學校院實習教

師有所還錢。

師資多元化的推動主要是源自民間教育改革的力量，而教育行政主

管部門在執行師資多元化政策之時，一再顯示猶豫不決的態度。師資培

育法於民國八十三年二月頒布，但是遷至民國八十四年暑假期間才匆促

通知各大學校院申辦教育學程。而教育學程開辦兩年多，教育行政主管

單位對教育學程的仍然施行諸多管制，卻未提供全盤性考量的相關計畫

和支援，致使各校教育學程的經營困難重重，使師資培育多元化和卓越

化的目標難以順利達成。教育行政主管單位對新制師資培育工作的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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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主要有下列諸端：

區重3：教育行政主管單位政令粗糙。

師資多元化雖是蘊釀多時的時代趨勢，但是圍內師資培育開放政策

卻是在民意的推動下，匆促成行。兩年多以來，屢見粗糙政令，使得新

的師資培育制度一路坎呵。前文提及，民國八十四年暑期中，教育部只

給大學校院不到兩個月的時間籌設教育學程，而後教育部才展開一波波

的說明會閹揚新的師資培育制度，而許多有關師資培育的細節問題，例

如師資培育制度中兩項重大工作出資格檢定和實習，其執行的相關細節

是旦佇且走，各說各話，莫衷一是。其中如自覓學校實習的相關辦法或

規定，至今仍采有明確的規範，影響學生權益甚鉅。又相關辦法對實習

教師但有義務之規定如全程參與教育活動等等），卻全無權利之保障（生

活津貼隨時會取消，無職業保險），將影響實習成效，並打擊實習教師的

任教意願。又如輕率規定研究生修習中等教育學程得只需修二十學分（教

育學程設置標準規定中等教育學程至少修習二十六學分），不但違反教育

學程設置標準之規定，也缺乏合理性。各教育學程的學分數和課程都是

曾經委託學者進行研究，而後經會議決定的，決策過程中已經因應現實

而酌減學分數（幼教教育學程的研究建議學分數本為四十學分，而後決

定減為二十六學分），因此各級各類教育學程學分數是學者和行政單位共

同決議的必要最低學分數，學生至少應該修有這些學分才能夠培養基本

專業知能。教育部為了讓師資卓越化，鼓勵研究生修習教育學程，驟然

減少其應修教育學分數，缺乏理論或實証支持。事實上在未減學分數的

狀態中，多所大學校院的教育學程已有近半數學生是研究生，以研究生

和大學生在學校的人數比例而言，研究生修習教育學程已是相當踴躍，

毋需額外的誘因。而且研究生和大學生對教育專業都是處於一樣的基

礎，有何證據支持研究生可以比大學生少修六個教育學分？

區重旦： 各有關單位溝通協調不良。

國內教育最高行政主管單位是教育部，高教司主管一般大學校院的

相關業務 ， 而中教司主管高中、師範校院和教育學程相關業務 。開放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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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學程兩年多來，大學校院面臨一枝兩泊的窘境，同時接受高教司和中

