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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緣起與重要性

國家經濟建設之實施，首重技術人力之培育。工業職業學校為工業技術人力的重要

培育機構，為配合我國經建發展的急切需求，應加速發展工業職業教育。近年來，我國

工業職業教育在政府的大力提倡之下，在量的增加方面極為快速，但也正由於發展過於

快速，使工職教育存在著很多問題，其中尤以師資問題最為嚴重，茲闡述如下:

工職卸責素贊亟待提高

一、就學歷及資格而言

根據行政院經建會人力規劃小組及教育部教育計劃小組於七十一年五月編印之「我

國中等學校科技教師人力結構調查研究報告」指出(詮一) ，我國工業職校工場教師計

有 3 ， 555 人，具有學士以上學位者有 2 ， 091 人，佔 58.83% ，另外 42.17%的教師只

具有專科學校或專科以下之學歷(參閱衰 1-1 )。

表 1-1 我國工業職校工場教師學位概況表

學位 博 士 碩 士 間-才- 士
專

科 其他學位 無學位 A 口 計

人數 1 10 2 , 080 1 , 160 66 238 3 , 555 

百分比 0.03% 0.3% 58.5% 32.6% 1.9% 6.7% 100% 

資料出處:教育部，我國中等學校科技教師人力結構調查研究報告。

該研究報告同時指出(註二) ，我國工業職校教師之資格概況，合格教師計有

2 ， 244 人，伯 63.1 % ，非合格教師具有 1 ， 311 人，佔 36.9% (參閱衰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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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1-2 我國工業職校教師資格概況表

資格 合格教師 技藝教師 試用教師 其他資格教師 i口'>. 計

人數 2 , 244 740 366 205 3 , 5551 

百分比 63.1% 20.8% 10.3% 5.8% 100% 

資料出處: (同表 1-1 )。

以上資料顯示我國工職教師的資歷約有百分之四十不符規定，.亟須給予補救措施，

使非合格教師均能成為合格教師。

二、以優良工科教師應具備之能力而言

在約百分之六十的合格教師中，雖然其資格合於規定，但若以「能力本位J 的精神

來評鑑工職教師的素質，則工職師資有待提高的必要性將?意見顯著。由於工科教師的特

殊性，優良的工科教師必須具備多樣的能力，諸如教師一般能力涵養，行業理論、行業

技術及教育專業能力等。

r 按我國現有工職工科教師之來源約可分為五類:

(→師範院校工業教育系工職組畢業者。

(斗師範院校工業教育系工技組具有專業科目二十學分者。

(三)普遍大學工學院及技術學院相關科系畢業者(依部頌中等學校教師登記辦法規

定〉。

(四)專科學校相關科畢業者。

但)高工畢業程度具有五年工廠經驗者。

表 1-3 工職教師來源及能力比較表

師 資 工 工 工 工 局

優敬及師其 * 輔一
教 教 且可- 專

工
系 系 院

相

之備力 工 工 相 程

職 技
關

關

應能 組 組 系 科 度

教師一般能力涵養 優 優 優 良 中

fJ 業 理
論 中 中 優 中 下

fJ 業 技 術 夏 中下 下 中 優

fJ 業 經 驗 中下 下 下 下 優

教育專業能力 優 優 下
資料出處:“高雄市工業職業教育美日考察團赴美日考

察工職教育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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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五煩來源所培育的工科師贅，由於學經歷背景的不同、他們在工職學校表現的

能力求準有很大的差異，黨就上述五種不同來源的師資以優良工科教師所應具備的能力

作比較如衰 1-3 所示(註三)。

由表 1-3 之分析，可見目前我開工職現有之合格工科師資中，不管其來源如何，如

以優良工科教師應具備的能力加以評量，都有某方面的不足，是以都亟需予以補救措施，

以提高其素質。

工職師資數量亟需大量積充

根攘教育部於六十九年六月編印的「中等學校未來十年教師需求量推估研究」指出，

在未來十年內(自六十八學年度起至七十八學年度正) ，我國工職學校每年約須聘用工

科專業師資 457 至 677 人(註四)。但目前工職師資培育機構的容量十分有限，每年的

畢業生不足200人，尚不及需求量的一半。按目前實際培育工職師資的機構只有師範大

學及彰化教育學院兩校的工教系。茲將兩校每年可以培育的工職師資數量與每年工職師

資的需求量比較如表 1-4 (註五)。

充。

表 1-4 工職師資供需統計表

時要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師範大學 60 60 60 78 77 79 82 80 

教育學院 52 79 81 76 75 75 75 

l口k 計 112 139 141 154 152 154 157 155 

需

求 457 679 677 516 559 549 599 610 

缺 額 345 540 536 362 407 395 442 455 

資料出處:楊朝祥，工職師資質與量的問題及其對策，工業職業

教育雙月刊三卷十期。

由以上的敏述，可見我國目前工職師贅，在素質上既有待提高，在數量上更亟待補

師資需求量之資料欠缺

以上雖列舉出未來工職工科師資的需求量，但其資料不夠詳盡，缺乏實際價值。

關於工職師資需求量之推估，最新而且推估期限最長者，為教育部編印之「中等學

校未來十年教師需求量推估研究 J ，但該研究只推估工科師資需求量之總數，未將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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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科之數量分別予以推估。

我國工職即將實施新課程，原有之三十多科將合併為五群，各群之師資需分別培育，

並且各群之需求量不一。是以上述研究所得之資料無法提供有關當局決定師資培育機構

每年的招生數量，亞須有更完善的推估資料。

師資素費的提高亟待更完善的規畫

我國工職師資的素質有待提高的情況已如上述。關於提高師資之對策，各專家學者

論述頗多，但或者所論只屬個人之意見，未經韻密廣泛的意見調查研究;或者所論只偏

於某一方面，未能作各層面之探討;或者所論只提原則，未能列舉具體的實施辦法。因

此，雖有很多建議，但大多未能被教育當局探納實施，導致工職師資素質低落的情況，

多年來尚未能有重大的改善。

因此，經過頓密廣泛的意見調查，提供具體可行方案的有關提升工職師資的研究亟待

進行。

基於上述的認識與動機，決定本研究之目的如下:

拉估工職師資的需求量

本研究將推估未來十年(自民國七十三學年度起至八十二學年度正)我國工職師資

的需求量，俾供教育行政當局規畫師資培育機構各群招生名額之參考，使我國未來工職

師資之供需能逐漸平衡，進而提高工職教育之水車。

探討解決工職師資質與量的問題及其解決方法

一、確立我國工職師資應具備的專業能力。

二、研擬我國工職師資的培育途徑。

三、探討我國工職師資在職進修之現況及改進之道。

四、依據研究及調查結果，研擬解決我國工職師資質與量的問題之對策，做為教育

當局規晝師資培育之參考。

【末節附註】

註一:行政院經建會人力規畫小組暨教育部教研會教育計量小組編印，我國中等學校科

技教師人力結構調查研究報告，七十一年五月，頁 18 。

註二同註一，頁 25 。

註三:高雄市工業職業教育美日考察團，赴美日考察教育報告，七十一年十二月，頁

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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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四:教育部編印，中等學校未來十年教師需求量推估研究，六十九年六月，頁 47 。

註五:楊朝祥，工職師資質與量的問題及其對策，工業職業教育雙月刊三卷十期，七十

二年二月，頁 17 。

貳、研究範圍內容與方法

關於L我師質量的才真估

一、研究範團與內容

本研究之範圍，就時間方面言，係以六十九至七十二學年度之資料為根據，推估七

十三學年度至八十二學年度之高工各科教師需求量 b 就所欲推估之學科教師類別言，本

研究所推估的包括公私立高職(含日夜間部及補校三部份)工業類科之需求量。就調查

對象而言，本研究對資料之搜集乃採普查性質，故調查對象包括台灣省、台北市及高雄

市之所有公私立高工職校(含附設工科之普通高中)。

二、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係採用趨勢分析及推估法研究，亦即根據過去的發展趨勢推估未來十年高工

各科教師的需求量。

為蒐集過去資料作為趨勢分析及推估之根據，須先編製調查表，用調查法調查過去

四年的有關資料以供應用。

故本研究之主要研究步驟有五，即:

(→建立推估程式及編製調查表。

仁)利用調查表調查過去四年之有關資料。

(三)根據調查研得之資料分析過去之發展趨勞。

個)根接過去發展趨勢及推估程式推估未來十年之高工各科教師需求量。

但)撰提報告。

主、關於才在估程式之說明

師大教育研究所會於民國六十四年及六十六年接受教育廳委託由黃昆輝教授主持完

成「台灣省未來六年國小教師需求量之推估研究 J ，首開我國師資人力系統推估之先河。

其後，師大教育研究所叉於民國六十六年接受教育部委託，進行「園中數理學科教師需

求量推估研究」。民國六十九年，該所復完成「中等學校未來十年教師需求量推估研

究。」

本研究係參酌上述三項研究所用之推估程式，建立適合工職師資需求量推估之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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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由於工職教育與普通教育相較之下，有其特殊性，其師資之需求趨勢，亦有差異，

故師資需求量，除由過去之趨勢推估外，尚考慮了下述之因素:

(斗配合教育部「延長以職業教育為主的國民教育實施計畫 J 之各項規畫。

仁)依教育部工職新課程修訂草案，將由各科分別調查所得之資料，合併為機械、電

機電子、土木建築、化工及工藝等五群分別推估各群師資之需求量。

四、研究限制

工職師資的需求，常受科技整合變遷的影響。例如資訊與自動化時代的來臨，使此

兩方面師資的需求突增，並使若平科別的師資逐漸滅少。但此方面變遷之影響甚難預先

估算。故本研究關於未來十年工職師資需求量之推佑，除:考慮前述諸項因素外，未能將

科技整合變遷的影響予以估算，此為本研究之限制。

五、調查表格之設計

為搜集推估研究所需之資料，編製了下列二種調查表:

(→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暨高級中學附設工業類科學生數及專業科目選修情況調查表。

(二)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暨高級中學附設工業類科職業科目教師狀況調查表。

關於探討解決工我師資與量的問題及其解決方法

「 研究範園

本研究意見之調查對象包含台灣地區所有公私立工職、工農(農工)、商工(工商)

及高中附設工科的校長、教務主任、實習主任、教學組長、各科科主任與專業科目教師。

再研究內容與方法

(→師資所須具備專業能力之確立

確立師資所獨具備的專業能力有二大目的:一可用以檢討目前師資培育途徑有何不

當之措施，並攘以提出改進之道;一可用以評按目前之在職教師所2頁加強之專業能力，

以作規畫在職進修之依攘。

本研究根攘「能力木位」之精神，分析工職教師所需具備之能力。

仁)研擬具體可行的師資培育途徑

根攘前項研究所確立之師資應具專業能力，並考慮我國當前教育及社會狀況，研擬

具體可行的師資培育途徑。

(司探討師實在職進修之現況及缺失

探討目前工職教師在職進修之概況及所應興革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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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工職師資需求量推估有關問題之探討

