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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 1994年《師資培育法》為準，區分為國家以公費培育整體師資的「師範教育公

費制度」，以及公費培育部分師資的「師資培育公費制度」，探究公費制度發展之設計目的、

演進及其限制。經過歷史探究後，歸納之結論如下：一、公費制度設計目的從養成國家教師

再到均衡區域師資，其功能包括吸引優秀人才穩定教師素質與促進社會流動；二、隨著社會

環境變遷，師資培育公費制度包括公費待遇、服務義務、賠償公費等規定，與師範教育公費

制度的原先設計差異不大；三、師範教育公費制度的舊問題延續至師資培育公費制度，包括

公費制度未因師資培育模式不同而免其存在受到質疑、培養教師專業知能與態度功能有限及

公費制度吸引優秀人才有限，使其新制度是否能解決均衡區域師資的目的，仍有待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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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制度是一種社會秩序，是一種明確的狀態或屬於社會的特性，亦是社會在生產過程下的

產物（Jepperson, 1991）。對人類行為而言，制度的產生乃為定義人際關係及人際關係中各種

行為並加以規範；而制度的規則代表著社會秩序角色關係或規則，蘊含著社會規範個人行動

的期待（Parsons, 1951, pp. 36-39）。因此，制度的產出有其國家與社會的價值或期待，透過制

度加諸於個人的行為規範與角色期待，以達到國家所欲之目的。然而，制度是會改變的，為

了因應社會變遷而產出符合當時的社會規則，或解決社會問題。因此，探究制度的目的與功

能及其改變的脈絡，有助於爬梳制度發展理路並作為制度調整之參據。 

檢視我國師資培育制度中，由國家培育師資的公費制度是歷經百年而不衰。光緒 29 年

（1903年）張百熙、榮慶、張之洞重定學堂章程時，便提及「優級初級師範學堂均不收學費」

（顧明遠，2015，p. 1774），由國家經費支持培育師資。至 1944年行政院公布《全國師範學

校學生公費待遇實施辦法》，劃一全國師範學校學生公費待遇之實施，確定小學教師的公費

養成制度，爾後於 1970年修正為《師範生公費待遇實施辦法》（教育部，1984，pp. 599-600, 

603）；而中學教師的公費制度則由《師範學院規程》第 22～26 條所規範（教育部，1984，

p. 603）。1979年《師範教育法》第 15條規定：「師範校、院學生在校肄業期間免繳學費，

並以給予公費為原則」。配合該法的實施，教育部於 1982年將原有的《師範生公費待遇實施

辦法》修正為《師範校院公費學生公費待遇實施辦法》（教育部，1984，p. 601），作為我國

中、小學師範生公費制度之法源依據。隨著 1994年《師資培育法》的實施，我國師資培育模

式已從計畫式師範教育改為市場式師資培育模式（吳清山，2006；林新發、王秀玲、鄧珮秀，

2007）。根據該法第 13條規定，師資培育以自費為主，兼採公費及助學金方式實施，公費生

畢業後「應至偏遠或特殊地區學校服務」，調整為部分師資由國家公費培育之制度。整體而

言，政府以國家經費培育教師的公費制度，迄今已逾百年。 

從清末開始便由國家經費培育師資，探求公費制度的目的在於由師範校院進行教師的養

成，公費制度與師範教育有著緊密的關係；但師資培育市場化後，師範教育的轉型與公費制

度之間的關係不復過往，然公費制度的目的是否仍相同？又欲解決何種問題？而原由國家計

畫培育與市場多元的公費制度有何異同？此為研究動機之一。 

根據前述，我國師資養成公費制度的發展最為明顯的分界點是 1994年《師資培育法》的

公布，1994 年之前為國家計畫公費培育，是為一種「師範教育公費制度」，以國家的立場培

育全體師資；1994 年之後則是市場多元自費培育，是為一種「師資培育公費制度」，公費培

育師資僅限於保障偏遠地區和特定類別的師資來源無虞（教育部，2002）。所謂「師範教育

公費制度」，是由政府採用國家經費支持教師養成培育方式進行，遵循的是「師範教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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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由「國家培育師資，實現教育理念而採用具體方略之謂也」，意即以公費培育教師達至「師

資第一，師範為先」與「良師興國」之目的（臺灣省政府教育廳，1987，p. 777）。而「師範

教育制度」則是以師範教育政策為準繩，以《師範教育法》為主，其他制度規章尚包括《師

範教育法施行細則》、《師範校院公費學生公費待遇實施辦法》、《師範校院學生實習及服

務辦法》、《師範大學及師範學院學生教育準則》、《師範專科學校學生教育準則》，完備

師範教育規章及制度（教育部，1996，p. 1073）。相對而言，「師資培育公費制度」則是指

市場多元且自費培育模式，但仍有部分師資是由公費培育，並以《師資培育法》為依歸，相

關制度也包括施行細則、教育實習與公費等法令規章。然而，師範教育公費制度對於師資培

育公費制度有無相似的問題？舊制度（即師範教育公費制度）相關規定是否能夠促進新制度

（即師資培育公費制度）達到目的？是為本研究動機之二。 

為探究國家培育師資的公費制度發展目的，且瞭解新舊制度之間的影響，就 David（2000, 

p. 6, 2007, p. 92）、Madsen（2016, p. 174）、North（1994, p. 364）與 Page（2006, p. 88）的說

法，此攸關時間，彰顯歷史的重要性。因此，本研究從時間發展的角度，探求制度的發展會

遵循其設置的根源與價值目的（March & Olsen, 1984, p. 735; Meyer & Rowan, 2006），而加以

耙梳。是以，本研究從歷史發展分析，目的在於探究公費制度發展的設計本源、功能及其問

題，以作為制度調整之參考。 

貳、1994年前師範教育公費制度 

我國師資養成公費制度自創立迄今，以 1994年的《師資培育法》為分界點。師資養成的

公費制度與其他專業人員由國家培育的公費制度相同，包括設計目的、公費待遇、服務義務

與賠償公費等，都是公費制度的基本要件，彰顯出由國家培育特定專業人才以履行特定功能

之目的。其內涵如下所述： 

一、設計目的 

師範教育公費制度最早可追溯至清朝光緒 28 年（1902 年）「壬寅學制」，由張百熙提交

「大學堂章程」，即《欽定學堂章程》。由政府辦理師範教育，選擇全國菁英，進行身心訓練，

成為一般國民道德與學術的領導人物，規劃大學堂中附設師範館，招考舉貢生監養成 4 年，

作為中學堂師資（王文科，1994，p. 36；孫邦正，1984，p. 10）。光緒 29年（1903年）清朝

頒布《奏定學堂章程》，即「癸卯學制」，設立優級師範學堂，以培育初級師範學堂及中學堂

之教師，於京師和各省各設一所（周愚文，2014，pp. 214-215, 357；瞿立鶴，1979，p. 78）。

所有入學的學生享有官費（即公費），且必須與政府簽定未來擔任教職之合約，否則須償還公

費，如有其他情事者可經政府核准而免償還公費（瞿立鶴，1979，pp. 78-79），遂形成公費制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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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中華民國臨時政府頒布《師範學校令》（教育部，1957，p. 265），其中規範： 