教司的平行管轄，有些時候選曾遭遇兩者的規範有所矛盾。曾因有學生

請願，教育部以公文通知大學校院同意：修畢大學學分、但延畢修習教

育學程的學生可以先領取畢業證書，並繼續修習教育學程，令大學校院

行政人員大為困擾。因為領取畢業証書必須辦理畢業手續，畢業就沒有

學籍，依規定役齡男學生一旦造有學籍就要應徵入伍，如何能指續修習

教育學程？實踐管理院、台灣大學和中興大學等校先後發函教育部，卻

收到不同的回覆，各學校不知如何因應學生的要求，才能合情合理合

法。這其中即是因為主導的單位之間未有協調，忽略現行的一些法規。

目前有關師資培育的法令規章都由中教司擬訂，而執行單位主要是

師資培育校院和教育廳及院轄市教育局，部份法令的執行有賴各縣市教

育局。但是地方教育廳局對新制的資培育制度也尚處於摸索階段，造成

師資培育校院因應之困難。

區重言：敬育行政主管單位對師資培育機構但有要求﹒卻無援助。

師資培育機構共有八大項工作（詳如下文），大學校院開辦教育學程

成為師資培育機構之後，與師範校院一起分措八大項工作。但是師範校

院在有關實習和地方輔導已經擁有較佳資源（例如實習輔導處的經費和人

員編制），而大學校院新增師資培育工作並未獲得新增資源（除了公立大

學三個員額），使得大學校院執行師資培育各項相關工作時倍感吃力。而

且因為教育資源過度集中於北部地區，例如研討會、研習會、行政會

議、教育資料、研究機會，一方面這成中南部師資培育機構出席會議的

差旅費大增，二方面造成中南部師資培育機構的師生教學研究困難。例

如教育部八十五學年評鑑教育學程，評鑑委員其中有三位是教育學程代

表，三位都是新竹以北的教育學程學者。

參、突破困境，邁向未來

教育學程的開辦已經邁入第三年，檢討過去的困難，正是希望藉以

開創未來。 從開始經營教育學程，不論是政府或是師資培育機構都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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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很多人力和物力。而未來更有待師資培育機構內部、各個師資培育

機構之間、師資培育機構與政府之間、師資培育機構與實習學校之間進

行持續的溝通和合作，才能達成師資培育制度改革的多元化和卓越化目

標。本文最後針對上述對教育學程的迷恩和誤解加以澄清，期望因此能

促進教育學程的發展。

一、大學校院辦理師資培育是世界先進國家師資培
有的共同趨勢。

世界先進各圈師資培育的發展多是循著相似歷史的軌跡。以美國為

例，從殖民時代設短期教師訓練學校，到高中層級的師範學校，到師範

大學，而後開放一般大學培育師資。近年美國師資培育的趨勢更是推向

研究所層次。促進師資培育的發展因素之一是經濟的發展，使各國有能

力提昇師資培育層次，問時也提昇教育品質，增進國家競增力。另一重

要因素是知識快速累積，教師的職前教育必須隨之提昇，才能教育未來

的學生（Wideen, 1995）。大學利用豐厚的研究和教學資源培育師資，使師

資的專門學科訓練更紮賞。而大學內的人文社會或科學課程，涵養準教

師通識素養。各大學多元競爭的結果，也使師資培育各具特色。世界知

名的大學如史丹福大學、哈佛大學、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等等都發展出

具有特色的師資培育制度 。 近鄰的日本也在二次戰後開放一般大學辦理

教育學程。師資培 可 4元化已是國際趨勢，我國無法自外於此趨勢，因

此目前師資培育多元1，只會愈來愈蓬勃，難以返轉。未來各個師資培育

機構應該發展具有特色們師資培育課程，落實師資多元化，以因應分眾

消費時代的來臨。過去師資培育不僵局限在師範院校校園內，各個師範

院校的教育課程和教育歷程也都相當類同，師範結業生也是統一分發。

隨著地方自治法的通過，地方政府對教育有主導權，每一個縣市有可能

發展不闊的教育制度。社會大眾對教育的關心和要求也越來越多，家長

不再盲目接受制式化的學校教育 。 家長將是握有選擇權的消費者，學校

必須發展特色吸引不同的消費者。多元化的學校教育將是趨勢 ，而教師

的培育必須領先學校的多元化，才能增進未來學校經營的效率 。各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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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培育校院不必也不能完全循著師範院校的教育模式，應該重新發展適

