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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界的勞動後備軍

已婚女性代課教輔之初探性研究

玉吉合* 游美惠叫

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校蜀中的已婚女性代課教師是直叫呵成為教育界的勞動後備

因婚育因素而中斷就業，選擇了可以兼顧家庭的短期代課工作，是父權文化

對已婚女性所形成的生涯結構限制。本文的分析從受訪者選擇代課工作的動

，而後探討這一群受訪的已婚代課教研之職場工作經

並且試圖將這些經驗與代課教師之職t新立量和「教學女性化 J之趨勢作連結。

她們的人力資本、獲得工作機會與職場經驗等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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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have become in e釘'ect a sort of “reserve 缸my，" a reserve labor force in T，血wan's

63

吉壹、福

教育界的勞動後備軍一一已婚女性代課教師之初探性研究

妳為什麼要研究我們代課老師?

A代課老師，四十幾歲，代課 II 年

像我們這一群都是沒有未來沒有希望的人，

年紀大了，條件、資歷都不夠，比不上正式老師，

有什麼好研究的呢?

年輕人我都會鼓勵她不要來代諜，盡量找一個固定的工作，

代課啊，第一餌，人家老師也看不起妳啦，自己也自卑啦，

第二個，妳連退休金什麼都沒有啦，對不對，只要妳上課才有錢，不然

什麼都沒有，

錢又少啦，有時候一個月才代兩天三天，那妳怎麼生活?

在國中小校園中，常常可見到些已婚女性到學校來代諜，短則半天，長則

一爾個月;充滿了機動性，隨請隨到，從六年級到一年級的教室裡都可見到她們

的身影，她們是所謂的「短期代課」老師，而另外也有所謂的「長期代課」教師，

若有教師申請留職停薪或是學校保留缺額不聘豆式教師的情況下，就會甄試長期

的代課教師，短則三個月，主委員H半年一年。已婿的代課教師年長的有四、五十歲，

代課己一、二十年，也有較年輕的，代課資歷仍淺，雖然年齡不間，但是她們都

是校園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

代課老師屬於短期、臨時性的工作，代課時間雖享有勞保，但是整體而言，

她們的褔利、社會安全保障與正式教師相去甚遠，她們大多數是女性，堪稱是教

育界的勞動後備軍。為什麼會將代課教師比擬為勞動後備軍 (reserve 阻ny of

labour) ?勞動後備軍一詞源自於K.Marx' 他指出資本家以低廉的工資來彈性調

度、聽雇勞動後備軍，這些人可以遞補正式勞工，尤其是可以預防勞工罷工或藉

此要求提高薪望著與改善工作條件(Wal旬， 1990)。代課教師的雇主雖然是矽府，但

她們工作性質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接替正式教師的工作，是屬於暫時f笠、非連續性

Mei-Hui You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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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titute teachers. It is concluded that more attention needs to be given to the statu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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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se opportnn血es 缸"e iute虹upted and curtailed by marriage and chil吐 care tasks. Focus

ing onthe issues of job opportunities, human capital, and gender, the researchers comp旺C

the part-time shortωterm substitute teachers' work experiences with those of long-term

pa仕i缸'chy constrains women's career development: especially 由at of married women

and experiences of these substitute teachers, this study was based on the belief that 血e

school system. Compared wi血 prevIOUS rese缸'ch， which has ignored the work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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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代理、代課教師分類

二、代課教師的職場位置

教育界的勞動後備軍一一一已婚女性代課教師之初探性研究 的、游美息

代課教師(部分工哼) 代理教師(全部工時)

短期 代課 1 、 2 節或半天 代課 1 天以上至 3個月以內(俗稱過代)

長艱
每週代幾節課，持續 3 個月以上(要 代課 3 個丹以上(要經過甄試，俗稱長

經過甄試) 代〕

定代課的界定依據教育部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二條規定2 在1二

時與聘僱待遇3皆有不同，但是在校園中一般皆通稱他們為「代課教自恥。本研究

將以短期代課教師(代課三個月以內)和長期代課教師(代課三個月J;J、上)的稱

呼來進行討論，在後商的分析之中，研究者一也會比較短期代謀和長期代課教師處

境之異同。

2 教育部「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J (教育部， 2002) 。

3 各縣市有不同規定，以高雄市為例參見高雄市立中小學兼代課及代理教師待遇主持自治條例

http://www.edu.kh.edu.tw/index.html 。

整體而言，代課教師的相關中西文獻都不算多，研究者先就所蒐集到的代課

教師研究論文作一回顧。 Parker (1990) 約博士論文以美國東德州地區 54位公立

學校的行政管理者和 97 位代課教師的問卷調查研究，提出對代課教師訓練方案的

需求， {j吏代課教師了解學校政策與教育呂標、有效的教學及教室管理技巧等。雖

然研究結果發現，行政管理者與代課教師在認知方面與實際執行中間仍有段差

距，但代課教師訓練方案的需求是應該受到重視的。同樣地，圈內也有一些學者

提出對代課教師的職前與在職訓練的呼籲，或建議進行教學考核與資格證書制度

(邱明昌， 1989; 徐晉治， 1985 ;崔宇華， 2000 ;葉連最摸， 1998 ;盡~運林， 1979) 。

除此之外，在本土教育研究方面，代課教師常被忽略，頂多只是研究變項之 ,

很少成為論文研究的主角;研究者以「代課教師」關鍵字檢索國家圖書館全國傳
本研究指稱的代課教師包含長、短期代理教師與代課教師(參見表1)'代理

流動型是指曾被雇用也曾失業者，潛伏型是指未曾被雇用但以後可能雇用，停滯型代表雇

用在最底層而且斷斷續續 (Wably， 1990: 35) 。

貳、文獻探討

以下將先呈現代課教師一謂之意涵，而後探討代課教師的戰場位置以及相協

的性別分析文獻。

一、代課教師之名言司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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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聘僱工作，一旦正其教師回職'代課教師就必須離開，或是聘約到期就必須再

次參加甄試;而政府為了因應財政負擔，遇缺不補或是以聘用代課教師來減少聽

僱正式教師，都使得代課教師在教育界中扮演著類似勞動後備軍的角色。

代課教師大多數是女性，尤其是每期代課中，已婚女性為數不少。 Marx 雖然

沒有討論女性就業的問題，但他提出過不同型態的勞動後備軍，包合流動型

(floating) 、潛伏型(l atent) 幸U停滯型1 (stagnant) ，後來的為克思主義者認為潛

伏型的勞動後備軍就是指已婚婦女(Wal旬， 1990)。這些己婚女性的彈性勞動力若

運用在校園中，就成了一隊為數可觀的教育後備軍，也就是本文所稱的巳婚女性

代課教師。

本研究想探討的問題包括:一、大部分的己婚代課教師在婚前都有全職的工

作，婚後司能因為一些因素而中斷就業，研究者懇、進一步探討已婚代課女老師為

什麼會選擇代謀這種不連續且無福和j保障的聘僱工作，而非找尋其他職業刊也們

進入代課工作的行列之動機與途徑到底為何?二、藉自訪談己婚女性代課教師的

工作經驗中，蒐集資料來探討代課教師的戰場位置以及代課工作的甘苦。三、「性

別」在代課一職中究竟扮演了什麼影響?這群代課教師，為什麼以女性居多。其

中的結構性因素為何?四、短期代謀與長期代課教師之間的經驗差異叉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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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論文4 只檢索到一篇張壹儒 (2000) 以代課教師生命史所做的論文研究，其

