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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本研究透過問卷調查法來進行研究，以自編之「公立高中職校教師

提前退休問題之研究調查問卷」為工具，問卷調查係以宜蘭縣八所國

立高中職校，自民國八十六年至九十一年間提前退休教師二百四十六

名，以及預定於九十二年至九十四年申請提前退休之教師一百一十三

名，總計三百五十九名教師為對象。採普查方式處理，回收有效問卷

二百四十六份，所得資料以次數分配及卡方考驗等統計方法進行分

析；另外抽樣選取全省高中職等十八所學校，民國八十六年至九十一

年間提前退休之教師及近三年內（九十二年至九十四年）可能申請提

前退休之教師，總共二百六十六名，進行調查問卷，所得資料以次數

分配與百分比呈現，以與宜蘭縣所得資料，進行對照及說明。 

本研究目的在瞭解高中職校教師對於退休制度的看法、提前退休決

定因素、以及大量教師提前退休可能帶來之影響、如何緩和教師退休

熱潮之改善措施。本章即根據前述各章之分析結果，歸納出幾項發現，

並根據研究發現提出若干建議，以供相關單位之參考。 

 

第一節      發現 

 

本節根據調查問卷資料整理結果，並綜合文獻分析所得，而彙整出

幾點重要發現，以下即分項提出： 

壹、有關研究假設部分 

一、不同性別、現況、服務年資、退休年齡之教師對於人生規劃

中幾歲退休最為理想的看法，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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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研究資料顯示，不同服務學校、擔任職務之教師對於人生規

劃中幾歲退休最為理想的看法一致，並無顯著差異。 

至於不同性別、現況、服務年資、退休年齡之教師對於人生規劃

中幾歲退休最為理想的看法，則有顯著水準，已達顯著差異。 

男性教師、已經退休教師、服務年資較長、退休年齡較大者，選

擇退休年齡以五十五歲至六十歲居多。女性教師、預定退休教師、服

務年資三十年以內、退休年齡五十四歲以前者，則趨向五十至五十五

歲之間退休，愈年輕教師，愈主張在人生規劃中，從教師工作上退休

的年齡不宜太晚，和資深教師的看法顯然有所差異。 

二、不同性別之教師對教師在心目中等級的看法，有顯著差異 

根據研究資料顯示，不同現況、服務學校、服務年資、退休年齡、

擔任職務之教師，對教師在心目中等級的看法一致，並無顯著差異。 

但是不同性別之教師對教師在心目中等級的看法，則有顯著水

準，已達顯著差異。 

男性教師認為「不錯」居多之外，認為「普通」的人數較「最好」

為多。 

女性教師也是認為「不錯」居多之外，認為「最好」的人數較「普

通」為多。 

根據教育部統計資料（教育部，2002：37）顯示，國內中等學校

教師，女性所佔比率逐年遞增；民國六十年時只佔百分之三十五點四

四，七十年則有百分之四十六，八十年超過五成，為百分之五十二點

二五，九十學年度女性教師則有百分之五十九點四四，這可能與社會

各界普遍認為女孩子擔任教師是一項十分適合的職業觀念，因而紛紛

投入這個「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行列有關。 

貳、有關退休制度及退休現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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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教師提前退休人數有逐年增加之傾向 