工職師資供求之影響因素

教師供求之影響因素很多，包含有教育系統內與教育系統外兩大因素。

教育系統內之因素包括工職班級數之增誠，平均每班學生數之多寡，閩中畢業生升

學工職升學率之高低，在學學生保留率之變動，每位教師平均任教本科時數，各類輝、授

課時數，教師專業程度之提高，退休制度之實施等等。

教育系統外之因素包括工業化與都市化所造成之教師異動率，社會經濟之榮枯，職

業之聲望等。以下逐一加以分析。

一、工職每班學生數:平均每班學生人數之多寡，影響到班級之數量，而班級數叉

直接影響教師之需求量。根據「中等學校未來十年教師需求量推估研究 j 之實際調查所

得(註一) , 64........67 學年度我國工職每班平均學生數一年級為 44.82 人，二年級為

40.33 人，三年級為 42.46 人，四年級為 25.37 人。十年以後的今日，工職各年級的

每班平均學生數是否有改變，將是影響師資需求量的一大因素。

二、教師每週授課時數之規定:依接我國目前工職教師每週授課時數，專任教師為

十六小時。 64........67 學年度，工職教蹄每週平均授課時數為 16.58 小時(註二)。專任

教師的超鐘點數及兼任教師數的誠少，都將使教師之需求量增加。

三、教師退休制度之實施:有關教師退休服務年資之規定與其意願，退休年齡之限

制，退休金之數額，退休人員之福利及省市退休經費之預算，凡此都足以影響教師之退

休人數，亦影響教師之需求量。

四、教師的異動率:我國公立工職教師離職最主要的原因為轉業，其次為死亡及退休

等，再其次是升學，不續聘等，離職率為 4.91% (註三)私立工職教師的離職率應大

於此數。根據「中等學校未來十年教師需求量推估研究」指出， 63........ 67 學年度我國工

職教師之平均離職率為 11.71%( 註四)可見私立工職教師離職率之大。此外，各群教

師之離職率也有很大之差異。離職率與經濟之景氣與否關係極大。

五、教師專業程度之影響:據調查，我國工職教師主修與任教相關程度，完全相關

者佔 78.40% ，大致相關者佔 18.14% ，不相關者佔 3.5% (註五)。如教育行政主管

機關在政策上對於工職教師專業程度之要求從嚴，則工職教師之需求量自然跟隨政策之

改變而增加。

六、義務教育之年限:義務教育年限的延長，將增加學生人數。我國已開始實施「

延長以職業教育為主的國民教育 J ，將使工職學校的學生逐年增加，同時亦增加工職教

師的需求量。

七、社會經濟條件之影響:一九七三年石油輸出國家數度巨幅的調整石油價格，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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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各國物價節節上升，經濟成長率直線下降，甚至呈現負的成長率，各聞人民因物價之

上漲而降低消費能力，因而影響工業生產及質易額之滅少白我國受此經濟不景氣之衝學

工業產品出口數量頓斌，工業生產指數下降，貿易額滅少，導致工廠及私人機構裁員停

工之情況，失業率大幅增高，呈現工職教師由工商企業界回流教職之現象，並使教師離

職率頤時滅少。等到國際經濟成長率呈上升現象，出口貿易額大量增加，工廠及私人企

業機構爭相羅致人才，叉使得工職教師大量轉離教職。據調查，我國工職 63 學年度之

教師離職率為 9.97% , 64 學年度開始回升，增為 11.7'8 %, 65 、 66 學年度最高，

達 13.43%及 13.11% , 67 學年度叉開始下降為 10.2'1% (註六-) ，凡此離職率之變

化，皆說明了工職教師需求量受社會經濟條件之影響。

八、職業的聲望:工職教師與工程師、科學家、醫師、建築師同屬科技專才，但是

其在職業上的聲望，去[J有所不同。我聞之調查資料顯示，科學家、工程師、醫師、建築

師‘中學教師之職業聲望等級分別為第一，第三，第五，第丸，第十四。(註七)因此，

一旦有較佳之機會，工職教師便會轉業他就，對於師資之需求發生影響。

由以上之分析，可見影響工職師資需求量之因素極多。欲進行工職師資需求量之推

估，應將上述諸因素考慮在內，方能使推估所得之資料更具參考價值。

影響永永工職師資需求量之重大教育措施

師資需求量之推佑，若以過去之發展趨勢推估，則影響師資需求量最大者，為人口

之增滅與離職率之高低。但如教育措施有了重大的變化，則其影響於師資之需求量，往

往大於人口之增滅與離職率之變化。

翠將我國已實施及即將實施的兩項教育措施，及其對於未來師資需求量可能之影響

設述如下:

一、延長以職業教育為主的國民教育之實施

←)概述

教育部基於國家建設及教育發展之需要，傳授青年職業知能，並加強其職業道德及

文化胸拾，以培育優秀之基層技術人力及現代化之健全國民，乃有「延長以職業教育為

主的國民教育」之實施。

此項教育措施分三階段實施:

1 近程階段:自七十二年八月起至七十五年七月，將使已就業之圈中畢業生利用工

作餘暇接受職業教育或部分時間職業補習教育，連同就讀各類高級中學之學生人數"達到

國中畢業生總數 83.16%為目標。

Z 中程階段:自民國七十五年八月起至七十八年七月丘，將使已就業或未升學、未

就業之園中畢業生，利用時間接受職業進修教育或部分時間職業進修補習教育，以該項

學生連同各類高級中學學生人數達到國中畢業生總數百分之九一﹒六六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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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遠程階段:自民國七十八年八月起至八十一年七月止，將使凡在十八歲以內未在

高中(職)就誼之國中畢業生，無論就業與否，均接受職業進修補習教育，並開始規劃

延長國民教育年限。就讀高中(職)之學生。達到國中畢業生總數百分之九二左右。

延長以職業教育為主的關民教育之重要措施為:

(1)改進國民教育，高中教育及職業教育。

(2)加強辨理全時制職業進修教育。

(3)推動部份時間之職業進修補習教育。(註八)

(二)師資來源之規晝

延長以職業教育為主的國民教育，其師資來源為:

「各類職業學校之教學均以現有高級中等學校(含補校)合格教師擔任為原則。教

師兼代課每週以不超過九小時為宜，超過標準或專業技術教師及教師不敷時，得聘請企

業界具有該項教師資格之專門技術人員擔任，所需鐘點費按現行標準列支。如尚有不足，

則提出需求量，有計晝的加以培養。 J (註九)。

另外，該計畫並列出所需師資:

「一、實施木計畫所需之師贅，除由現有高職日、夜間部、高中及補校教師擔任外，

得聘請企業界具有專業技術教師資格之專門技術人員，擔任專業及實習科目之教學。」

「二、七十二學年度起至七十四學年度丘，職業學校增班設梭所需增加之師資，計

農科三十九名、工科四一一名、商科一七七名，家事科六十九名。除分發師範院校相關

科系畢業生擔任外，不足數以甄選大學院校相關科系畢業生補足。 J (註-0)

由以上所列可見，延長以職業教育為主的國民教育的師資來源乃以現任教師兼代課

為主，其次聘請企業界之專門技術人員兼課，如有不足，則甄選大學院校相關科系之畢

業生補足。故不必再由正規的師資培育機構增加培育量。

但)招生數之規晝及其對師資需求量之影響

該計畫對於招生數之規畫，有如下之要點:

l 為瞭解台灣地區近五年來高中、高職、高級進修補校及五耳氣之規畫招生情況及

每年實際人數，作一統計分析，作為本次規畫招生之依據。經統計分析結果，平均每年

增加招生人數:高中為一一七九人，高職為六八七;二人，五專為一一二一人，補校為三

八二六人。為便於規畫起兒，均採取四捨五入方式，高中為一一八0人，高職為六八七

0人，五專為一一二0人，補校為三八六0人，每年依上列數額規畫增加。

Z 規畫招生名額均以七十一學年度為基礎，依每年增加招生名額比例逐年遞增。但

至七十六學年度起國中畢業生數滅少，除七十八學年度高中及延長職教仍于增加招生名

額外。其餘均暫不增加招生名額。(註一一)

按師資之需求量，與學生人數之增滅有極密切之關係。考查我國過去所作之師資需

求量推佑，皆由人口數之增滅比例來求學生數之增滅量。但延長以職業教育為主的國民

教育實施計畫，已將七十二至七十八學年度之職校招生人數予以政策上的規畫，除非該

計畫有改變，否則未來各年度(至七十八學年度)的學生人數便得依上述之規畫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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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該計畫影響於未來師資需求量之所在。

七十九學年度以後，由於該計童對於招生人數未有規章，故本研究擬以人口之增滅1

比例來推估學生之增誠數。

二、工業課程之修訂

件概述

我國現行工業職業學校課程標章，訂頒於民國六十三年，迄今已逾十年。當年係採

單位行業精神設科，並依科別訂定課程。闢因科技進步，工業結構改變，致使該項課程

標車已不能完全配合時代需要。

教育部於民國六十八年開始執行「工職教育改進計畫 J ，遂將巴著手修訂之課程標

草草案，配合該項計畫重行研究，並廣徵工業教育專家、學者及企業界代表意見，再經

課程修訂委員多次會議、審慎研商修訂，於七十三年五月完成「工職課程修訂草察J 。

該草案列出此次課程之修訂方向為:

l 探群集階梯之精神，分機械、電機電子、土木建黨、化工、工藝等五個群進行，

根攘各該群行職業領域及我國工業發展政策，研訂各群宜設科組。

Z各科組課程設計，除應注重人格修養及文化掏洽外，宜探先廣後專之方式，第一

階段基礎課程，第二階段專業課程，第三階段實用課程，並應加強基礎學科及外國語文

等課程。期增進工職學生學習科技新知及技術之基本能力。

課程之修訂架構為:

(I)每週上課總時數包括週會、班會、導師時間、自習等 32--36 小時。

(2)科目類別予以簡化為三類:

@一般科目，估 30% 。

@專業科目及實習，估 60% 。

@選修科目，佔 10% 。

此次之修訂重點為:

@採群集階梯之精神設科。

@明確訂定各科教育目標。

@課程設計採先廣後專方式。

@加強數理化等專業基礎科目教學，使程塵不低於高中。

@增加資訊、材料、能輝、自動化、晶管及安全課程，以因應工業升級自懦要。

@滅少實習節數 E 實習內容更加難演。

@增加選修彈性，發展學校地區特色(註一二)。

仁)工職新課程對於師資需這時量推估之影響

1 按各群努1JlJ推估需求量:目前我國工職所設科別三十餘，如要各科分別推佑，由

於新課程即將實施，甚多科別將被歸併，是以已無必要。故本研究擬以新課程所訂，將

主職依機絨毛電機電子、土木建集、化工、工鑫等五群分別推估各群之師資需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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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新課程初實施之第一、第二兩年，將使師資之需求量頓滅。

我國現行工職課程標準，其課程結構為:

普通科目 28.95% 

專業科目 28.95% 

實習 42.10% 

新訂之工職課程結構為:

一般科目 30.5% 

專業基礎科目 14.3% 

專業科目 29.5% 

實習科目 21. 0% 

選修科目 4.8% (註一四)

