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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家的教師任用制度是反映該國教育政策的敏感要素。而新進教師的任用過程，更是決定是

否能將實現國家教育政策的重要關鍵。因此，為能確實達成國家教育政策的既定目標，就格外需

要選聘勝任教學工作的教師。

在韓國，教師分為幼稚園、小學、中等學校等三類。目前幼稚國教師的培育方式如下所述:

首先，要想成為幼稚園教師必須先取得幼稚園教師證書;而要取得證書，必須先修畢四年制大學或

大專學院所開設的幼稚園教師培育相關課程，並經過兔試的書面檢定過程，取得幼稚園教師資格。

要參加幼稚園教師任用考試者，必須具有幼稚園「準教師證書 j ，或預計在二月底前取得教

師證書(學年度開始日為三月一日)。幼稚園教師之任用考試分為三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為教

育學科筆試，錄取人數為所需師資的兩倍。第二階段為口試，考試內容為教育學科及教學工作，

錄取人數為所需師資的1.5倍。第三階段則是面談、設計教案以及試教，並加總第一階段、第二階

段考試分數，依成績高低評定錄取者。

若要成為合格的國小教師，應先行在大學院校內修畢相關師資培育課程，便可取得國小教

師資格。在韓國，國小師資的培訓機構有:各地區教育大學、韓國教員大學、梨花女子大學等，

提供相關教育課程，此種囑於較為封閉型的師資培育機制。以2007年為基準，各級師資培育機構

的學生總數為23992人，這些學生在修畢相關教育專業課程後即取得「二級教師證書 j ，並參加

「候用教師任用考試 j (任用考試)後成為正式合格教師。

為確保甄選出的專業教育工作者確實能勝任國小教育工作，其有教育愛及教學專業，以及在

必要時可配合學校需要任教外語課程，國小教師的任用考試分為三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為以選擇

題為主的筆試;第二階段則據申論題進行;第三階段則以性向測驗、口試及評估是否能勝任教學

工作。要特別強調的是，教師的性向可決定教師在未來的教學工作上，是否能抱持並遵循義務教

育階段教學機會均等的教育理念:而教學能力及外語能力則是評估老師是否能提供更優質及精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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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教學情境。因此，在教師的任用上，既使是在國民教育階段，為適應快速變遷的社會需求，

教師的教學也必須能夠滿足當今社會的需求。

最後，若要成中等學校教師，必須先取得「二級教師證書J '其資格條件如下所述:師範大

學畢業者:教育研究所畢業或教育科學技術部部長(相當於台灣的國科會主任委員)所指定的特

定師資培訓機構獲得教育碩士學位者;在臨時師資機構修畢相關課程者;各大學教育系畢業者:

科技大學畢業並修畢相關教育學分者;已取得中等學校「準教師證書J '並具有兩年以上的教學

經驗，以及完成師職前教育者;已取得國小「準教師證書J '並獲得學士證書者;教育大學及專

科學校之助理教授、專任講師，並有兩年以主教育工作經驗者。

上述人員如已取得「二級教師證書」者必須經由各市、道(相當於省級)所舉辦的「位立中

等學校候用教師甄選考試」合格才能成為正式中等學校教師。甄選考試分三段進行;第一段為任

教專業科目筆試，第二階段為任教專業科目申論考試，第三階段將以面談、設計教案以及試教為

內容進行考試。

有關於上述師資培育所衍生的問題如下:第一，韓國目前資師的培育依然由特定的師資培育

機構進行，屬於封閉型的師資培育體制;第二，幼稚園、國小及中等學校教師只要在指定的師資

培育機構修畢相關課程，即可不經考試取得教師證書，而這種教師證書終身有效。這種制度普遍

認為會降低教師素質。第三;紙筆考試佔教師任用極大的比重，並無法測知老師的教案及教材編

製能力、班級經營能力，以及電腦多媒體融入教學等能力，因此考試本身難以甄選出真正其有教

學能力的老師。

為了解主述衍生的問題，並考量國情需要，必須採用多元化的師資培育機制，除了由傅統封

閉式的教育大學或師範大學進行師資培育外，應開放至一般大學畢業生，讓其畢業後修畢相關師

資學分或完成教育研究所課程，以期建構多元開放的師資培育方式。此外，為提昇教師素質及建

構教師專業形象，必須定期透過教師評鑑或相關檢核機制淘試不適任教師。最後，目前以紙筆考

試為主的教師任用考試，必須透過改良，以期能夠確實篩選出能發揮其教育專業，以及其有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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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include regional universities of education,
Korea National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nd Ewha Women's University; the
mechanism for the cultivation of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is thus a relatively
closed one. As of 2007, the 13 institutions with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
training programs had a combined total of 23,992 students enrolled. Individuals
who have successfully completed an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 training
course receive a Grade Two Teaching Certificate, which allows them to sit
for the Government Employee (Education Sector) Appointment Examination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Appointment Examination" ); those who pass
this exam are assigned to teaching positions at elementary schools.

To ensure that those appointed to elementary school teaching positions
are capable of fulfilling their responsibilities, that they possess both a genuine
enthusiasm for teaching and teaching expertise, and that they will be ale to
teach foreign language classes at their school when necessary, the Appointment
Examination fro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is implemented in three stages.
The first stage is written test (mainly multiple choice), the second stage
involves writing essays, and the third stage includes an in-depth interview to
gauge the examinee's suitability for a teaching career, as well as a practical
test of their teaching ability,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y will be ale to live up to
their responsibilities as a teacher. One point that should e emphasized is that a
teacher's personality can affect whether or not that teacher will e ale to adhere
to the ideal of equal opportunity that is a vital part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at the same time, a teacher's teaching ability and foreign language ability are
important criteria for gauging whether a teacher will be able to provide high
quality teaching tailored to student's needs. Even in compulsory education, it
is important that the teaching a teacher is able to provide must be able to meet
society's needs, which are changing rapidly.

Finally, to become a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 an individual must first
obtain the Grade Two Teaching Certificate. To be eligible to obtain this
Certificate, a candidate must conform to at least one of the following criteria:
they must have graduated from a teacher training university, or; have
graduated from a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or hold a Masters degree in
education 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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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d, to ensure that only individuals who are really suited for a career in
teaching, and possess the necessary capabilities, are selected. Some scholars
have proposed that teacher appointment could give more weight to applicants'
grades during their time as students, and to their performance in teacher
aptitude testing, so as to simplify the teacher appointment system.

章、序

若將教師視為實現國家教育政策最直接的主體，那麼教師的錄用政策，可說

是直接反映國家教育政策的要素。尤其在於新進教師的採用，這將是挑選履行教育

政策之合格人員的重要決定過程。透過怎樣的標準來選拔教師是教育成敗的決定因

素。這就是為什麼多數人認為師資水平，絕對要超越教育品質。不管哪一種組織，

新進人員的錄用，不能只是成為填滿空缺的消極行為 (No Zeng Hee 2005.168

170頁) .唯有採用將來在教壇上可充分勝任教師職務的師資，才能莫定教育政策

的基礎，韓國錄用考試應考資格，僅限於取得教師資格而等待分發者。

下表1是2009年的教職員培育機關的總括及教職員現況的整理內容。

表 1 教職員培育機關總括

大學

1.
幼

教

師

資戶夫學

合計

a
圈
中
師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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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教育科學技術部