他則付諸闕如，從代課教師相闊論文之貧乏可以了解代課教師吉凶可不被教育研究

重視，及其邊緣性位置可見斑。

如前所述，代課教師在教育界的處境有如「救火隊J' 哪裡需要代課就可以看

到她們的身影;雖然J麗於勞工卻沒有工會為她們爭取權益，在學校沒有參與決策

權、去留無保障(張壹儒， 2000) 。她們無法加入教師會，也沒有白組代課教師工

會，彈性聘健的特質就如同就業市場的臨時工，不敢要求福利因為怕喪失工作機

會，也沒有協商權的組織網絡。所以，代課教師的工作，充滿彈性卻也同時真有

不確定性，薪資、福利也不如正式工作者;但是就某種程度而言，文必須具備→

定的學歷與資歷5 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擔任代課教師的。此外，代課教師工作的女

性比例偏高也使得代課職業呈現出性別隔離6的現象，因此，接下來將從性別分析

的觀點來探討代課工作。

三、代課工作的性別化特質

代課工作屬於教育工作的環，因為代課教師是替代請假教師執行教學的任

務，所以代課教師的工作性質與教師的職業屬性相近，只是在聽僱資格、任用條

件以及待遇福利等方面有明顯的不同。

教職與母穢的性質接近，主吾社會所認河適合女性的工作，也是女性步出家庭

進入公共領域的重要管道(謝小主事， 1995) ，因此女性教師的比例是隨著學生年齡

越小而越增加。根據教育部 (2003 )的資料(參見圓1)可以明顯看出幼稚濁的

女教師比例最高，國小的女教師亦達六、七成，然而隨著學校層紋的提高，女教

師的比例也快速下降，像大學女教師人數就只有三成。在一般人的想法，認為幼

稚園和小學教育是以照顧為本質，教師角色接近母職，因此適合女性擔任，也成

4 h前p:lldatas.ncl.edu.tw/theabs/ lI (查詢時間 2003 年 7 月 1 日)

5 代課教師聘任辦法中規定代理代課教師應具有合格教師資格或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或

過去曾有一定之代課資歷者(詳細條文參見 教育部， 2日日 2) 。

6 職業的性別隔離是指職業的就業者中性別分布失衡的現象(劉梅君， 1999 : 2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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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是符合女性傳統性別特質的工作;而大學教育顯現的是學術專業，需要更高

!競爭性與工作的投入，因此適合男性擔任，女性從事無法兼顧家庭。這種迷思

;但鋒低了幼教和小學教育的專業性，也更鞏閉了玄性與照顧者連結的意識型

民，形成了社會普遍的想法一一女生，當老師最好，尤其是當中小學和幼教老獅

頁。所以就會經有學者用「媽咪兵富J (Mum's Army) 這恆名詞來形容己婚女

k因為擁有母職經驗所以能夠進入校園教學，將小學教育與母職連結，忽略了教

的專業性 (Tambouk帥， 2000: 468) 。

國內的相爾研究之中，楊淑玲(2001)對自市院原住民女學生的經驗研究中也

，縱使每個原住民女學生的家庭背景、族群文化不同，其進入師院就讀的原

竟也多少慘雜著「女生當老師最好」的觀念。而李惠茹(2002)研究臺南市國

I女教師的職業選擇與晉遷指出，臺南市區中的女性教師占有近七成的比例，其

任教師的理由看似個人的選擇，背後卻透露出社會對女性的角色期待，r工作穩

、 r擁有寒暑假」、「可以兼顧家庭」這些結構性間素是選擇教職的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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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教育部 (2003 )。

圓 1 各級學校女性教師比率



參、研究方法

研究中所訪談的短期代課教師皆為小學代課教師，在函中短期代諜的已婚女性較少，因為

函中要求本粹主或相關科車才得以代諜，因此教師短期請假多由校內向科目老師至于攤代課課

務，研究者在詢問多所國中之後均探求不到在國中短期代諜的已婚女性，此為本研究限制之

教育界的勞動後備軍一一已婚女性代課教師之初探性研究 69五百合、游美息

致且明確的政策規定。

EJ此我們可以延伸思考。已婚女性選擇代課一職，究竟是為了符應社會的女

性傳統職業期待，因為代課工作的彈性可讓她們兼巔家庭，還是出自於個人真正

的興趣?此外，也有文獻指出，代課老帥的薪資是所有老師中最低的，很少男性

參與，因為男性認為不足以養家(Brandl句， 1989) 。所以，中小學代課工作除了

因為教育工作本身的職業屬性與教學女性化之趨勢等因素之外，非固定哥哥僱的特

質無法吸引大多數男性投入代課行列，也是相當值得深探的性別議題。

本研究選擇質化取向的訪談方式，透過受訪者的述說來蒐集研究資料。而受

訪者這種主觀經驗感受，以及她們之闊的差異所反映的社會文化脈絡問題，正是

質化研究所關注的層面(胡幼慧， 1996) 。訪談是一個互動的過程，受訪者在研究

中也不再只是個提供資料的機器，她在面對自己的生命經驗，並且使用言語向

J 、敘說的過程中，她更了解自己與自己所在的社會處境(畢恆遠， 1996) ，這也是

本研究選擇訪談方式的主要目的。

研究對象以高能縣市目前在中小學校園中的已婚女性代課教師為主。採兩階

段取樣:第一階段是「滾雪球J 取樣，終由研究者熟識的代課教師為起點，再由

她們介紹其他代課教師探訪其接受訪談的可能性。研究者在「滾雪球J取樣之後，

發現受訪者年齡偏高、多為短期代課教師9 所以接下來探尋的受訪者就以年齡層

較低(四十歲以下)、長賠代課教師為主的「立意」取樣。本研究一共訪談二十

位已婚女性代課教師，詳細受訪者資料請參兒咐錄一。

7 研究者叫高雄市的所小學為樣本進行電話訪問，扣除電話不通、無人接聽或承辦人員不在

的學校，實際輿承辦人員進行電話訪查的學校有 50 冊。合計有 112 位長期代理教師，其中

女性有 93 位 (83.04%) ，男性有 19 位(16.96%) ，調查時間為 2003 年 1 月的一15 日。

8 資料來源教育部 (2003 )。

若是因為當老師能兼顧家庭，則不免有成抑教師專業之嫌， .....因而「女

生當老師就好」更是畸示著年輕女性在發展自己職業生涯的同時，一定

要兼顧家務職責，甚至要求女性要將公領絨的有給工作或自己的生涯發

展至次要地位，這其實便是性別意識型態構成個人發展阻礙之明證。(游

美息， 2001: 126)

在 Galloway (1990) 針對美圈喬治亞州186 所中小學的公立學校所做的兼職

教師研究(part屯me 阻aching) ，更具體的呈現出這個事實，該研究所指之兼職教

師與臺灣的代課教師類似，這些兼職教師主要來源是年輕母帶3日退休者，女性占

了 93% '而這些已婚女性選擇兼職是因為家中有小孩，家庭責任阻礙了且也們選擇

全職的機會。這樣的研究發現與臺灣的情形有些類似但也有不同 之處:臺灣

目前兼職代課老師的確有不少是己婚女性和退休教師，但也有些人是因為考不上

正式教師才選擇兼職的工作，並非完全是家庭與育兒所羈絆。而Galloway主張

所有學校系統都應該發展一套聘僱兼職教師的政策，包含騁僱條件、所需資格、

責任義務、薪資福利等等，這也值得我們省思，因為臺灣巨前在這方面也欠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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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國內有關代課教師的性別比例，研究者查閱教育部和縣市教育局都未見有