師範生（即師範教育公費生）之待遇，分公費生、半費生、自費生數種。凡因故受

退學處分或自行退學者，皆須罰繳所免各費。 

在規定服務期內，除特准升入高等師範者外，無故不履行服務義務者，得令補償以

前在校各項費用。 

而高等師範學校學生分為公費生、半費生及自費生三種，退學學生同樣須償還各項費用；如

在服務期間內，不履行義務或因懲戒免職者，都必須償還各項公費。惟如獲教育部許可，在

規定服務期內，可入大學或高等師範學校研究科深造。 

1928 年 5 月，中華民國大學院召集「全國教育會議」，通過「整頓師範教育制度案」，除

建立中、小學教師以及鄉村和女子師範學校外，也因《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主

張，將師範教育視為實施三民主義的國民教育之本源，必須以最適宜之科學教育及最嚴格之

身心訓練，養成一般國民道德上、學術上最健全之師資為主要之任務（中華民國大學院，1928，

pp. 139-150；教育部，1957，p. 265）；在該次會議「請確定師範教育制度案」中，「師範學校

內容應充實，經費應充裕，學生應免費。所造就人才，應由公家支配工作，並應絕對服從公

家之支配」（中華民國大學院，1928，p. 146）。是以，教師與國家之間的絕對服從係受當時政

治社會環境所致，公費制度旨在培育國家所欲之教師。 

1932年 12月，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大會於南京舉行，針對師範學制

有以下之規定： 

師範學校應單獨設立；大學師範教育為師範大學，中學師範教育分簡易師範學校、

師範學校等，均由政府辦理；師範學校概不收學費，並由政府供給膳宿制服書籍為

原則。（教育部，1957，pp. 265-266） 

1932年國民政府公布《師範學校法》，以及 1933年公布《師範學校規程》，確定了師範學校地

位與公費制度（教育部，1957，pp. 265-266，1984，p. 599；臺灣省政府教育廳，1987，p. 2）。

另外，中等學校師資曾在 1922年新學制1施行後至 1932年仿效美國制度改為自費制之外，其

餘因「國家實際需要，加以抗日戰爭發生，為培養學生民族意識及國家觀念」，中學教師仍由

師範學院以公費培養之（臺灣省政府教育廳，1987，p. 778）。 

                                                        
1 1922 年教育部公布「新學制」系統為「六三三制」。原有師範學校之前 3 年改稱為前期師範，後 3 年改稱

為後期師範，以與中學之六三三制相配合。高級中學得設師範科，為培育小學教師之學校。培育中學師資

的高等師範則多陸續升格為大學（教育部，1984，p. 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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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1898年日本政府發布《臺灣公學校令》，需要有大量師資，因日籍師資不足且流

動性大，再加上臺籍教師待遇較低，於是建立獨立機構以培育師資；但後又因經費不足、臺

籍國民教育發展緩慢與生源問題，而停辦師範學校（林永豐，1993，p. 39）。1919年《臺灣教

育令》建立師範學校的制度與地位，歸屬高等教育系統，由臺灣總督府直接管轄，並採公費

制，用以吸引貧窮及優秀的臺籍子弟就讀，4年修畢後由政府統一分發（林永豐，1993，p. 40；

彭煥勝，2011）。1949年後，承襲日治時期的傳統，師範生一律住校，實施軍事化管理（李園

會，2001，p. 106；彭煥勝，2009，p. 368）。因此，吸引優秀人才及培育國家教師，成為師範

教育公費制度所欲體現的目的。 

1972 年《大學法》第 5 條規定：「師範大學或師範學院，由國家分區設立之；（省）市得

設立師範學院」。此時師範學院採公費制，並採公費與自費並行之試驗；臺灣省立教育學院

（1980 年改制為國立臺灣教育學院）曾採自費，亦無實習 1 年之規定，其餘仿效師範學院制

度，作為培養師資之場所（教育部，1984，p. 603）。我國為改進師範教育，統整 1933年《師

範學校規程》與 1938年《師範學院規程》，且納入國際各國的作法，於 1979年公布《師範教

育法》，成為中、小學教師培育的法源依據。根據《師範教育法》第 15條之規定：「師範校、

院學生在校肄業期間免繳學費，並以給予公費為原則」（教育部，1984，p. 600）。而根據該法

之規定，師範校院學生予以公費為原則，教育院系學生得依規定比照辦理，維持中學師資具

有公費與自費並行的培育制度。 

從上述得以瞭解，師範教育公費制度是國家提供經費吸引優秀人才，並培育教師的民族

精神、道德典範及專業精神，且涵養教師專業知能以提高教師素質為目的，而公費制度便為

達到師範教育培育國家教師而存在（林本，1963，p. 231；陳漢強，1989，p. 11）。基本上，此

階段小學師資全由公費所培育，而中學師資則採公費與自費並行。 

二、公費待遇 

依據行政院 1944年公布《全國師範學校學生公費待遇實施辦法》，師範學院學生依據 1947

年《國立中等以上學校及省立專科以上學校學生公費給予辦法》之規定，享有的待遇包括應

享受公費部分與得享受公費部分（教育部，1957，pp. 266-267；顧明遠，2015，p. 2380）。 

（一）應享受公費部分 

1.免繳學費、宿費，以及圖書、體育、醫藥衛生等雜費。 

2.膳食（包括主食費、副食費）全部由學校供給，但主食費得依據規定數量撥發公糧。 

3.所有各科教科書由學校供給。 

（二）得享受公費部分 

1.制服應由學校供給，每 3年每生單制服兩套、棉制服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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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三年依據規定外出之參觀費用，由學校供給。 

3.勞作、美術、理化、生物等科實習材料費，由學校供給或酌予補助。 

4.新生到校及畢業生經分派服務者之旅費。 

而清寒優秀者，得依法令規定受領獎學金。1944 年《全國師範學校學生公費待遇實施辦

法》於 1946 年修正為《臺灣省師範生公費待遇辦法》，1970 年再修正為《師範生公費待遇實

施辦法》，規定師範生公費待遇仍維持應享受與得享受項目（教育部，1984，p. 599）。教育部

於 1982年再次修訂原《師範生公費待遇實施辦法》為《師範校院公費學生公費待遇實施辦法》

（教育部，1984，p. 600），公費待遇與前述各項待遇相似。師範生除享受公費待遇外，得依

據法令規定受領獎學金（教育部，1984，p. 605）。隨著物價指數及公教人員敘薪辦法，師範

生公費待遇標準而有所調整，如表 1所示（李園會，2001，p. 68；教育部，1984，pp. 605-606）。 

表 1 

師範生公費待遇標準 

     項目 

學年度 

主食費（糙米） 

公斤／每人每月 

副食費 

元／每人每月 

制服費 

元／每人每年 

書籍費 

元／每人每年 

教育實習參觀費 

元／每屆每人 

1974 26 600 800 900 600 

1979 26 700 920 1,000 800 

1981 26 1,200 1,500 2,000 1,500 

 