貳、韓國的教員錄用

一、幼我人員的培育現況

(一)幼按人員的培育課程

想要成為幼教老師要先取得幼教二級正式教師資格證。這是由設置幼教師資培

育課程的四年制大學或專科大學畢業後才能取得。雖然現在多數是由專科大學出來

的師資，但是四年制大學培育的師資呈現增加趨勢。

不需要經過考試的教師資格檢定對象，僅限於設置幼稚教育科系或幼教教職課

程的修學分者，這相同於四年制大學或專科大學。不需要經過考試的教師資格檢定

對象，所要修的學分是幼教相關主修基本領域九個學分在內的四十二個學分以上。

依修改規定修學分者，必須修讀基本科目五科，十四學分以上。專科大學要修讀基

本領域六個學分以上。教職科目的話，四年制大學要修二十學分，專科大學要修

十六學分以上。更具體來說，在教職科目中，教職一般為十四學分，教科教育為四

學分，教育實習其二學分。因此教職課程修學分者，其專攻科目和教職科目成績要

平均維持各一百分滿分而達到八十分以上。以培育幼教老師為目標的中央大學幼教

系課程在2009年為基準，其必修科目和學分如下表3 。

表3 取得幼稚園二級正式教師資格的相關科目

2009學年後

入學生

一般

，軍攻科目

幼稚教育棍"、幼稚教育陳程、兒童發慶、幼稚語言教育楊白自、

兒社會教育、幼兒科學教育、幼兒數學教育、幼兒美衛教育、幼兒

音樂教育、幼兒教師..、幼兒動作教育、幼兒遊戲指導、幼稚教

育機間的組..理、兒童讀利、幼兒健康教育、幼兒鈕，與及實習

→其中七個科目(21個學分)為必修

Dece咐， 2010均由y E，恥蜘海27毫



2009學年之前
一般專攻科目

入學生

資料來源:中央大學幼稚教育系網頁

表4 幼教老師培育機關之規定學生數總括

大學

1.
幼

教

師

資戶大學

合計

資料來源:教育科學技術部

(二)幼按老師錄用考試

幼教老師錄用考試應考資格為，持有「準教師」以上的幼教老師資格證者，

或在二月份即將取得者。 2011 學年度首爾市公立幼教老師錄用選定考試內容如下

表5 。

表5 幼教老師錄用考試

幼，雖﹒

老歸 II 次

至，.28E言中，教育草 6啥事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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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首爾市教育廳網頁，20日學年度首爾市公立幼稚園、國小及特殊學校

(國小)教師錄用考試行程簡介

表6 問卷專家審查名單

資料來源:首爾市教育處網頁，20日學年度首爾市公立幼稚園、國小及特殊學校

(國小)教師錄用考試行程簡介

幼教人員錄用考試在第一次考試中，將教育學系教育課程，以筆試的五選一選

擇題實施。依照成績的得分數選出原定合格人數的兩倍人數。第二次考試是將教育

課程和教職，以論述型態考試，選出原定合格人數的1.5倍人數。第三次考試進行

深層面試、製作授課方案、授課實際演練等，將第一次考試、第二次考試的考試成

績合計後，依得分順位選出。

表7 幼教老師錄用考試合格現況(單位:人數)

7.0%

鑫盤-

2008學年度
幼稚團 IL 27 295 27 9.2%

uω﹒尊重 II 293 II ~ II 293 自 4.5"

一 扭扭!圓圈{ 幼融稚圈 , l••E?戶1.E.ι-豆i ，0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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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小老師培育現況

(一)國小教師培育課程

要取得國小教師資格，須修讀國小師資培育大學或是其學系所規定的教育課

程。培育國小師資大學之一的首爾教育大學，其課程內容大致分為教養課程、專攻

課程。畢業要修的學分是 140學分，教養課程為40學分，專攻為100學分(學分數

的分配為教育學教育【 18 )、教育實習 [4 】、教科教育和特別活動【 50 】、實際

演練【 8 】、深化課程【 20 】) .必修畢業課題 (P / F) 和社會服務 (P / F) 。

教養課程是讓教師真備人格和涵養，使師資能夠接觸現代社會必備的基本教養和各

種學問的基本概念及探究方式，而編成之必修和選修。專攻課程分為教育學教育、

教育實習、教科教育和特別活動、實際演練及深化課程。深化課程分為倫理教育、

國語教育、社會科教育、數學教育、科學教育、體育教育、音樂教育、美術教育、

生活科學教育、國小教育、英語教育、電腦教育、幼兒特殊教育，從中選擇一樣來

修讀，讓師資具備特定領域的專業性。教育實習的實施為觀察實習、參加實習、上

課實習、實務實習。實務實習包含選修的深化課程之教育研究實習。(首爾教育大

學之大學要覽 '2008.151頁)