此統計，因此研究者以高雄市國小為樣本進行電話調查7 發現女性代課教師高達

的 04% ， tt國小豆式女性教師的比例(68.06%8)還高，而男性代課教師只占全部

代課教師的16.96% '不到兩成，顯見目前代課教師仍以女性居多。我們應可據此

推論女性在當不成正式教師時，去擔任代課教師亦符合傳統對於女性的角色期

望。 llP使代課的薪資低、屬於臨待聘僱，但是，女生當老師的社會聲望比起其他

臨時聘雇的工作而言，是比較得到社會肯定的。然而，r女生，當老師畫畫好」真的

最好鳴叫好美惠認為﹒



一、代課動機與路徑

我結婚後就沒有出來工作，生了小孩就在家帶核子，那時我家附近的學

校臨時找不到代課老師，剛好我先生的姊姊在裡面服務，就怨說我的學

叩根據代課教師聘任辦法，長短期代課教師以合格教師優先聘任，但因短期代課常無法吸引

正式教師，該法第四條亦指出若聘任有困難，得特大學畢業者或專科、高中學歷但過去曾有

一定代課年資者(教育部， 2日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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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應該可以來代諜，我那時也是認為在家無聊，雖然說當時孩子還小，

但是就覺得無聊，有一個工作機會也好，就這樣一路代課下來。(欣如)

那次用i好我小拔的老師有事請假，白為我常常在孩子班上帶經書活動，

對小朋友也熟悉，老師就請我幫他代諜，久了，別的老師也會找我幫她

們代諜，我覺得待在學校的環境讓我成長很多，跟孩子相處我會更了解

孩子。(秋菊)

此外，當孩子進入小學後，很多已婚女性會加入學校義工的行列或是參加學

校活動，學校鼓勵家長參與，而傳統也認為參與孩子教育活動是女人的工作和母

親的責任 (Dudley-Marling， 2001 ) ，母親進入校園不但可以了解孩子在學校的學習

情況，也能促進親師之間的交流，因此，當老師有事請假時，義工媽媽常是第一

入選﹒

我會去女兒教室當晨光媽媽，講成語故事、帶活動之類的，有一次她們

老師公假，就請我至，j她們班上代諜，之後我就常常在學校短期代諜。我

是覺得現在我們體力夠，我們可以做的話也是未雨且可繆'核子現在還在

花錢，所以我能多代一節課就多代一節課，能夠多代一天就多代一夭。

(佩瑩)

孩子的老師常是短期代課的引門/、， Evetts (1988) 對中斷就業的已婚女性到

校氫代諜的研究也指出學校在找代課老師的時候比較傾向找熟蹦甘人，例如學

生家長、老師的朋友或是男同事的妻子等。在臺灣，一直到幾年前，學校找短期

代課老師都是透過熟人介紹、推薦才得以進入校園，就像明明說的﹒「代課還是

要有人引薦，沒有人牽線的話是沒有辦法進來的」。因為學校對陌笠人的素 質

品行一無所知，藉由引薦人等於是有了第一層的篩選。但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

學校也接受一般大學畢業者投履歷表應徵， {:象受訪者佩瑩因為在原校代課機會不

多，她就自己投履歷表到鄰近學校代課。

(二)長期徒課

至於三個月以上的代課則稱為長期代諜，必須經過公開的甄試方式，由各校

代課進行曲肆、號負響輯

我第一次代課是在我先生服務的 A 學校，之後我先生調到 B 校和 C 校，

我也就跟著在 B 校和 C 校代課...... ，我好像從小沒有當老師的志向，只

是覺得這個工作比以前(做代工)待遇都好，時間方面也比較短又可以

兼顧小孩家庭，所以代課雖然不是最大的興趣，也陸陸續續代課十幾年

至今。(患綺)

我跟先生結婚後就辭掉我在臺北的工作，跟著先生到高雄來，就在先生

的學校短期代諜，一直代課到生寶寶就在家帶小子主 o 中間也陸陸續續找

過其他工作但都不是做很久，直到去年(民 91 年)才又回去先生學校代

諜，其實我蠻喜歡當老師這份工作，只是資格不符，只能來短期代諜。(玉

芳)

(一)短期代詩

三個月以內的短期代課教師之聘用較有彈性10 許多受訪者表示她們是透過

親朋好友或配偽的介紹進入校園代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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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受訪者目前都是校蜀中的短期或長期代課教師，她們為什麼會成為

代課老師呢?以下先從她們選擇代課工作的動機以及進入代課的路徑來了解，同

時也將分析比較長、短期代諜的不同。



'例如

、游美息

我們很不同意按照順位這個方式，像有些合格老師也不見得有經驗，我

去考試遇到過一位合格老師一畢業就結婚沒有教到什麼書，等孩子長大

了她就想要進入教育戰場，她連一天的教學經驗都沒有，可是順位卻排

在我們前面，妳說，公平嗎?還有過過一個實習老師，口試特連一個問

題都答不出來，就在那邊哭，結果人家是第一名上榜，就是因為順位的

關餘，妳說這公平嗎?我們的教學經驗都比她還長，我們對學生動態、

班級經營都很了解，難道我們會輪她們嗎? (欣對)

等到學校正式教師缺都甄選完，那些沒考上的合格教師就全部回籠來考

代理教師﹒....我去考菜園小的時候他們就叫我不要報名，他們說這是浪

費錢，因為當時總共有 76 個人報名，其中 75 個是合格教師，只有我不

是(秋秀)

當大量的合格教師流入長期代課的甄試場域中，因為順位的排序，使得原本

，無法獲得錄取;研究中有的受訪者甚至從

在「中小學兼任代課即代理教師聘任辦法」中規定，合格教師優先聘任是為第一順位，第二

已修完教育學程的實習老師，然後依次才是大學畢業、專科畢業、高中職畢業的之前

有代課年賞的教師。

剛開始我也有考過兩個學校的長期代理缺，分別都是半年的退休缺，但

漸漸有愈來愈多的合格教師參加考試，他們是代理教師的第一順位，所

以很少有機會輪到我們，我就沒再去考了，就在學校短期代諜。(秀茵)

合格教師擠壓到原本代課教軒的就業空崗待，自然引起許多代課教師的不

，受訪者秋秀就認為「既然目前已經開放那麼多合格老師，就等於是由市

使眾人皆紋，這是制度本身內含的侷限性。

其次是關於1價位問題11 在代課教師聘任辦法中規定甄試錄取的順位，這個

|起許多受訪辛苦的爭議

口試的時候，有些教評會委員水準也不是很高，問一些雜七雜入的問題，

像上次我就被問到: c妳結婚了嗎? J 我說我結婚了， c那妳結婚了我有

腦性麻痺約學生妳要怎麼處理? J 我就覺得這跟我結婚有什麼?關餘，還

問 T 一些不相干的問題好像就是為了把口試時問打發掉那種成覺，反而

沒有問我教學產程的專業在哪裡， ......所以才會有很多人覺得，網路上

也都說，已經有內定了，我們就是去陪考啊! (玉容)

我不想去考國小附幼因為比師資班更難考，為什麼呃，因為師資班妳如

呆努力還有考上的希望，附幼老師現在都是因小教評會聘的，我覺得這

個非常難，一方面是好幾十人爭一個名額，一方面是牽涉到有一些不公

平，底下會有人為操縱的因素，比較有黑箱作業。(秀珍)

