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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中小學教師換證制度實施之

評析與啟示

林雍智* 吳清山"

摘要

日文稱為「教員免許更新制」的日本教師換證制度，是自2000年開始研

議的一項確保教師資質能與時俱進的品質保障方案，該制度經2007年修法通過

後，於2009年正式實施。其實施目的除確保師資的素質外，亦具提高教師專業

能力意涵。依該制度之規定，日本公私立中小學教師及持有教師證書者，在教

師證書持照每滿10年時，需赴文部科學省所認可之大學參加30小時以上的換證

講習課程，成績及格後才得申請換證。本研究之主旨即在於介紹日本教師換證

制度，經從相關文獻中分析其成立經過、內容架構及實施前後在制度、執行與

配套等層面之檢討，並提出「解決換證制度問題應回歸調整師資培育系統」、

「政策理念及目標要與配套周延設計」、「行政機關與大學在換證制度中應負一

定責任」與「重新檢視我國是否需要實施教師換證制度」等啟示，期能提供我

國在規劃相關政策時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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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es and Relevance of Implementing
the Teacher License Renewal System in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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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ent teacher license renewal system in Japan was in仕oduced to enhance

the quality assurance program that had been in place since the year 2000. The

program was established to ensure that teacher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skills

would be maintained, and further developed to keep pace with the changing times.

This system was established with laws upgraded in 2007, and set forth in 2009. The

purpose of implementing this system was not only to ensure teachers'

professionalism, but also to upgrade teachers' professional skills. According to the

regulations of this renewal system, all public and private school teachers and license

holders in Japan are responsible for satisfying the renewal system requirements by

enrolling in governrnent approved college or university networks for at least 30

hours of lectures every ten years and passing tests related to each lecture. Teachers

need to document the completion of the courses when applying to renew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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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licenses at local boards of education. By analyzing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content, structure, critiques, and supporting policies of the renewal system from

related documents, this paper aims to introduce the Japanese system, and provides

four recommendations to authorities in Taiwan in regards to the necessity for

establishing teacher license renewal policies.

Keywords: teacher license renewal system, teacher license,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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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結論

確保教師的品質、提升教師的專業地位、增進教學的成效，一直是各國

師資培育與教師教育的重點。早在1966年，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與國際勞工

組織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就在「關於教師地位之建議書」

(Recommendation Concerning the Status ofTeachers) 中提到:

教師在教育的進步中撈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百F教師的:r...作性質應

視為一種專業，需要求以嚴格且經 it 繼續之研究布獲得、維持之專

業失。誠與特別的技能下，提審其正臂之地位，益增進社會對教師一

職的尊敬。( a 本UNESCO圍內委員舍， 2011 ; UNESCO, 1966 )

對於教師之工作性質，不論其是被定位為半專業、準專業或處於邁向專

業的歷程，為了提高教師的專業地位，除在師資培育、就職與專業成長等整體

生涯發展上，檢討職前課程與在職進修之規劃外，經由實施教師證書之換證制

度，亦可保障教師的專業水準能與時俱進，且有助於提高其專業地位。

「教師換證 J (license/licensure renewal) 在我國並非一個新的議題，於

1978年時就曾有換證之議(吳清山， 2010) 。爾後在2005年民進黨政府時期，

亦曾有相關之規劃。兩次研議雖因當時之時空背景及社會氛圍等因素未能正式

施行，但教師換證的可行性與發展方向亦逐漸引發各界的重視和關心。再以美

國而言，目前美國大部分的州皆設有教師換證制度，例如，維吉尼亞州

(Virginia, VA) 規定，州內教師需在五年內取得所定的專業發展點數180點;

印第安納州 (Indiana， IN) 則是規定教師初證為10年效期，爾後每五年需換證

一次;加州 (California， CA) 和麻薩諸塞州 (Massachusetts， MA) 則是以每五

年為證照更新效期。綜合觀之，美國各州規定之換證內容雖各有異同，但大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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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皆要求教師在一定年限內必須更新其證書，﹒才得以繼續任教(吳清山，

2010 ;楊思偉等， 2007 ;岩田康之， 2009a ; JACET教育問題研究金， 2008 ;

Indian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11; Virginia Dep訂tment of Education, 2007 )。

而在日本方面，日本的教師換證制度是在2007年經修法通過，於2009年正式實

施的制度，日文稱為「教員免許﹒更新制J '該制度依文部科學省﹒之解釋，其

主要目的的令「保持教師必備之資質能力，並賦予教師最新的知識和技能，讓

其能秉持自信立於教壇」。在該制度之規劃下，教師證書的更新以10年為單

位，教師持證每滿10年，需於效期終止之前兩年內，赴「大學」接受到個小時

以上的講習，才能申請更換新證。而換證講習之基本準則由文部科學省訂定，

開設講習課程(包含項目、內容、師資、方法與課程目標)的大學(或機構)

亦由文部科學省依據「講習之基本準貝UJ 進行審查及認定。然而，該制度自一

開始，不論在政策討論、形成階段，立法經過以及實施之後，社會上對其支持

與反對聲音交陳，支持者包括政策制定者、家長與社會輿論;而部分的教師團

體、教育團體及學界等則持反對之態度。目前該制雖仍繼續實施中，但文部科

學省亦同意將教師換證制度置於整體師資證照系統之下，進行通盤之檢討與改

革(林雍智， 2011 ;文部科字省， 200鉤， 2010) 。

由於日本的教育制度和教師發展規劃一向為我國人關心，相關改革與研

@美國多數州將教師詮書分為多項種頰，並設有換證制度。持下位證照的教師在所訂

期間內，需檢附如參與專業發展研習、任教年賣或績效、受獎證明等，才能申請換

證，即使教師具有上位證照，在許多州仍負有換證義務(例如本研究提及之印第安

納州、加州以及麻州)。

@日文中的「免許」搞的是資格、許可或特許之意，其字義等同於我國之執照。而日

本的教師證書稱為「教員免許」。至於「兔許狀 J' 則是指記載種類與內容之證書，

其法源依捧為 1949年公布之{教育職員免許法) (林雍智， 2007) 。

@文部科學省可簡稱為文科省，為日本主管教育、體育、科學與文化事務之中央都會

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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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具有探究之價值，對於採研習本位的日本教師換證制度從規劃、立法至執行

之過程在當地受到廣泛討論之後，所提出之若干檢討與建議，亦值得我國在研

擬教師生涯發展體系時作為參照。因此，本文首先介紹日本教師換證制度的成

立經過與內容，並在省思與討論一節，以制度、執行與配套三個層面進行評

析，最後並提出對我國之啟示與可供借鏡之處。

貳、教師換證制度的成立經過

日本教師換證制度自初期研議、政策討論、形成、修法階段至正式實施

之間的成立，並非採單線模式順利發展，其形成過程係隨時間與政局等背景條

件的脈動，在各方角力之下，才逐漸形成該制度。茲將該制度的成立經過，依

制度自開始研議、輾轉於不同立場的部會間討論、受到政治力介入後的重新推

動，以及快速修法等過程，區分為萌牙期、轉折期、壓力期與修法期等四個階

段，並依序說明之。

一、萌芽期( 1983--2000年)