師範生修業成績及格者，由各校院報請教育部統籌分發，省市教育廳局轉分發學校實習

及服務。結業生在校外實習 1 年期間，不再發給公費，但支領薪津，其薪級標準與核薪手續

比照正式教師辦理。整體而言，公費待遇包括學雜費、主食費、副食費、制服費、書籍費、

教育實習參觀費等項目。 

三、服務義務與賠償公費 

根據 1944年《全國師範學校學生公費待遇實施辦法》第 5條之規定，凡「師範生如有不

遵照規定在學時中途離校或規避服務情事」，得追繳一切公費並沒收保證金（顧明遠，2015，

p. 2380）。另外，1946年《師範學校畢業服務規章》第 5條之規定，在服務期限（3年）內不

得升學或從事小學教員以外之職務；第 22條規定，如有身患疾病或其他因素不能服務時，由

畢業學校取得醫生證明或查明其他因素之具體事實，得展緩服務期限最長 2 年，但女性不得

因結婚請求展緩服務（顧明遠，2015，pp. 2381-2382）。再者，1947年《師範學校規程》第 95

條及 1948 年《師範學院規程》第 26 條之規定，師範生在服務期限內，不得從事教育以外之

職務，否則追繳在學期間全部待遇；但有特殊情形經教育部核准者，得展緩其服務期限（顧

明遠，2015，p. 2393）。整體而言，師範生如未能履行服務期限，且從事教育以外之職務或升



 

 

 

 

 

 

 

黃嘉莉 105師資養成公費制度

學，都必須繳回公費數額，如有身患疾病或其他因素不能服務時，經政府同意得展緩服務期

限。 

1973 年《師範大學與師範學院學生實習及服務辦法》規定，如因重大疾病經公立醫院證

明、或畢業後考取國內研究所者、或服務滿 1 年欲出國進修經許可者，均得申請展緩服務。

然而，讓師範生得以出國申請展緩服務，至《師範教育法》又有所改變。1979 年《師範教育

法》第 17條末項規定：「在規定服務期限內，不得從事教育以外之工作或升學」；又《師範教

育法施行細則》規定，師範校院及教育院系師範生，於畢業後違反《師範教育法》第 17條之

規定，從事教育以外之工作或升學者，應依照服務年數按比例追繳其在學期間所受領之全部

公費。但因重大疾病經公立醫院證明需長期治療無法繼續服務者，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展緩

其服務期限，病癒後仍應依規定繼續服務（教育部，1984，pp. 606-607）。 

綜上所述，在師範生結業後，須實習期滿且成績及格方准畢業，並應留在原實習學校服

務，不再另辦分發服務手續。而畢業後最低服務期限，以其在校受領公費之年數為準，在校 4

年者應服務 4年，但因任實習教師 1年期間，未享受公費，所以不列入應盡服務義務之年限。

然而，師範生在學期間無故退學、或遭勒令退學或被開除學籍者，應追繳其所受領之全部公

費（教育部，1984，p. 605）。對於師範生而言，畢業後僅有重大疾病方可展緩服務期限，否

則「未服務期滿依親」、「應聘工作或出國後接眷生活」、「改變護照事由」、「中途離職未繼續

從事教育工作」等違反服務規定情事者，均應依未服務年數比例繳回所受領公費2（教育部，

1984，pp. 606-607，1996，p. 1086）。從師範生必須履行的服務義務來看，經過分發後必須服

務期滿，但並無規範服務應有的表現；相反地，規定負向表列展緩服務的條件及追繳待遇等

規範。 

參、1994年後師資培育公費制度 

1994 年《師資培育法》取代《師範教育法》，改變我國師資培育模式，由計畫公費轉變

為市場自費。公費制度在師資培育模式改變下，其目的及內容如下所述： 

一、師資培育公費制度的目的設計 

在 1990年代後，國際趨向多元培育模式，採取自費，且以市場競爭邏輯遴選優秀教師，

臺灣也順應國際趨勢，開放師資培育市場（黃嘉莉，2015，p. 110）。根據《師資培育法》第

13 條規定，公費生（即師資培育公費制度學生）畢業後，應至偏遠或特殊地區學校服務（教

                                                        
2
 數額為應受領與得受領之各項費用之受領年數總和，除以應服務年數所得商數即為平均每年所受領之公費

數額，乘以未服務之年數，即為應償還之總額（教育部，1984，p. 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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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2002）。另外，根據《師資培育自費、公費及助學金實施辦法》3第 2條之規定： 

本辦法所稱公費生，係指依本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就讀師資類不足之學系，或

畢業後自願分發至偏遠或特殊地區學校服務享有師資培育公費待遇之學生。（教育

部，2003） 

就公費制度的目的而言，由國家經費培育教師在於保障偏鄉、偏遠、離島等地區教師素質，

與「師範教育公費制度」政治社會功能截然不同。另外，根據《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及分發

服務辦法》第 3 條之規定，教育部經過調整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報公費生培育之缺

額、類別後核定，而分配至師資培育大學（教育部，2010）。 

師範教育公費制度年代分發無優先分發之區域，1994 年《師資培育法》公布後師資數量

已趨於飽和，公費名額逐漸減少。公費制度的調整也因應當時改革需求，於 1994年《師資培

育法》中保留半數公費生，由 12所師範校院依據各系組招生人數的 50%，作為中、小學公費

生員額，以錄取成績順序決定公、自費資格。2004 年因「師資培育數量規劃方案」師資培育

學生減量政策，各師範校院的師資培育數額也大幅減少（黃嘉莉，2017，p. 256）。依據表 2

所示，2002年公費生名額隨之下降至 228人，甚至從 2004年起至 2011年，每年培育人數低

於百人，且以離島和原住民族籍人數居多，但 2012年起公費生名額突破百人。 

表 2 

1994年起核定師資培育公費學生名額一覽 

特殊身分 
年 一般 

離島 原住民 合計 
總計 

1994 2,375 － － － 2,375 

1995 2,375 14 39 53 2,428 

1996 2,817 11 51 62 2,879 

1997 2,780 13 51 64 2,844 

1998 2,333 27 39 66 2,399 

1999 1,893 5 50 55 1,948 

2000 569 24 32 56 625 

2001 944 29 47 76 1,020 

2002 156 18 54 72 228 

（續） 

                                                        
3 1995年至 2003年之間為《師資培育自費、公費及助學金實施辦法》，2003年 8月 1日更名為《師資培育公

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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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994年起核定師資培育公費學生名額一覽（續） 

特殊身分 
年 一般 

離島 原住民 合計 
總計 

2003 86 24 39 63 149 

2004 41 19 22 41 82 

2005 57a 31 31 62 119 

2006 9 29 15 44 53 

2007 16 18 4 22 38 

2008 20 19 8 27 47 

2009 29 15 8 23 52 

2010 13 15 4 19 32 

2011 25 21 10 31 56 

2012 92 21 9 30 122 

2013 185 18 17 35 220 

2014 205  59 25 84 289 

2015 226  27 64 91 317 

2016 175  23 56 79 254 

總計 17,421 642 640 1,028 18,576 

註：引自中華民國師資培育統計年報 105年（p. 331），教育部，2017。臺北市：作者。 
a含臺北市自編經費培育 51人。 

2012年後教育部（2012a，p. 65）配合《中華民國師資培育白皮書》中有關公費生培育的

規劃，人數開始超過百人，且至 2015 年甚至總數有 317 名公費生。如以表 3 為例，2012～

2016 年間公費生所屬師資類科結構的數量，是以國民小學師資類科公費生比率 54.58%為最

多，其次為國民中學 20.05%，再者為特殊教育師資類科 11.81%，幼兒園師資則為 9.40%，最

後為高中（職）師資 4.16%（教育部，2017，p. 332）。 

2012～2016 年間，各年公費生分發類別比率以「偏遠或特殊地區」為最多，其次為「原

住民」，再者為離島與不足師資類科（如表 4 所示）。其中原住民公費生增加幅度大，在於

2013年《原住民族教育法》的通過，該法第 23條規定公費生名額應「保留一定名額」予原住

民。另外，根據教育部（2017，pp. 332-333）的統計資料顯示，不足師資類科都是以高中（職）

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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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2～2016年師資培育各類科公費生核定名額 