韓國的國小師資培育，是採取修讀教育大學和韓國教員大學以及梨花女子大學

相關學系規定的教育課程之封閉式國小教師培育體系。以2007年為基準. 13個國

小師資培育機關的學生編制人數共為23 ，992人。(見表8)

表8 國小教師培育機關規定學生人數總括

資料來源:教育人力資源部綱頁資料

表9 國小教師錄用現況

至30e:; 中，教育科1 卷草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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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以上的課程和機闕，取得國小教師資格(二級正式教師)者，經過「教育

公務員錄用考試」後被錄用。

經過錄用考試而錄用國立師資培育機關的畢業者，是依據1991年憲法裁判所

的判定，認為國立師資機關的畢業者優先錄用，違反憲法的精神故而規定。之後在

整體上，國小、國中教師的錄用考試的競爭率就越來越高了。

(二)國小教師錄用考試

從逐漸增加的錄用考試應考人中，為了選拔有資質和品行以及專業性的優秀教

師，韓國的教育人力資源部改善錄用考試制度。教育人力資源部修訂「公務員錄用

考試規則 J (2007.10. 1.教育人力資源部令第914號)。修訂的考試規則主要內容

整理如下表10 。

表 10 國小教師錄用考試

第一;欠考試

第三;欠考試

l糧儡擺韓國鱷攝聲4

特色

〉還jJ型，試 (100分)

-教育學及專攻(國小為教科教育銀程:五還一還鐸盟(迅速的OMR計

分)。將﹒辨出較具比重的第二次、第三;欠考拭目程

*圍中(英語) :包含英語II力

〉大學成饋( 20-40分)

〉加，分數( 5-10分)

*配分上I:lii但由各地區教育自決定

選出兩倍以上人數($﹒掌握少數優良資濁的還被科目)

>教.性向深度面說及搜韓偉力評鐘( 100分)

*可包舍，文章藍、個能、科學教科書事實際的評鐘

*圈中(外語) ;以外語實施

*國小;舍外語實施

口以第二和第三次考試為核，心

-偏激第一次.賦的影響力(佔總分30%)

-擴大第二和第三次考試的配分比率並加強化適合人還之功能

*將第一、第二第三灰考試得分數合計後，決定合格者而具有客島的公平性

II

在國小師資錄用考試，為選出品性及專業性兼真且其備外語授課能力的師資，

將現行二階段考選方式，改編為第一次選擇題筆試、第二次為論述題筆試、第三次

為對於師資的性向深度了解的面試和授課能力的評鑑方式。並強化外語師資選拔標

準等，將現有制度在經營面出現的問題加以改善，依此來看，國小師資錄用政策是

著重在授課能力、師資人格、外語能力。在此所定義的師資人格是指在義務教育制

度下的均等性全人教育，而授課能力和外語能力則是強調教育之特性和方便性。

像這樣，在師資錄用政策中，也是在要求可符合社會變化及個別學生需求之教

師。
December, 2010 sec研討;ry EdJcatior、 ~31還



三、國申師資培育現況

(一)閩中師資培育課程

有關新進教師的選拔，在現行教育公務員法(法律第7537號， 2005) 有明示

出能力主義的原則和機會均等原則。並表示依教育公務員法 r (l)教育公務員的

錄用，需依其資格、在職教育的成績、服務成績等其它能力的實證來進行。(2)

有關教育公務員的錄用，須由其備師資資格且要工作的所有人，依其能力保障其均

等錄用機會。」的錄用原則。且在第十一條第一項也清楚規定「教師的新人錄用需

採取公開考選方式」的新進師資錄用選拔方式。 (Song Du Rok.2008.95-96 頁)