日本對教師證照更新之研議，最早可溯及到1983年起始。是年，日本的

執政黨一一自由民主黨黨內的文教制度調查會提出了對「師資培育與證照」

的建議，然而，卻不獲當時的「臨時教育審議會」的討論。由於臨時教育審議

會可謂是日本現代教育改革的開端，因此， r教員免許」的更新議題可謂是缺

席於教改初期。然時序進入二十一世紀，教師換證的相關研議重新登上小淵惠

三首相設立的諮詢機構一一「教育改革國民會議」的舞台上。

2000年12月，森喜朗繼任日本首相，由於森喜朗本身為自由民主黨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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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教族」﹒議員出身，其本人對於1983年自民黨內文教調查會提出的「師

資培育與證照」建議，且爾後成為自民黨教育政策議題的該方針有所認同(三

宅浩子， 2007 ;小野方資， 2009) 。因此，在森喜朗首相領導的教育改革國民

會議中提出了「改變教育的十七個提案 J (教育在愛丈毛十七旬提案)報告

書，教師換證一案正式被提出並進入討論階段。是時，擔任森喜朗內閣的文部

科學大臣，同時也是文教族一員的盯村信孝在出席教育改革國民會議，且悉知

該會議的報告書後，亦提出文部科學省的「二十一世紀教育新生計畫」。在該

計畫中，也可以發現對「教師證照的可能，性」進行檢討的記載。

隨後，阿村信孝以文部科學大臣的身分，將該教師證照更新的議題，做

成 r ......為確保教師的適任性，或是提高專業發展的觀點來看，有必要對教師

換證制度的導入可行性進行檢討」之裁示，並於 2001年時正式委請中央教育

審議會.對該案進行研議。此時，文部科學省的立場認為，若實施該制度，將

有助於提升國民之觀感，並利於確保教育預算。因此， 1983 --2000年之間可謂

教師換證制度的萌芽階段。而近期該制度導入的分水嶺，可謂始於2000年教育

改革國民會議發表的報告書(笠井尚'2010 ;海口浩芳， 2008) 。

二、轉折期(2000.........2002年)

在2000年以前的萌芽期階段，從日本的政府、政黨之間或是文部科學省

等相關會議上都可看出，其對教師換證議題之目標和名稱採取較迴避的且不連

@所謂「文教族」主義員，拍的是當時在日本的自由民主黨執政峙，在國會的參、軍兩

院議員中，對教育議題特別關心，在教育法規及制度等的制定上，能發揮絕大影響

力的執政黨國會議員。

@中央教育審議會是設於文部科學省下的合議制審議機關，簡稱中教審，其功能為承

文部科學大臣之命，對教育、終身學習與體育等議題進行調查審議並提出意見，作

為政策實施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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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性的討論特徵，當然對該制度內涵的提起，亦較無著墨。而2000"'2002年，

不論是文部科學省或是下屬的中央教育審議會，對於是否實施「免許更新制」

的構想，卻出現了轉折:政府內部各單位對於是否實施該制，因本身立場之緣

故而產生了看法和目標上的差異。

2001年1月，重視且立場偏於導入該制度的文部科學大臣盯村信孝將「今

後的教師證照制度之定位」議案送中央教育審議會進行諮詢，但是，中央教育

審議會卻於2002年2月的報告書中，一反文部科學大臣之意向，以一些在實施

上可能有疑慮的理由，﹒做成了該制度不得不「慎重以對」之報告(三宅浩

子， 2007 ;小野方資， 2009) 。當然，採 r，慎重論」的中央教育審議會在報告

書發布之後，也受到內部持不同意見的委員與外部(如內閣法制局等)對其在

議案上太過消極的批判。

雖然中教審在此議案上採慎重態度，但從其報告書中也可看出對「教師

的適任，性」的重視，為了緩和社會大眾對教師換證制度無法實施的失望，中教

審提出了一個替代方案，該代案是規劃教師在任職第 10年時必須強制進行研習

之 rIO年經驗者研彥」制度，其己於2003年正式實施。惟該案雖為替代方案，

然性質上屬教師研習之制度，和換證制度不同，在當時時空背景下制定的研習

規定，最後卻與今日的換證制度在執行層面上產生了重疊，導致混淆了換證制

度目的之現象。

2000'"2002年間，從日本是否實施教師換證的制度可以看到，在政府文

教族、部會和文部科學省之間，對於各自立場和是否實施等看法不同的攻防，

雖然此一階段尚未形成實施換證制度的條件，或面臨必須實施的巨大壓力，但

@例如，要課以教師證持證者全員的換詮機制，需耗費龐大的作棠，以及若將換證所

需的研習制度進行標準化，也可能導致內容劃一，無法有效提升教師專業發展等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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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該制度的討論，不論是在名稱、目的或作法上，已較前一階段為多且廣

泛。

三、壓力期 (2004--2006年)

2004年對日本教師換證制度的政策形成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中

教審在2002年提出該案之報告書後兩年餘，當時的文部科學大臣河村建夫發表

了「義務教育的改革案J '在該改革案中，教師換證的實施再度被提及。繼任

的文部科學大臣中山成彬針對該議案，於2004年10月諮請中教審再度進行審

議。根據分析，日本再燃換證制度之研議，可歸因於受當時小泉純一郎首相推

動的全國性的「構造改革」與地方分權改革之影響(小野方資，2009) 。來自

首相官郎的改革壓力，導致了文部科學省的角色在政策形成的階段變成了承辦

機關，而非決策機關。

在「構造改革」的推展下，全日本不論是財政的稅收，或是國庫對包含

教師薪資在內的義務教育預算等皆受到討論，在這之中，要如何評價教師的素

質並據以改革既有的薪資系統也受到囑目。當然，是否推行教師換證制度亦在

討論之列。男外，隨著地方分權改革潮流，中央政府需將稅收對地方進行重分

配，部分財源由中央轉移至地方後，無疑是縮減了中央政府的預算額度，此調

整自然也反映在中央支付給地方的「義務教育負擔經費」上。由於該預算是由

文部科學省所編列，為減緩其衝擊，文部科學省於是提出了實施包含教師換證

制度與進行全國學生學力調查的「義務教育的改革案J '企圖取得政治上的信

任而減少T頁算刪減之衝擊。結果，文部科學省編列的義務教育負擔經費預算，

當年從原本預計的刪除二分之一減為三分之一，而教師換證制度也再度被提送

中教審諮詢。

此一階段的特徵在於，教師換證制度一案已隨著小泉純一郎內閣上台後

各項改革的推動，成為了政府施政的焦點。在民間各界方面，日本最大的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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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與關西經濟同友會等，也發表了支持實施教師

換證制度以排除不適任教師的建言書(三宅浩子， 2007 ;小野方資， 2009) 。

至此，來自政府(特別是首相官郎)和民間的壓力，已經大過於上一階段僅止

於文部科學省內部的轉折和對立，在政治正確的大方向之下，教師換證制度的

具象化和推行成為政府施政的重心。男外，進行教師評鑑、控制教育品質與國

家對義務教育的介入等概念，亦是從此一階段中衍生的產物。

四、修法期( 2006--2007年)