合本校和社區的教育模式。將來的教師可以具有多樣化的教育觀點和內

涵，可以讓家長和學校來選擇他們所需要的教師，而教師也可以選擇他

們願意投入的學校。

二、教育是一項專業工作、從事者必須有崇高職

志，且必須接受專黨訓練。

聯合國科教文組織（UNESCO）在一篇「關於教師地位之建議案」中

指出「教職必須被視為專業。」（伍振驚，引述自楊國賜，民 79,418 頁）。

綜合國內外關專業工作的定義，林清江（民 72）指出專業工作有七項特

徵：（一）為公眾提供重要之服務﹔（司具備系統而明確的知識體系﹔已經過

長期的專門訓練﹔四擁有適度酌自主權利：因遵守倫理借條﹔付組成自

治團體：他選擇組成份子。依據這七項特徵來審視教師一職，教職是專

業工作，殆無疑義。教師教育學生，有教無類，教師確是為公眾服務﹔

教師傅承社會文化，創造社會未來發展，教師的教育工作不只服務其教

學的學生，也影響整個社會，著實重要。教師應該具備的知識體系包含

三部份，一為專門學科的知識體系，二為本國文化、人文素養，三為教

育專業知能（張春興，民的﹔衛茂發，民 73）。因為教師所需具備的知

能複雜而龐大，教師的教育訓練在職前部份需要三至五年的時間（包含實

習），而任教後也繼續定時的在職進修，教師的教育訓練具有長期性、計

畫性且磁續性的特色（王家通，民 81﹔單文經，民 81﹔ Cowen, 1992: 

Debeauvais, 1992 ﹔ Matuszaki,1992﹔ Mitter,1992 ﹔ Ryba,1992）。教師的專業自

主權利有課程設計、教學執行、教材選用、學習評量和學生輔導等等權

利，及參與學校事務、專業組織等權利（教育部，民 84b）。世界先進國

家的教師都有龐大而且多元的教師專業組織，而各國教師組織又聯合成

立世界教師組織聯合會（World Confederation of Organization of Teaching 

Profession, WCOTP）（楊國賜，民 79）。我國過去雖然已有教育專業團

體，如中國教育學會，但較傾向學術研究取向，新頒教師法（ 民 84b）持

有一章三條條文關於教師組織，此後各校教師可以合法組織教師會，維

～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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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專業權利，建立專業自律，促進專業發展。各國教師自治組纖概都訂

有自己的專業自治規律，我國則於民國六十六年即由教育學術團體聯合

年會「教育人員信條」（楊國賜，民 79）。各國教師從遴選學生接受師資

培育教育，到取得合格教師資格，到應聘成為教師，皆經過層層篩選，

身為教師都必須是符合基本條件，而且表現卓越者（沈亞梵，民 84｝。

教師既是一項專業，教師負責國民教育，有優良的老師，才有優異

的教育成效，教師的角色非常重要。教師在我國享有特別崇高的地位，

因此有心從事教職者，必須視教職為終身職志，而不只是為了教職的穩

定性和待遇而混身教育崗位。修習教育學程學生應有尊重教育專業，熱

愛教育學生，期望貢獻於教育等種種特質。未來教育學程學生的遴選和

教育應該培育以教育為職志者，而不是只為學生準備第二專長。

三、教育研究是一個學術性領域，教育學者在大學
校院中應得到應有的尊重。

教育是具有學術研究價值的專業領域，有下列四點理由：付世界各

先進國家都已設有教育相關研究所，頒授碩士、博士學位，而我國國內

三所師範大學和政治大學也都有教育研究所頒授碩士、博士學位，其它

另有中正、成功等數校設有碩士班研究所﹔口教育相關學術期刊，單是

英文版已是數以千計，而我國也有教育相關期刊如各師範院校系所學報

等等數十種﹔（：：：：）國平仆，補助的研究學門中也特列有教育一門﹔四教育學

界有教育學、課程與教埠，輔導學等等學術團體。教育是一門跨領域的

應用研究領域，應用了 r：且是奎、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經濟學、政治

學等等社會學的理論和研究方法， J且是教育研究已不是上述領域的單純

總和，教育有其特定的目的、目標和功能（吳清基，民 79），教育研究的

基本目標都是為促進教育目的、目標和功能的順利達成。教育學者在大

學校院中和其他學科專家一樣致力於教學和學術研究，應該獲得同等的

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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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師資培育L作邁入夥伴協力完成的時代。