我覺得教評會可能也有一些黑箱作業，聽到的傳聞很多，像我們這種沒

人事背景的話就一直陪考啊，很吃虧哪! (沛華)

然而也有受訪者認為自己受到教評會的肯定，得到很大的鼓勵﹒

其實這種周教評會的方式，如呆妳不是大學畢業妳很難考得上，我那時

空大還沒有畢業，但是他們的教評會對我很肯定，覺得我的教學方法

是所有參試者中表現最好的，所以他們錄取我，我得到很大的鼓勵。(欣

如)

評分是不是主觀，人選是不是已經內定，這些答案本就難有定論與共識，從

筆試、口試、試教，層層關卡的篩選理應是非常嚴謹的，但教評會的公信力無法

教師評審委員會(簡稱教評食)主辦或是幾個學校聯合招考，或是委託教育局來

辦。雖然看起來這是一但公平公蹋的甄試方式，但是從受訪者接受訪談待所透露

之訊息，也發現了這種公開甄試所引發的幾個問題

首先是教評會方面，各校教評會的素質不一，是引發參加考試教師的不信任

來源;本研究受訪者中有多位是現職的長期代理教師，她們對公詞甄試並不陌生，

英至可以說身經百戰，從她們的敘述可以了解教許會帶給她們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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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機制決定了，為什麼還要有優先條款來保護他們?你要的是一位代理教師，

還是要幫忙消化合格教師。 J '她們的心中不平，這是可以理解的。雖然順位的

排序是在保障接受專業訓練者的工作權，提昇專業的品質，但是這可能也形成了

一個盲點:政府所認可的「專業」偏重在文憑學歷，而忽略了實際教學的資歷，

因此，將一個毫無教學經驗的實習老師順位排在教學經驗豐富的代課教師前面，

自然無法令她們信服。雖然如此，但也有一些半年或不到一年的代課缺，因為比

較少人競爭，所以不是第一順位的代課教師才有機會考上，例如彥滿和日欣如自前

都在代半年的退休缺;這些代課教師她們因為順位問題必須退而求其次，在合格

教師競爭的刀口下，撿拾可以代諜的機會。

第三是師資培育制度的改變，自從師資培育法12在 1994 年公布後，教師的培

育不再僅限於師範院校髏系，這樣師資來源的多元化，使得符合教師資格約人相

對增加，也使得正式教師甄試競爭得非常激烈。在這樣的結構變化下，首當其衝

的就是自市範體系的畢業生，以前採分發制度，所以稱為「鐵飯碗 J 如今開放各大

學相互競爭，畢業生的就業機會相對就顯得不確定;受訪者淑妃就是一個這樣的

例證'雖然是師範院校的畢業生，但是一直沒考上正式教師，從婚前到婚後一直

擔任長期代課教師，旦前仍處於不連續就業狀態。

此外，為了因應政府財政困難，教育局利用行政命令希望學校不要聘滿，要

求每個學校要留 8%_12%'3的缺額給兼任代課老師，以免隔年若滅班時，老師超

額難消化，在這種保留缺額的情況 f' 每年新聘教師的真額相對就減少:

學校現在退休不見得要補新老師，因為它怡飽和嘛，每問學校都飽和的

話，它就沒辦法分配這些老師，所以它寧願請代諜，很多學校它不願意

請正式嘛，反正代課一年後你走人學校也不用負責。(淑妃)

12 師資培育法第四條規定。師資及其他教育專業人員之母育，由師範校院、設有教育院、卑、

所或教育學程之大學校院實施之。該法於 1994 年 2 月公布(法務部， 2003) 。

13 每年要求保留的比例不定，以高雄市的園中為例，往年保留比例多為 3%到 4% '

(2000 、 2001 、 2002 年)來大幅提耳為 8%至'J 12%' 學校;，會在規定的比例

任老師或是校內老師超鐘點，有些學校還會多保留一些比例周末時代理老師不聘正式教師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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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每個學校都沒有聘滿，聞放給正式教師的缺額就不多，也囡此有很多台

，只好流入長期代課的職場。雖然說激烈競爭下可提高代課教

，但是這種以代課教師來替代正式教師的員額，代課教師的流動性特質

，學校人事的頻繁異動是否也會對教育環

，實在值得關注。

還有，大曼的人力投諸在每年甄試的考場上，不論是長期代課甄試或正式教

，都帶給甄試者莫大的壓力﹒

我每年只要八月考上了代諜，就覺得鬆了一口氣，可以放鬆一年不太會

去想這件事，然後就可以在教學上好好用心，但是到五月底的特候那個

焦慮(考試的壓力)就會跑出來......每年暑假都好苦，要是沒有考上，

那一顆心就一直提心吊膽......尤其今年真是非常非常慘，合格老師來考

代諜的太多了，我考了快十個學校都因順位問題沒有考上，到後來我都

快得憂鬱症了，按著九月就開學 T' 我那時候憂鬱到看到瓦斯爐，腦海

出現的就是爆炸，我在切水呆，我看到就是流血..... (秋秀)

我先生每到七月就會陪我去考試，一直到考 C 函中那一年，他才真的是

很煩，會抱怨啦，因為 C 函中很遠(外縣市) ，一方面也是我考了太多

學校，他的心情也跟著我起起伏伏的，難兔他會抱怨，說實在的，每年

這樣考試，我也真的很累，真的很累。(淑妃)

具有合格教師資格的淑妃，在正式教師甄試失利之後再繼續考長期代課甄

，一個學校接著一個學校的考，壓力真是沉重。受訪者沛華也是位合格教師，

，使她喪失了自信心，在訪談中不斷豆豆複說 ·r我太

，我真的很不會考試」、「很丟臉，考了那麼多年還考不上 J '讓人覺得不

，因為合格教師太多了，一年叉一年的甄試落榜真的磨消了許多人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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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代課的職場之後，代課教師的工作經驗又是如叫可呢?從她們與學生、家