中教審在2006年7月做出了實施換證制度的答詢報告後﹒(中央教育審議

舍， 2006) ，同年10月，安倍晉三內閣上任。由於安倍內閣極為重視教育改革

的推動，並將教改作為其施政的主要目標，而由安倍首相主導成立的「教育再

生會議」亦建議實施教師換證制度。據此，中教審於2007年2月做成了修法的

決議，並於3月將法案提交國會進行審議(JACET教育問題研究舍，2008) 。

2007年6月，日本的國會(參、眾議院)完成了教師換證制相關法規，例

如，根據《教育職員免許法〉、《地方教育行政法〉與《學校教育法〉等之修法

(大崎素史， 2010 ;高橋去向忌， 2009) ，教師換證制度準備於2009年4月開始

@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於2004年對政府提出「為培育能生存於二十一世紀之新世代建

議書 J (二十一世紀委生5 拔〈次世代(J) 元 iI)(J)提言) ，在建議書中，經團聯主張實

施教師評鑑以提高教師素質，並結合教師待遇、處理不過任教師問題，以及重新討

論並實施教師換詮制度等。此時，經團聯認為，實施教師換證制度之理由在於「處

理不過任教師J .隨後，經團聯在年中典文部科學大臣的會面中，再度提出了「為

提高教師素質，建請實施教師換詮制度」的建議，因此，一般認為，從日本教師換

證制度立法的背後，可窺見經濟界和文部科學省之間存在的密切互動關係。

@中央教育審議會 (2006)的答詢報告「今後的教師培育與證照制度的定位J (今後

(J)教員發成﹒兔許更新(J)i> 句方 t;:-? I. 'τ) 是對教師換詮制度最後一期的報告。該

報告書的特徵有:(一)將換證的內容進一步的具體化;(二)宣示換詮制不是直接

用來排除不過任教師，不過任教師的問題應在人事管理上進行處理等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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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在上述三部法規中，主要規範教師換證的法律為《教育職員免許法〉。

於該法中，教師證書的有效性從終身制改為效期制，並規定效期為10年。男

外，該法也增加了「持證者須在效期終止前之兩年以內，接受30小時以上的更

新講習課程」條文。

然而，此一階段飽受日本各界詬病的是，自中教審2006年7月提出實施教

師換證制度報告書之後，到隔年3月將修法草案提交國會審議，在安倍內閣的

強力推進下，此段時間僅歷時八個月，而日本國會的參、眾兩議院也在強力表

決下，於三個月後通過法律修正案。如此修法的速度，在日本可謂是一特例

(JACET教育問題研究舍， 2008) ;復以在2008年，僅經一年的試辦，就定於

2009年4月正式實施，在文部科學省未能充分掌握試辦的成效，以及未結合

(或調整)既有的研習制度、未設計周延的講習課程，以及未良女子晝盼受講與

免除受講者的條件等之下(岩田康之，2009a) ，就逕行實施，其所帶來的後遺

症，導致了日本社會各界對該制度贊成與否之雙方的激烈對立，直至今日，仍

餘波未平。

綜合上述，為方便瞭解日本的教師換證制度成立之經過，研究者茲將四

個階段整理如表1所示。由表1可以發現，該制度主要是於自由民主黨執政時期

進行討論、研擬與實施。接著，在2009年政權輪替後，民主黨(The

Democratic Party of Japan) 取代了在教師換證制度成立經過各階段中執政的自

由民主黨，上台執政。民主黨自在野期間起，雖主張廢除該制度，然而，其執

政後，在替代方案與整體配套措施尚未周全之際，也不敢貿然改變，也因此，

換證制度在目前仍有效施行(文部科字省，2011b) 。為方便與前述四階段之經

過進行比較，在表1中亦將民主黨近期的主張一併整理呈現。

特別要提到的是，第四階段的「修法期」是整個制度實施與否急轉加速

的時期，何以耗費10年以上的議案，卻僅經歷一年的時間就火速進行修法實



鐘.七 日本恥i呻教帥J貨品盟:別說，.7 ,, 'I' til [~1 ','1 'I'

. 林雍智、吳清山

還

13

表 1 日本教師換證制度研議至實施之經過

時間點 階段 形式位階 內閣(主，者) 教改會論名稱 結果

1983 萌芽期 執政黨 自民黨 自民黨文教制度調提案，換證制度成為自民黨

黨內提案 中曾根康弘內閣 查會
1980年代以來的教育政策議

題

1983 政府 同上 臨時教育審議會 未討論

2000 轉折期 政府 自民黨 教育改革國民會議於「改變教育的十七個提

森喜朗內閣 案」報告書中建議進行研討

2001-2002 文部科學省 自民黨 送請中央教育審議盯村信孝的議案中，將實施

文科大臣盯村信孝會研究 教師換證制度的可能性及效

果等送請中教審研究，但中

教審採「慎重論 J '決議暫

不實施

2003 文部科學省 自民黨 中央教育審議會 以「教師十年經驗者研修制

度」作為代替方案

2004 壓力期 文部科學省 自民黨小泉內閣 於「義務教育改革在河村建夫的提案中，認為

文科大臣河村建夫案」中再度提起 需將教師證照設定一定效

期，經由換證提高教師的適

任度和專業度

2004 文部科學省 自民黨小泉內閣 文科大臣以現行的教師證照

文科大臣中山成彬 制度無法確保教師在實際的

教學上具備十足的指導能力

和適任性之理由，於 10月送

中教審諮議，責成中教審再

議換證一案

2006 修法期 文部科學省 自民黨安倍內閣 中央教育審議會 中教審答詢通過，向國會提

出修法草案

2007 國會(參、 w議自民黨安倍內閣 {修訂教育職員免在參、眾兩院對相關法案強

院) 許法}、{學校教育力表決通過下，決議自 2009

法}與{地方教育年正式實施

行政法}

2008 / 自民黨 / 政策試辦

2009 / 自民黨 / 4月正式實施

2009 / 執政政策公約民主黨 / 民主黨(在野時)主張換證

(白皮書) 制度應置於整體教師證照制

度下討論，並主張廢除換證

制度

2010 / 文部科學省 民主黨 / 待教師證照制度通盤改革之

前，本制度仍為有效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施，其原因除了日本時空環境之背景因素(例如政治改革與國民對教師的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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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感上揚)之外，由政治主導的、從上至下的政策決定過程，亦促成了該制得

以「排除萬難J '付諸實現。

參、教師換證制度的內容

日本教師換證制度從1983年初步研議，至2009年之間正式實施，歷經16

年之久，相當不易。草就教師換證制度的目的與內容，例如換證年限、適用對

象、參與講習的課程、開設講習機構的認定與費用等方面說明之。

一、換誼制度之目的

日本的教師換證制度歷經不同階段的研議，其實施目的也依當時主事者

的觀點而有所更替。經研究者進行比對後可以發現，教師的「指導力」、「適任

性」與「專業能力」等三個關鍵詞出現在不同單位提出的報告書或決議文中，

例如，教育改革國民會議的報告書中，提到了「適任，性」與「專業能力」兩

詞; r義務教育改革案」中，只提到了「指導力」一詞; 2004年，中山成彬大

臣送請中教審研議的理由書中，出現「指導力」和「適任，性」兩詞等。從上可

知，教師換證制度在成立過程中，其目的較無完整一致的陳述，政府內部亦未

形成共識。後來，在安倍內閣的「教育再生會議」影響下， r嚴正處理不適任

教師」的主張壓倒了一切，也加速了換證制度的立法過程，此時， r適任，性」

成為實施換證制度的主要目的。

不過，在制度實施之後，依文部科學省對換證制度目的之正式解釋，該

制度主要具有之目的為:

讓教師時時保持作為教師必需的資質能芯，經定期賦予最新的知識

和技能，使其主於教壇時能充滿自信，進冒冒贏得社會之尊敬與信

賴。(丈部科掌省， 200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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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該解釋中也可以看到教師的「資質」被當成換證制度的基本要求，而

建立「專業能力」則被當成了實施該制度的積極目的。然審視該制度的發展經

過，教育界對其亦抱有「實際上是為了排除不適任教師」之看法(今津孝次

郎， 2009) 。為化解各界對該制度之疑慮，文部科學省在闡述該制度目的之

後，特別再加上「本制度並非以排除不適任教師為目的」一詞(丈部科字省，

2009a; 喜多明人、三浦孝啟編， 2010) 。

二、教師證照的效期規定與換證順序

在換證制度的規定上，日本教師證書的有效期限從以往的「未規定J '亦

即終身有效，改變為加註10年之有效期限，﹒亦即教師自取得證書日期後10年

內，必須進行換證(更新)之動作，才能繼續任教，否則證書即為失效。依修

訂後《教育職員免許法〉及相關法規之規範，此一新制度對法規修定前已持有

證書之教師皆溯及既往，亦即現職及預備教師在該制度實施後，皆需進行換

證。

在新法的規範下， 2009年4月之後取得之教師證書，被稱為「新免許

狀J '而在法規公布前取得之教師證書，被稱為「舊免許狀J '新免許狀的持有

者第一次進行換證之日期為10年之後的2019年3月底(日本的年度劃分為4月至

次年3月止) ，而原為終身有效之舊免許狀持有者，該制度強迫其不論取得教師

證書的年份為何，皆依持證者出生年分分為10組(文部科字省， 2008) ，﹒扣除

@日本的普通教師詮書房、設一級及二級兔許兩種詮照，1988年〈教育職員兔許法}修

訂後，改為「專修兔許J (研究所畢業)、「一種免許J (大學畢業)與「兩種兔許」

(短期大學畢業)等三種。除了兩種兔許的持有者因當初修習師培課程學分數較少，

負有在一定年限內取得一種兔許之義務外，其餘兔許狀皆終身有效，亦無定期換證

之規定(林雍智，2007 ;高橋主 φ券， 2009) 。

@持「舊兔許狀」者，不論取得證書的年度為何，自2009年開始，皆依持證者之出生

年分分為10組，依序進行換證動作。首先第一組是1955-1956年、 1965-196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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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2008年試辦更新講習之教師後，自2009年開始分批進行換證。由此可知，

在換證制度正式實施前，其講習課程即已展開，而非等到2019年才開始此一措

施。然而，由於換證制度溯及既往之規定，對舊免許狀之持有者來說，造成相

對剝奪與不公平感，新法律對持證教師造成的不利益作為，使得此一制度在

「是否恆觸憲法保障的人民之生存權」論點上產生爭議。﹒

教師在證書到期日前開始推算，有兩年的時間可赴文部科學省認可的大

學與機構報名參加講習課程，經修習30小時以上的時數後，自行檢附修畢證

明，向所屬之地方教育委員會﹒申請換證。另外，持兩種以上種類或科別證書

之教師，只需依「最晚取得之證書」之日期，往後推算10年，並在最後的兩年

間參與謊登書之換證講習以進行更新後，其餘證書依規定視同換證完畢，不必

逐一參與講習。

三、換證制度的適用對象與兔除規定

根據修訂後的《教育職員免許法》第9條之規定，公私立學校之現職專任

與兼任教師，以及欲任教之教師證書持有者，在證書效期截止日前，皆必須進

行換證。現職教師部分之規定如本文上述，而未任教職之人，在制度實施後不

1975-1976年出生，在2009年時，年滿54 、 44.&.34歲的教師;而第二組則為年滿

鈞、 43.&.33歲的教師，依此類推。在換證制度實施後，第一組教師擁有兩年時間

(2009-2011年)可以參加講習，取得換證所需之時數。

@當初依法規取得無效期規定證照的教師，如今卻因為新制溯.&.既往之規定，使其必

須進行換證，否則可能喪失工作。因此，反對者認為，換證制度的法制化牠觸了憲

法所賦予及保障的基本人權，亦即生存權、工作權與財產權，讓個人可能因為國家

權力「介入式立法」的不當作為，產生了危害基本人權之疑慮，其主張換詮規定雖

經立法授權，但絕觸憲法者應為自始無效。

@教育委員會是日本地方教育行政組織之名稱，日本在戰後為求教育中立，不受政治

紛擾之影響，仿照了美國制度，在地方層級上以獨立委員會的方式成立教育委員會

來管理教育行政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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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換證，其證書亦不會失效，倘若有意願擔任教職，則需比照現職教師進行換

證，在換證後之10年內，隨時可以回到學校任教。

再者，針對在法定期間內無法進行換證的教師，例如，請休長期病假、

產假、育嬰假、事親假者均可申請延期換證'而因公外派、於國外學(僑)校

任教，或正於研究所修讀課程，準備取得更高一階的證照者，以及遭逢天災或

因刑事被起訴休職的人，亦可向主管機關申請延期換證(三輪定宣， 20個;菱

村幸彥， 2009) 。

另外，在〈教育職員免許法》施行細則中，亦有條列適用者之免除規

定，亦即不需參加講習亦可以更新證書者(效期同為 10年)。依該法施行細則

第61條第4項之規定，下列人士為免除規定之對象(八尾圾修， 2008 ;喜多明

人、三浦孝啟編， 2010) :

(一)位居指導教師之立場者:符合此項規定者，有校長、園長、副校

長、副園長、教頭、主幹教師與指導教師。另在教育行政機關服務之指導主事

(類似我國督學)、社會教育主事及其他於教育委員會從事教育指導事務者，

亦無須參與換證講習。再者，開設換證講習之講師，以及於政府、國公立大學

與獨立行政法人擔任職員者，若職務涉有教育管理事務者(例如文部科學省之

督學及調查官) ，亦不需參與講習即可換證。

(二)真有顯著功績者:該項指的是在學校進行學科指導與生活教育等

有顯著功績、為優良教師且在過去10年內曾受文部科學省或教育委員會表彰

者。該教師係被認定為其備十分的專業知能，因此，亦適用該免除規定。

四、換證講習的課程架構

教師換證講習的課程架構與內容之決定，係依修訂後《教育職員免許

法〉第9條第3項之規定，授權文部科學省以「省令(即命令 )J 的方式，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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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許狀更新講習規貝U J '﹒公告講習的課程架構和內容。依該規則之規定，換

證講習課程實施的宗旨以「為遂行教師職務之必要，性課程」為主，其基本架構

包含下列兩大項目:

(一) I教育的最新，情事」相關課程:此項目包含「對教職之省察，以及

兒童之變化、教育政策之動向及對學校內外部聯繫合作之理解」等事項，此項

目為必修課程，必須修習12小時以上。

(二) I學科指導、學生指導及其他與充實教育有關」之事項:此項目為

選修課程，每一課程以六小時為基準，總時數必須修習18小時以上(亦即三個

科目) ，受講者可以自行選擇符合自己專長的課程參與講習。

男外，在基本架構下，每一項目叉可分為若干細目與具體內容，此規則

不僅明示教師參與講習時所需修讀的課程架構、內容與時數，亦是開設講習機

構用以規劃課程、決定授課師資、開設時間、受講人數、講習費用，以及向文

部科學省申請開課認可之依據。為方便比較，將其整理如表2之所述。

原則上，進行換證之教師，可以自行選擇開課的講習機構，決定必修與

選修之選課組合。文部科學省亦建議講習機構將課程翻令長期休假、例假日及

平日的夜間時段，以方便教師參加講習(文部科字省初等中等教育局教職員

課， 2007) 。

男外，在每一講習科目結束前，需進行考試，成績及格者會收到講習機

構發放的「受講證明」。換證者需在兩年換證期間內湊足必修12小時與選修18

小時，合計30小時以上之合格時數證明，才可向所屬之教育委員會申請換證。

• r 兔許狀更新講習規則」為文部科學省以「省令」方式於2009年發布之實施辦法，

其內容色含了講習課程絮構與開設講習機構之資格與認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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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換語講習之課程架構及內容

基本架構 時數 細目

對教職之省察

對兒童變化等之理解

對學校內外部聯繫

合作之理解

教育的最新情事

(對教職之省察、見
12小時

童之變化、教育政策
以上

之動向及對學校內外

部聯繫合作之理解)

.必修﹒

內容

學校的最近狀況與變化

作為專業教師的角色定位

與見童發展有關之議題

基於見童之生活變化能進行具體指

導之相關課題

學習指導要領(課程標準)修訂的

對教育政策動向之理解 動向

教育改革的動向(如法令修訂等)

能理解為因應各種問題，在組織上

採取應對的必要d陸

學校危機管理上的課題

學科指導、學生指導 例如指導策略、指導背景之相關專
包含在指導幼童、見童或

及其他與充實教育有 18小時 業知識，以及與指導方法相關之最
學生上時必要之課題，以

關 以上 新內容
及適當的處理方式等

。選修。

註:講習開設機構可對各大項a細目，包含開課時間、順序、具體名稱a授課師資進

行彈性調整。研究者根據最接近原意之語詞進行中譯。

資料來源:文部科孝省初等中等教育局教職員課 (2007 : 93) 。

五、換語講習課程的開設認定與收費

依修訂後《教育職員免許法》第9條第3項的規定，換證講習之開設，基

本上是以「大學」與由文部科學省省令規定之機構辦理為主。目前經文部科學

省核可的機構，大致上有一般國立、公立、私立及師資培育大學、地方的教育

委員會與由文部科學省指定的法人(包含一些民間研究機構與非營利組織等)

等，開設機構需將課程名稱、內容、時數與授課教師等資料逐一備妥，送文部

科學省審查，經核定後才得以開課，授課人員亦需真備教授、準教授、講師及

文部科學省認可之資格。至於上課方式，除了傳統的面授之外，換證者尚可利

用遠距教學或網路課程方式完成講習，只是面授以外的講習課程，換證者仍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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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自出席參加最後考試。最近兩年，丈部科學省核定開課的機構，包含各大

學，地方教育委員會與法人或民間機構等，必修課程在2010年為242所、 2010

年增至285所;選修課程在2010年有396所， 2011年則增至439所，為方便瞭解

開設換證講習之機構別、開課狀況與參加人數等資料，研究者茲以丈部科學省

發布的2011年資料為主(文部科字省，2011a) ，整理開設教師換證講習的各項

概況，如表3所示。

2710325

表 3 2011 年教師換語講習開課機構、開課數量與接受講習人數概況表

領域別 國、公立 私立 教育委法人或民間輯程數面揖人數連距、網路教學

大學 大學 員會 機構 (人)等方式上譯人數

(所) (所) (所) (所) (人)

(共計: 285) 754 85,025 107 ，475以上

(共計: 439) 6,521 94,158 163 ，279以上

必修領域

選修領域

總計: 451所

(包含必修與
89

選修，剔除重

複者)

占總開設機構

19.73% 72.06% 2.21% 5.99%
之百分比

占同頡別機構

49.17% 54.2% 16.12% n/a
數之百分比

資料來源:研究者依文吾阿嘻嘻告省 (20lla) 進行歸納與統計。

經比較2010年與2011年開設講習的各機構及講習課程數量後可以發現，

有稍微增加的趨勢。從表3中也可知，私立大學開設講習的狀況是占總開設機

構中最多者 (72.06%) ，其餘如部分的地方教育委員會，或是民間法人機構，

也有開設講習課程的狀況。另外，受講者在講習結束後，尚需填具一份評鑑

書，對該講習內容、方法以及有效性等調查進行意見回饋。

在換證講習參加費用方面，文部科學省認為，教師換證是為了維持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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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之基本條件需求，因此，認為參與講習應採自費制度，由換證者自行負擔

(笠井尚， 2010) 。目前的規定大致上是以1小時1 ，000日圓計，參與30小時的

講習約須花費3萬日圓(約合新臺幣12，000元，以2011年年中匯率計算)。由於

參與一個六小時的講習課程需要三日(每日2小時)的時間，若合計往返講習

機構的交通費與食宿費(路程較遠者) ，則花費更為高昂。本項自費規定除了

吸引許多私立、短期大學開設講習課程之外，亦有許多民間機構向丈部科學省

提出開課申請，但對於換證教師來說，經濟上的支出和自行辦理換證活動的負

擔，實造成倍大的壓力。

肆、省思與討論

日本的教師換證制度在討論以及政策形成階段，已經有不少反對的聲

浪，復以自2009年實施迄今之兩年歲月中，對整個制度實際運作的檢討與策進

建言也時有所聞，萃綜合日本各界之看法，將該制度分為制度面、執行面與配

套面等三個面向，依序進行分析與討論。

一、制度面

教師換證制度在制度面上，可就制度形成面與制度本身之兩大要點加以

評述。首先，就制度形成面來看，該制度成立過程係為日本的內閣與中央政府

在改革與財政等考量之下，才予以實施的制度。特別是在制度形成、立法通過

最重要的兩年 C 2006'""2007年)間，其立法過程之快，超越了日本既往教育改

革總採漸進勵各'在確認符合教育各利益團體的共識之後，才付諸執行的作法

CSchop阱， 2007) 。此制度當時在國民的「不信任教育」、「不信賴教師」﹒的社

• r 不信任教育」與「不信賴教師」兩詞之日文原文為「教育不信」及「教師不

信 J '你才屆國民對教育與教師的不信任態度。在日本，由於接連發生教師醜間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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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氛圍下(喜多明人、三浦孝啟編， 2010) ，形成了輿論與民意對推動該制度