上列「專業基聽科目」包含數學、物理、化學及計算機概論， r選修科目 j 包含有

工業英文及數學。這些科目除計算機概論外，應由擔任現行普通科目之教師任教，是以

專業科目之授課時數將滅少。按目前各科專業科目之每週授課時數一年級大多為二十二

節，二年級為二十四節，三年級為二十四或二十五節，新訂標車以機械群為例，一年級

為十六節，二年級為十九節，三年級為二十五節。由上可見，新課程實施以後之第一、

第二兩年，專業科目之師資需求量，將突然滅少一

綜合以上之敏述，可知由於延長以職業教育為主的國民教育之實施及工職新課程的

訂定，將對今後工職師資需求量有很大的影響，因此，本研究對於未來十年工職師資需

求量之推估，除應考慮本節第壹段所述之因素外，更需考慮上述兩項因素，以便推估所

得能更具參考價值。

我國..x..織師資需求量推估布關之研究

關於工職師贊需求量之推佑，最新而且推估期限最長者，為教育部於民國六十七年

七月開始進行，完成於民國六十九年六月的「中等學校未來十年教師需求量推估研究J 。

該研究係以六十四至六十七學年度之有關資料為根據，推估六十八至七十七學年度

之中學教師需求量。推估的學校包含公私立國民中學、高級中學及高級職校三類。

關於工職學校師資之需求量，該研究係將工職所設各科合併推估，因此，推估所得

為所有各科需求量之總數，無法君出各科個別之需求量，請見衰 3-1 。

此外，該研究據以推估之資料，為六十四至六十七學年度者，當時尚未有「延長以

職業教育為主的國民教育」之實施計聾，且工職課程標車才於六十二年開始實施，該研

究未考慮將來課程修訂之影響，其推估僅就正常之發展趨勢實施，未預測將來可能變動

之因素。時至今日， r延長以職業教育為主的國民教育」已於七十二年八月開始實施，

而教育部並擬自七十四學年度起實施高工新課程。這些教育措施的重大改變，都將影響

師資之需求量。過去之推估所得，是否仍具有參考價值，亦值得探討。是以亟氯再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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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需求量之推佑，以供教育行政機關作為規晝工職師資培育之參考。

表 3-1 68-78 學年度高職師資需求量推估表

悍的 工業類 商業額 農業類 家事類 :水產類 醫事類 i口k 計

68 I 457 324 62 72 53 20 988 

69 679 403 34 19 27 41 1203 

70 677 393 41 -2 27 44 1182C 一 2)

71 516 334 26 15 27 41 959 

72 559 322 23 17 27 35 983 

73 549 343 20 15 24 33 984 

74 599 320 27 19 26 35 1026 

75 610 350 29 17 27 36 1069 

76 536 301 22 14 26 37 936 

77 524 294 20 16 23 33 910 

78 526 293 20 12 24 33 908 

資料來源:教育部「中等學校未來十年教師需求量推估研究」。

師資需求量之才真估程式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於民國六十四年及六十六年接受台窩省教育廳委託由

黃昆輝教授主持完成「台灣省未來六年國小教師需求量之推佑研究 J ，首開我國師資人

力系統推估之先河。其後，該所文於民國六十六年接嘆鞍育部委託，進行「園中數理學

科教師需求量推估研究」。民國六十九年，該所復完成「中等學校未來十年教師需求量

推估研究」。

查考上述三種推佑研究，其推估方法都利用過去之發展趨勢，以推估未來之需求量。

「中等學校未來十年教師需求量推估研究 J ，因完成時間居上述三種推估研究之後，且

含有高級職校工業類科師資需求量之推估，故其所用之推估程式較能切合本研究之推佑，

葾摘鋒該研究之推佑程式如下(註一五)。

、

過去四年各學年之學生數
=過去四年各學年之每班學生平均數

過去四年同一學年之班級數

空fi未來各學年每班學生推佑平均數 C A ) 

過去四年某一學年某年級學生數

過去四年在前一學年未升學或升級前之原有學生數

=過去四年某一學年之升學率或保留率

整iE 未來各學年之推估升學率或保留率 C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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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過去各學年未升學及未升級前之原有學生數×未來各學年之推估升學率或保留

率( B ) 

二天來各學年之推估學生數( C ) 

四 未來各學年推估學生數( C ) 
、 未來各學年每班學生推估平均數( A ) 

二未來各學年推估班級數( D ) 

五、(某科每週必修時數×推估班級數D ) + (該科每週選修時數×推估選修班級
數)二某科每週授課總時數之推估數( E ) 

---'- 過去四年各學年某科每週授課總時數

/\、 過去四年各學年某科應聘教師數

=過去四年各學年某科每位教師每週授課平均數

整軍未來各學年該科每位教師每週授課推估平均數( F ) 

未來各學年某科每週推估授課總時數( E ) 

七、未來各學年某科每位教師每週授課推6平商贏了 F ) 

三未來各學年該科所需教師推估數( G ) 

八、未來各學年某科研需教師推估數( G )一前一學年度該科原有或推估教師數

+未來各學年該科離職教師推估數

=未來各學年某科教師需增滅推估數( H ) 

由以上君來，此推估程式頗能考慮上述影輯工職教師供求之因素，故大體上能作為

本研究之推估程式。

【本節阿註】

註 一:教育部編印，中等學校未來十年教師需求量推估研究，六十九年六月，頁 337 。

註二:同註一，頁 348 。

註 三:王鶴程，我國公立高級工業職業學竣工科教師素質之調查研究，師大工業教育

研究所碩士論文，六十八年六月，頁 112--113 。

註四:同註一，頁 351 。

註 五:行政院經建會人力規熹小組贊教育部教研會教育計喬小組編印，我國中等學校

科技教師人力結構調查研究報告，七十一年五頁，頁 212 。

註六:同註四。

註 七:林清江，教師角色理論與師範教育改革動向之比較研究，師大教育研究所集于1

第十三輯，六十年六月，頁的--66 。

註 八:教育部，延長以職業教育為主的國民教育賢施計畫，七十二年八月，頁 1--8 。

註九:同上，頁 24 。

註-0: 同註八，頁 28 。

註一一:同註八，頁 26 及附表六。

註一二:教育部，工職課程修訂座談會資料、工職課程修訂草案，七十三年五月，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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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註一三:楊朝祥等撰述，台灣省美日工職教育考察團報告，七十二年四月，頁 4之 17。

註一四:同註一二，頁 13 。

註一五:同註一，頁 9--10 0' 

肆、工職師資應具備的專業能力有關問題之探討

教師應具備之專業能力

「專業能力 J 一詞，即英文之“ Competencies"一字，與一般所稱之「能力j 有別。

一般所謂的「能力 J 乃指心理、生理等得自艾母遺傳的活動力及如美術、音樂、工墨等

得自後天學習的才能(註一)。布魯納( T. S. Brunne r )從教育的觀點，認為能力應包

括解決問題的能力及學習新知識或技能的能力(註二)。

威爾等人( E. P. We i1 &. M. We i1 )在專業主義( Professionalism )一文中，列

出十一項要點，歸納如下: (註三)

專業工作要求從業者應受過專門訓練，並具備專門的知識與技術，以應付需要各種

知識、技術方面的工作。從事專業工作的團體成員必須具有自主權，但應遵守倫理信條

與團體規約;各成員並應隨時進修，以改進本身工作的缺失，提高所屬團體的社經地位。

此外，也是最重要的，專業工作的從業人員要認真負責，將本身的工作視為終身職業，

重視服務勝於經濟上的報酬。

李聰明先生認為專業工作應包含下列八項要點(註四)

一、具有高度精神層面的職業，而非肉體的勞力，具有顯著之個性的人格的色彩，

在本質上為一種智慧的活動。

二、需要相當高度的見識、教養與專門性的知能，而非人人可從事者。

三、需要長期的車備教育與專門訓練。

四、在現，職中需不斷地持續地研修，以求日新叉新。

五、具有一定的資格標車，富專業精神，為世人所高度評價。

六、本性上屬於利他的，對社會而言，在本質上具有服務的機能，比個人的利益更

為強調與重視對他人的服務。

七、個人及其職業團體，具有廣博的自律性，並對其自律範圍內所作之判斷與行為

承擔一切責任。

八、有職業團體的組織一一種擁有廣博的自主規制及維持改善責任的自治組織，

並且有明確的倫理綱領。

比較威爾民及李聰明先生之意見，可見兩人之觀點甚多雷同之處。

教學工作在所有的職業中歷史極為悠久。在美國，曾經作過調查，有百分之八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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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認為教學是一項專業工作，其理由為:

就服務的觀點而言，教師的工作，乃在為人顛服務，主要並非藉教學以獲取高薪的

報酬。

就資格方面而言，教師必須經調相當長久的專業訓練，而且其資格越來越被要求提

高。

就教學活動本身性質而言，教學是一項需要智慧、技巧、領悟及努力的工作，並且

要經過不斷地在職進修或研究，才能勝任其工作。

從適度的自主觀點來君，由於教師大多均為直接或間接受聘於政府，所以其自主權

不及醫師、律師或建築師等，但從教學方法的運用來君，教師的自主權仍極高。(註五)

由以上可知，教學可以被親為一項專業工作，而教師對此項工作所應具備的知能、

態度與服務熱誠，可謂之專業能力。

本研究所謂的「專業能力 J ，乃指與個人職務有闕，即個人扮演某一社會角色，充

分發揮角色功能所需具備的能力。因各種行業的性質不同，所以各種行業的人員必讀具

備各該行業的專業能力，才能勝任其工作。教師與科學家、工程師、醫師、建黨師等，

同屬專門人才，如要提高本身之專業地位，自應具備相當的專業能力。

教師所應具備的專業能力，根攘駱德爾( N. R. Rodl )之意見，應包含下列三項要

素:

(→教師在每日工作中所表現的能力。

仁)教師表現在教學資格之能力。

(才教師增進學生智力、社會、情緒及生理各方面發展所需具備的態度、認知、技能

及行為(註六)。

古柏( T. M. Cooper ) ，鍾斯( H. L. Jones )及韋柏( W. A. Weber) 強調，教師

應具備的能力內涵為:

l知識的能力( Knowledge Compet encies ) ，指教師對所任教的課程及教材必讀

熟悉，並暸解學習理論及管理教室的方法。

Z 表現的能力( Performance Competencies) ，指教師在實際教學或學習中，必

讀表現的行為或態度 o

1 統整的能力( Conseguence Competencies ) ，指教師教學的結果能增進學生在

情感與智慧上的成長(註七)。

由以上之探討可知，教師所須具備的專業能力中，應包含知識、技術、態度及方法

等四方面，亦即教師必2頁能熟悉教學內容，運用各種方法進行教學，並能評量學生的學

習成果，以作為改進教學之依接。

【本節附註】

註一:林宗孟，特殊教育專業師資專業能力分析研究，師大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六十

七年六月，頁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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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二:高橋均，能力的概念，於「現代教育社會學講座 J 卷三:現代社會的人間形成。

東京大學出版社，六十五年，頁 21 。

註三: Weil , E. P. , & Weil , M. “ Professionalism : A Study of Attitudes and 

Va1ues" , 1n the Journa1 of Teacher Eduætion , Vo1. 1, 22 , No.3 , 1971, 

PP. 314-- 318 。

註四:李聰明，教育事業的經營管理，幼獅文化事業公司，六十七年，頁 10 。

註五:林秀美，我國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校長領導行為與工科教師專業精神關係之研究，

師大工業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七十年六月，頁的。

註六 N. R. Rod1 ,“ Se1ecting Compentency Outcomes for Teacher Education "10 

Jr l. of Teacher Education , Vo1. 14 , No.3 AACTE ‘ 1973 , P.194 。

註七:參閱: (1) James M. Cooper Howard L. Jones & Wi1 fÒrd A. Weber,“ Spe

cifying Teacher Competencies " . In Stan Dropkin et a1.，“Comter明叮

American Education ", ( 3rd ed.) Macmi1 lan , 1975 , P. 445-446 <) (2~ . 