長、學校教師、學校組織之間的關係與訪談中所提及的互動經驗，可以讓我們了

解代課工作的甘與苦。

代課經驗與職場位置恆、甘苦交響曲

謬的教師，就無法參加長代甄試，而合格教師是代課教師中流動空間最大的，雖

然她們同時具備正式教飾、長代教僻、短代教師三種資格，但她們為求工作穩定，

當然都是以參加正式教師甄試為主要考量，其次才考慮長期代課的甄試機會c

(三)于星期徒謀教師與代課學校較智地緣獻策

研究中也發現短期代課的受訪者與所代諜的學校通常都有地緣關係，不是在

孩子上學的學校，就是離家不遠約學校。Pratt與 Hanson ( 1993)的研究曾經指出

已婚女性的勞動參與受地緣的影響，本研究也發現，像受訪者中的明坊、秀茵、

惠綺、佩瑩都是在住家附近的幾個學校代課，而玉芳、宣潔、秋菊、淑貞更是只

代課過一戶丹學校，那就是孩子就讀的學校。兼職的短期代課工作，選擇離家近可

以便於照顧家庭荊日小孩，這是已婚女性選擇再就業的主要考量之一。

不同於短期代課，長期代課的受訪者與所代課學校就不像短代教師那樣具有

地緣關係。長期代課需要經過公關甄試，有比較長期的聘僱以及較佳的待遇褔利

(棺較於短代)，對於學經歷條件較佳的已婚女性，就會把握這種工作機會。例如

受訪者欣如，捨棄住家附近的短期代課機會，考上離家較遠的學校;淑妃甚至跨

縣市在某學校長期代課呵年。然而，長期代課的學校雖然較遠，但也都是在受訪

者自認為可以接受、能當日往返的能圍內，就如淑妃說的:r我成家了，我家就

在南部，所以也不能跑得太遠J '因此，家庭約因素多少仍影響著已婚女性選擇

工作的地點。

綜而言之，僧愈來愈多，粥愈來愈少，很多合格教師流入長期代誤的職場，

成為教育後備軍的 員，而因為順位排序也使得原本在長期代課的代課教師轉戰

短期代課的職場，這樣環環相扣的結果，改變了代謀職場的教師人力供需生態。14 短期代理代課以終點費支持，長期代理代課則台本薪、加給、及嬰金三種，其主給標丰由

縣市政府訂之(教育部， 2002: 207)
15
長期代理教師可享有婚、喪、產假等福利以及假日、寒暑假給薪，短期代課教師則沒有

育部， 2002) 。

16 受訪者目前的順位條件與代課性質事見附錄一。

17 受訪者指出她們所代的專聿缺是教育部為因應九年一貫課程而推出一些專韋計劃，倒對推

行母語、鄉土教學或是表演與藝術等課程，以專業經費聘任具有相關專業生回能者為代理教

師，經費用暮或聘約到期則結束代理。專案缺的錄取困縣市不同而有差異，以高雄市為例，

雖仍按順位排列但也開放給一般大學畢業但年賣不符代課辦法者報考，高雄縣的專

限學屋，以專長錄取。

二、長、短期代課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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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代謀與短期代課除了在工時、待遇14 、福利15等制度方面的差異以及上述

進入校園代課途徑不同之外，長、短期代課教師之詞還存在著以下的差異﹒

(一)代課教師學、經歷條件影響其選擇長期敢于星期代課

個人的學經歷順位條件會影響代課性質呵，高中織、專科的!煩位都在後筒，

參加長期代課甄試的錄取機會不大，戶脫這些代課教師多為短期代課，例如明明、

秀茵、惠綺、淑荷等;也有些人因為代課年資不符甄試規定，即使大學畢業也無

法參加考試，如宣潔和佩畫畫就是，因此也只能在學校短期代課，專案17的長代則

是因為有些縣市不限學歷，所以可以看到研究所的雪玲和高職的周舒自前都是專

案長期代課教師。但是也有例外的，t象儀如，她的!煩位是第四順位，因甄試恃無

前面順位者報考所以考上長代，不過這種機會真的很少見。區此，從學經歷的根

位條件可以、看出受訪者人力資本(包含學歷與代課年資)的差異，這同時也影響

著她們在長期代謀與短期代課之間的選擇。

但是必須注意的是，甄試，總是有人考上也有人落榜，

能因為落榜而從事短期代課，主容就是一個例子，她沒有考上正式教職，退而求

其次考長期代理，在代理兵缺結束到下一學年度再參加甄試之前，就有幾個月

檔都在短期代課;所以長期代課與經期代課之間是流動的，欣如、彥滿也是如此。

人力資本越高的受訪者，在長、短期代課的流動空情就比較大，反觀只能短期代



學校老師中大部分都很手口氣'1:旦就是有幾個會有那種階級的態度，我是

有一年我代諜的學校是很典型的貴族學校，那時候是三十幾個考兩個，

三十幾個都是碩士，雖然說他們很認同我們考進去的能力，但是你可以

明顯成覺出來那邊老師對代課教師不敬!他對妳的教學很質疑，比方說

那年我教數學，有一單元的習作我覺得可以連貫到下一單元，所以就沒

有叫學生寫，那身為家長的學校老師就馬上質疑﹒ ﹒(秋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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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代課教師不是正式教師，相對的就比較容易遭受來自家長的質疑，會特

關注她們是否真備足夠的專業能力;但如果贏得家長的信任，長期代課下來也

獲得家長的肯定與支持。

除了和學生、家長的互動外，代課教師和學校教師棺處的機會也不少。有些

訪者表示，她們會明顯感受到部分教師對代課教師的排擠.

可以處理。」

而長期代課因為代課時間很長，學生比較不會將之視為代課教師，反而是家

:會特別關心代課教師的專業能力與教學品質﹒

我覺得代課讓我比較困擾的可能是家長的信任度吧，因為我之前代過兩

次長期病假缺，都是將近一年的，剛開始家長對我不信任，有來學校跟

我談過，質疑我的學屋質疑我的經驗，但是我就跟他們說:'我會盡心教，

請你們放心J' 我也有跟他們說明我的教學理念。我就想說，退我的實力

證明給你們看，結果到後來家長都很信任我，等到教育局派正式代理老

師來，我必須離筒，家長又去抗議為什麼要換老師，我代得很好，他們

捨不得我走。(欣如)

我覺得家長是讓我在代課過程中比較困擾的，有的家長會用妳什麼地方

沒做好的那種角度來看我，我星星覺啦，他們會用挑剔的眼光，......或者

我誤會了，我也不清楚。尤其今年代課是一年級級任，你也知道，一年

級的家長總是比較關心，太關心了。(淑貞)

但是與學生約互動不盡然都是夫樂的一面，

飾，而有不同的對待方式﹒

我跟學生相處還蠻愉快的，他們說我是帶到孩子的心，我自己是很認真

在做..... (宜潔)

因為代課是短時間，你要一下子就了解他們的習性，不太容易，現在小

朋友很聰明，因為你是代課老師，他們就會告訴你一些不正確的班級規

則，然後你就會被他們騙了，就會有些事情沒有處理好，雖然他們老師

回來不會說什麼，我還是覺得有一點點疏失啦! (玉芳)

我們代課老師在學生管理上比較難管理，學生比較不那麼尊敬你，.•..••

我成覺學生對代課老師多少有另一種看法，另一種對待態度，一般學生

只怕導師，就是比較不在乎代課老師。(惠綺)

在學生環境裡面我是覺得跟學生互動很好，西為短代接觸的學生很多，

有老師跟我說，我站在校門口當導護，跟我問好的小朋友比跟校長問好

的還要多，可能是短代接觸的班級變多的，學年也蠻多的，一兩星期下

來跟孩子相處都有很好的互動性，長期下來整但學校的學生都認識我。

(欣如)

從學生所表現出來約反應可以理解代課教師在學校環境中的位置，

時性的教育任務，所以有些學生會對代課教師不在乎，叉因代課J持間比較短，

以老師無法很快了解每個學生的習性，在班級常規方面就比較不容易控制;但

有經驗的代課教師會很快進入狀況，例如受訪者玉容就表示﹒「可能我比較有

驗吧，對學生的反應很快就能和他們互動起來，教了這麼多年，班級常規應

學生與代課教皇帝的互動是帶給代課老師最直接的感受，

學生的棺處，例如宜潔和欣如﹒

一、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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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敏成的人，人家把妳視為次等的人，雖然不是很明顯，我就成覺不舒

服。(可不可以說仔細一點? )像有些老師明白月私下跟我相處都很熟，但

是如呆有別人看到她跟我在一起，她反而刻意要和我保持距離，好像不

想讓別人認為她和我是一夥的。(宜潔)