公立學校國中教師的新進錄用，主要是由該自治區教育廳所實施的「公立國中

教師錄用考試 J (暫稱錄用考試)實施。考試資格限制為取得教師資格證而在等待

分發者，國中的一般教師欲應考資格的二級正式教師資格，僅限於如下者。

表 1 1 國中教師資格

1.師i!大學畢業者

2. 教育研究所或在教育科學技街前的政府首長指定的研究所教育學系，取得碩士

學位者

3. 完成自時師資培育機關譯程者

4. 畢業於大學的教育系者

5..黨於大學或工業大學而在就讀時取得一定的教贖科系學分者

6. 取得閩中準教師資格種者而總有兩年以上教育經磨並接受一定的再教育者

7. 取得國小導教師以上資格起而大學..者

8. 身為教育大學、.科大學的助理教授、兼任講師而有兩年以上教育經壓者

資料來源:教師資格實務編覽 2010. P.7

若要取得應考國中教師錄用資格，則需備妥上述表格中的資格，而在相關教育

機關修讀一定的課程。首爾大學校師範大學(首爾大學師範學院)是以培育國中老

師為直接目的的學府，其課程(2009學年為基準)如下表12 。

表 12 首爾六學師範六學修讀課程

資料來源、:首爾大學師範大學網頁資料

潭，32告 中學教育事61卷草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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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此類師範大學的學府課程，只要修讀大學的教職課程或在研究所完成一定的教育課程，就有國中教

師的資格。因此，儲備教師有供過於求的現象，這在國中教師任用考試中亦可以看出來。

(二)國申教師傅用考試

表13

資料來源:首爾市教育廳網頁資料

表14 2010預定選拔科目及預定選拔人員

Dec岫er. 2010 se州的E恥恥海33還



以最近的資料2009年和2010年度的國中教師錄用現況來看，國中教師的錄用

競爭率在2009年有達到26比 l ﹒比較2009年和2010年時，可發現園中教師的招募

科系和人員有減少。

在首爾市的統計亦有所示，國中教師錄用考試競爭越來越激烈在這樣的競爭

下為了選出具有資質和品行及專業性的合格人選，教育人力資源部將會修訂「公務

員錄用考試競爭規則 J (2007.10.01教育人力資源部令第914號)後發表。依修

訂規則，首爾市國中教師錄用考試科目和配分情形如表的。

表14 2010預定選拔科目及預定選拔人員

這!S>34<:頁中，教育草61毒草4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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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首爾市教育廳網頁，2010首爾市教育廳公立函中教師錄用競選考試實施