Stanly E1am,“ Performance-Besed Teacher Education" , AACTE , 1975 

P.5-6 。

伍、工職師資培育途徑之外析

我國師資培育機構專業化之演進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系杜源芳教授，在其所著 r:我國國民中學教師素質研究J 中

，將我國中等教師訓練之演進，分為瓶設期、生長期、摧殘期、再生期、擴展期及革新

期。(註一)

於瓶設期中失早在清光緒二十九年公佈的「奏定學堂章程」即規定師範教育自成一

系統，以優級師範學堂為中學師資的培育機構。

於生長期中，教育部於民國元年頒佈師範學校令，規定「高等師範學校以造就中學

校、師範學校教員為目的;女子高等師範學校以造就女子中學校、女子師範學校教員為

目的。 j 並規定「高等師範學校經費以國庫支給之。 j 可見當時師資之培育機構已專業

化。

民國十一年，政府頒佈新學制，一切教育措施取法美國，使師範教育有重大改變，

師資之培育不限制於師範學校， r原為巍巍獨立之師資訓練機構，今竟淪為附庸。 j 當

時甚至有人認為「凡知識階級，盡可以為師，教育原理並無秘訣 J ，竟倡言應廢止師範

教育。

「新學制之公佈，其目的在糾正舊有制度之弊端，→新國人耳目。就新學制中，有

關師範教育制度之變更，或云以充實師範教育內容，提高師範生程度以及寬留地方伸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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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地相標榜，此就理論言，未嘗不是合理的措施。但將原有福等師範歸併於大學，致使

舊時高師獨立尊嚴之體制，以及師範生專心從事教育之精神，摧毀無遺。中學師資之培

養，改由普通大學及大學之教育院系負責，學生因觀念上的改變，多偏重學科內容之研

習，而忽親教育專業訓練。或重對育學理之探討，而於擔任學科之教學則無專精。其結

果非但導致師資水準低落，且造成師範生數量之萎縮，其有礙於中等教育之健全發展，

不言而喻，故末期在我開師範教育制度發展上言，可謂摧殘期。 J

因有上述之缺失，因此民國十七年第一次全國教育會議遂有關於師範教育獨立之決

議案，主張「師範學校單獨設置J 。民國十八年，政府訂頒中華民國教育宗冒及其實施

方針，第五條謂「師範教育為實現三民主義的關民教育之本源，必須以最適宜之科學教

育及最嚴格之身心訓練，養成→般國民道德上學街上最健全之師贅，為主要任務。於可

能範圍內，使其獨立設置，並盡量發展鄉村師範教育」。民國二十一年，羅廷光氏在其

「師範教育新論」中，會明白主張 I師範學校應獨立，不應為高級中學之附庸;師範

大學及大學師範學院(或教育學院)為造就中等師資之正宗機關;未受師範訓練而欲充

任小學教師者，必讀加以檢定。」由此可見，當時政府與學者如何重視師範教育。

從以上可見，我國中等學校師資之培育，原來乃由專門機構培育，其後仿效美國，

採開放政策，不限制在師範院校培育，由於引起諸多問題，因而叉實施培育機構專業化

制度。

此外，根據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人事室主任徐枕先生在七十三年六月十二日於接待教

育部推行工作簡化輔導訪問團中報告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之特性時，會追憶民國十一年質

施新學制以後師資之培育情形 o 徐先生說，當時中學教師只要大專院校畢業即可，不限

定必績為師範院校之畢業生。如此造成每當一中學校長出缺，各大學校長無不運用各種

嘯係，企間使自己學校的校友能遞補該一職位，以便校內的學生畢業後能到該校任教。

如此，經常引起教育行政上的諸多困擾。另外，由於師資非由專業機構培養，專業精神

欠缺，擔任教職者，只為生計，經濟景氣不佳時，將學校作為暫時棲身之所，一旦景氣

興旺﹒則紛紛轉離學校，到工商界求發展。學校隨著經濟景氣的榮枯，有時師資不足，

有時師資充斥。並且，景氣不佳時，教師清一色是校長的校友，景氣好轉時，非校長的

校友才能來校任教。學校教師的變動極大，教師離職率極高。政府鑑於上述之缺失，乃

決定師資培育機構應專業化。

由以上之探討，可見師資培育機構專業化之必要。

各圓L職卸責之培育途徑概述

一、美國L職師賞之培育途徑

美聞工職師資之來源有兩類，其一為來自師資培育鐵構，具有學士以上學位的教師;

其二億來自工業界有多年的工廠經驗，不具學位，但經過檢定合格的教師。不具學位，

~619 ~ 



師大學報.第三十期

但具有行業技術的工職教師，所估比例很高，億美國工職教育的一大特色。

有學位的工職教師，目前改以州立農工大學或學院的工業教育系與職業教育系及技

術學院( Technical College)為主要的培育場所，由師範學院培育者，正逐漸消失中。

可知，美國的工職師資養成教育乃探開放制，而非閉鎖制。

無學位的工職教師，乃由工業界有多年(通常規定至少五年)工廠經驗的高中(工)

畢業生，於通過檢定後，發給執照，具有工職教師任用資格，可在該地區各校受聘任教，

待遇與有學位者相同，但任教期間，須至附近大學補修教育學分。一般規定必賓於三年

內修畢十八學分，否則將不予換照或續聘。

為滿足大量未具學位的工職教師補修學分之需要，美國目前許多州已逐漸採用合作

制工職師資訓練方案，以供有志從事教職的工業界從業人員於參加甄選以前，先將教育

學分修畢。此種方案通常在大學內成立一種師資訓練撥構( Teacher Training Organ-

izations ) ，作為工職師資教育行政機構的綜合單位，專供已具熟練行業技術的人員，

作為選修教育課程之場所。此種機構除了為有志從事教職的工業界人員設置教育進修課

程外，尚協助州教育廳辦理地區師資之檢定，安排教師在職進修課程，以及有關教育學

術之研究等事宜。(註二)

二、日本工職師資之培育途徑

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日本設置「工業教員養成所 J ，負責培養工職師資。該所類做

我國師範大學中的工業教育系，採公費制度，係屬於封閉制的教師養成制度。二次大戰

以後，日本接受「美國教育使節圓J ( The U. S. E~catiornïl Mission to Jap組)的

建議，探用美國開放制的養成制度，即原則上工職教師由普通大學培育，任何大學畢業

生只要修畢規定的科目學分，即可申請擔任教師職務 J此時期師資培育廢除公費制度。

戰後經文部省認可的工職師資養成大學雖然數量有僻多，但其畢業生到工職去任教者

並不多。「例如西元 1960 年，曰:本需補充工業教師約600人，當時雖有 800 名工科畢

業生已經取得教師資格，但大部分都把這種資格保留不用。因為工科教師的待遇遠不如

工廠的待遇，且工作負擔相當繁重，再加上未來升遷機1~豈不多，許多青年都將工科教師

的工作視為畏途，公私立大學畢業有資格當工業教師者數百人當中，不及一百人在工業

學校服務。 J (註三)為改進以上所述之缺失，日本工職數師養成制度特別委員會乃建

議主張採用戰前的封閉性養成制度。於是文部省乃於 1961 年制定「國立工業教員養成

所設置等有關臨時措置法J ，在九所國立大學工學院附設「國立工職教員養成所 J ，以

優厚的條件吸收學生，以確保工職師資之來源。由上可見，日本目前有關工職師資的培

育制度，乃採行折衷辦法，即採用「師範型 J 教育外，還准許公私立大學設教育學部，

以培養工職師資。(註四)

三、德國工職師資之培育途徑

目前德國工職師資之培育，有二蝶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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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理論科目師贅，統由大學辦理，月，持有中學成熟證害者，都可報考，錄取後，在

校肆業八學期，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實務訓練，在公私企業機關從事實務工作二

年。第二期為學科訓練。二期修業期滿，參加國家考試及格，派任試用教員，期限為二

年。
Z工場實習教師和學校技術教員，都不在大學培養，其資格頸具師傅或技術員之合

格證書，或畢業於至少一年全時制的「專門學校J ，並有五年專業工廠經驗者，才能任

教工職學校。

由上可見，德國為補充工職師資之缺乏，除正規之培育途徑外，並大量延用工業界

之專門技術人員擔任。(註五)

四、英國工職師資之培育途徑

英國於 1952 年由倫敦市行業公所設立職業教師證書( Technical Teachers Cer

tificate )考試，以甄選職校教師。 1956 年，於波爾頓( Bolton )設立第一所教師訓

練學校，於倫敦設立西北工藝學院( North Western Polyteclmic Col1ege ) ，次年文

於哈德斯費爾德( Huddersfield )設專科學校，以培育工職教師。

英國教育部並於 1956 年成立「教師訓練與供應顧問委員會( National Advisory 

Council f or the Training and Supply 0 f τèachers ) ，負責策書職業師資之訓練事

宜。(註六)

五、法國工職師資之培育途徑

法國工職師資之來源有三﹒

l 理論科自由持有技術學校教員資格證書之合格教師擔任。另外，亦由技術教員擔

任。

Z工場實習由技術教員( Technical Tcachers) 搶任。此類技術教員乃由以往之技

術助理員經考試及格取得合格教師資格而來。(註七)

由以上各國工職師資培育途徑之探討，可以得出可供我國規畫工職師資培育途徑之

參考者如下所列:

l主職師資之培育，主要有兩條途徑，一為由專設之師資培育機構培育者，此類教

師必須具有大學以上之學位;一為由工業界之技術人員甄試合格者，此類教師不必具有

大學以上之學位，但2頁補f咨教育學分。前者以擔任理論科目之教學為主，後者以擔任工

場實習為主。

Z工職師資之培育，如不由專責機構培育，並給予公費待遇，常無法控制師資之供

應量，具有教師資格者，不願擔任教職。

學制改革萃索中才閥師資培育之祈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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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為求改革當前我國學校制度上若干缺點，特成立「改革學制研究小組J ，對

於現行學制的優點和缺點，加以檢討，並提出建議。該小組於七十二年十二月所提出的

「學制改革草案 J 中，有關師資培育之研議者，陳述如下。

一、師範教育體制之梭討

「自先總統 蔣公昭示『師資第一，師範為先』的政策後，教育部即積極建立師範

教育體制。民國六十八年政府訂頒『師範教育法j] ，規定『師範教育，由政府設立之師

範大學、師範學院及師範專科學校設施之。公立教育學院及公立大學教育學系學生，修

習教育專業科目興師範大學(學院)相同，其志願於畢業後任中等學校教師者，準用木

法之規定。j] (第二條)。政府重視師範教育，蓋因中、小學為實施國民基木教育之機

構，國民道德、之培育，民族精神之養成，胥賴健全師資始能達成。尤以我國現在處於戰

時狀態，必須藉師範教育加強精神與思想國防。近年以來，我國教育界均能默默耕耘，

為國育才，各級學校學風純正。凡此皆由先總統 蔣公睿智決策之所賜。本草案關於師

範教育部份，除以『師範教育法』為基準外，並補充若平條文，以擴大學校師資之來源，

使一般大學畢業生亦獲有從事教育工作之棧會。 J (註八)

由上可見改革學制研究小組認為師範教育對於國民道德之培育，民族精神之養成，

思想國防之加強，極為重要。

二、職校師資培育途徑之規畫

學制改革草案中關於職校師資之培育，有如下之規定(註九)

甲案

(寸「師大、師院及教育院系得設『第二部j] ，招收大學相關學系畢業學生，予以為

期一年之教育，培育各科所需之師贅，並發給教育專業證書。」

(二.) r職業學校師資之培育，除維持現制外，師大師院及教育院系得與其他公立大學

辦理合作培育計畫，施以專業訓練，並發給專業證書。 j

乙案

「高中、高職師資逐漸提高至碩士水車。」

為配合上述之改革，該草案提出:

「改進師大師院招生方法，擴大師範生的來源。一部分學生以由大學聯招中錄取第

一志願及成績優夏之新生為原則;一部分學生可在第二學年招考及保送師專畢業服務期

滿之學生;另設第二部招考大學畢業有志從事教育工作之學生，修業一年，予以公費符

遇，畢業一併分發任用。 J (註-0)

綜合以上，歸納出學制改革草案關於工職師資培育途徑之規畫要點:

l 規晝原則:學生來源多源化，培育機構專業化。

Z具體作法:師範院校設第二部，招收大學畢業生施以一年之專業訓練，給予公費

待遇，學生修業期滿，分發任教。培育過程中，可與他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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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職師資學歷未來將提高至研究所以上。

【末節附註】

註 一:杜源芳，我國國民中學教師素質研究，教育文物出版社印行，六十三年四月，

頁 6--57 。

註 二:高雄市工業職業教育美日考察團，赴美日考察工職教育報告，七十一年十二月，

頁 58 。

註 三:開談輝，我國工業職業教育工科師資培育之研究，中國工業職業教育學會發行，

六十七年四月，頁 33 。

註四:同註二，頁 53-- 54 。

註五:同註三，頁 30-- 31 。

註六:同註三，頁 35--36 。

註七:同註三，頁 36--37 已

註 八:教育部改革學制研究小組，學制改革草案，七十二年十二月，頁 8-- 9 。

註九:同上，頁的及頁的。

註-0: 同註八，頁 23 。

陸、提昇工職師資素質有關問題之探討

我閻L職師資在職進修之就況

台灣光復初期，職校之師贅，大都由一般大學有關科系的畢業生來擔任。因其未受

過教育專業訓練，不能算是健全的工職教師。民國四十一年，師大設立工業教育系以後，

我國始有工職師資培育的專門機構。

教育部為便將來有志從事教職的大學生有接受教育專業訓練的機會，會核准政大、

台大、興大及成大開設教育課程，以供學生進修。其中農、商、工各院校學生修滿規定

之教育學分者，也可以至職校教專門科目。然而這些措施，都缺乏間詳的計畫與完善的

制度。(註一)

教育部於民國廿九年會訂頒「獎勵職業學校教員進修暫行辦法 J ，中學、師範、職

業等中等學校之進修會訂有各種辦法，但從政府還台以後，大多因財力不足，暫停實施。

民國四十四年九月，教育部頒佈「提高中等學校師資素質實施方案 J ，其中有關輔

導教師進修之規定，其要點如下:

一、加強師範院校中等教育輔導委員會活動:

(→學辨觀摩教學，注意教學方法之改進。

(二)舉辦教師通訊研究，輔導教學上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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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設立函授進修班，以充實教師之專業知能。

二、充實各科教學研究內容。

三、改進暑期講習會辦法，未受專業訓練者應儘先選訓。

四、獎勵學術研究。

五、充實中等學校設備 o

六、建立教育廣播網，在省市教育行政機關或師範學院內舉辦。

七、選拔優良教師深造。

民國六十八年，教育部執行工職教育改進計畫，該計章第一項重點為「加強工職工

科師資培育、羅致與在職進修j 。關於在職進修之執行情形 r工科教師在職進修，國

內部份，為增進專長不符教師之專業知能及鼓勵合格工科教師吸收科技新知，本部特訂

定『高職暨專科學校專業科目教師在職進修計畫要點~為使已具專長技能而未修習教

育學分之工科教師修習教育學分，亦訂定『工職工科教師修習專業科目計畫要點~ ，接

以委託有關大學院校辦理教師在職進修事宜，根據統計:末年有工科教師四百餘人參加。

國外部份，已於末年九月中旬選送十一位工職工科教師及教育行政人員赴美國作為期六

個月之短期研習。 J (註三)葾將該計畫有關工職師資在職進修之兩項要點摘要如下。

←~ r工職工科教師修習教育專業科目計畫要點j 摘要:

l 目的:使日具「中等學校教師登記及檢定辦法」所規定之基本學歷及科系資格，

而未修習同辦法所規定教育專業科日之工科職業學科教師修習教育學分，以提高教師專

業知識，增進教學教果，並完成合格教師資格。

Z 參加對象:

(1)公私立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含農王、工商、商工及高中兼辦工科)未修習教育專

業科目學分之現職工科職業學科專任教師。

(2)經省市教育廳局教師資格審查合格或准予試用之現職工科職業學科專任教師。

(3)具有專科以上學校畢業程度，年齡未滿五十五歲者。

1證書之授與及獎勵:修習教育科目二十學分以上，成績及格，發給「教育專業科

目學分證明書 J ，並於修畢二十學分當年九月一日開始提敘一級薪。

4. 費用:學分費、雜費、膳宿費由進修者負擔。

E 授課時間:於暑假實施，分三個暑期辦理，每期六週。

六十九年度參加此種進修的主職教師約有 120 人。(註三)

(斗「高職暨專科學校專業科目教師在職進修計畫要點」摘要:

l 目的:

(1)鼓勵高職及專科教師吸收科技新知，以充實教學內容，提高教學教果。

(2)使專長不符之教師，參加在職進修，以增進其專業知能。

Z 進修對象:

(1)工業、農業、海事水產及商業等四類之高職及專科學校之相關專業科目專任教師。

(2)年齡在五十五歲以下具有兩年以上任教經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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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進修時間:分四個暑期辦理。

4. 證書授與:所選習之科日，修習成績及格，合於發給學分證明者，發給「專門科

目學分證明書j 。

5. 提設規定:

(1)具有學士學位修習研究所程度之課程滿四十學分者，可提敏薪級最多四級。

(2)專科或大學獨立學院畢業修滿大學部程度課程，滿二十學分者，可提敏一級薪鸝

滿四十學分者句可提敏二級薪級。

a 學分之抵免:具有學士學位者修習研究所學分，自後於考取研究所進修時，可抵

免已修之學分。
7. 進修經費:學分費、雜費由教育部負擔，膳宿費.由進(害者負擔。但成績不及格者，

學分費及雜費須由進修者自理。

六十九年度受教育部委託辦理高職暨專科學校專業科目教師在職進修班之大學及科

則如下:

(1)技術學院 機械工程科及機械製圓科

(2)交通大學 電子工程科

(3)清華大學 化學工程科

(4)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科及建築科

(5)師範大學 汽車修護科

(6)台灣大學 電機工程科

該年度參加之教師共約 300 人。(註四)

由以上教育部所訂有關工職教師在職進修之兩種要點君來，可見我國目前工職教師

在職進修制度之一斑。

根攘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人力規畫小組及教育部教育計畫小組於七十年四月聯合

主辦的調查，關於工職教師在職進修情形，請見衰 6 個 2 (註五)。

表 6-2 我國工職教師在職進修情形統計表

進修訓 研 教
專

師夜 公間 其或

公呵。 究 育 門
大問 私

他割|(部 JL 無
私 所

科 科 院在 大 進

斗眉目
區-才司 )職 夜學部
分 目 目 校 修練 計

~ 人數 227 549 283 19 15 631 946 2670 

立 比例 95.8 78.8 84.0 82.6 57.7 70.1 52.8 66.5 

私 人數 10 148 54 4 11 269 847 1343 

JL 比例 4.2 22.2 16.0 19.4 42.3 29.9 41.2 33.5 
之口』 人數 237 . 697 337 23 26 900 1793 4013 
計 比例 5.9 17.4 8.4 5.7 6.5 22.4 44.7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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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見我國工職教師在職進修之概況:

1 工職教師參加教育科巨之進修i者，占 17.4% ，人數不少，這說明了工職教師有

部份來自普遍大學畢業者，利用暑假赴師大(院)進修教育科目，取得教師任用資格 o

Z 工職教師參加專門科目、研究所學分及公私立大學院校夜間部進修者不在少數，

對於素質的提高，當有所增進，今後更應加強此一類別的進修。

1 未參加進修者，比例頗高( 44.7%) ，而且私立學校教師參加進修者的比例頗低，

尤其研究所學分及專門科目的進修者，私校的人數極少。是以今後工職教師在職進修計

畫之研訂與推展，仍應積極進行。

【本節附註】

註一:中國教育學會，近五十年來之中國教育，六十六年，頁 369- 370 。

註二:教育部，工職教育改進計畫執行情形報告，六十九年十月，頁 1-2 。

註三:間註二，頁 5 。

註四:同註三。

註五:行政院經建會人力規畫小組及教育部教研會教育計畫小組，我國中等學校科技教

師人力結構調查研究報告，七十一年五月，頁 216 0 

菜、調查之實施

工職師資需求量才真估程式之建立及調查表之編製

本研究為推估未來十年我國工職師資之需求量， ~頁先建立推估程式及編製推估所需

的調查表。

本研究之推估程式，係參酌教育部於民國六十九年委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

所所完成之「中等學校未來十年教師需求量推估研究」中之推佑程式，加以修改，使適

合於本研究之推估。

推估程式初精確立之後，復接以編定為搜集資料所需之調查表兩種:

(寸表一 省市私立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高級中學附設工業類科學生數及專業科目選

修情況調查表。

(二)表二 省市私立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高級中學附設工業類科專業科目教師狀況調

查表。

為使建立之推估程式及所編製之調查表確能切合本研究所需，乃於七十二年十一月

十日召開本研究第一次討論會，對所建立及編訂的推估程式及調查表進行討論。與會學

者專家對於調查表提供甚多修改意見，並決定調查表應先進行試填。於是將調查表打印

後，選定八所學校(公私立各四所)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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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市立大安高工

私立開南商工

高雄市市立中正高中

私立大榮高工

台灣省省立海山高工

省立桃園農工

私立開明商工

私立成功工商

s 將調查表寄往試填。七十三年十二月底，寄往八所學校試填之調查表全部回收，乃

於七十三年一月六日再召集本研究第二次討論會，對回收之調查表及本研究有關問題進

行研討。在長達三小時的討論會中，各與會專家學者除對工職教師須具備的能力，師資

培育途徑及在職進修發表甚多精闢見解外，並決定了調查表的內容及格式。

我國高級Lj業職業學校師資供需問

題研究調查肉是在之編製

本研究為解決工職師資質與量的問題，乃採用文獻分析與問卷調查法進行研究。

經由國內外相關文獻的分析，研擬有關師資素質、培育途徑及在職進修等問題，進

行問卷之編製。在初稿擬訂後，即參酌學有專精及富於工職師資培育經驗的專家學者之

意見，作多次的修改，並於廿卡三年二月廿九日，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研究所召

開「我國工職師資供需問題研究調查問卷討論會 J ，與會學者專家於長達三小時的熱烈

討論中，對於問卷的結構、內容及文辭作十分仔細的增刪與修改，始確定本研究關於師

資素質、培育遂徑及在職進修之調查問卷。

本項調查問卷分為甲、乙卷兩種。甲卷為行政人員用，乙卷為教師用。

問卷內容分為四大部分，即基本資料、教師素質、師資培育途徑及師贊賞的提昇等。

關於工職師資量的推估調查樣木之選取

本研究為求所搜集之資料之正確與齊全，對於過去四年之師資及學生狀況，乃採普

查性質。調查對象包括台灣省、台北告及高雄市之所有公私立高級職校(工職、工商、

商工)及普通高中附設工科學校共計一百九十五所(含金門農工)。

關於解決斗職師資寶典量的問題之間忘調查樣本之選取

此項內容的調查問卷。其受試者為工職學校的行政人員及專業科目教師，為顧及樣

本能夠代表各科別、各公私立學校及各種不同教育背景的教師之意見，乃就前述的一百

九十五所學校中，選定如下之調查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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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甲卷(行政人員用) :各校校長、教務主任、實習主任及教學組長等，共 780