全國各級公立學校教職員和宜蘭縣八所國立高中職校教師退休人

數，從民國八十五年起到八十八年之間，尚呈緩慢增加趨勢，八十九

年開始激增，而在九十、九十一年更達到顛峰；而不論全國或地方，

所謂退休，大多數都是提前退休，其情形已如上述。  

   二、教師提前退休年齡以五十歲和五十五歲為兩大高峰 

   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上規定：五十五歲享有「五五退休專案」的優

惠福利，五十歲則是可以領取月退休金的開始，這兩個年齡層實有其

特殊的意義，因此近年來教師退休人數中，也以五十歲和五十五歲兩

者人數最多，詳細情形已如本研究第二章第四節所述。  

   三、部分教師對退休制度之瞭解仍有所不足 

    教師對於事關個人權益的退休制度多會加以注意關心；不過仍有

百分之十二的教師，認為對退休制度「不瞭解」，「不瞭解」教師中又

以預定退休教師比例較多，已退休教師對相關法令的關注程度，似乎

高於預定退休教師，可見對於退休制度之瞭解，實有其背景上之差異；

原因可能是退休教師已經多所接觸退休相關法令，而預定退休教師有

些只是心裡盤算，還沒有真正去瞭解退休的種種規章與福利。 

   四、教師擇領退休金方式以月退休金為主 

    在領取退休金方式上，全國教職員退休人員，以選擇領取月退休

金居大多數；八十五年、八十六年都在百分之五十七左右，八十七年、

八十八年微幅增加，八十九年則增為百分之六十八點四，九十年突破

百分之七十，九十一年為百分之七十六點七。選擇兼領或一次退休金

者，九十一年已下降到百分之十一、二左右。至於宜蘭縣高中職校退

休教師中，實際領取月退休金的高達百分之八十，選擇兼領的有百分

之十四點六。但問卷調查中，領取月退休金的有六成五，選擇兼領的

則有二成五，和實際情況雖有些落差，但仍以領取月退休金為主。 



 162

    五、教師認為年息百分之十八優惠利率存款沒有必要調整 

    多數教師主張基於法治國的信念，政府在未取得全體公務員的共

識與諒解前，不宜貿然取消優惠存款制或調降優惠存款利率，以免失

信於公務員，又引發新的爭議與困擾。至於因銀行不斷調降利率，以

致凸顯退休公務員優惠存款高利率的問題。教師認為應該回歸問題的

本質，大家共同打拼經濟，讓經濟好轉，塑造提高利率的有利條件才

是正途。調查問卷中，有半數認為可以維持原狀，沒有必要取消或調

降。可貴的是也有四成二的教師，可以接受折衷方案，認為一次退休

金及公保養老給付享受優惠利率之最高存款金額不超過二百萬元整。

此亦顯現教師能共體時艱；經過審慎評估之後，考試院院會終於通過

決議「維持現制，不作變動」，事關公教人員重大權益、社會爭議多時

的話題，如今暫時告一段落。而教師們一顆忐忑的心，也暫時可以安

放下來。 

    六、五五優退專案的階段性任務已經完成 

    早年政府提出五五優退專案之目的，本意在於鼓勵教師提早申請

退休，一來可以促進人事新陳代謝，二者也可以讓青壯人力提早轉業，

繼續投入職場，貢獻社會。但是近來社會價值觀的沉淪、教育生態的

丕變、教改措施的實施、中等教育的轉型等因素，致使資深教師萌生

早退早好、不如歸去之心態，似乎不必再以優惠措施為推手及誘因。

何況五十五歲教師申請退休，不僅可以優先獲准退休，還可以多領三

十至四十萬元，難免引起社會爭議。各界普遍認為五五優退專案階段

性任務已然完成，似可考慮修法予以廢止。 

    七、教師認為展期退休金制度之實施會更引發退休熱潮 

    大多數教師都認為領取月退休金年齡延後的展期退休金制度，一

旦立法通過，公布實施，勢必更將引發一股退休熱潮。事實上，教師

對展期退休金制度之瞭解，純係從媒體報導得知，全套內容則未深究，

故所知有所偏頗。其實本項制度之草擬研議，採溫和漸進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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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使通過實施，亦將訂有過渡條款，對已達退休資格之公教人員，仍