Lanier 和 Little 在一九八六年回顧師資培育教育研究時，明確指出

一旦大學校院成為師資培育機構，師資培育教育是大學校院全校性的責

任，需要跨系所、跨單位的合作。現代師資培育已經走向夥伴協力完成

的時代，不只是師資培育機構內部必須共開擔負師資培育工作，也必須

和大學校院之外的夥伴合作。隨著時代變遷，社會對教師素質的要求起

來越高，越來起多國家要求教師具有大學或相當大學教育的程度，而準

教師在大學所接受的通識教育和主修學科的教育都成為其接受師資培育

教育的重要基礎，因此整個大學校院的教育是師資培育教育最基本的一

環。以我國為例，幼稚圍以上各級學校教師培育都已經提昇到大學階

段。目前我國師資培育的職前教育包括兩部份，一是大學校院內的師資

培育教育，二是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的一年教育實習。大學校院的師資

培育教育又可分為兩部份，一是學科專門教育，由各系所完成﹔二是教

育專業教育，由教育學程專賣單位（或教育系）規畫執行，而兩者需要協

力完成的是有關學科教學方法的教育（教材教法）。而實習階段則由師資

培育校院和實習學校合作完成（Aplin,1994 ﹔ Pendry, 1994, Inman, et 泣，

1994）。因此師資培育必需要由學科教育者、教育學者和實習學校分工合

作，共同完成，三者必須都能體認自己是師資培育教育者，願意將師資

培育工作視為其間追求合夥事業，而奉身其中。

此外，一旦大學校院開辦教育學程之後，就是師資培育機構（教育

部，民 84b）。依據教育部訂定酌「師資培育法」（民 83）和「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及幼稚圈教師資格檢定及教育實習辦法」（民 84c），師資培育

機構的工作計有八大項：←）提供在校生教師職前教育（教育學程）﹔口提

供大學畢業生教育專業教育（學士後教育學分班）﹔已辦理教師初檢申請

（取得實習教師資格）﹔個簽訂實習學校﹔但已辦理教育實習輔導和評量﹔

開辦理教師複檢申請（取得合格教師資格）﹔他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全國

中小學分四區輔導）﹔的辦理教師在職進修。上述八大項工作只有第二項

一學士後學分班是有選擇性的工作，師資培育機構可以選擇辦理與否，

”
。

可
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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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各項都是必要工作，無可選擇。這些工作涉及非常繁複的溝通協

調，必須動用學校的各項資源，在在都不是教育學程專賣單位可以獨立

完成。例如簽訂實習學校一項，目前教育行政主管單位對實習學校並無

法定獎勵，而接受實習教師到校實習多少都會給學校帶來一些負擔和困

擾，因此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對簽約成為實習學校頗為遲凝（黃淑苓，民

87）。而現在同一地區內師資培育機構林立，簽訂實習學校重疊機會很

大，可能形成互相爭取實習學校的現象，而師資培育機構所能提供的互

惠條件是吸引實習學校的因素之一（黃淑苓，民 87），而有利的互惠條件

則有賴師資培育校院內各單位重視師資培育工作的共識。

五、教育學程應有專責單位，定位視同學系的教學

單位，職司師資培育專業教育。

依據教育部的規定，大學校院必須設立專賣單位來負責教育學程，

這些單位有的稱為「教育學程中心」、「教育學程組 J 、「教育學程小

組」、「教育學程教學組」（詹志禹、陳舜芬、黃坤錦，民 86）。目前國

內多數新設教育學程的大學校院內，有關師資培育的各項相關工（上述八

項工作）主要都由教育學程專賣單位負責辦理，教育學程專責單位的工作

負擔相當於師範院校內一個教育系加上實習輔導處的工作，甚為繁重，

但是各校的教育學程專責單位多數定位模糊。詹志禹等人的研究（民 86)

顯示半數大學校院內辦理教育學程的單位隸屬校長室、教務處或其它行

政單位，百分之百大學校院內辦理教育學程的單位相當於系級。大學教

育學程專賣單位的主要職責是教育專業課程的規畫與執行及教育研究與

輔導，教育學程有經遴選的特定學生群（且報請教育部核備） ，其專屬

員額以教育學教師為主，另視各校情況酌予配備職員，因此大學校院內

辦理教育學程的單位性質是教學單位。而半數辦理教育學程的單位隸屬

行政單位，容易因為定位模糊，造成工作無法順利推動。此外部份大學

校院將教育學程隸屬共同科或通識教育中心，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

會認為如此混淆了通識教育和專業教育的差異。詹志禹等人（ 民 86）建議

「哎立教育學程中心，其位階視其學系，中心主任應由攻讀教育的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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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以上人士擔任，中心應有組織章程，例如分為教學、實習、輔導三