的支持，而讓其含有「政治主導」與「民粹型立法過程」的特徵。然而，由於

形成過程在「教育改革」大義的驅動下，缺少了教育界的充分參與及討論，也

種下了反對聲浪不斷的惡因。

其次，就制度本身來看，由於研講過程含有排除不適任教師之用意，使

得制度本身的實施目的產生混淆。該制度之目的雖在於經由換證，用以確保教

師之最低素質能與時俱進，以期對社會有所交代，但衡量其開設講習之地點為

大學，且授課者亦須為大學教授等規定來看，本制度實為師資培育系統的延伸

(岩田康之， 2009的。教師在修畢師資職前課程進入職場後，需要以「繼續教

育」的名義再回到大學修習學分的方向可謂明朗，但何以單設計「換證J '而

不就整體師資培育系統做政策通盤考量，也令人質疑。

再者，制度本身在設計上，為何不仿照進行教師換證已有多年經驗的美

國各州之作法，將教師的多元發展成果納入換證規範上，而僅以「參加講習」

作為最低標準;且在年限設計上，也捨五年週期不用，並自創10年週期?固以

日本的相關理論依據看來，一個教師的任教過程，大約需經「初任期」、「中堅

期」與「資深期」等三階段職業生涯，因此，需要換證三次(以每次間隔10年

計算)。然而，每次換證講習也僅需修習30個小時，倘不論課程是否具有代表

性，能否因應社會快速的變動而讓教師保持最新知能等，就強度與時效性而

言，仍稍嫌不足。此外，日本對於處理不適任教師的問題亦有相關機制，例如

強迫研習或轉任其他職務等，本制度在規劃上本應與其較無關聯，試想只要不

過任教師引起的問題，國民對學校教育與教師產生了不信任戚，復以社會上因景氣

不住引發人際問漸失信賴和寬容的氛圍，輿論對教師的要求與在處理不過任教師問

題的態度上漸趨嚴格，以致其對「周教師換證來排除不過任教師」太多持贊成立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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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任教師按時參與講習皆可換證'的確值得商榷。日本教師換證制度面上的諸

多問題，尚待日後妥善釐清。

二、執行面

換證制度在執行面上亦有許多值得分析的論點。首先，是持兩證以上的

教師，何以只需就最晚取得之證書進行換證，換證後全證照皆視為有效呢?當

初制度設計係考量若讓教師重複參與講習，可能會對其造成困擾。然若持有不

同任教階段或不同學科證照的教師，實不能以一概之。目前日本平均約有 70%

的教師持兩種以上的證照(喜多明人、三浦孝啟編， 2010) ，此一換證設計似

乎連背了日本自戰後以來，一直強調的教師「嚴格證照主義」﹒的本質。試

想，若這70%的教師只將其中一證進行換證'而另一證則視為業已換證完畢，

當自動生效的證照為刻正任教之學科時，是否會引起家長和社會對該教師是否

已達「合格」標準的不安?

其次，對開設講習課程的大學教授來說，講習授課無疑是排擠了其他正

規任課與研究的時間，短期來看，學校雖可因開設講習增加額外收入，但長期

而言，研究能量的弱化對學校發展亦非好事。對大學教授來說，教授講習課程

有幾點令其困擾之事項: (一)安定的教職較不在乎增加的鐘點費收入;但假

@所謂「嚴格證照主義 J '為日本自二次世界大戰後，隨著師資培育開放下所引進的

證照主義觀點。其中， r嚴格」是指教師皆必須具備合格證書才能任教。制度成立

當時，色今教師、校長，甚至是教育委員會的教育長皆被要求要持有合格證書。

「嚴格證照主義」在數十年發展中，為因應現實需要，代理教師被授予「臨時證

照 J (林雍智， 2007) ，而中等教育階段以上的教師若有跨學科任教的情事，也被要
求要具備所有任教科目的詮書。然而，在實際運作上，特教教師偏低的合格持照率

與中等教育教師跨料任教，甚至是近年來教育法規的鬆綁下所引進的「民間人」校

長等，都未能100%滿足「嚴格」的要求。「嚴格詮照主義」只能說僅是在觀念和形

式上，規範戰後以來日本教職市場的一項學高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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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往往是其進行研究的時間，而講習課程的授課相當程度削減了研究時段;

(二)看到不辭辛勞且自費前來參加講習的教師學員，在課程最後評量上給予

不及格的情形自然較低(入澤裕樹， 2011 ) ，也因此降低了課程鑑別度; (三)

對換證教師而言，由於大學開設的課程需經文部科學省核可，許多課程往往流

於政令宣導之用，一些課程與教育現場的契合度亦不足，且課後的測驗無法在

充分準備下應試，充其量只是短期的封憶，無助於提升專業能力等狀況，亦加

深了教師的抗拒。

再者，因為換證制度有免除對象之設計，讓同一校內的教師，對其校內

不需參加講習也可換證的校長、教頭等人員享受的優待產生了不公平感，此可

能破壞了學校的氣氛，也會對一些志在教學勝於行政管理職務的教師造成士氣

上之打擊。此現象也反映在一些對換證制度的意見調查中，校長等管理人員與

教師對換證制度的看法有一定之差異上﹒(三菱統合研究所， 2010) 。

另外，在研習風氣盛行的日本教育現場，教師除了法定的「初任者研

習」與 rIO年經，驗者研習」外，教師在校內也經常進行「授業研究J (教學研

究) ，亦有許多教師參加民間教育團體或各種學會舉辦的研習活動。對教師而

言，真正能幫助其專業成長的活動，不論在時效性或廣度、深度上，都指向研

習而非換證講習，其對換證制度和研習系統形成雙軌或是多頭馬車的現象，讓

兩邊疲於奔命的教師更將焦點置於換證講習與研習的水準比較上，對換證制度

@三菱綜合研究所在2010年對約兩萬名教師、一萬名校長與家長等進行教師換證制度

效果的調童研究(回收率約70%) 。在結果摘要中發現，在 r.最新知識技能的習得

上 J' 有40%的教師認為有效果 (N=13938) , 51%的校長認為有效果 (N=6338) ;在

「可提高作為教師的自信和驕傲」一項上，僅有 15.3%的教師 (N=13892 )認為過

切，但有23.3%的校長 (N=6331 )認為過切;在能否排除不過任教師的問題上，有

6.8%的教師認為可以( 31.1%未答， N=13863) ，但有 14.0%的校長認為可以排除

( 15.9%未答 'N=6334) ，因教師和校長的立場不同，導致了看法上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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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更嚴格的檢視心態。

三、配套面

該制度於配套面上產生的各種問題中，比較值得關注的是，教師在整個

換證的流程中，從注意證照的效期、推算講習時間、申請換證講習、尋覓開設

講習之大學、報名課程及繳納學費，以及在講習結束後檢具證明，向所屬之地

方教育委員會申請換證等程序，皆需親自辦理。如此複雜的手續，以及行政單

位將換證視為教師「自我責任、自我負擔」的態度，讓教師對進行換證感到繁

瑣，除了例如名古屋市等部分地方教育委員會結合本身開設的講習課程與換證

程序，並代教師辦理相關手續外，換證過程中所耗費的金錢和精神也造成了教

師不小之負擔，而上述問題也成為日本教師團體一一「日本教職員組合」呼

籲政府應予改善的重點。.