得按現行辦法辦理退休與擇領月退休金，不受新規定之影響。後因擔

憂造成擠退恐慌，此項研議，目前已被擱置，但廣大公教人員仍然心

存疑慮，仍需賴人事、銓敘等單位多加宣導，以正視聽，以安人心。 

    八、教師認為高中職校回歸地方會更引發退休熱潮 

教育部在九十一、二年中，除相繼宣佈六年之內將把國立的高中職

回歸、改隸地方政府外，更積極規劃「k到十二」的教育體制，小學向
下延伸一年，高中也納入國民教育，國民教育自然回歸縣市政府管轄，

「k到十二」的教育體制一旦推動，高中職校必然由國立改為縣立。調

查問卷中資料顯示，如果高中職校一旦改隸地方縣市政府，超過八成

以上的教師一致認為勢必加速教師申請退休，更將引發一股退休熱

潮。可見高中職校教師對此中等教育政策之轉向，十分在意。因為以

地方財政惡化的程度，連國民中小教師的退休都無法編足，每年總是

有許多的教師想退休而不可得，如今，教育部將以三年編列三百億特

別預算作為教師退休財源（蔡慧貞，2003：A4），結果能否完全解決

國民中小學教師之退休問題，仍有待觀察。 

    九、教師認為五十五歲至六十歲之間退休，對人生規劃與學校教

育最為理想 

    有百分之五十教師認為五十五歲退休，對學校教育最為合適；其

次則有三成五認為六十歲最適合；在人生規劃上，有百分之五十四教

師認為五十五歲退休最為理想，將近三成則主張六十歲退休；這兩項

問卷結果，歸納而言，五十五歲至六十歲退休應該是最為合適。 

教師強調：五十五歲退休，工作超過三十年有餘，是該休息的時

候。除外，六十歲以上繼續執教，不僅年紀太大，體力不濟；與學生

思想、觀念更容易產生落差，對學校教育未必理想。更何況早點退休，

以便年輕人接棒，也可促進學校人事的新陳代謝。不過提前退休教師

的觀點，卻和現行教職員退休條例所規定的命令退休年齡有五至十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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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距。 

參、在退休決定因素部分 

    一、個人身心因素的考量上以人生規劃另有他就居多 

    高中職校教師教師考慮或決定提前退休，在個人身心因素上依序

為：四成二教師選答「生涯規劃另有他就」，三成七認為是「健康狀

況不佳」，三成三則是因為「很多同事朋友都退休」。由此可見，高

中職校教師之所以決定提前退休，在個人身心因素部分，「生涯規劃

另有他就」位居第一，顯見教師對「生涯發展」的觀念逐漸開展，個

人對生涯的規劃日漸重視。另外值得留意的是，佔有相當多比率的教

師，看到週遭同仁、朋友紛紛從教育崗位上撤退，也跟進選擇退休，

也可見退休熱潮的發酵作用，的確不可輕忽。 

    二、家庭經濟因素以預期退休後經濟需求不虞匱乏為主要考量 

    高中職校教師之所以決定提前退休，在家庭經濟因素部分，「預期

退休後經濟需求不虞匱乏」獲得將近七成教師的支持，可見教師考慮

退休的過程中，衡量目前的退休制度與福利，比較預期退休後的生活

狀況與繼續工作的生活狀況，不只沒有差別，甚且更為理想優渥，退

休後的生活安定、經濟需求不虞匱乏，當然可以選擇提前退休。 

    三、工作環境因素以考量社會價值觀念的改變為主 

    高中職校教師之所以決定提前退休，在工作環境因素部分，除有
六成三教師是因為「社會價值觀念的改變」外，「學生難以管教」、

「師生關係的淡薄」、「校園溫馨氣氛的消退」、「工作壓力太大」

等因素也都佔有三成以上，可見此種因素應是教師考量退休與否的主

要因素之一。而社會價值觀念的改變，尤其是讓教師離開教育崗位的

主因。 

不少教師深深感觸到，教育哲學和教育宗旨告訴每位教師要把學生

教成健全人格的有為有守的現代青年，但是在學校之中天天諄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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誨，都不如立法院的一記拳頭、政府官員的一句謊言或大眾媒體的一