然而也有受訪者認為這種差別感受不全然是因為正式與代課的位階1!l1l分所

致，雪玲就表示: '有時候老師對對方的意度是因為交惰的關係'妳今年關來，

一年後妳叉要走，交情都還沒有培養出來，所以也很難說能夠哪些什注重。」代

課的性質就像過客，一年一騁，今年代理結束明年是否還能留下，的確是個未知

數，如果是短期代課，那來來去去的頻率就叉更高了，在這樣不穩定的情形下，

要發展和一般老師相同的多年交情並不容易。但是也有受訪者像儀如，不僅和學

校老郡的感情很好，甚至在她最困難的時候，許多老師都伸出援手，而瑞敏和學

校老師之間的感情，也是她代課結束的時候很難以割捨的，

我從婆家搬了出來，跟我先生分居，生完小孩那時候都不知道尿布奶粉

錢在哪裡'都是我同事幫我做的月子， ......之前，學校老師也都會一直

想要幫我找短期代諜的機會， ....像這次代課前我已經失業五個月了，

也是他們通知我有這個考試的機會，我才能再來代諜，每個人都對我很

好，我很~謝他們。(儀對)

代課過程中讓我比較痛苦的就是，每次不能再繼續代的時候，離開他們

會覺得很難過，因為在學校待那麼久了，有兩個學校我都待了六年. ....

唯一到捨不掉的就是和同事的成情吧。(瑞敏)

二、組織制度

學校中制度的安排也影響著代課教師的工作經驗，例如排課的問題，有受全

者表示長期代課教師的課比一般教師上課的節數來得多而且科自雜亂:

那年學校排我教三個年級的自然課再加上三年級的寫字諜，別的老師跟

我說，哪有一個自然派三個年紋，那是在欺負人，…-我那時候真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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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了，不曉得是怎麼過來的，妳要準備好幾種教材，出好多份考卷，三

年級也是剛閉始學寫字，很難教，每天課都排得滿滿的，我會覺得說如

采我是學校正式老師，學校就不至於這樣對待我。(淑貞)

我雖然是績優運動員派到 A 學校，但是我也上過自然、社會科那些，所

以有點類似打火隊，學校少什麼就叫妳上什麼，但是本科益的體育課還

是占大部分的節數，直到調到 B 園小，我好像都只教自然，專門自然諜，

那一年就教五年級自然，最難的。(照理來說，妳的專長應該讓妳教體育

啊? )所以有時候學校的體制很難講啦，他並沒有說專才專用，就變成

說哪一料沒有人要教，就去支援，因為妳是代課教師妳沒得說妳不願意，

妳不願意妳就走嘛，現在外面等著代諜的人多的走。(瑞敏)

而短期代課的課務則更複雜，因為是臨時性的教學任務，通常是代課前幾夭

7會通知代課教師來代哪個年級的哪一個科目，惠綺就表示，短期代課的辛苦

還有時候一下子要教這個年級，一下子要教那個年級，有時候課程會比較不

A悉，尤以近年版本不同更甚」。不論是長期代課或經期代諜，代課教師沒有籌

f可以要求學校安排什麼樣的課務，她們就像瑞敏比喻的救火隊，哪個老師今天

了，就趕快請短期代課老師來上課，這學期哪個科目沒有人要教，長期代課

師就要撿拾這偶科目來教，這是她們覺得辛苦的地方。但是這種短期代課的匆

縛，或是長期代課的非專才專用，都讓我們對代課教學品質有一層質疑。顯

學校對代課教師的職前培訓並不周延，只是把代課教師當成正孔教師的候補

，著眼在「代課」而忽略了「教師」應具備的專業要求。 Parker (1 990) 的論

:提出對代課教師的適應與訓練方案，認為教育行政單位和學校都有責任在職前

wll代課教師，使代課教師適應學校環境，進行有效教學。而本研究的受訪者大

表示學校並未特別針對代課教師進行職前與在職哥 II練的方案，顯兒代課教飾的

哥i卜直未受到重視。{象受訪者瑞敏，是績優運動員分發到學校長期代課，不教

1育課卻上自然課，只因為該年級白然課沒有人要教，這樣的分配形同人才的浪

，可見代課教師作為教育界的勞動後偽軍，其專業性是被忽視的。

其次，有些受訪者也提到學校在代課教師與般教師之間有不→樣的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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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有一年在某個國小當長期代理教師，學校就把幾乎全部的代課老師

都排在那個學年，八個班當中有五個班是代理教師，每次行政人員要罵

就會找那學年開刀。(秋秀)

我們代課教師沒有選舉權啦，像還合作社理監事、教評會、教師會......

我們都不可以參加，還有在輪學年主任的時候，遇到代課老師就跳過去，

不用當學年主任，反正我們也不是正式老師啦! (明明)

雖然是置身在校園中，但是代課教師因為不被視為正式編制的一員，

法參加學校教飾的團體組織。代課教師不能加入教師會呵，就好像工會反對兼

工作者進入工會一樣。因為工會不支持彈性勞動契約剝皮，於是兼職者、部分

持者都成了不受工會保護的勞力市場孤兒(朱柔若， 1998) 。就勞動市場來說，

式全職勞工和兼職工作者彼此之間有著微妙的競爭踴係，當學校以聘任代課教

來減少正式教師的聘用員額峙，正式教師與代課教師之間是工作機會的競爭

係，但是在教師有請假需求以及整體教育經費臼講話挖掘的狀況下，代課教師的

在卻叉是無法避免約事實。

沛學校在排諜等方面的不平等措施，也更深化了她們的邊緣處境，

「我們代課老師是學校的次等公民」。

三、待遇福利

關於待遇的問題也是很多受訪者提起的，例如短期代課教宮前的代課費:

像代課費的底薪也沒有統一，有的學校算三十天，有的學校算三十一天，

事病假老師自己付的價錢各校也不一樣，有的半天五百元，全天一千元，

有的是按照我們代諜的薪水算一節多少，也有的是依目前鐘點二百六十

元來計算，很亂啦! (秀茵)

我覺得代導師的課整天都要守在學校，而且導師的雜務一大堆，晚上還

18 有些學校准予代課教師成為聲譽會員，但沒有選舉權。

教育界的

要接家長電話，更氣的是明明規定我們代課可以領導皇帝費，學校人事怕

府L煩，就說代一天、一星期都沒有，只有代一個月才有導師費，雖然導

師費一天只有幾十元，但是這樣苛扣會讓我覺得做白工，也不被尊重。

(明明)

像學校規定說妳今天代哪個老師的課妳就要代他站導護，可是老師站導

護有領到導護津貼，那我們幫他站導護都沒有錢啊，雖然錢不多，但是

戚覺不好啦! (淑荷)

雖然各項細目的薪資金額不多，但是對短期代課教師而言，這是學校制度的

，如果代課費的標準不一或是東苛西扣，會讓她們無U戶吊車從，同時也惑覺不

而長期代理教師的薪資雖是以學歷計薪支領月薪，但是並不像一般教師的薪

恤訂I叫一{+/，+互4卅金志，除非等她考上正式教師，這些年資才得以計算站，

r 1?-看我已經長期代理十幾年了，我的薪水都還在三萬初，

費還要打八折。」另外，讓目前是長期代課教前的沛華覺得納悶的

，為什麼都是教師，可是一般老師參加的是公保，她們代課教師卻是勞保「我

然是合格教師，但是代諜的薪水且在一般正式老師還是有差別，我以前在私立學

t有私校公保，為什麼 Z且在在公立學校卻反而是勞保，而且也不能參加退樵基

,..... J (沛華)。

不論是長期代課或是短期代課，代諜工作的彈性勞動特質，隨詩遞補正式員

的工作、雇主不需負擔福利與退休金，都讓代課教師成為教育界的勞動後備軍 0

日而，這群教育後備室主為什麼以女性占大多數，我們不禁要問「性別」究竟在代

教師這個行業中扮演什麼影響呢?這將在下一節中作探討。

詳細規定請參閱教育部(1994 )、 (2002 )。



一、性別分工的生涯發展

已婚女性選擇代課工作，與父權社會的性別角色規範有很大的關係。以下分

三點來作採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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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待在家裡很好，我喜歡在家裡，我覺得小弦要先教好，以小孩為