其次，換證制度並未與教師身分和地位的調整，或是待遇的改善做結

合，而僅強調「若不換證就會失效」之後果。然消極規範往往不若積極的鼓勵

措施來得吸引教師的投入，該制度應如何與研習系統，以及目前已經實施的教

師評鑑系統進行結合或分工，讓教師感受到制度的存在是作為支援其專業發展

之用，使其有正向的態度去執行，應是未來改進時必須考量的重點。

另外，本制度實施迄今已有兩年的時間，在教育市場上，業已產生依附

該制度營生的新興利益團體，一年30億日圖以上的市場對大學及可開設講習課

程的民間法人，甚至是出版許多參考書籍的書商來說，制度的存廢與否，成為

其為生存之所以必須「關心」的焦點(岩田康之， 2009的。未來制度如何改

@日本教職員組合(簡稱日教組)針對教師換證制度的配套面等問題，在2009年度發

表的「日教組政策制度要求與建言」報告書中，建議政府能: (一)給予多樣的受

講機會; (二)和研習系統進行整合; (三)提供具體的支援策略(例如公費補助

等) ; (四)反應教師的需求(日本教職員組合， 2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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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恐怕在聽取專業意見之外，亦無法忽視許多「非」教育專業的意見。

再其次，對「大學」來說，在現行制度下，其開設的講習課程水準能否

超越既有二元對立的構圖，即「大學」對「教育行政 J '或是「學問性」對

「實踐d性」等的圖式也值得探討，意即不因政令宣導而失去學術本位，也不因

強調理論而忽略現場經驗， r大學」能否承受法令賦予開設講習的重任，正

確、有效的提供課程、確保教師品質呢?此正是在配套層面上必須重視的議

題。

伍、結論

日本教師換證制度發源於對教育(特別是對教師)不信任，且因經濟發

展「失落 J '受到輿論抨擊的社會環境下，復以政治力量由上至下的強勢立

法，與代表教育專業立場的文部科學省的消極態度，導致整個制度在形成、規

劃與實施階段皆遭遇不少問題，未來要如何進行善後，亦是受囑目的焦點。本

研究茲綜合對日本教師換證制度實施狀況之評析，歸納整理出下列數點結論。

一、不明確的制度目的無法連結換證效果

從前文得知，日本教師換證制度的必然性並不明確。雖然以文部科學省

之解釋，實施換證制度可以協助教師定期的增加最新的知識與技能，讓教師取

得社會的尊敬和信賴，且就「提高教師素質」的觀點來看，任教所需的知識和

技能確實需要時常更新，這應是社會各界的共識;但「提高素質」和讓其「證

書失效J '並未有直接的相關性。

換句話說，提高教師素質的有效作法，應該是讓教師在任教過程中，進

行不間斷的專業成長，在保障教師職業安定的同時，讓教師也能經過如研習、

進修等方式獲得所需的最新知能。但檢視現行的日本教師換證制度之規定，



27
編翻圓圓靈E盟國區建珊珊珊闢聽間間團圓翩翩

. 林，僅智、吳清山

:句句:叫特

'10年一次的講習」能否發揮提高教師專業能力的效果? '失效規定」是否只

是消極的防止教師不去參與講習而已?其換證制度目的之不明確，和制度本身

所期待的效果無法進行連結，以致在提高教師專業能力的作為上，產生了不少

之落差。

二、法制化與教師的身分保障之爭議

教師換證在制度立案之後，需加以法制化，才能取得實施的法源依據。

在這個過程中，日本的參議院與眾議院雖配合修正了相關法令，也授權行政機

關制定施行細則以規劃實施方式，但在法律上受到最大的爭議，仍在「是否恆

觸憲法保障之人權」爭議上。

在通例上，法的適用並不溯及既往，亦即新法實施前，已取得合格且未

註明效期的教師證照者，應可不適用新制之規定。但由於新制規定法規修正前

後之教師，其證照若不在10年之內進行換證'就會失效，復以證書失效後，會

立即影響教師的工作權，亦可能恆觸到憲法所保障之人權，因此，換證制度法

制化後，可能與教師身分保障產生對立與爭議。對此，中教審做出解釋:

若值規範修法後取得之教師證書適用新制，則無法完整 I§) 應家長或

國民對教育的信賴，亦無法實現換證制度之目的;再者，既有之教

師證照為終身有效之事實，屬於一項既得之利益，但此權益重非絕

對不可侵犯，虫。周前述一般，在大眾的付託下，亦可於合理的範圍

內進行制約之。

對此，反對換證制度者，是否主張以「換證制度係為國家權力下的「介

入性立法.!I '並以行政解釋方式來強行建立規範」為違憲，企圖依日本過往在

解決教育理念上爭議的方式，經由判決來確定法的見解與憲法上的解釋，取得

對其有力之依據，實值得注意。在法制化以外，如何兼顧教師身分的保障，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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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不容忽視的課題。

三、「非決定」的設計讓換證制度結構脆弱

非決定( nondecisions)是對問題不進行處理，採不作為(failure) 之表

現。由換證制度缺乏在法源及設計上，對行政機關與大學等機構在實施講習和

換證程序等進行規範的結果來看，換證制度實施下形成的問題，是「非決定」

所造成之後果。

以文部科學省來說，制度上並非課以任何義務，只授權其對開設講習學

校進行認可，許多需全國一致的條件，仍有待其進一步設計與規範;以管理教

師人事的地方教育委員會來說，制度上並未強制規定其必須為教師開設講習課

程;對大學來說，亦無強制規定必須開設講習課程......。所有的換證活動，包

含教師的換證過程、行政機關的角色分擔等，皆可見到係植基於在各機關的善

意下運作，使得此一影響教育與社會的重大制度'1£結構薄弱的狀態下勉強運

行。

更甚者，在運用層面上，則可看到將換證視為教師的「自我責任J '許多

流程或負擔回歸到教師身上，容易令人產生行政機關藉故脫責之感，誠如前段

敘述: I教育為公共事務，得以保障或限制之J '行政機關若在限制教師的同

時，卻對支援的體系採取不作為處理，則可能悸離國民對其角色功能之期待，

制度的崩解也只是時日問題。

四、結合現行研修系統以達換證制度之目的

日本在研擬教師換證制度前後，雖然有考證過美國的制度，然而，美國

教師換證的背景與歷史治革，卻與日本研擬過程與所面臨的實際狀況不同。在

日本，要保障教師的最低水準或提升教師的專業能力，最迅速的方式是利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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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研習、進修體系，強化該系統的車由麓，性和專業度，來證明教師持續而有效

的專業成長。

日本目前並無教師職級制度，因此，教師換證的目的已不若美國為確保

教師證照能按時升級，而課以教師換證義務的情形。換證制度的反對者，對實

施教師換證能否提高教師專業，舉出了「世界上仍有如英、法、德國與美國部

分州未設有教師換證制度，連加拿大安大略省2002年實施的教師換證制度，也

僅實施兩年，就因政府不支持，辦理換證經費用馨、與教師反彈造成新進教師

高離職率等原因，於2004年宣布撤回...... J 等實例，來反駁教師換證實施與提

升教師專業可劃上等號的論述。

設想、換證制度之目的，若運用現行的研習、進修系統下就可達成，則換

證制度的主軸應該在於如何強化研習、進修的體系，或是如美國模式般，將其

進一步結合與研修體系，讓教師在每一個年度，都能經研習累積時數，以達換

證需求。相信這對擁有運行良好的教師研修系統的日人來說，不失為一個可行

的方式。

陸、對我國之啟示

綜合以上對日本教師換證制度在成立過程、實施、省思與結論之分析，

其經驗或可提供我國，無論在政策立案及實施上，是否重起教師換證研議，或

是進行對整體師資培育系統檢視上的一些參考。以下茲說明日本換證制度可以

帶給我國之啟示。

一、回歸調整師資培育系統解決教師換證問題

由日本教師換證制度成立經過的特殊性與政治性特質來看，其在實施時

因為制度本身的不確定性，以及執行與配套層面的未竟周延，引發了不少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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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聲浪，但卻仍然在法制化的狀態下實施迄今。其中，雖不乏有識者提出了許