篇煽動報導，反面教育取代正向的教育；民主的修養和習慣的教材，

也都不適用於現實的社會，青少年問題日益嚴重，不少教師採取放任

和驅離的態度，對教育的嚮往和熱誠，大幅縮減，社會價值觀念的遽

變，應是一個相當重要且嚴肅的因素。 

    四、教育政策因素的考量以對教育改革無所適從居多 

高中職校教師之所以決定提前退休，在教育政策因素部分，有六成

五認為與「對教育改革無所適從」有關，其次有將近半數教師是因為

「擔憂高中職回歸地方後退休不易」，因為「高職逐漸萎縮與轉型」

而提前退休的也有三成八，比例不低；顯示高中職校教師受到這三項

因素之衝擊，萌生退意，關係甚大。 

教育政策的釐定，是件十分細緻的社會工程。任何教育政策的興

替，在正式施行之前，必須由專職專責的研究機構，以專業知識作為

基礎，先作深入的研究，收集各種相關的數據，試驗過一段時間之後，

再正式付諸實施。實施之後，還要不斷追蹤研究，遇到問題必須立即

設法修正，居於對多元價值的尊重，不應顧慮擔心不同意見之表達；

只可惜，十年教育改革，缺乏制定政策應有的長遠考量，又經常一再

改易，使教師莫衷一是，無所適從，在推動教學改革上，產生嚴重的

挫折感及無力感，因而紛紛求去。 

    五、退休制度因素的考量以擔心支領月退年齡延後及國家財政更

為惡化為主 

高中職校教師之所以決定提前退休，在退休制度因素部分，有將

近六成教師是因為「擔心國家財政更為惡化」，有五成七多教師則是因

為媒體不斷報導政府正在積極規劃公教人員支領月退休金年齡延後，

因而「擔心支領月退休金年齡延後」的教師不在少數，而「擔心 18﹪

優惠利率調降」也將近五成，顯見退休制度因素，的確是高中職校教

師決定提前退休一個相當重要的考量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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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社會各行各業，對政府獨厚軍公教人員的退休制度，不斷批評

且希望能比照辦理，再加上國庫日漸空虛，退休制度的檢討不斷的進

行，提高退休基金提撥比例、取消「五五優退專案」、延緩請領月退

休金的年齡，降低優惠存款利率等，風聲不斷，但卻可能因選票的考

量及其他政治因素的牽扯，遲遲無法定案，不過已風聲鶴唳，人心惶

惶，達到領取月退休金門檻者都希望能儘速退休，以免夜長夢多，權

益受損，因而造成嚴重的擠退風潮。 

    六、教師決定提前退休最優先的考量是個人身心因素 

教師考慮或決定提前退休的原因，有時可能只有一個，也可能考

慮多項，各人情況不同，教師在評定個人身心因素、家庭經濟因素、

工作環境因素、教育政策因素、退休制度因素等五種因素之優先等級

順序時，有四成四教師把「個人身心因素」列為決定提前退休最優先、

最重要的考量因素。年紀逐漸老去，不少教師覺得必須把握現在還可

發揮體力、智慧的時候，決定提前轉換跑道，重新規劃另一段人生。 

肆、教師大量退休之影響部分 

    一、大量教師退休可以促進學校人事新陳代謝 

大量教師申請退休，影響重大，其中是否「可以促進學校人事新

陳代謝，提昇教學品質」？由資料結果顯示「同意」的有88人（35.8

﹪）；「不同意」的則有77人（31.3﹪）；在開放式問答中，不少選

答「不同意」之教師，也許是對新聘教師必能提昇教學品質這個觀點

不表贊同，卻敘明可以促進學校人事新陳代謝；因此大量教師申請退

休，可以促進學校人事新陳代謝，應是無庸置疑。大量教師的提前退

休，遺留之缺額，學校會甄選一批生力軍到校任教；那是師資年輕化

的活水源頭，教師平均年齡層大幅降低，因此帶來學校一番新氣象，

應該可以預期的。 

    二、大量教師退休會加重國家財政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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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超過半數教師同意大量教師申請退休，政府需支付龐大的退休