人。
二、乙卷(教師用) :各校工科各科之科主任及專業科目教師二人，共 2 ， 019 人。

各科專業科目教師由各校隨機選取。

關於L職師資的才真估調查表的調查實施

「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高級中學附設工業類科工業科目教師狀況調查表」於打印完

畢後，、由教育部技職司於七十三年二月十日，以台 (73) 技字第四七三二號函寄往所有

受調查之學校。至三月中旬止，回收 154 份，回收率為 78.97% 。為提高回1&率，乃

於三月廿一日，由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研究所發函，附寄木項調查表，請未填寫之

學校盡速填列寄回。至四月初，仍有十九校尚未寄回，復由教育部技職司以台 (73) 技

字第一四O七九號函，催請該十九校寄回。另一方面，並以電話催收。至四月底止，仍

有九所學校未寄回。總計回收 186 份，回收率達 95.38% 。

我國高級..，:r.業職業學校師資供需問題研完調查

問志之調查實施

「我國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師資供需問題研究」之調查問卷，於七十三年四月十一日，

由教育部技職司以台 (73) 技字第一三。一六號函，寄往各校(台灣省、台北市、高雄

﹒市公私立高級工職學校及高中高職附設工科學校) ，由各校校長分發給附函所列人員填

答，再由校長彙齊寄回教育部技職司。至五月十日丘，共 145校寄回，佔寄發學校總數

74.35% 。若平學校雖然寄回，因有部分人員不在梭，例如校長因公出園，或有部分教

師未填。此外，部分問卷填答不完全，則視為廢卷。葾將甲、乙兩卷之回收情形以表

7-1 表示如下:

表 7-1 問卷回收情形統計表

為慧芳 寄出數 回收數 回收率 廢卷數 可用數

甲 卷 780 518 66.41% 12 506 

乙 卷 2 , 019 1 , 273 63.05% 27 1 , 246 

捌、研究結論

綜合本研究有關文獻之探討及調查發現，加以探討分析與歸納，獲得如下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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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十年工職師資需求量之推估

將實際調查所得之資料代入推估程式，得出未來十年各類群師資之需求量如表 8-1

所示。

表 8戶1 未來十年我國工職各類群師資需求量推估表

群jJlJ學年度 73 74 75 76 77 78 

機 械 215 53 113 280 226 187 

電機電子 316 一27 288 286 248 211 

土木建築 60 18 20 67 68 53 

化 工 22 一12 18 13 16 11 

工 塾 24 -16 14 27 31 25 

之口』 計 637 57 453 673 589 48會
一一一一

說明:表中所列數字里負數者，為過剩之師資數。

由上衰，可得出以下若干結論:

79 80 

194 265 

219 280 

58 65 

16 22 

25 35 

512 667 

81 82 

281 323 

323 335 

67 79 

23 29 

40 43 

734 809 

一、本研究之推估比其他研究之推估能力考慮了當前的教育新措

施對於師資需求量之影響

木研究所用之推估方法，與教育部於民閥六十九年六月委託閥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

研究所完成之「中等學校未來十年教師需求量推估研究 J (以下稱該研究)所用者大致

相同。為瞭解木研究(乙)之推估所得與該研究(甲)之推估所得是否一致，遂將兩研

究之推估結果填列於衰 8-2 中。

表 8-2 本研究推估所得與他研究推估所得之比較衰

研河些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甲 457 679 677 516 559 549 599 610 I 

乙 637 57 

悔罪零 76 77 78 79 80 81 82 

甲 536 524 526 

667 1 7生寸可乙 673 589 487 512 

由表8-2可以君出，七十三、七十六及七十七學年度本研究之推估所得比該研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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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估所得多。為何有此差異，可由衰 8-3君出其大概。

表 8-3 本研究與他研究高工一年級學生推估數比較表

話FR 69 70 71 72 73 

甲 55 , 438 55 , 882 54 , 237 54 , 551 54 , 619 

乙 73 , 626 81, 046 83 , 545 81 , 380 85 , 332 

hR些 74 75 76 77 78 

甲 54 , 940 55 , _226 53 , 190 53 , 244 53 , 506 

乙 89 , 403 93 , 474 93 , 474 93 , 474 93 , 474 

由表8-3可以君出，六十九年~七十二學年度該研究所推估之高工一年級學生數僅

50 ， 000 多人，但由木研究實際調查研得之一年級學生數為七、八萬人，比該研究之推

估數每年約多二萬人。本研究由六十九~七十二學年度之實際調查所得往後推估，各年

度之一年級學生數便與該研究所推估者有很大的差距。因此七十三、七十六及七十七學

年度之教師需求量，本研究所推估者比該研究所推估者多。

再由表 8-2可以君出，七十四及七十五學年度本研究所推估之師資需求量，比該研

究所推估者少。其原因乃由於七十四學年度高工將實施新課程，該年度一年級之專業科

目之授課時數驟然誠少(各群每週誠少的時數自 5 小時至 11 小時不等) ，七十五學年

度有一、二年級實施新課程，也同時誠少很多專業科目的時數。因此使此二個學年度之

師資需求量銳滅，並比該研究所推估者少。

除以上所述之外，本研究之推估比該研究更具有下述之特點:

刊將工職各群師資之需求量分別推估。

(三)考慮「延長以職業教育為主的國民教育實施計畫」中關於高職招生人數之規晝。

(三)考慮工職學校新課程的實施。

根據以上之分析，可見本研究之推估比該研究之推估能考慮了當前的教育新措施對

於師資需求量之影響。

二、工職實施新課程，對於師資之需求量將有重大的影響

由衰 8-1 可以君出，七十四學年度由於實施新課程，專業科目的授課時數突然大幅

滅少，使該年度各群師資之需求量銳滅，某些群甚至將呈過剩現象，此一問題頗值重視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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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機械及電機電子兩群師質量的缺乏較嚴重

由表 8-1 可以君出，今後十年，各群師資的需求量有很大的差臣，茲列出除七十四

及七十五學年度以外的學年度各群每年的平均需求量如下:

換械群 246 人
電機電子群 277 人

土木建築群 65 人

化工群 的人

工藝群 31 人

由以上可見，師資缺額最嚴重者，為機械群及電機電子群。土木建築、化工及工藝

三群師資的缺額並不嚴重。

三L職師資應具備的專業能力

一、工職師資應具備的專業能力，包含五大項，依重要性之次序為:行業技能、教

育專業精神、一般教育專業知龍、行業知識與經驗及工職教育專業知能。(根攘文獻探

討列出能力，根噱問卷調查排列重要性之順序)

二、工職師資應具備的五大項專業能力中，各大項尚包含若平小項之能力。各小項

能力依其重要性排列如表8- 4'所示。

表 8-4 今後培育工職師資應加強的專業能力表

大項能力及分項能力 大項能力及分項能力

工 瞭解建教合作的原理與實務。 一專 能製作各種現聽教具。

職 能利用社區資源增進教學成教。 般業
瞭解學生的需要、興趣與能力。

教
能進行行業分析。 能根攘評量結果，瞭解自己教學的

瞭解主職教育的目標及功能。 教知 缺失及學生學習困難所在。
育

瞭解我未國來工業展界技勢術人力之供需情
育能 能運用各種視聽教具。

專 況及 發趨。 fi 對本身所任教的科別，具有相當的
業 能給予學生職業輔導。 業 工廠經驗。

知
材瞭解我國工職學貢校從程設。科到選擇教 生日 暸解有關本行業的技術法規。

、教法的一過 識 對所任教的科目的行業知識具備相
能 能選擇適合工商企業需求的教材。 與 當深度的瞭解。

fi 能正確的使用各種捌量儀器及檢驗 經 具備學習本行業知識的基礎數理與
設備。 驗 語文能力。

業 能操作工場中的各型機器，並能加 教業 具有相當程度的語文表達能力。

技
以維護保養。

育精 具有敬業樂群的服務精神。
能指導學事生進行各項操作所應注意

能 的安全項。 專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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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職教育專業知能中，以「瞭解工職教育的目標及功能」為最重要;在一般教育

專業知能中，以「能維持學生上課或實習時之良好秩序」為最重要，在行業技能中，以

「能指導學生進行各項操作所應注意的安全事項」為最重要;在行業知識與經驗中，以

「對所任教的科目的行業知識具備相當深度的瞭解 J 為最重要;在教育專業精神中，以

「具有敬業樂群的服務精神」為最重要。

今後培育L職師資須加強的專業能力

一、今後培育工職師資須加強的專業能力，依優先順序為工職教育專業知能、行業

知識與經驗、 7般教育專業知能、行業技能、教育專業精神。

二、今後培育工職師資須加強的專業能力，在工職教育專業知能中，以「瞭解建教

合作的原理與實務J 及「能利用社區資源增進教學成教」為最優先;在一般教育專業知

能中，以「能製作各種視聽教具j 為最優先;在行業知識與經驗中，以「對本身所任教

的科別具有相當的工廠經驗」為最優先;在行業技能中，以「能正確的使用各種測量儀

器及檢驗設備」為最優先;在教育專業精神中，以「具有相當程度的語文表達能力 j 為

畏優先。

.x..~或師資培育途徑

一、規畫工職師資的培育途徑，可基於學生來源多源化，培育機構專業化之原則:

(寸根攘問卷調查之發現，可知除教育背景為主教系所者外，大多數人均認為工職冊

費不必全部由師範院校培養，並且認為一般大學院校也能如同師範院校一般的培育教師

的專業精神。

(二)就本研究文獻探討得知，我國目前實施師資培育專業化制度，乃由於歷史的經驗。

由過去的經驗可知，師資培育的專業化，可以滅低經濟景氣對於教師離職率的影響，保

持教育工作者的安全，進而使教育發揮最大的功能。

再就前述工職師資應具備的專業能力加以考察。行業技術與教育專業精神，為工職

師資所應具備的兩項重要能力，但以目前之情況，除師範院校所培育之師資此兩項能力

較優良外，其餘來源之師資均顯得缺乏此兩項能力。

(三)我國「師範教育法 j 明白規定，師範教育應由故府設立之師範大學、師範學院及

師範專科學校實施。

經由以上之分析探討正得到如上所述規晝工職師資培育途徑之原則。

師資培育途徑之規畫循此原則，有下述四項優點:

1 使師範院校以外大專院校的畢業生有志於教育工作者能有機會遂其所願。

Z能依照「師範教育法」師範教育應由專責機構實施之規定。

a 河免重蹈歷史之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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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能使師資所應具備的能力得到均衡的水準。

二、為解決今後工職師資之短缺，除目前的培育途徑外，規書出一條最具可行性的培

育途徑為:

「師範院校工教系招收專科以上畢業生，施以一至二年之專業教育，修業期滿考試

及格，由教育主管機關分發至工職學校實習服務。 j

木條培育途徑應包含下列之要點:

村培育機構:師範院校工教系。

(二)學生資格:

l 必2頁已服完兵役或無兵役義務者。

Z 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包含二類:工業專科學校畢業生或大學理工學院畢業生。

(斗修業年限:

1 專科學校畢業者，修業二年，另加實習一年。

Z 大學畢業者，修業一年，另加質習一年。

(四)學費:採公費與自費兩種。

但)權利及義務:

l 公費生:修業期滿由教育主管機關分發實習及服務，且有與在校受領公費之相等

年數之服務義務。

Z 自費生:修業期滿不由教育主管機關分發實習及服務，亦不具有服務期限之限制。

(六)證書頒發與學位授與:

l 大學畢業者實習期滿由教育主管機關頒發學士後工業教育系畢業證書。

Z 專科學校畢業者實習期滿由教育主管機關頒發工業教育系畢業證書並授與學士學

位。

本條培育途徑之規書乃基於下列各點之考慮:

(1)符合上述「規書師資的培育途憊，應基於學生來源多源化，培育機構專業化之原

則 J :本條培育途徑所規畫之培育機構為師範院校，符合培育途徑專業化之原則;學生

來源有專科畢業者，也有大學畢業者，符合學生來源多源化之原則。

(2)符合我國「師範教育法」之規定:本培育途徑之規畫，關於培育機構、修業年限、

學費、權利及義務等項，均能符合或不違背「師範教育法J 之規定。請參閱該法第二條，

第三條，第五條，第十一條，第十五條，第十六條及第十七條。

(3)培育場所設於師範院校之工教系，以工教系已具有培育工職師資之師資、經驗與

設備，可以駕輕就熟。

(4)學費採公自費並存有二項優點:公費者可滅輕學生經濟負擔及滅低學生服務期間

之離職率(因受服務年限之限制)。自費者可滅輕政府教育經費之負擔，並可俊不願受

服務期間限制者踴躍報考就讀。

(5)學生來源列有專科學校畢業生之理由:

被「師範教育法」第五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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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範大學、師範學院及教育院、系為培養中等學校職業學科或其他學科教師，得

招收大學畢業生，施以一年之教育專業訓練，另加實習一年。 J

上條僅規定師範院校得招收大學畢業生，未規定可招收專科學校畢業生。

但據「大學法J 第二十九條第二項之規定:

「大學各院系必要時得另行招收大專學校畢業生入學，並酌滅其修業年限;其辦法

由教育部定之。 J

文據「師範教育法」第十一條之規定:

「師範大學、師範學院學生之入學資格，除第五條第一項規定外，依大學法之規定。

但亦得招收師範專科學校畢業服務期滿者。師範大學、師範學院學生修業年限四年，另

加實習一年。但依前項但書規定入學者，其修業年限二年，另加實習一年。 J

多。

由上可見師範院校招收專科畢業生並不違法，並且此種作法可由「教育部定之」。

此外，尚有數項理由支持此種作法:

CD根攘調查問卷之統計分析，得知以工專畢業生為來源的培育途徑，贊成的人數最

@由問卷「師資的培育可以有很多途徑， ......不必全部由師範院校培養 J 之分析，

專科學校畢業的填答者贊成人數的比例最大可以推論專科學校的畢業生從事教職的意願

很高。

@依目前社會上重觀學歷的價值觀念，專科學校的畢業生應有極高的意願再升學，

以取得學士學位。

@由表 5-1 可查得，在 1752 個問卷填答者中，各種教育背景的人數及比例如下雨

列:

一般大學

專科學校

449 人

441 人

25.6% 
25.2% 

工教系研 434 人 24.8% 

其他 380 人 21.7% 
技術學院 45 人 2.6% 

由上可知目前工職教師中，專科學校的畢業生約占四分之一，擔當相當重要的角色c

(7)本條所述之培育途徑，乃就本研究調查問卷所列的五條培育途徑，依受填答者歡

迎程度較高之三條加以綜合規畫。

依本研究調查研得， r國防工業退役人員，師範院校二年，學士圖，分發任教」的培

育途徑，贊同者的比例僅 58.4% ，排列最後，因此不加以考慮採行。

另外， r各大學理工學院或技術學院畢業生吟師範院校二年，碩士圖，分發任教」的

培育途徑，贊同者的比例為 74.4% ，排列倒數第二。叉據「工職教師的學歷應提高至

研究所以上」問題之調查，贊同者僅 39.6% ，反對者高達 60.5%。可見目前尚不宜考

慮此條培育途徑。

京研究問卷調查所得最受歡迎的三條培育途徑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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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專畢業生圖，師範院校三年圖，學士圈，分發任教 n

@工業界人員(專上程度)圖，師範院校二年圖，學士圖，分發任教。

@職訓機構教師，未具有工職教師資格者(學歷專科以上)圖，師範院校二年圖，學士

圖，分發任教。

該三條途徑其學生之學歷背景皆在專科學校以上，木條培育途徑關於學生資格之規

定，因而定其學歷為專科學校以上。如上所述，本條培育途徑乃綜合了最受歡迎的三條

培育途徑加以規晝。

由以上(1)-(7)之分析探討，可以推論木條所述的培育途徑具有高度的可行性。

為捉弄L職師資素會師資培育機構所須採行的措施

一、師資培育機構在其養成教育過程中頸使學生作較廣泛的學習，不要只求專精於某

一單項技能。

經由本研究調查所得，大多數的填答者均反對工職師資只專精於某一單項技能。師

範院校工教系可參照即將實施的工職新課程，分析學生將來任教所需的各項基木技能，

加以有系統的訓練。

二、師資培育機構須比目前更加強理論課程，以適應未來科技的變化。

由於電腦的發明，加速科技的進步。工職師賢在學校所學者，往往無法一直勝任其

教學工作。根樣本研究之調查所得，有大多數的填答者認為服務十年以上的教師，最感

不足者為「行業知識與經驗J 。行業知識的充實，必須依賴相當的理論基礎。例如機械

群行業，不論其技術如何變化，基本的應用力學、材料力學、機構學......等，仍是變化

的理論基礎。工職師資能具備較強的這些基礎理論，將來才能隨時自我進修，以充實教

學之知能。根攘本研究調查研得，有 85.2%的填答者贊成師資培育機構應比目前更加

強理論課程。

三、師資培育機構的課程須重新調整歸併

根攘本研究調查研得，有 90.8%的填答者贊成師資培育機構的課程應重新調整歸

併。目前，教育部已將工職所有的三十多科合併為五大群，師資培育機構的課程自應作

相同的歸併調整。以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工教系為例，該系目前計有電子、電工、冷凍、

機工、板金(含電焊)、鑄工、汽車、木工、印刷及製園等十個工場，招生時分為電子1

電工、冷凍、板金、製圖、汽車、木工及印刷等科分別命題(指術科筆試及操作) ，至

其規定學生之必修科目，亦是各科有各科的必修科目，凡此種種，皆顯示該系對於師資

之培育極具單位行業訓練的色彩。是以如師大工教系等之師資培育機構，應將課程作適

常的調整歸併。

四、師資培育機構須使學生有相當時間的校外工廠經驗

在本研究第二次的研討會中，多數與會的工職教育專家均十分強調師資培育機構的

教師必須具有工廠經驗。由本研究的調查中發現，今後培育工職師資應加強的專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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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於行業知識與經驗項下，以「對本身所任教的科則，具有相當的工廠經驗，排列第

一優先順序。本研究之調查同時發現，所有填答者贊成I自項意見的比例高達 96..2% 。

由以上可見工廠經驗對於工職教師之重要，師資培育機構今後應給與學生有相當時間的

工廠經驗。

為捉弄師資索贊教育行政當局對L職

教師所須進行的措施

一、為使工職教師的行業技能達於某一水準之上，應舉辦工科教師技能檢定

根攘本研究問卷調查所得，在師資應具備的五大項能力中， r行業技能J 被認為是

工職教師最重要的能力。經由文獻探討，發現外國在工職師資的養成教育中，學生必須

通過國家統一標準的考試，始具備繼續就學的資格。叉擴才又研究調查所得，贊成舉辦工

科教師技能檢定的人數比例，高達 84.4% 。由以上可見，應舉辦工科教師技能檢定，

以便工職教師的行業技能達於某一水準之上。

二、在教育主管機關建立了完善的工職教師在職進修制度以後，主職教師應實施換證

制度

根據高雄市工業職業教育美日考察團「赴美日考察工職教育報告J 之建議 r對於

新進教師先予試用教師證書，試用五年。在試用期問鼓勵教師自我進修至規定條件(如

教育學分、專業訓練等)同時觀察其表現，教學熱忱及能力。五年結束評鑑結果優等者，

則發予永久教師證書。 j 叉根據本研究實際調查所得，贊成實施工職教師換證制度者佔

62.7% ，並且行政人員比教師更贊成此項措施。由以上，可見實施工職教師換證制度

極有必要。

三、應將工職教師的學歷提高至研究所以上列為遠程計書

根據本研究之調查，贊成工職教師的學歷應提高至研究所以上者僅 39.6% ，反對

者佔 60.4% ，可見工職學校的人員並不贊成工職教師的學歷提高至研究所以上。但根

攘教育部學制改革小組七十二年十二月所公佈的「學制改革草案 j 中乙案第(司項師範教

育第二條明列 r國民中學師資，依攘『師範教育法JI ，由師範大學、師範學院、教育

學院及大學教育學系培育。高中、高職師資逐漸提高至碩士水準。 J 因此，工職師資之

學歷，目前可維持於大學程度，但應作將其提高至研究所以上水準的遠程計畫。

L職教師在栽進修之洗室

一、建立一套強制性的工職教師在職進修制度之必要

根攘末研究之文獻探討，得知外國對於工職教師之在職進修，無不明定制度，使教

師均能有機會，並且不得不參加在職進修。我國目前尚無此種制度，以致使多數教師沒

有機會進修，並且各群、各種教育背景的教師之進修機會，有甚大的不同。根擴本研究

之調查所得，贊成建立強制性的工職教師進修制度者，佔 89.2% 。因此，此種制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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亟待建立之必要。

二、工職教師在職進修之規畫，應注意下列各項原則及配合措施

H釐訂在職進修計畫時，除教育當局的主管人員與主辦機構的有關人員外，亦應邀

請工職教師參與。

(二)在職進修的課程應以行業知識與經驗為主，其次為行業技能。專業精神的培養亦

不可忽略。

(三)應設法溝通行政人員的觀念，使其滅少對於教師進修的阻力。本研究關於行政人

員總是反對教師在職進修的調查，行政人員與教師意見的反應有很顯著的差異。足見行

政人員多少有些阻撓教師之在職進修。是以應予以觀念上之溝通。

(四)應讓工職教師每隔三年，有一次進修鞋是會:根接木研究之調查，未曾受訓之教師，

服務年資 6--9年者有 39.6% ，十~十五年者， 39.5% ，十五年以上者，仍有的 .6

%。文攘調查所得，多數人均贊成工職教師應每隔三年接受一次在職進修。

(五)教師在職進修的時間最好在暑骰，其次為學期中晚上:木研究實際調查中得出大

多數人均贊成教師在職進修應在暑假中實施，但公私立、教師及行政人員意見有差異。

主要原因在於公私立學校經費來源之不同及行政人員與教師立場有別所致。

(六)進修場所的多元化:根攘京研究的調查，最近五年內參加過的程期訓練班中，訓

練場所在一般大學的估最大的比例，其次為職宙11機構及師範院校，在私人機構的也有很

大的比例。因此今後規置工職師資之在職進修，應不必限制進修之場所，以使教師能學

到所要的知龍。

(七)進修期間一次以八週最為適當:此乃根攘實際之調查研得。並且八週恰好可在暑

假實施完畢。

的進修活動的多樣化:由本研究的調查研得，可以君出一般工職教師所喜歡的進修

方式，極具多樣化之特性。在研擬在職進修時，應使其活動富於變化，使教師槃於參加。

机)對進修結業人員給予加薪或進敵之鼓勵，以增強教師的進修意願。

(十)應兼顧各群教師均有同等的進修機會:由本研究調查研得，曾參加受雷11人數之比

例，各群之差異很大，最高的電機電子群為 65.8% ，最低的工藝群僅 28.6%。是以規

畫時應兼顧各群教師進修機會之均等。

(::!:)如要實施工職教師之換證制度，應將在職進修列為換證之必要條件。

玖、研究建議

根接上述研究之發現及結論，提出下列對各方面之建議，以供參考。

對教育行政機關之建議

建議一、利用電腦建立較詳盡的師資與學生之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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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研究為推估未來師資之需求量，乃對於我國所有工職學校，進行師資與學生資料