特殊教育 
項目 高中（職） 國中 國小 幼兒園 

中等 國小 學前 小計 
總計 

合計 50 241 656 113 66 67 9 142 1,202 

比率 4.16 20.05 54.58 9.40 5.49 5.57 0.75 11.81 100.00 

註：引自中華民國師資培育統計年報 105年（p. 332），教育部，2017。臺北市：作者。 

表 4 

2012～2016年公費生分發類別                                              單位：% 

項目 

年 
原住民 離島 偏遠或特殊地區 不足師資類科 

2012  7.3 17.2 75.4 － 

2013  7.7  8.1 81.3  2.7 

2014 20.6  8.6 66.7  4.1 

2015 20.1  8.5 58.3 12.9 

2016 22.0  9.1 68.1  0.7 

註：整理自中華民國師資培育統計年報 105年（pp. 332-333），教育部，2017。臺北市：作者。 

綜上所述，師資培育公費制度之目的在於均衡區域教師素質，具有彰顯社會正義之目的，

包括平衡師資分配區域以及重視偏遠地區學生的受教權，讓文化不利學生能獲得合格教師的

教導，以獲得公平的學習權益（Apple, 2001, p. 182; Darling-Hammond, 2010, pp. 43-44），且亦

以保障原住民族籍師資為重。在多元師資培育市場下，公費制度已轉向均衡區域師資人力為

目標。 

二、公費待遇 

師資培育公費制度的待遇與過往公費制度並無二致，項目仍包含學雜費、書籍費、制服

費、生活津貼（原為主食費與副食費）、教育實習參觀費等。1995 年依據行政院台（84）忠

授 5字第 07900號核定「師資培育公費生公費待遇項目及標準表」之規定（行政院，1995），

制服費每人每年 2,000元、書籍費每人每年 3,000元、學雜費每人每學期按學雜費收費標準、

教育實習參觀費每人每屆 3,000 元、生活津貼每人每月 3,528 元（主食費每月糙米 26 公斤，

折算為 728 元；副食費每月 2,800 元）。然而，公費待遇依據物價漲幅而有所調整。2016 年

制服費每人每年 8,000元、書籍費每人每年 3,000元、學雜費每人每學期按學雜費收費標準、

住宿費按住宿收費標準（學生如有在校外租屋者，依據公式自行換算金額）、教育實習參觀

費每人每屆 3,000元、生活津貼每人每月 3,528元（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2014），不計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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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費與學雜費，公費生每年可獲得公費待遇共 53,336元。 

如以行政院主計總處（2017）對於消費者物價指數來看，1995 年為 84.65%；2016 年為

104.66%，增加幅度為 23.64%。師資培育公費待遇於 1995年每人每年 50,336元，調整為 2016

年的 53,336元，漲幅為 11.92%，可見公費待遇隨時間的發展而有所調整，但漲幅低於消費者

物價指數之漲幅。另外，相較於其他專業人員之公費待遇，如以 1993年警官學校公費而言（如

表 5 所示），師資培育待遇顯然低於警官學校公費，尤其是除主副食之外的生活津貼數額，

是師資培育公費制度所缺乏的項目；又如以 2016年醫師公費待遇來看，每人每年醫生公費待

遇為 97,000元（不包含住宿費與學雜費）（衛生福利部，2017，p. 23）。相對於醫師公費待

遇項目經費，師資培育公費待遇項目經費每年短少 40,664 元。從消費者物價指數、警官與醫

生之公費待遇來看，師資培育公費制度顯然有待遇較低之態勢。 

表 5 

師範與警官公費概況 

項目 市立師範學院 國立師範學院 警官學校 師範大學 

服裝費（學年） 

 

 

2,100 

 

 

2,500 

 

 

比照現職警官 

冬夏季各有不同

服裝製作 

2,000 

 

 

書籍費（學年） 3,200 3,000  3,000 3,000 

主食費（月）  728  689   728  728 

副食費（月） 2,300 2,300  2,300 2,300 

結業生參觀費 3,200 3,000  2,974 3,000 

生活津貼（月） 3,200 3,200 11,570 3,200 

學雜費 全免 全免 全免 全免 

註：引自我國師範教育發展現況與評估之研究（p. 36），毛連塭、林永喜、張德銳、但昭偉、楊

龍立、張芬芬，1994。臺北市：國立教育資料館。 

三、服務義務與賠償公費 

《師資培育法》施行後，服務義務與賠償公費並無太大差異，但條件更趨於嚴格。公費

生受限於《師資培育公費生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法》第 15條之規定，原分發服務學校之最低

服務年限，以在校受領公費之年數為準，不得少於 3年；且根據第 16條之規定，公費生分發

後於義務服務期間，不得申請異動、調職。然而，第 16條之規定，於 2015年 1月 19日修法

後，服務必須是「連續服務」，且不得少於 4 年（教育部，2010），有較過往更為嚴格之趨

勢。但中央主管機關基於業務需要，得須經原分發服務學校及該主管機關同意調任其他偏遠

或特殊地區學校續履行服務義務。另外，根據《師資培育公費生受領師資培育公費行政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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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第 7 條之規定，公費生義務服務期間之前 4 年不得於學期間申請「辦公時間」授予學位

之進修（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2015）。 

與傳統師資養成公費制度有所不同的是，2010年《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法》

修正總說明指出，由於公費生在培育歷程中，專業素質仍受到質疑，因此明列公費生淘汰制

度（教育部，2010）。根據該法第 7 條及《師資培育公費生受領師資培育公費行政契約書》

第 4 條之規定，公費生在肄業的過程中，有下列情形即終止公費待遇，並喪失接受分發之權

利（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2015；教育部，2010）： 

（一）學業總平均成績，連續兩學期未達班級排名前 30%。但成績達 80分以上者，不在

此限。  

（二）德育操行成績，任一學期未達 80分，或曾受記過以上處分。  

（三）畢業前未取得符合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Learning, Teaching, Assessment）A2 級以上英語相關考

試檢定及格證書。 

（四）每學年義務輔導學習弱勢、經濟弱勢或區域弱勢學生課業，未達 72小時。 

（五）畢業前未通過教學演示。 

（六）畢業前未符合中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教育專業知能需求。 

（七）原住民籍公費生畢業前未通過原住民族語言能力分級認證考試中級。 

（八）原住民籍公費生畢業前於部落服務實習未達八週。 

該法第 8條規定，有下列情況者，亦得終止公費待遇與分發權利： 

（一）肄業期間，因轉學、轉系而喪失公費生資格或放棄公費、被勒令退學、開除學籍

或無故不就學。 

（二）因重大疾病或事故以外之其他理由辦休學，致喪失公費生資格。 

（三）受領公費期滿 1年內未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四）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後 2 年內，未依規定取得教師證書。但具有兵役義

務者，其期限得配合役期延長之。 

（五）取得合格教師證書經通知分發報到，逾期不報到致撤銷分發。 

整體而言，師資培育公費制度增列淘汰條件，作為中止公費待遇與分發權利之條件，欲

以增進公費生專業素質。如相較於《師範教育法》以學分成績作為領取公費之條件，《師資

培育法》施行後的淘汰條件，顯見領取公費資格的條件限制愈來愈多，且以具體的學習表現，

諸如學期學業總成績與操行成績最低分數表現、英文能力證書、義務輔導時數、原住民族語

言認證、部落服務實習等，作為肄業期間淘汰公費生之條件。 



 