金，會「影響國家整體經濟，擠壓教育資源」這項看法；因為教師大

量的退休，尤其是未屆齡退休人數，急遽增加，造成嚴重的財政負擔；

加上當今國人平均壽命的延長，提前退休教師絕大多數又選擇支領月

退休金，那麼往往造成一個教職，卻是有兩位教師請領薪水的現象出

現，不僅造成政府財政的重大負擔，更擠壓原已拮据的教育資源。 

    三、大量教師退休影響教育改革成效 

多數教師認為大量教師申請退休，會造成菁英教師提早退休，影

響教育改革成效；因為教師是教學真正的執行者，也是學生輔導的負

責人，教學的成效與教改的成敗，都繫於教師的熱忱投入。然而當社

會上下一片都全神投入教改之際，卻有部分剛滿五十歲，年富力強，

只因可以支領月退休金就急著退休；有一部分的教師，希望能退休，

卻因政府財政的困窘而無法如願；另有一些則是在退與不退的抉擇

上。資深教師每天所談論的是退休問題，腦海中所充斥著也是退休的

念頭，而週遭的教師情緒必然受到連帶的影響，教改能獲致多大效果，

成果令人擔憂。 

    四、大量教師退休造成學校新進教師缺乏經驗傳承 

多數教師認為大量教師申請退休，會造成學校缺乏經驗傳承，新

進教師成長遲緩、產生斷層問題。教學是科學，也是藝術，科學有一

定可遵循的法則，可以在教師培育的過程中培育；教育的對象是人，

有許多因人而異的事務，必須在教學相長的情況下慢慢的學習，如果

在教學的過程中，有資深教師可以經驗傳承，則可加速教師的成長。

「校有一老，如有一寶」，資深教師的可貴之處就在於所累積的豐富

的教學經驗與充沛的行政資歷，他們的感受與意見，對於學校及較資

淺的教師都有正面的價值。當資深教師都紛紛求去之時，經驗傳承的

功能將大幅消失，新進教師的成長將因而受到嚴重的影響。 

    五、教師反對大量教師退休造成社會人心不平的說法 

調查問卷中，雖有三成三教師認為大量教師提前退休會造成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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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不平；卻另有百分之四十七點六的教師，反對「教師退休所得優

渥，會造成社會人心不平」這種論調。的確，當社會大眾對公教人員

退休制度批評為缺乏公平正義的同時，教師也有話要說；在開放性問

題中受測教師高達六十人表達他們的意見，語氣亦頗多憤慨；對社會

有此「不平」之聲浪，他們同樣「不平則鳴」。他們認為：政府要多聆

聽基層的心聲，他們享有的福利與待遇，是長久以來政府為安定他們

生活在政策上所賦予他們的，並非教師主動爭取而來。當景氣活絡、

百業興旺之時，社會何嘗給予關愛的眼神？如今國家財政一時困窘、

民間百業稍顯蕭條，失業率節節攀高，才讓教師的相對「穩定」讓人

眼紅；當社會開始一項項檢視教師的待遇與權益，視他們如一利益團

體時，政府應有責任向社會大眾解說清楚，更不可添油加醋，讓退休

教師受冤屈、背黑鍋。 

伍、改善措施部分 

    一、緩和教師退休熱潮，教育行政機關要採多重方式進行 

受測教師認為教師退休的主因與教育生態之改變及教師福利可能

一一取消有關。因此殷殷期盼於教育行政機關的，就是教育改革要審

慎推動，退休制度勿輕言修改；同時採多重方式進行，決策施行前，

更必須事先做好充分的政策宣導與溝通，同時提出相關配套措施，執

行單位才能充分掌握改革政策真正內涵與策略。教育改革的推行如

此，退休制度也必須如此，才能減少阻力，才能突破教師抗拒的心理，

才比較容易成功，也才能有效緩和教師退休熱潮。 

    二、緩和教師退休熱潮，學校行政單位要多宣導 

欲緩和教師退休熱潮，教師認為學校行政機關可以採行的策略，有

七成以上教師認為要從「各項改進措施之推動，宜先宣導並與教師多

加溝通」做起；其次可從「宣揚尊師重道的優良傳統，鼓舞教師士氣」、

「尊崇資深優良教師，提昇專業尊嚴，鼓勵延後退休」、「教師聘約

詳列有關教師權益之法令規定」、「人事單位配合法令更迭，經常提

供現行退休相關規定諮詢」等多管途徑進行，才能奏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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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在職教師要調整心態面對教育改革 