組，各組置組長一人，組員至少一人。」（26 頁）

六、各個師資培育機構應該發展既競爭又合作的關

係。

我國師資培育已經進入儲訓制時代，未來教師將是供過於求，各個

師資培育機構所培育出來的準教師必須具有競爭力，以便競爭有限的職

位。因此各個師資培育機構必須以競爭的心態強力發展自己的師資培育

課程。但是台灣地區地小人祠，各個師資培育機構的地理位置多數非常

接近，各個學校的專長和特色卻各有所別，因此各師資培育機構可以設

計合作模式，互補所長。闢如開放部份互選課程或合作辦理某一頸、別學

程。各師資培育機構另一個合作的需要是和政府的交涉與專業評鑑的發

展。目前政府對現行師資培育制度仍有許多設計不良的限制，有待師資

培育機構協力去溝通解決。而師資培育多元化之後，難免良旁不齊，師

資培育學程的專業評鑑必須交由師資培育機構組成的專業團體來執行。

目前我國部份師資培育機構已經組成一個法人團體「中華民國師資培育

促進會」，將來或可發展成為類似「美國師範教育校院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lleges for Teacher Education, AACTE）或「師資培育者

協會」（Association of Teacher Educators, A TE），扮演師資培育專業團

體角色。

七、教育行政主管單位應該調整管制心態，尊重教

育專業自主權利。

大學法公佈以後，教育部逐漸對大學鬆綁，舉凡大學系所課程、學

籍管理、招生事宜等等都讓大學擁有高度自主，大學已逐漸獲得教育自

主權。長久以來，師資培育校院雖然都已經升格為大學或學院，卻和高

中職間為中教司管轄，師範院校所擁有自主性遠不如一般大學 。中教司

對一般大學的師資培育能力顯然存蜓，所以設計嚴密管制。 教育部李建

興次長兼任嘉義師範學院院長期間曾經明白指出﹔「對於大學教育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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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開設很多人寄予關切，認為．．．可能會使未來中學師資的水準遷然降

低。事實上我們也仔細考慮過這個問題。關於一般大學開設教育學程的

辦法已經出來了，這個管制的過程仍相當巖密。」（此管制辦法指的是教

育部所訂大學校院教育學程師資及設立標準）。事實上目前教育部對師資

培育機構的管制已不限於開設標準，舉凡課程設計到學生事宜無所不

管。師資培育已經是高等教育的一環，大學法第一條明訂大學享有法律

規定內的自治權，為何獨獨對師資培育強加管制？以管理中學的心態管

理師資培育機構，不但阻礙師資培育多元化和卓越化的推動，也徒增教

育部和師資培育機構的負擂。教育行政主管單位有必要調整管制的心

態，精簡管制層面，賦予師資培育機構自主權。而且師資培育機構的主

管單位應該由高教司統籌，避免一枝兩治窘境。至於師資培育的品質保

証可以藉由三種途逕達成，一是師資培育學程的專業評鑑，二是教師証

照取得嚴加考核，三是市場機制的自然選擇。目前教育部已經進行第二

年的教育學程評鑑工作，未來應該將評鑑工作委由民間專業團體來執

行，以求公允。有關教師証照取得過程，一直有學者主張要有國家考試

制度，但是傳統紙筆考試只能測量教師的知識，如何考核教師的教育行

為能力仍有待有深入的研究。在教師法通過之後，教師必須經由學校教

師評審委員會遴聘程序，無疑是教師品質把閥的最有效利器之一。只有

具有教育能力和熱誠的人才有可能通過各校教評會的考驗成為該校教

師，市場機制的自然選擇將是對各師資培育機構的最嚴格的考核。

後記：

我國師資培育多元化的改革已經落後世界先進國家多時，今後我國

師資培育工作必須加緊改革的步伐，一方面迎頭趕上先進國家。另一方

面因應國內教育改革需求，必須有更多具有不同特色且具有新觀念的優

越教師投入教育改革行列。師資培育機構和教育主管單位有此認知和行

動，教育的前途才能充滿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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