 

 

 

 

 

 

黃嘉莉 111 師資養成公費制度

肆、師資養成公費制度之目的、功能與限制 

探究公費制度之目的、功能及限制，有助於瞭解師資養成公費制度順應師資培育模式的

轉變。以下分述之： 

一、兩時期師資養成公費制度之比較 

師範教育公費制度與師資培育公費制度之比較，詳如表 6所示。根據表 6，在公費待遇項

目，兩時期並無太大的不同；在服務義務項目，兩時期都以服務期滿與不得升學為主，同時

規範不得從事其他工作或調動；在展緩服務項目，以重大疾病之條件為主，曾容許可以進修

研究所（如 1973年）（教育部，1984，pp. 606-607），但後來便禁止服務期間進修；在賠償公

費項目，兩時期都以被退學或開除學籍、未服務期滿等為主，但也有不同者，如師範教育公

費時期包括出國接眷或改變護照為主，凸顯當時容許師範生出國而展緩服務之情事；而師資

培育公費時期則包括未修畢師資職前課程或未取得教師證書或逾期不報到，凸顯師資培育公

費時期在多元培育下規範項目更為細節之情況。另外，師資培育公費制度因參考卓獎制度而

加諸修業時的各種受領條件，作為淘汰公費生的資格，是與師範教育公費制最大的差異處。 

二、師資養成公費制度的目的 

公費制度是為支持政府完成培育師資目的而設置，從公費制度的設計本源來看，舊制著

重在涵養國家教師，而新制著重在均衡城鄉教師差異，從教育公平概念實踐對國民教育的責

任。 

早自 1929年國民政府頒布《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師範教育即被視為係「實

施三民主義的國家教育之本源，必須以最適宜之科學教育及最嚴格的身心訓練，養成在道德

及學術上最健全之師資為最主要任務」（教育部，1984，p. 599）。師範教育培育具有政治社會

功能屬性的教師角色任務，並體現在《師範教育法》第 1 條揭櫫法令之目的中，即「師範教

育，依《中華民國憲法》第 158 條之規定，以培養健全師資及其他教育專業人員，並研究教

育學術為宗旨。」是以，培養「健全師資」為師範教育的主要任務，而公費則是國家採行的

制度策略，俾利培育在道德上與學術上能成為典範的教師。而《師範教育法》揭櫫之目的延

續至 2002年新修正《師資培育法》時，方改為「為培育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師資，充

裕教師來源，並增進其專業知能，特制定本法」，展現多元培育與市場競爭的師資培育模式（黃

嘉莉，2016a，p. 60）。 

在多元培育師資的年代下，公費制度的目的根據《師資培育法》之規定，是以均衡區域

師資為目的。在《師資培育法》屢次修改期間，公費生還包括師資類科不足之師資，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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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兩時期比較 

項目 師範教育公費制度 師資培育公費制度 

時間點 1994年前 1994年後 

法令 

1. 1932年《師範學校規程》 

2. 1938年《師範學院規程》 

3. 1979年《師範教育法》 

1994年《師資培育法》 

制度規章 

1. 1994 年《全國師範學校學生公費待遇

實施辦法》 

2. 1946年《臺灣省師範生公費待遇辦法》 

3. 1970年《師範生公費待遇實施辦法》 

4. 1982 年《師範校院公費學生公費待遇

實施辦法》 

2003年《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及分發

服務辦法》 

公費待遇 

1. 應享受公費部分：學雜費、主食費與副

食費 

2. 得享受公費部分：制服費、書籍費、教

育實習參觀費 

學雜費、書籍費、制服費、生活津貼

（原為主食費與副食費）、教育實習

參觀費用 

服務義務 

1. 分發後服務期滿公費支領年限 

2. 服務期間不得從事教育以外工作或升

學（1979年後） 

1. 分發後服務期滿公費支領年限 

2. 服務期間不得申請辦公時間授予

學位之進修 

3. 不得申請異動、調職 

展緩服務 

1. 重大疾病且取得醫師證明 

2. 畢業後考取國內研究所（1973年曾許可） 

3. 服務滿 1 年欲出國進修經許可（1973

年曾許可） 

重大疾病或事故者 

終止公費 

待遇 

 受領條件不符，包括：學業成績、德

育操行成績、英語成績、義務服務 72

小時、教學演示、原住民族語言能

力、部落服務不合規定 

賠償公費 

之規定 

1. 無故退學或被勒令退學或被開除學籍者 

2. 未服務期滿 

3. 應聘工作或出國後接眷生活 

4. 改變護照事由 

5.中途離職未繼續從事教育工作 

1. 轉學、轉系、放棄公費、退學、開

除學籍、無故不就學 

2. 休學 

3. 受領公費期滿1年內未修畢師資職

前教育課程 

4. 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後 2

年內未取得教師證書 

5. 逾期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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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培育多元化的公費制度是為了補足偏鄉偏遠地區或師資不足之師資，以均衡不利地區學

校教師素質為目的。 

三、師範教育公費制度的功能 

由於師範教育採取公費，且政府統一分發而保障工作，吸引貧窮及優秀的臺籍子弟就學，

而成為社會菁英的一員（彭煥勝，2009，p. 368, 370；蔡雯琪、李錦旭，2016，p. 123），尤

以小學師資最為明顯。在 1945～1960年代因（小學）教師肩負人力資源、社會文化和國家政

策的重責，使得公費待遇與職業保障，對優秀人才而言實具誘因（沈翠蓮，2004，p. 498）。

誠如林本（1961，p. 1）於教師節的感言： 

……招收初中畢業生，公費待遇，……此種辦法有類於戰時日本及戰後法國師範學

校之分段組織，實為顧及學生來源，希望社會尤其是農村清寒優秀青年，得因公費

之培養，而歸趨於師範教育之一途。 

承上，公費對清寒優秀青年具有吸引力。另外，從師範校院的入學學生素質來看： 

師大、師院等入學生皆參加大學聯招分發而來，根據歷年聯招會公布之分發成績，

師範院校之新生錄取率皆在中等或中上，故其學生素質尚稱優良。（陳漢強，1989，

p. 11） 

再從師專入學錄取率而言： 

根據臺灣省教育廳的統計，近年來師專入學競爭非常激烈，錄取率平均都在 5%以下。

例如六十四學年度（1975 年）錄取率為 4.05%，六十五學年度（1976 年）錄取率為

4.12%，六十六學年度（1977年）錄取率為 4.63%。（陳漢強，1989，p. 11） 

綜合上述可知，公費制度確實能吸引優秀學生，使得進入師範校院就讀成為教師者，在入學

之際具有相當程度的素質。而其具有吸引力，在於人才就學歷程有公費支持，且畢業後有穩

定的工作。在當時政治社會脈絡下得以競爭性流動，讓低社會階層者可因接受較高的教育而

獲得較佳的社會職位，產生向上社會流動，使得公費制度既能吸引優秀人才，亦能衍生出促

進社會流動的功能。亦如李建興（2014）的自述： 

師範教育是公費的，除免繳學費外，提供伙食、衣物、或少額零用錢，減免家庭負

擔，對窮苦孩子幫助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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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根據林瑞欽（1990）的研究結果顯示，由於師專生大部分仍來自中、低社經水準