基於經驗傳承的使命，奉獻教育一生的心得，受測教師也對在職教

師提出一些良心的建議，希望留在學校的教師們能夠「調整心態，積

極樂觀，面對教育變革」，同時「妥善擬定生涯規劃」及早安排將來

的退休生涯；因應教學需要、學校需求與個人成長，必須不斷進修與

學習，如此面對工作，自能勝任愉快。 

    四、教師這項職業是值得肯定與喜愛 

多數教師認為教師這項職業，符合個人興趣，適才適用，適性發展，

學以致用，實現理想。在心目中是屬於「不錯」或「最好」的；在社

會價值觀改變之中，總共有高達八成三的教師，覺得教師這項職業值

得肯定與喜愛，讓我們對台灣的教育增添無限的信心。 

    五、其他退休制度意見 

高中職校教師對於退休制度的意見，尚有以下數點，都有其意義，

足資參考： 

（一）、政府應訂定明確的退休制度，不要朝令夕改，政策搖擺不

定，造成人心浮動，退休潮不斷湧出；有明確的退休制度，教師對自

己的生涯規劃會更妥善計劃，否則問題必定年年浮現。 

（二）、中小學教師教學對象是中小學生，年齡差距之代溝是自然

因素，此與公務人員性質之差異性很大，是宜依教師行業特性，另行

訂定合理的退休制度，即公教分離。 

（三）、尊師重道之精神仍有必要，教師節需慶祝與放假。 

（四）、對於退休後再從事有給職工作時，政府應訂法令嚴加禁

止，政府不應太寬容領雙薪之退休人員。 

（五）、學校人事單位，對於有關退休的法令、規章宜適時印發給

教師同仁，尤其是資深教師，更應隨時提供退休相關資訊。 



 170

（六）、充分的尊重與溝通瞭解，才是促進教育工作者獻身教育原

動力。教育是百年大計，應讓教改有更宏觀的作為，讓國家未來的真

正主人受最妥適的教育。 

（七）、政府宜從各方面支出檢討，不應針對公教人員開刀。 

（八）、考慮我國社會型態與傳統，他國制度只能作參考，不可整

盤套上，形成流弊。 

（九）、對於致力教育而屆齡退休，應另有一套獎勵制度如「表現

優良教育人員退休獎勵辦法」，鼓舞教師服務士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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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建議 

 

根據本研究之研究過程及上述的發現，本節將針對教育行政機關、

學校行政單位、在職教師以及未來的研究提出建議，俾作為各該相關

單位、人員之參考。 

壹、對教育行政機關的建議 

綜合本研究之研究過程及發現，針對教育行政機關制定及施行教師

退休相關法令，如何緩和教師大量退休之問題，提出以下幾點具體可

行之建議： 

    一、改變退休給與制度，需要配合良好的宣導工作及媒體的和諧

運作 

從本研究開放性問題中，教師自由表達意見部分看來，不少教師

都如此建議：「請教育部、人事行政局或者考試院，在政策確定之後

才發表意見或看法。不要三天兩頭到處向媒體放出消息，造成教師的

困擾與憂心，不能安心工作，只好提早退休了。」的確，退休給與制

度的變革動作，某種程度當然必須保持低調或秘密，以維相關研究的

公正適切，但若予教師一種將被剝奪的巨大不確定感，而並無一種值

得信任的解釋，則未必有助於往後改革措施的推行。因此良好的基於

福利照顧意含下的宣導工作絕對有必要，不論是政策推行前或推行

後，尤其是當廣大的教師對政策的搖擺不定、國家財政危機造成一種

疏離感時，更需要下一番功夫。另外，教育行政機關還有一件重要的

工作，那就是主動運用媒體改善公教人員與人民對立的情況，否則公

教人員的權益勢必更難以爭取，而演變為一種惡性循環現象。 

    二、採納教師對於退休相關議題之建議，保障教師原有權益 

本研究在開放性問題中顯示，教師對目前退休法令政策，並非一致

贊同，亦非全無意見，只是長期以來，教師即是默默耕耘的一群，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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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於積極表達異議，縱然表達，人微言輕，他們的意見也難被重視與