公告

國中教師的錄用考選拔，在第一次考試在專攻領域考試會有五選一選擇題的考

題。在第二次考試會實施專攻領域的相關論述。然後在第三次考試會有面試、授課

實演、實技評鑑等。國中教師錄用考與國小教師錄用考試做比較時，在其科目別以

及自治區別的評鑑領域及評鑑內容上有所差異。但在上述的共同架構下進行的國中

教師錄用考試，則強調的是教師的授課能力。

參、師資培育的問題點和改善方向

一、師資培育的開題點

(一)培育機闋的間題點

目前師資培育是由國家認定的特定教育機關在負責。幼稚園師資則由四年制大

學或專科大學的幼教系，國小師資是由教育大學，國中師資是由師範大學在培育。

因此也引起一些與論，希望一般大學亦開放師資的培育，特別是對於培育國小師資

的教育大學，因其單就培育出封閉式的國小師資，而造就出特定模式的師資，而認

為這是一種弊端。

我們觀察世界各國的師資培育體制，大致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目的性體制，

男一種是開放型體制。目的性體制是透過教育大學或師範大學來培育師資的體制，

開放型體制是在一般大學學府，各種科系的專攻畢業生再修讀教職課程或教育研究

所後，成為師資的制度。尤其在韓國的教育大學或師範大學，培育國小、園中師資

的制度是典型的目的性師資培育體制，這使教師具有強烈使命感的一面是妥當的。

但就剛才所述的，難免有其弊端為教師類型過於封閉。

Dec耐肌 2010 secondlr( E恥枷1 美齡35毫



(二)教師資格誼的間題點

當幼教、國小及國中老師畢業於該教師培育機關之大學，只要畢業了就不經過

考試就取得資格，而這種教師資格證是終身認定的。目前大家對於教師資格證的終

身認定開始有所抨擊，認為有其必要去改善。

改善的對象不僅是教師資格證本身，亦含教師錄用資格考錄用合格而為教師的

教師資格證在內。所謂的教師資格證'只是代表一個人其真有一定的水平，可以從

事教師活動，並不表示已經是個真有足夠實力的教師。因此教師資格證的最大問題

是，經過考試成為教師後，就算在資質和能力上有嫌不足，也可終身保障為教師一

直做到退休為止，所以就算能力欠缺，只要一旦取得教師資格就有終身保障，與論

認為這是不合理的結構。

(三)教師錄用考試的間題勘

目前教師錄用考的最大問題是以筆試為主的部份。透過這樣的評鑑方式要評

鑑一個師資的性向和授課能力，被認為是有所侷限的。實際在現實上，在教育現場

的論述或面試、授課實務技巧以及電腦實務技巧等的分數，遠比筆試的配分少，而

以單一的筆試得分來評鑑一個人的授課能力是有所不妥。因此在教育現場必備的資

質，也就是授課的計畫案(教案)製作以及授課技巧和電腦使用能力等其備實務能

力的師資選拔，就不能只仰賴於筆試。

從幾年前，錄用考的筆試中，開始逐步增加教育理論的實務性應用，以及現場

教育相關考題。但就比率來說，教育理論相關考題，還是遺比理論之應用及現場教

育的實務高出許多，因此準備應考的學生，為了在筆試中取得高分，仍然著重在教

育理論的暗記式學習。

且在第一次筆試合格後，第二次的面試考只花費五分鐘時間，要在這麼短時

間，評估一個師資的性向特質和人品及專業性是不合理的。因此第二次面試考，也

只是個形式上的考試，不能扮演選定優秀師資的實質功能。

二、改善方向

(一)目的性體詞和開磁性體胡

培育的師資必須為學生帶來正面的影響，培育的師資必須能讓學生發揮潛力，

因此師資培育機關需有豐富的教養教育和教職專業教育，並提供專業性的教育，從

這種師資培育的重要性來看，師資培育的問題是有待解決的。現在一些教育專家和

教育相關團體，為解決這樣的問題，都提出各種方案。

首先有關師資培育機關的問題，需要反映出韓國的師資培育以及世界性的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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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美國和日本是開放型體制來培育師資的代表國家。開放體制培育師資的最大優