重，我先生他也不覺得我需要上班。(淑貞)

小崩友的成長過程，我覺得自己帶會比較看得到，而且，也是蠻好的一

個紀錄，因為他如果讓株母帶，柏對的，他就有一些習慣llR家人會比較

不一樣，他回來就要適應兩個不同的習慣，我是覺得如果在能力範圍內

就是自己帶兩個小孩。(玉芳)

我一直覺得我的收入是額外的，有的話最好，沒有的話也沒關條，所以

雖然代課薪水不多，畢竟家中里的主要收入不是來自我這邊，還不需要靠

我啦! (佩瑩)

先生賺的錢我們夠用，他的錢就是大家的錢，我們都不分的，他的錢就

是奏家的。(那妳的代課費呢? )我的代課費我也沒有去碰它，我只是期

待說存一筆，給我兒子或我女兒。(淑貞)

我們家的經濟來源以我先生為主，我的代課費是我的私房錢，所以我不

會很積極賺錢，他的是我的，我的還是我的。(欣如)

王百合、游美息

當己婚女性因為家庭的角色而離開職場，這對她們的生涯發展是很不利的，

因為子女長大後她們想要再度就業有其資歷流失、工作經驗不連續的困難性，因

此安部門不容易再回到原來的職業工作(J ackson ， 1991 )。從人力資本觀點的分析，

作經驗的中斷是婦女勞動參與的重要影響變項之 (王麗容， 1995) ，而已婚女

時斷持續所累積的人力資本價值常被打折扣，得不到雇主等值的評價(朱柔若，

1998)。所以代課成了部分已婚女性再就業的優先選項，一方面因為短期代謀職J易

不要求銜續過去的工作資歷，另一方面又可兼顧學齡的子女，這可以說是父權文

化規範對已婚女性就業生涯的結構限制。

另外，在性別分工的家庭觀念中，先生負擔家中主要的經濟來源，己婚女性

』是在履行妻職母單單「之餘」從事代諜，代課薪資被視為家庭的次要薪水，或是

婚女性賺零用錢的來源

性關與代諜的關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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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女聲』唱鹽、

我在那家公司工作得很愉快，因為我先生要去英國唸書，我們一家三口

要跟著去，我就把工作辭了，雖然老問一直挽留我，還說要幫我留職停

車弄半年，但是先生說一年半載田不來，所以我還是放棄了那份工作。

(宜潔)

是我自己辭掉工作的，因為我要自己帶小孩，我覺得小孩子還是自己帶

比較好，小孩子比較重要啦! (淑椅)

我生完小孩就辭掉工作，我是想小孩的童年只有一次，我們也是希望說

給他比較完整一點，所以當時是以小孩排第一位。(雪玲)

我先生是職業軍人服務地點在A市，我的工作在B 市，我想相隔兩地總

是不好，所以婚後一兩個月我就辭職搬去先生那邊，.....後來找到一份

公家機關的工作，可是有小孩後我先生就叫我辭掉工，章，因為他常有輪

調外地的機會，希望我帶著孩子是固定的，不要說爸爸不在家、媽媽也

不在家，那種成覺不太理想。(慧美)

教育研究集刊

因為結婚或是以先生生涯為主的「妻職」角色常讓已婚女性中斷自

生涯 (Reskin & Pa昌avic， 1994; Sterrett, 1999) 。而「母職」

求，更容易讓女性中斷就業以成就家庭責任。

本研究的受訪者，在婚前大多有份全職工作，然而婚後卻處於不連續就業的

生涯狀態，這與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有關。她們有人是因為妻職、母職

角色而中斷就業的﹒

84



子。(沛摹)

教職是普遍認為適合女性的工作， llP使嘗不成正式老師，當代課老師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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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不想再去找那種約束的固定工作，也不考慮回去商場上那種競爭

的日子，我先生和孩子也都不喜歡我再去上班，所以這種代課蠻有彈性

的，我還蠻喜歡這樣的，工作、家庭都可以兼顧。(宣潔)

不是很有壓力，不會說誰要盯妳啦、怎麼樣的。而且我小孩也顧得到，

我又可以照顧到家庭和小菇。(佩瑩)

未來的生涯發展

對於未來，可能會一直在這裡當義工媽媽吧，反正有代課機會就去代，

沒代課就當義工，讀經、教資源、班也都好，因為我對這裡的環境比較熟

悉， ....至於家裡的經濟還是以我先生為主啦! (秋菊)

對於這些己婚婦女，代課一職是這群代課教師就業生涯的終點站，還是中繼

所以我們可以說是「女生，室，老師很好」的想法以及代課工作可兼顧家庭，

「選擇」了代課。

如呆這個學校還有缺的話當然就繼續待，如呆沒有，可能還是會先找代

諜，再去考別的學校代諜，因為我蠻喜歡學校的環境，而且我的孩子小，

這樣比較能照顧到家裡， ......雖然這樣長期代課也不是辦法，但我先生

會尊重我，不會叫我一定要到外面找一份正式工作。(秀珍)

我覺得短期代課也不錯啊，臨時鐘點的好處就是，我可以照顧到家庭又

可以嫁到零用錢， ......我不想再去外面找固定的工作，我不要每天被綁

得死死的，今天工作明天休怠這樣子比較好，反正老公有工作就好了。

(嗎明)

代課的時間彈性是許多受訪者提到這份工作吸引人之處，尤其是短期代諜的

，成認為這樣有課就來沒課就走的彈性，甚至比盟定工作享有更多的自由。

，雖必須同正式老師上下班，但也認為學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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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我現在短代也很好啊，第一個，工作沒什麼壓力，有啦，也是小

有壓力，小朋友不交作業要想辦法怎麼治他，可是相形之下，土起課來

我覺得當老師很高尚!像我們回鄉下，人家問我在做什麼，我就說我在

做代課老師......我也不用解釋得很清楚啦，因為妳只要講是「老師」大

家就會覺得妳的職業很高尚啦! (明明)

當老師的工作在一般人的眼光中是很神聖的，像我來學校當代理教師，

我婆婆就很高興，我先生也很支持。(用舒)

整個教學環境帶給我的就是單純的環境，因為我不想去人際複雜的環境

生活......如果妳跳說這個職場到另外一個職場去，我可能覺得不能應

付，像那個壓力之類的。(欣對)

我先生希望他的另一半是比較有成就的，比去口說老師也是份很理想的工

作，出去介紹的時候就會說我太太也是個老師，他就覺得這樣比較有面

二、教學女性化

已婚女性選擇了兼職或部分工時的工作，但是這種微薄的薪資使女性仍然處

於經濟依賴的位龍 (Abbott & Wallace, 1997) ，也無法爭取像全職工作者的待遇

與福利，而臺灣的社會安全制度是以職業為基礎，末就業的女性無法直接獲得保

障，必須依賴家中薪資工作者，更強化其所受父權家庭的控制(傅立葉，1995) 。

此外，一旦家庭結構解組(例如離婚或喪偶)，說為零用錢的微薄代課費可以養活

已婚女性自己(或子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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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教學環境的單純，一般成認為適合女性，女性也因為從d、的社會化過程，