之調查。此種工作既耗費時間，亦耗費人力與物力。關於此方面之資料，若平時教育當

局已有儲備，即可不必進行如此浩繁之工作。查考教育部歷年編印之「中華民國教育輛

計J ，關於工職學校教師與學生之資料，無法採用作為推估之偉據。例如「高級職業學

校教師人數分析」部分，分類為農業職校、農工職校、工業職校、工商職枝、商業職校

......等。要從中單獨取用工職學校之資料，便無法辦到。高工職校之工科，除專設於高

工職校外，並附設於農工、工農、商工、主商職校及普通高中內，教育當局今後於統計

各授所報之資料時，除依學校性質加以合併計算外(如目前之情況) ，亦應增列依科目

性質畫分之統計。例如高職學校，可依科目性質畫分為工業、商業、家事、海事、農業

及醫護等六額，各類再加以細分，例如工業類再細分為機械、電機電子、土木建集、化

工及工藝等五群。如此，將可使此種教育統計更具實用性。在進行資料的搜集與統計時，

應利用電腦作業，以節省人力，並求計算之正確無誤。

建議二、適時進行師資需求量之推估

由京研究與其他研究推估所得之比較發現，師資需求量推估所得之數據，會因時間

之不同及重大教育政策的改變而有很大的差臣，因此教育當局應如前蝶建議所述，平時

建立較詳盡的師資與學生之統計資料，每隔一段時期或遇教育政策有重大改變時，即進

行師資需求量之推佑。由於推估所需之資料已有儲備，故進行推估時不必再實施過去資

料之調查，僅將新的變動因素加入即可，推估工作司以於鐘時間內及以甚少的人力物力

完成。

建議三、工職新課程的實施，將使工職師資的需求量產生甚大的變化，教育當局應及早

籌謀因應之道。

由衰 6-1 可以君出，七十四學年度由於工職實施新課程，專業科目的授課時數突然

大幅滅少，使該年度各群師資之需求量銳滅，某些群甚至將里過剩現象，教育當局應及

早當謀因應之道。

建議四、為解決今後工職師資之種缺，除現行的培育途徑外，亟須開闢的培育途徑為:

「師範院校工教系招收專科以上畢業生，施以一至二年之專業教育，修業期滿

考試及格，分發至工職學校實習服務。」

木條培育途徑尚應依下列所述要點實施:

(→學生資格:

l 必績已服完兵役或無兵役義務者。

Z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包含二類:工業專科學校畢業生或大學理工學院畢業生。

(二j修業年限:

l 專科學校畢業者，修業二年，另加實習一年。

Z大學畢業者 y 修業一年，另加實習一年。

科學費:採公費與自費兩種。

(四)權利及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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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公費生:修業期滿由教育主管機關分發實習及服務，具有與在校受領公費相等

年數之服務義務。

Z 自費生:修業期滿不由教育主管機關分發實習及服務，亦不具有服務期限之限

制。

(到證書頒發與學位授與:

l 大學畢業者實習期滿由教育主管機關頒發學士後工業教育系畢業證書。

Z專科以上畢業者實習期滿由教育主管機關頒發工業教育系畢業證書並授與學士

學位。

建議五、為提昇工職師資素質，對於工職教師應採行下列各項措施:

←)舉辦工科教師技能檢定

l 訂定各群教師應具的技能標車。

Z 對即將擔任工職教師者施以捌驗。

(二)實施工職教師換證制度

l 首先建立教師在職進修制度。

Z 全面實施。

但)將工職教師的學歷提高至研究以上列為遠程計畫。

建議六、積極規畫強制性工職教師在職進儕制度之實施，並應注意下列各項原則及配合

措施

村釐訂在職進修計畫時，應邀請工職教師參與。

(二)在職進修的課程應以行業知論與經驗為主，其次為次為行業技能及專業精神之培

養。

(三)應溝通學校行政人員之觀念，使其鼓勵教師參加在職進修。

(四)在職進修的時間以在暑偎為宜，學期中晚上次之，每隔三年，每位教師至少應有

八週的進修機會。

(五)教師參加在職進修，應給予經費補助或完全免費，結業後，應給予加薪或進級之

鼓勵。

(六)應兼顧各群教師均有同等的進修機會。

(七)進修活動多樣化，進修場所多元化，並考慮委話私立棧構代訓。

建議七、編列經費，提供師資培育機構之教師出國進修之機會

目前負責工職師資培育之師範院校工教系之教師，其出國進修之機會，與其他各系

並無差異，亦即機會並不多。根據本研究之調查，工職教師應每隔三年參加-次在職進

修。負責培育未來工職教師之教師，更應隨時參加在職進修。教育當局推行「工職教育

改進計畫 J ，僅給予師資培育機構硬體方面棧具設備之經費補助，對於軟體方面師資之

在職進修卸末考慮。軟體方面之花費比硬體方面的便宜得多，但其收敷往往極大。因此，

教育當局應加強師資培育機構之教師出國進修棧會之提供。

建議八、教育當局應探行下列措施，以提高教師服務土氣，滅少教師之離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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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滅少教師之教學時數。

(二)合理的計算實習鐘點數，將實習鐘點亦比照一般理論課計算(指台灣省所屬之工

職)。

(三)注意教師平時的福利，尤其應增建教師宿舍或大量提供購屋貸款，以解決教師住

的問題。

剛提高待遇，並加發技術津貼。

對師資培育機構之建議

建議一、課程依工職新課程重新調整，採群集精神之安排，將各科歸併為五群，群以下

分組

教育部已決定將工職原有的三十多科合併為五大群，師資培育機構應當作相同的歸

併調整。課程應脫離單位行業之訓練形態，而採群集精神之安排，依工職新課程標準歸

納出各群之基礎科目，於一、三年級實施教學。至三、四年級，則採分組教學讓學生作

較專精之學習。

建議二、應使學生有相當時間的校外工廠經驗

由本研究得知學者專家及工職學校的教師與行政人員，均極力主張師資培育機構的

學生應有相當時間之工廠經驗，因此各師資培育機構應將工廠實習列為必修課程，給予

相當學分。學校可參酌建教合作之辦法，選擇合適之工廠，供學生於暑假中前往實習。

建議三、應加強各群基礎理論之教學及語文能力之培養

工職新課程已將實習科目的教學時數縮誠為原有之一半，轉為加強理論課程。工職

教師為能趕上科技之進展，必讀不斷的進修，吸取科技新知。基礎理論及語文能力必須

具備相當的水準，進修才能較少困難。因此，師資培育機構今後亦應滅少實習科目，而

加強理論課程與語文課程。

建議四、採校際合作方式，以培育工職所需各群師資

目前負責工職師資培育之師範院校工教系，以其現有之師資與設備，如要培育工職

各類群之師簣，尤其土木建築及化工兩群之師簣，必2頁與其他大學或職訓棧構合作。學

生在其他大學修習專業理論科目，在職訓機構修習實習科目，在師範院校則修一般教育

專業知能及工職教育專業知能之課程，各處所{島之學分合併計算，如此可在不增加人員

與設備下，使師資培育機構發揮最大之功能。

建議五、今後培育工職師資應加強下列各項能力之教學

(寸瞭解建教合作的原理與實務。

(二)能利用社區資源增進教學成教。

(三)能正確的使用各種測量儀器及檢驗設備。

個)能操作工揚中的各型機器，並能加以維護保養。

因能製作各種觀聽教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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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暸解學生的需要、興趣與能力。

(吋瞭解有關行業的技術法規。

(八)具有敬業樂群的服務精神。

對L織學校之建議

盡量國高輯工業職業學校師資供需聞題研究

建議一:對於新任教師之聘用，不應只重視行業技能，而亦應兼顧教育專業精神及行業

知識與經驗。

若平學校對於教師之聘用，常以是否通過技能檢是為主要條件。由於高科技時代的

到來，行業知識已顯得比行業技能重要。工職新課程已縮誠實習時數，轉為加重理論課

程。此外，專業精神亦不可忽觀。由本研究調查得知，在教師所應具的專業能力中，教

育專業精神之重要性排列第二。因此，今後對於教師之聘用，應強調教育專業精神及行

業知識與經驗。

建議二:校內應經常辦理下列各項活動及措施，以增進教師之教學知能。

←)各科教學研討會。

臼各種專題研究。

(三)聘請專家學者到校作專題灑講。

(四)參觀與教學有關之生產工廠。

但)安排教師於暑假至工業界生產主廠實習。

(六)鼓勵教師發表著作，並給予出版之協助。

(七)充實教學參考研需的書刊、雜誌及設備，使教師方便在校內進修。

建議三:對於教師之在職進修，應考慮下列之原則並給予行政上之支援。

(→應隨時鼓勵教師參加在職進修。

仁)應顧及教師之意願，不要隨意指派某位教師參加，以便教師之進修能切合本身之

需要。

(司應考慮教師實際教學之需要，選派最適當的人選參加，不要將選派進修作為工作

上之酬庸。

(四)應將教師之參加在職進修作為考核之依據之一部分。

但)參加進修後回校之教師，應當抹參加者報告其進修所得，以讓更多人能分享其進

修成果。

的對於參加在職進修之教師，應給予排課等各種行政上之方便。

建議四、應進行下列各項措施，以提高教師之服務士氣，留住優良教師。

(→尊師重道，提高教師之職業聲望，。

l 行政人員應尊重教師之意見，校務應公開。

Z 以教學為重，供應教師所需的教學資源。

仁)合理的排課，以滅輕教師之教學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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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增進教師福利:

L 增建教師宿舍。

Z 解決教師膳食問題。

a 妥善照顧退休教師。

進一步JiJt完之建議

本研究之研究內容包含四大方面，即師資需求量之推估，師資所需具備之專業能力，

師資培育途徑，師資素質之提昇(包含在職進修) ，因範間太廣，時間有限，若干芳面

無法深入探討為全面解決工職師資問題，下列幾個主題值得繼續研究:

一、我國工職實施群集課程後，各群師資之規晝研究。

二、我國實施工職教師換證制度之研究。

三、我國實施工職教師技能檢定式發照制度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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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VOCATIONAL 

INDUSTRIAL TEACHERS 

by 

Yang Chao-hsiang 

Abstract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vocational industrial 

teachers in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It includes the following four components: 

1. To estimate the number of vocationa1 industrial teachers needed in the next ten 

ye訂s，

2. to investigate the needed, competence of vocational industrial teachers, 

3. to envision appropriate channels for preparing vocational industrial teachers. 

4. to examine the effectiveness of in-service training programs for industrial teachers. 

Some important suggestions offered by this study are: 

1. In order tò solve the problem of lacking vocational industrial teachers , besides the 

current channels , the following approach may be appropriate: “The Departments 

of Industrial Education at the Normal University or College may recruit college or 

university graduates, provide them with one or two-year professional training, and 

then , assign them to vocational industrial high schools." 

2.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vocational industrial teachers, Licence Chang

ing System , Competence Test System , and In-Service Training Programs should be 

established. 

3. Modifying vocational industrial high school curriculum wi1l greatly affect the 

demand of vocational industrial teachers. The educational authorities should 

foresee this issue and prepare for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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