點是透過各種途徑來招募師資，以提升師資的品質。歐洲通常是將這兩種共同採

取，

在國際間的趨勢，是由傳統的目的性體制，逐漸轉型為開放型體制。隨著這種

潮流，也有許多意見認為，需將其反映於韓國的師資培育體制。

韓國在 1980年透過教育改革，將教育大學改編為四年制，國中的師資培育，

採取目的型和開放型共同體制來選出師資。這樣可以保持供需的平衡，使一般大學

修讀教職課程的學生，亦可取得教師資格，並在農業教育科系及工業教育科系等，

實科系(又稱「生活科學系 J )的大學也能培育相關師資。但在美國和日本等採

取開放型體制的國家在師資的培育上，由於目的型和開放型體制的共同採取，大學

和政府及教師團體，各自處在敏感而對立的立場，持續維持著激烈的爭議。

其結果，不管是師資培育和錄用為目的型或開放型，只要能徹底於教養科目和

學問教育、教職專門教育這三個領域，並且在教師錄用前教育和錄用後的研修上，

提供互動結合的定期教育發展體制來解決問題。這樣的互動體系就能解決，當今在

韓國師範界和非師範界所形成的對立和爭議。

要解決國際性趨勢及當今有關師資培育引發的問題，不可只固守目的性體制，

也不能不具條件而無計畫性的師資供應之開放性體制的一面倒，這樣只會導致，無

法由大學的合理競爭，來提升師資的品質及師資人數的圓滿調度。我們必須接受目

的性和開放性體制各自的特色，以及韓國本身的現實面，來整頓師資培育的體制

後，建立出培育及錄用幼稚園和國中小師資的理想方案。

(二)教師資格的驗證胡度

對於終身型教師資格証的許多批判開始興起，因此大家認為取得教師資格後，

經過一定期間需要更新，或將其連繫於教師評鑑，而評鑑師資的資質及能力後，決

定維持資格或撤銷資格，就是定期舉行教師資格驗證的更新制度或是以定期的教師

評鑑，對無法符合一定水平的師資，就要使其離開教職的配套措施要建立。

有關於此，總統諮詢教育創新委員會發表了「教師資格更新制」作為短、

長期教育的創新方案。這是將在職國小、國中的教師，經過一段期間透過資質評

鑑後，認為有問題就撤銷教師資格的制度。此制度提議，在 2010年起示範引進，

2015年起準備實施。因為憂慮學校教育品質逐漸下降，認為這是勢在必行的制

度。

進一步為了改善師資培育體制，更是對儲備師資的專攻領域之專業性延伸，

從師資培育階段起，就建立方案為驗證體制，對師資的資質合格與否進行驗證，為

符合這樣的方向， 2009年度教育大學和師範大學的入學生，為取得教師資格，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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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習的必要科目學分標準'提高了十個學分以上。並且要取得教師資格時，會實

施師資性向之性格、品性檢查做為教員資格檢定依據的實施細則修訂案，適用於

2009學年度教育大學和師範大學入學生的所有培育師資課程的入學生。

透過某些組織或競爭，提升組成人員的資質和能力，是理所當然而必要的因

素。透過競爭，人類會不斷的發展而進步，這是過去的歷史已經證明的事實。因此

在教育現場亦將競爭和效率、效能作為教育的基本要素，才能推動教育的發展。所

以唯獨使教師透過競爭，提升教師的資質和能力，才能使教師資格証能夠發揮實質

的價值。

(三)教師錄用考試的改善

為了改善有關教師錄用考試所引發的許多問題點，正在尋找各種方案。

對於筆試配分比例較高的問題，為求其解決之道，與其忽然將比率降低，不如

將筆試作為評鑑的形態，做為儲備教師的性向及授課能力的評鑑方法而有效應用。

故將本來以背讀為主的筆試考題，改為辨識教師資質的考題來評鑑。

接下來有關錄用考試的程序，多數人認為應將第一次考試合格人數大幅增加，

而在第二次考試由更多的應考人中錄取。使更多人有機會，參予第二次的考試。更

進一步說，在第一次考試取得規定分數以上時，讓全員都合格而去應考第二次考

試，這樣的方案也正在檢討當中。這樣可以提高可能性選出優秀的師資。目前為第

一次考試合格者，若在第二次考試不合格，或第二次考試合格者，在第三次考試不

合格時，就不能接受下一階段的考試，但若改善後，只要在第一次、第二次合格的

人選，也都擁有機會，再接再勵於下一個階段，接受再一次的機會，此方案也在研

討中。

有關第二次考的面試，目前為五分鐘的面試時間，延長時間而更深入的面試，

並將面試的得分率提高，以更加仔細地去評鑑，儲備師資的個性和授課力。為了進

行更深層的評鑑方式，也要考慮將面試委員擴大鳥，在職教師的參予及學生家長和

各種教育相關人士的參予。有關面試內容，可使用儲備教師提出的授課案、電腦實

技能力等，來做些評鑑，舉行模擬授課的情形，也透過提出的授課方案，開發出各

種評鑑方法，以確定儲備教師的資質及品性等確實為優秀教員。也有人提出，教師

的錄用是否僅參考師資培育機關之在校成績和教職性向評鑑來挑選。

像這樣，積極反映出各種意見後，相信在將來透過師資錄用考試的改善，將可

挑選出確實對韓國的教育政策具有影響力的優良師資。錄用考試需改善為教師在將

來站在教育現場指導學生時，不但有實質上的幫助，亦足以發揮教授能力。為這樣

的儲備師資之培育，還要充分接納教育人力資源部，以及師資培養機關和儲備師資

之考生的心聲，為制度的完善而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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