的家庭，由於個人的學業能力，其任教職志願較高，使得師範教育是個人向上社會流動的最

適當途徑。另外，郭丁熒（1997）的調查結果同樣也顯示勞動階級以下的公費生，畢業後能

從事教職，產生向上社會流動的現象。再者，符碧真（1999）的研究也顯示，有八成以上的

中、小學教師認為從事教職促其社會流動，由於就學期間有公費，畢業後又有教職保障，對

勞動階級子弟而言是流動至專業及技術職業的有利途徑。而蔡雯琪與李錦旭（2016）研究三

位不同年代師範公費生的結果，提及勞工階級公費生因文化資本的形體化作用，使得透過公

費制度成為教師而向上社會流動。 

綜上研究結果，公費制度在師範教育當下時空環境中，因公費待遇與職業保障，具有能

吸引優秀人才加入教師行列，且對於中、下階層社經學生發揮相當程度的社會流動功能。相

對而言，現行公費制度是否同樣具以吸引優秀人才與促進社會流動，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四、對師資培育公費制度的限制 

隨著社會變遷，公費制度因師資培育模式的轉變而使其目的有所不同。在與師範教育公

費制度規定差異不大下，現行公費制度的限制或有待思考的議題如下：  

（一）公費制度因應師資培育模式的不同是否仍有存在價值？ 

1. 公費制度因社會變遷轉變師資培育模式，其功能受限當下環境 

師範公費制度是以培育國家教師為目的，是為國家控管師資培育的獨占性模式，培養國

家所欲之教師，包括讓教師成為「文化戰士」，成為精神國防，並計劃培育師資數量（臺灣

省政府教育廳，1987，p. 777）。因此，師範教育公費制度中的規範，包括待遇、服務義務、

賠償等，是將教師在服務期限內對教學的貢獻與服務，視教師為國家統治的資源之一。 

然而，隨著師資培育的開放，師資培育公費制度之目的在於「吸引優秀學生投入教師行

列，以充裕偏遠或特殊地區、不足類科或國家政策需求師資為主」（教育部，2012b，p. 488）。

但外界批評部分公費生因具有保障，學習態度懈怠而表現不佳，或分發服務後卻不確實履行

服務義務，都有違師資培育公費制度設立之目的（林政逸，2015，p. 34；教育部，2010，2012a，

p. 31）。因此，在當時社會環境的條件下，師資培育公費制度的設計延續舊制度，包括公費

待遇、服務義務與賠償公費等，決策者並未認知到公費制度會因舊制度的問題未加以解決，

而有無法達到均衡師資目的之可能，即使設置更多的條件限制，達到目的之程度仍有待確認。 

2. 取代公費制度的替代性思維，挑戰公費制度存在的價值 

師範教育公費制度演變迄今的師資培育公費制度，並非沒有取代公費制度的替代性設

計，包括其他制度或取消公費。例如，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一度廢止公費制度，但因學

生來源短缺，使得設立教育獎學金制度；因臺灣省議會欲減輕政府財政負擔，而有意取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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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制度（林本，1963，p. 231）。廢除全面公費制度的聲音，因受限於法令並未廢除，但自 1960

年代起，爭議的聲音不斷，如報章報導： 

教育部正在考慮，師大、師院、師專學生採公費與自費自由選擇制，以取代實施已

久的全面公費制。師範生公費待遇太低，……政府因財政負擔重，師範院校學生人

數眾多，全面調整有困難，教育部為解決實際問題，已在研討師範院校有無必要繼

續實施公費制度。（〈教部決定自明秋開始取消研究生補助費〉，1972） 

除了財政負擔重外，師範生的分發達到飽和，也讓公費制度延續與否再次浮上檯面： 

教育廳表示，今年暑假……，將有一千七百零八人的師範生必須分發到各國小服務，

但是近年來國小增班少，分發將發生困難。（〈師範畢業生達到飽和點 分派任教師

今年感困難〉，1974） 

至 1970年代，小學師資已有達到分發飽和的現象，中學師資亦是如此： 

師範院校每年招生人數計算出正確之名額，則將產生超額分發或分發不足額的問

題，此二現象於近年間已然出現。超額分發的結果，不但造成所學與所教脫節，而

且形成師範生實習後無法按科別登記的困難。……至於分發不足額時，則又得藉代

課或短期進修等方式，以一般大學畢業生補足差額，此種急就章的措施，勢必降低

師資水準。（張春興、張芬芬、張景媛、湯維玲，1989，p. 24） 

我國因生育率及學齡學生的下降，使得計畫式師資培育數量已有供過於求的現象；且計畫式

公費制度並未考慮師資的學科屬性，有儲備師資數量不足且多種職業類科師資無法培育的現

象（李園會，2001，p. 292）。讓師資所學與所教科目不同的「學非所教」現象（張春興等，

1989），對於保障教學品質而言，不啻是一種隱憂。 

再者，社會變遷使得人民生活轉而富裕，在公費待遇相對偏低及社會與經濟逐漸發達之

際，也漸失去其誘因，「師範生的公費比軍校、警校的學生都低，所需盡的義務卻不比他們

少，似乎不太合理」（陳幼君，1984）。受到政府財政困窘、分發飽和、計畫式培育產生供

需失衡、公費待遇偏低等社會環境鉅觀面向的質疑，師範教育公費制度存在的價值持續受到

挑戰。1994 年《師資培育法》保留部分公費，以分發至偏遠、離島與特殊教育為主，但部分

情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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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了公費制，眼前偏遠地區的師資缺乏問題還是依然嚴重，許多公費生服務期滿

還是立即想辦法調走，或是寧可攤還公費也不願被分發到偏遠地區，因而我們不認

為保留部分公費名額，就能徹底解決偏遠地區教師缺乏或離動比率偏高的老問題。

其中的關鍵或許在於，現行的公費制，已無法提供足夠的誘因，讓新任教師願意前

往教書。（〈取消師範公費制度應有相關配套〉，1998） 

師資培育多元化後，《中華民國師資培育白皮書》也道出「公費合格教師於分發服務後，未

確實履行服務義務」的困境（教育部，2012a，p. 31）。雖現行公費制度欲產生均衡師資的目

的，但在教師工作的競爭型態與數量日趨減少下，公費制度延續舊制度不僅仍有原有的問題，

更有公費制度搶占教師工作市場、剝奪學校自市場競爭中遴聘教師機會等問題（黃淑苓，

2014）。這使得當今公費制度存在之目的及其設計，值得再度思考。 

（二）公費制度是否能培養教師的專業知能與態度？ 

1. 過往公費制度形成獨占性計畫培育，培育專業知能與態度的功能有限 

1994 年前公費制度讓師範校院是國家培育師資所在，政府亦期望能透過一元師資培育機

構的培育，培養教師的專業知能，形成獨占性計畫培育模式（伍振鷟、黃士嘉，2002，p. 17；

李園會，2001，p. 293；張春興等，1989，p. 45；彭煥勝，2009，p. 377）。獨占性培育師資

的公費制度在欠缺競爭及受培養教師專業知能與態度的質疑，造成教師素質未臻理想（行政

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1996；陳舜芬、丁志仁、洪儷瑜，1995；熊瑞梅、紀金山，2002），