多改善建言，然在目前的局面下，教師換證制度和其他制度造成疊床架屋之現

象，在試圖解決時，若只單一針對問題病理進行處理，而不就整體的系統架構

做改善，很難能有效的解決問題，且勢必會再引發後續許多病症。

當時研議並實施教師換證制度的自民黨政府，因為選舉失利而下野，改

善該制度的重擔於是落在首次執政的民主黨身上。在理念上，民主黨雖然知道

該制度之缺陷，也打算建立一套結合教師職前培育、證照制度、研習系統與換

證規定的新措施來取代飽受詬病的現有制度，並試圖以建立整體師資培育制度

改革的模式，來取得國民支持。只是在現實上，隨著民主黨執政的續效不彰而

飽受抨擊，在財政與政治情勢的不穩定與新系統未能即時研議完成的情形下，

現在的民主黨政府面臨到了不再具備足夠動能，以大幅進行教育改革的困境。

貿然躁進推動教師換證的後果，雖然不需要己下野的自民黨再負責，然

實施過程的弊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部分改善，已不足以撐起整個制度，使其

完善運作。因此，回過頭來針對整體的師資培育制度，進行通盤的檢討，應是

較嚴謹的作法。然其過程中，仍需注意教師與社會對再度犯錯的接受度已經降

低的事實，要避免各界再次對政策失去信賴。因此，從日本案例中，可以給予

我國一個啟示: r在考量是否實施教師換證制度時，應回歸就整體師資培育系

統進行調整J '此也有助於我們對整體師資培育系統再進行通盤的檢討。

二、政黨理念及目標要有配套且周延設計

一個由上至下、政治的、民粹的，在未獲多數及廣泛的理解之下就逕行

實施的政策，需要不成比例的更大力量才能阻止其繼續施行，然就算達成目

的，整體社會亦已付出相當大之代價。此從日本教師換證制度發展的過程，即

以印證。長久以來，文部科學省對教改一直採取緩辦與漸進的見解，但也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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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提高教師素質的改革。然而，在受到政治壓力後，其立場由一個本應提出

專業意見的決策者角色改為責成下屬的中教審進行研擬的承辦者角色。固然丈

部科學省在整個制度的架構設計以及許多細微之枝節上，不可諱言的做到了通

盤考量，且在政策推廣上亦付出了許多心力，展現出日人的細緻哲學，然上位

理念與目標的乖離，不僅削減了制度本身的正當性，也讓其方向偏移了原來規

劃的大道。

日人的民族性格可謂嚴謹，然實施教師換證制度能否確實和教師專業發

展相輔相成，提高教師的專業度?在專業與民意需求無法同步時，日本選擇走

了現今的這一條路。然而，政策末梢的周延，卻無法掩飾和教師換證的理念與

目標的乖離。換證的具體目標，到底是在提高教師專業，或是在排除不適任教

師?或者，是否根本上並無實施換證制度之需要?這些問題，都需要再費氣力

回頭檢視。雖然在保守的日本社會中，若要在制度上進行大步改革，或許真的

需要來自外部之政治與民意上的強大壓力，才能快速的推展。但從中亦可發現

政策理念與目標，需要與配套措施一同周延設計，才能確保制度能有效實施，

此點對我國來說，亦是珍貴的經驗。

三、主管機關與大學應扮演好其角色定位之責任

無可懷疑的，在實施換證制度的過程中，代表官方主管機關的文部科學

省與地方教育行政委員會，以及開設換證講習課程的大學及機構等，皆應該擔

負一定之責任，讓整體的換證制度能順利運行。例如，以丈部科學省而言，是

否能在審核講習課程外，通盤建立全國共通的換證支援系統，讓地方教育委員

會、大學機構與教師等在換證活動上有所依據。在教育委員會方面，能否提供

適合該地區教師的講習課程，並代為辦理相關手續。

再以「大學」而言，在開設講習課程之外，其實換證制度也將以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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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辦理教師職前培育的狀況，拉回至在職教育上。大學的角色在整體師資培

育系統中的分量變得更為重要，特別是設有師資培育課程的大學，其角色功能

的再定位或是轉型，與教師換證講習的晶質息息相關，因此，大學亦應在換證

制度的規範中，負擔一定之責任以發揮其功能。

以我國的現況而言，教師的研習較多為公立機構開辦，且多為公費支

付，辦理教師證照相關的手續，亦不至於需要各項親為之。雖然使用者付費的

原則廣泛受到支持，但國家負有以預算保障教育品質之責任，提高教師素質的

研習，應有正當理由納入教育預算內，因此，我國不若日本，會產生許多問責

於行政機關或大學的言論。但協助教師進行有進階的、系統的研習，甚或將來

的教師換證活動，仍需要教育行政機關與師資培育大學，以身為整體系統一份

子的態度進行規劃與統整，此點可以從日本的經驗中獲得證實。

四、重新檢視我國是否需要實施教師換誼制度

對於會研議教師換證相關制度的我國來說，日本的案例能否提供一些值

得重視之經驗或啟示?由於時空環境的變換，我國早期對是否實施換證制度的

研議可能已無法契合當今時代的需求，若我國重起實施換證制度相關研議時，

若能先檢視以下問題:我國是否需要進行教師換證?教師換證制度目前也僅

美、日實施，實施換證的需要是為了向外界證明教育發展的步伐，或是真能藉

此提高教師專業能力和地位?若有實施之需要，應如何規劃?應如何與既有資

源(例如現行的研習系統)進行整合，才能有效提高教師專業，達成制度的目

的?執行過程中應如何不要再增加教師負擔，並取得教師的共識?教師換證制

度的推動在各個環節，無論是形成過程、法源依據、內容架構、價值宣導與配

套措施等，皆需要審慎評估，且獲得各界共識才為之，而這也是從日本經驗中

所習得的最大啟示。此外，從日本實施教師換證制度的經驗中得知，法制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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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相當重要，日本為了推動教師換證'完成教師換證制相關法規，例如〈教

育職員免許法〉、〈地方教育行政法〉與《學校教育法》等之修法。我國未來研

議實施教師換證制度，亦必須進行相關法規的研修，例如，將教師換證納入

《教師法》條文中，才能取得制度實施的法源依據，當然，在法制化的層面之

外，如何保障現職教師的工作人權，也必須加以注意。

目前，日本教師換證制度的修正方向尚不得而知，而民主黨在檢討方案

中，初步規劃將教師證照分為「一般免許」與「專門免許」兩種證照，持一般

免許之教師應真八年以上經驗，再經教職專門研究所修得學分或通過考試，才

能取得「專門免許」資格。當然，其動向為何?是否叉會引發另一層次的問題

與爭議，亦尚待考驗。對我國而言，檢視日本在教師換證制過程中所過到的課

題是否能得到經驗與啟示，以求政策規劃時能更妥善與周延，日本「教師換證

制度」這一課，實值得我們借鏡與追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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