形塑成聽話、守規，避免去接受挑戰性、衝突性的工作 (Go1ombok &

1994) :



鹽、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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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長期和短期的代課教師們，使得教育的戰場總是充沛著源源不絕的勞動

:偽軍。代課教師的工作，因為可以兼顧家庭角色的扮演，因此成了部分已婚女

己再就業的工作選擇，這當然反映出父權結構下女性的行動與選擇仍不脫私領域

:束縛，不論是在意識型態的層面或在現實的日常生活安排上。

短期代謀職場的進入比較容易，已婚女性更容易因為配偶是學校教師或是在

其子班上擔任義工媽媽而進入校園代課。至於長期代課貝日須經公路甄試，但是甄

時方式、順位的規定，以及師資培育制度的改變等問題，也都影響著代課教師

!工作機會。

此外，短期代謀與長期代課雖然在工時、待遇、福利等結構方面有所差異，

越高人力資本的代課教師在長緩期代課之間的流動空間越大。而研究中也發

:短期代課教師與代課學校較有地緣關係，不是在孩子學校就是附近學盔的學

，區為黃豆期代課若離家近可以兼顧家庭;長期代課的部分別無此地緣鞠係。

代課教師的工作經驗充滿著古與苦，代課工作的短暫住與位階的邊緣性都會

響學生、家長或學校同事對待代課教師的態度與評價。而學校制度的安排，不

視代課教師的專才專用，忽且各代課教師職前與在職的專業培訓等，也都呈現出

課教師所受到的差別待遇。此外，代課教師的彈性勞動特質與非正式編制的職

，使她們無法加入教師會，因此也更深化了代課教師弱勢的處境。

最後，不論是煜期代課或是長期代諜的教師都以女性占多數，這固然與教學

性化的職業屬性有關，但已婚女性因為妻職母職中斷了就業，選擇代課能兼顧

，看似皆大歡喜的結果，可是已婚女性白身的就業生涯發展郤被犧牲了!

我目前有在另一家技術學院申請講師，我已經拿到講師證，希望能去那

邊當講師，就等那遂有沒有缺...... ，我覺得我已經唸書念到現在這樣子

(博士班) ，我也想把所學的東西能夠學以致用，希望以後有機會能夠出

來聞幼稚囡或是聞美語補習班，這些都是我的專業，但是要等小孩子大

一點。(雪玲)

我在七月代課期滿之後，打算到朋友閥的餐廳工作，所以我琨在晚上都

有到那邊幫忙，為 T 以後鋪路...... ，我覺得下次再長期代諜的機會不大，

我是個單親母親，有孩子要養、有房貸要付，所以也不考慮短期代諜，

我想要找一份全職的固定工作，為自己的事業做一番努力。(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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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純、叉可配合自己孩子上下學，也能兼顧到家庭，是 f圓滿意的選擇。然而，事

實就像刀子的兩面，代課的彈性固然能帶來自由，但正因為它的彈性，代表了這

個工作的非固定性、非必要性，相對的所能得到的工作保障和福利就遠不及正式

固定的工作，然而在以家庭為重的意識型態下，這些條件相對來說就比較不受至 2

重視。

但是有些具較高人力資本的長期代課教的，例如合格教師的淑妃、 j市華和玉

容則以正式教都為未來主要努力目標，目前的代課工作只是過渡階段;而秋秀和

瑞敏也即將修畢教育學程成為合格教師，也許不久的將來，這五位受訪者都將離

開代課教師的戰場通向正式教師的行列。也有受訪者雖然不是合格教師，無法參

加正式教師甄試，未來將離間代課走向另一種就業生涯，雪玲和儀如可能就是如

此

雖然傳統的性別角色分工使部分的己婚女性以家庭為章，而選擇中斷就業或

是以兼職工作因應，但是「性別」絕不是單獨存在的影響因素，從受訪者的訪談

\資料中也發現，人力資本、個人就業意顛以及婚後家庭經濟狀況，都在影響著這

群已婚女性對代課一職的看法與未來生涯的規賣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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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受訪者基本資料一覽表

姓名叫年齡21 1 學歷
代課 代課學校 目前代課

目前代諜j價位自
年資 資歷 性質位

明明 41-45 崗中 年 國小 短代 第五頓位

秀茵 46-50 專科 12年 國小 主豆代 第四順位

惠綺 41-45 局中 年 國小 短代 第五i煩位

淑荷 46-50 局中 15 年 國小 想代 第五順位

秋秀 31-35 研究所 6 年 屋里中、扇小 長代 第三頓位

彗玲 31-35 研究所 1 年半 國小 長代 專案缺

慧美 41-45 專科 6年 國小 短代 第四Ii員位

4立了仿廿是7 31-35 研究所 2 年 國小 長代 第一順位

:§:潔 41-45 大學 1 年多 國小 短代 年資不符不列入 II買位

欣如 36戶40 大學 13 年 國小 長代 第二順位

秋菊 41-45 專科 1 年 圈小 短代 年資不符不列入!關立

淑貞 46-50 專科 7 年 國小 短代 第四順位

佩瑩 36-40 大學 4 年 國小 短代 年資不符不列入順位

沛華 46-50 大學 7 年 園中、國小 長代 第一順位

玉芳 31-35 專科 1 年 關小 短代 年資不符不列入順f立

秀珍 36一40 大學 4 年半 國小 長代 專案缺

淑妃 31ω35 研究所 4 年 屋里中、園小 長代 第一頓位

f義如 36-40 專科 2 年多 國小 長代 第四順位

彥滿 36-40 大學 5 年 蜀中、園小 長代 第三聞單位

周舒 36-40 高職 年 國小 長代 專案缺

瑞敏 36-40 大學 14 年半 函中國小 長代 第三頓位

2。所有受訪者均以假名呈現。

21 受訪者年齡以組距呈現，以模糊其個人特徵。

22 代課性質是指長、短期代諜。短期代諜，每次代謀不起通三個月，不須經過甄試，

課是指一次代謀在三個月以上，需經過公問甄試，順位錄取。

23 合格教師為第一順位，實習教師為第二順位，大學畢業曾有一定代課年資者為第三順位

專科學歷曾有一定代課年資者為第四噸位，高中學歷曾有一定代課年資者為第五 pill位

見代課聘任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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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是專業或是觀念簡單性的

忠誠執行者?文化再製理論的撿證

姜添輝

摘要

文化再製理論揭示社會階級再製根源於學校課程內容，其運作環節是藉自知

，以達到社會控制的目的。此種控制機制的運作往往

，應對於此種歸聯性，本研究對7位重詞語科種子教師進行24次深度訪

。研究發現顯示受訪者並未脫離「工具理性」的束縛，甚至扮演「忠誠的執行

，此種現象根源於欠缺文化批判的視野，因而以「歸因論」來合理化教育結果

'致使他們以「心理學導向思品在」處理低成就學生的問題，r適性發展」

!出的「一技之長」不但未能解決此種問題，甚至強化「文化再製」的可能性。

鍵字:文化再製、工兵理性、反智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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