影響《師資培育法》的修法。然而，公費制度培育公費生專業知能不足之舊有問題顯見在《師

資培育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法》修正總說明中： 

……以目前師資培育公費制度面臨公費生名額提報管道欠缺彈性、無法達到提供各

領域優秀學生投入師資培育之目的及公費生素質遭受外界質疑等困境……。（教育

部，2010） 

政府於修法中自行道出公費生素質不符期待的問題，也出現在《中華民國師資培育白皮書》

中（教育部，2012a，p. 31）。另外，在師資培育多元市場模式下，於 2006學年度起試行「卓

越師資培育獎學金學生制度」（以下簡稱卓獎制度），給予獎學金以培育優質教師（教育部，

2007）。卓獎制度雖不分發取得獎學金制度的學生（以下簡稱卓獎生），而讓學校透過競爭

法則自行遴選優質師資。但相較於過往公費制度無法有效培育社會所信任的教師專業知能而

言，卓獎制度成為公費制度成效的比較對象，更顯示出公費制度是否能養成優質教師的質疑。 

2. 現行公費制度設置淘汰機制，其提升公費生專業知能仍受質疑 

由於公費保證就業，師範公費生無須計畫未來，對於求學不僅欠缺動機，對於謀職也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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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張春興等，1989，p. 24）。根據對師專生課業生活與志趣之調查結果顯示，師專生有

近半數並非志在就讀師專，而就讀師專的動機中，志願成為小學教師比率僅有 35.6%，而師專

生大半家境清寒，就讀師專乃因經濟因素而來，並非其任教意願（陳漢強，1989，p. 11）。

除此之外，受限於公費服務年限，使得部分教師有工作情緒低落的現象（李園會，2001，p. 68）。

顯然，公費待遇與職業保障雖吸引優秀人才，但師範生成為教師的動機與意願的效果有所質

疑。另外，從實徵研究結果也顯示，加強師範生專業精神的目標，未收預期成效；部分師範

生不認同教師角色，也失去學習成為專業教師之自我期許（張春興，1983，pp. 23-26）。由於

公費制度保障就業，師範校院師生無須計畫未來，學習歷程缺乏動機，也影響師範生的心智

成長（張春興等，1989，p. 24）。 

現行公費制度以均衡城鄉教師素質為目的，但從教育部於 2010 年 3 月 19 日發布《師資

培育自費、公費及助學金實施辦法》修法說明，建立師資培育公費生淘汰機制，明確要求公

費生肄業期間應符合學業、德育操行、英語及服務義務基本要求，以提升公費生培育品質（教

育部，2010），該法明確指出公費制度培育教師素質上的困境。另外，公費制度也新增不同

途徑，依據 2015年《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法》第 5條之規定，成為公費生除大

學入學考試（俗稱甲案）外，亦可從校內甄選（俗稱乙案），也可採用碩士級（俗稱丙案），

使得公費受領年限不一；而且也因應培育公費的師資培育之大學更加多元，教育部規範修業

期間的終止公費且喪失接受分發之權利。公費生的乙案管道源自於卓獎（李真文、高建民、

廖昱維，2016，p. 3），且探究其終止公費之條件，與 2006 年開始辦理的卓獎生條件相似。

由於公費制度保障分發權利，顯然公費生的受領條件應與卓獎生相同或嚴格過於卓獎生。但

即使調整公費制度，社會仍對公費制度能否培養教育熱情、專業知能、留任等有所存疑（李

真文等，2016，pp. 14-15）。 

不可否認公費制度在師範教育年代能培育專業教師知能之事實，但師範生欠缺專業知能

與態度也是事實，而現行公費制度雖為強化培育專業知能與態度而新增淘汰條件，但相較於

具有競爭性的卓獎制度，公費生的專業知能與態度顯然受到質疑，故現行公費制度實宜跳脫

舊制度設計的思考。 

（三）現行公費制度是否能吸引優秀人才？ 

1. 公費制度限制公費生的生涯發展，造成個人投資成本增高 

對師範生而言，有志升學深造者，雖可保送師範大學，但名額有限；如要參加大學升學

考試，除非一邊教學一邊參加補習，否則不易錄取。由於升學管道狹窄，大多數師範生畢業

後只求安於現狀，不再繼續進修（李園會，2001，p. 68）。 

由於師範公費制度吸引的是優秀人才，從賠償公費的人數來看，顯示依其能力，不斷進

修取得更高學歷的教育象徵，是挑戰公費制度限制人才進修之思考。如再加上由大學聯考分

發進入師範校院就讀，而非以從事教育工作為第一志願的學生而言，公費待遇更不被重視（陳



 

118 黃嘉莉師資養成公費制度 

漢強，1989，p. 12）。當經濟發展起飛，對於需要公費制度以取得更高學歷而獲得更好工作

與薪資待遇者而言，教師工作相較於其他職業也非理想職業，相對限制任教意願（王家通、

吳裕益，1984；熊瑞梅、紀金山，2002，p. 216；劉春榮、吳清山，1997，p. 75；劉興漢，1990），

且公費生待遇在社會繁榮的環境下，僅是一種象徵性的優待，不被重視。限制進修與公費待

遇偏低的加乘效應，讓現行師資培育公費制度能吸引優秀人才的功能受到質疑。如以國內盛

名的一所師範大學為例（如表 7所示），以該校數學、國文、英文三系近 10年大學入學考試

分發最低錄取分數來看，公費生最低錄取分數約從 2013年後即有下降的趨勢，顯示近年師資

培育公費生吸引優秀人才較以往薄弱。 

表 7 

某師範大學入學考試分發公費生最低錄取分數 

年 

學系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數學系 529.92 385.80 519.30 516.31 ─ 563.35 546.25 539.05 522.60 ─ ─ 

國文系 534.40 531.36 ─ ─ 475.97 478.81 476.40 ─ ─ 458.65 ─ 

英文系 391.70 ─ 391.45 ─ ─ 516.40 546.03 536.80 ─ 393.00 ─ 

註：整理自歷年資料下載專區，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無日期。取自 http://www2.uac.edu.tw/ 

downloads.htm。 

誠如 Pierson（2000, p. 258）所言，進入新制度者一旦投入，自身的投資將會提高。公費

制度自設置之初，是為了培育國家教師，有其時代意義。但當今市場多元培育師資模式，承

襲原先的設計，包括公費待遇、服務義務與賠償公費等，且為提高公費生的專業知能，設置

比過往更多的淘汰規定，而分發後的人才發展限制依舊。讓一旦成為公費生者將面臨時間與

未來發展的投資成本增高、教師工作原有環境（如薪資結構僵化、教師生涯發展有限）及近

年社會變遷（如年金改革延長退休年齡、中國大陸和國際發展舞臺無限），促使公費生能有

毅力經歷種種關卡考驗習得專業知能和態度，並留任在偏鄉地區，都讓公費制度在市場多元

下面臨制度效能以吸引優秀人才的挑戰。 

2. 相較於其他制度規定，顯見公費制度對人才發展的限制 

當今《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法》同樣也是限制服務年限，且強調必須連續

服務，不得於辦公時間內進修；且僅有重大疾病或事故方能申請展緩服務。相較於卓獎生，

既可請領獎學金，後續雖無分發權利，但仍可運用在校期間所取得的專業知能及願意投入於

教職態度之競爭力，獲得教師工作（黃嘉莉，2016b），也可自由升學或從事其他工作。在公

費待遇與卓獎生相差不大及公費制度保障分發工作限制後續發展之下，相較於卓獎制度，公

費制度的設計實有重新檢視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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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1988 年第六次全國教育會議決議第九案案由一之建議：「使師範生（即公費

生）畢業後得展緩服務繼續進修與從事有關實務歷練以提高素質」（教育部，1988，pp. 

170-171），有繼續扶持優秀人才持續進修發展之構想。且相較於醫師公費制度，衛生福利部

規劃「辦理重點科別培育公費醫師制度計畫」中，雖欲新增 100 名醫師公費制度培育五大科

（內科、外科、婦產科、兒科及急診醫學科）人力且挹注在偏遠地區，但在對於人才的培育

上則可展緩服務，或國內、外帶職帶薪進修，展緩服務年限不計入服務年數，帶職帶薪進修

則納入服務年數之計算（衛生福利部，2017，p. 22），醫師公費制度並不限制優秀人才繼續

發展。因此，服務義務及展緩服務條件的限制，讓師資培育公費制度即使是吸引優秀人才，

卻也限制畢業後續的人才發展。誠如 Pierson（2000, p. 258）所指，政府是以權威來限制公費

制度內行動者的表現，而非是基於交換的概念。此種交換應是基於公費生是為優秀人才，透

過分發與服務限制讓人力資源可以投入於偏鄉地區，但不應是阻礙人才繼續發展，而讓優秀

人才有繼續發展的可能。 

整體而言，培育師資的公費制度自創立迄今，維持了制度設計的原始構想。由於公費制

度限制服務義務與優秀人才後續發展，產生了相互矛盾的狀態。因此，公費制度在多元培育

的競爭模式下，國家和個人都會因公費制度效能的不明確而備受質疑，使得公費制度是否仍

應存在，或應如何與教師工作市場競爭產生互補效益，讓其他制度與公費制度產生截長補短

之效果，或保障偏鄉地區師資，或有需求學校獲得穩定且優質的教師，以解決當今問題，有

賴制度決策者的智慧，以明辨公費制度的優劣與限制效益。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 公費制度設計目的從養成國家教師轉變為均衡區域師資 

我國建立公費制度，旨在培養國家所欲的師資素質。師範教育公費制度是以建立精神國

防，樹立道德典範為目的，進而吸引清寒子弟，提供公費待遇與職業保障，促進社會流動；

師資培育公費制度則以均衡偏遠、離島、特殊地區需求等城鄉教師素質，保障學生學習權益，

重視教育公平為目的。 

（二） 師資培育公費制度包括公費待遇、服務義務、賠償公費等規定，與師範教育

公費制度的原先設計差異不大 

師範教育公費制度的原先設計，在公費待遇項目並無太大的不同；在服務義務項目，同

樣都以給予公費待遇期限為服務期限，且不得升學與從事其他工作或調動；在賠償公費項目，

皆以被退學或開除學籍、未服務期滿為主。兩時期最大不同處，在於現行師資培育公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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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卓獎制度相似，設有淘汰規定。 

（三） 師資培育公費制度的設計多延續原先設計，現行公費制度仍受挑戰 

1.公費制度的存在價值受到質疑 

師範教育公費制度為國家培育具有政治社會典範象徵的教師，因此，政府設置公費待遇、

服務義務與賠償公費等規範。但在師資培育多元化後，現行公費制度仍承襲舊制度的設計，

雖其目的在於均衡偏鄉教師素質，但因政策設計者未辨市場競爭式培育師資的特性，且未明

各種取代公費的替代性方案，實挑戰現行公費制度存在的價值。 

2. 公費制度培養教師的專業知能與態度有限 

師範教育公費制度所形成獨占性計畫培育，已有部分研究結果顯示，培育師範生專業知

能與態度的功能有限。即使為了促進公費生的專業知能與態度，而設置更多淘汰規定，但仍

限制培育的空間，且在卓獎制度的競逐下，社會對公費制度培育教師專業知能與態度仍有所

存疑。 

3. 公費制度吸引優秀人才有限 

師範教育公費制度因社會經濟發展而具有吸引優秀人才與促進社會流動之功能，但在當

今社會經濟發達之際，師資培育公費制度相較於其他專業人才的培育，待遇相對偏低，限制

相對偏多。另外，師範教育公費制度曾許可師範生在畢業後可經政府同意後進修，但現行卻

限制人才發展。整體而言，公費制度因服務義務與限制升學等規定，讓公費生面臨時間與未

來發展的投資成本增高，在現有教師工作福利條件下，吸引優秀人才有限。 

二、建議 

（一） 在政府為均衡城鄉教師素質的教育公平目的上，不同類別的公費有不同存在

價值的考量 

現行師資培育公費制度有均衡區域師資的政策目標，因此廢除公費實有損國家保障所有

人應接受相同教育的責任。以此為前提，針對偏鄉偏遠與離島地區如在考量市場競爭下，或

許應改變的是教師工作環境與條件，或教師輪調制度，而非僅以公費制度平衡之；原住民族

師資在法律限制下，仍有保留公費生的義務；不足師資科目的師資上，仍有保留公費制度的

價值。 

（二） 公費制度培養教師專業知能與態度受到挑戰，宜思考培育歷程激勵其內在動

機甚於外在淘汰限制的因素 

公費制度培養教師專業知能與態度自師範教育公費制度便受到挑戰，現行制度依舊受到

挑戰，顯示公費制度因保障就業，讓公費生即使有淘汰機制，其養成專業知能的成效仍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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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需要實徵研究進行探究。為培養專業知能與態度，無論政府或師資培育大學可思考的是，

培養歷程中可思改變的因素或條件，例如，以卓獎生為遴選公費生的主要來源，或者以表現

本位評量師資生具有高度意願與熱忱者，或者改變公費待遇項目以及給予方式和時間等，讓

公費制度成為師資生表現優良的獎勵結果，而非養成過程的免費待遇，應對目前挑戰有所改

善。 

（三） 公費制度吸引優秀人才有限，宜強化公費制度的誘因，重新設計相關規定 

由於社會少子女化、年金改革延後教師退休年齡、教師職位發展性不高等社會環境與教

師工作條件，再加上公費制度待遇偏低與限制人才發展，使得公費制度吸引優秀人才有限。

因此，提高公費待遇、不限制人才發展、賠償公費條件彈性化等，甚至重新架構教師生涯發

展，讓人才得以永續發展，應有助於吸引優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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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used Taiwan’s Teacher Education Act of 1994 as a cut-point for distinguishing 

normal education (fully funded) and teacher education (partially funded) government-funded 

systems, examining the design concept and limitation of government-funded systems. This study’s 

findings of a historical approach analysis are: (1) The objective of developing the 

government-funded systems is to prepare national teachers during normal education stage and strive 

for regional equity in the context of teacher education openness; the function of government-funded is 

to attract talents and promote social mobility. (2) The treatment, obligation, and compensation of 

government-funded of teacher education were little difference in time between normal education and 

teacher education with social change. (3) Limitations on the design of the government-funded 

system during normal education to current in diversity teacher education are the existence of 

government-funded system is questioned, the limitation to prepare perspective teacher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competence, and the limitation of attraction to talent. The goal of new institution to 

equalize the teacher quality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al is still be reviewed in the future. As a result, 

the paper offers some suggestions that focus on the limits of government-funded teacher education 

through perspectives after historical analysis to be as reference for revising relative i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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