接受，因此許多福利一一被取消。為使教師對攸關自身權益之政策表

達意見，因此建議政府，對於有關教師退休之議題，宜徵詢採納教師

之建議；唯有教師才能具體反應自身對於退休福利及相關措施之需

求，亦才能協助政府制定更為周全的相關政策法令。他們更期盼政府

相關單位研議教師退休制度時，應注意穩定性、周延性及保障性的原

則（張芳全，2000：19-37），絕不可剝奪已退休教師或現職教師的權

益，廣納教師建言，制度之研訂才能力求周詳完善。合理的退休制度，

不僅保障退休教師的生活，更能安定現職教師的心情，願意安心於教

育工作。 

    三、提早調查，編足經費，因應教師退休需求 

鑒於近年來提前退休教師人數驟增，超乎預期，原先編列之退休

經費，不敷分配，教育部也預為準備因應，通令各校提早調查意欲退

休人數，以便籌措經費，滿足有意退休教師之申請。而各校人事單位

也都能積極配合，要求申請退休教師在規定期限內備妥相關資料呈報

核辦，唯呈報之後，或許由於人數過多，或者是經費籌措碰上難題，

經常拖到學期即將結束，寒暑假開始，核准公文始見下達；一者讓申

請退休教師，焦慮難耐；二者學校無法確定教師缺額，甄選教師作業，

遲遲無法辦理；因此不論申請退休教師或是學校行政人員，都殷切期

盼教育行政機關，面對一波波、方興未艾的退休熱潮，加快作業，編

足經費，因應教師退休需求，對教師退休之申請，儘早核定，以安人

心，以利學校各項作業之進行。 

經不斷反映後，教育行政單位已能從善如流，九十二年六月二十

日教育部中部辦公室指出，所有退休案件均已陸續辦理發文，故近期

學校及退休當事人便可收到退休核定函。最近學校頻頻反映無法於學

期結束前歡送退休教職員，或辦理新任教師甄選之問題，應可順利獲

得解決。至於經費部分，高中職校部分所需之退休金，則先從各校年

度已分配未執行之人事費支應，如仍有不足，再另覓財源因應（教育

部，92/06/20新聞稿）。各縣市國民中小學，則由教育部協調相關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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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年內編列二到三百億特別預算，協助地方解決教師退休經費不足

之問題（蔡慧貞，2003：A4版）。 

    四、高中職校仍然隸屬國立 

據本研究結果得知，超過半數受測教師建議高中職校仍然隸屬國

立；一旦高中職回歸地方，首先面臨的就是經費問題，高中職回歸地

方後，地方財政的困境將無以復加，教師退休問題益形嚴重。倘若高

中職回歸地方，除可能捲入地方政治的漩渦之中，也可能因各縣市政

府經費豐瘠有別，加大城鄉的差距。為爭取享用教育資源，跨區就讀

的情形可能會變本加厲，這就與教育當局積極推動進行的鼓勵高中職

社區化，學生就近入學、破除明星迷思和社區學校化的立意，可能漸

行漸遠。為留給學校清新辦學的空間，因此一動不如一靜，建議高中

職校仍然隸屬國立。 

    五、審慎教育改革，重視基層教育人員的意見 

就教育改革而言，教師們認為，幾乎都是專家學者的專利，政府借

用他們的專長，訂出理想的標準，然後公佈週知，全國同步實施。結

果常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或是「拿捏分寸，陽奉陰違」。為

改善這樣的缺失，在教育改革及各項改進措施的過程中，不能也不可

忽略了基層教師、主任、校長的意見。教育的成敗在基層教師，倘若

教育改革過程中，把學校的教師、主任、校長當成使喚機器，任由教

育專家決定如何教學以及教學內容，教育改革必然面臨阻力而無法順

利推動。因此要能細加考量學校教育人員的意見、觀點、作為等，而

非一致由上而下或是由都會看鄉村的貫通推展模式；推而演之，各項

改進措施、政策的形成，也應體現由下而上的踏實態度，法令上賦予

權力，資源上加以協助，以增進教師協助各項改進措施推動的熱忱。

而在教改政策推出前，也應經過集思廣益的程序，讓教師參與決策，

讓教師瞭解教改政策，並進而願意參與教改、支持教改，不再視教改

為畏途，更不會因為挫折感、無力感，因而辭去教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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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教師屆齡退休年齡宜修正為六十歲 

時代在變，人們的觀念也在調整，現今社會不像以往的人，鮮少一

直工作到無法勝任才退休。為求活得更有尊嚴，趁尚有體力之際，享

受幾年優遊自在的生活；需要為人生的後半階段做適切的生涯規劃，

根據本研究得知，受測教師認為最適當的退休年齡在五十五歲至六十

歲之間，但卻與法定屆齡退休年齡有頗大落差，五十五歲過後，與學

生年齡差距三、四十歲，本身體力也走下坡；許多教師紛紛建議要合

理訂定教師退休年齡的標準，而最適切的退休年齡應該是六十歲。 

只是屆齡退休年齡降低為六十歲，牽涉甚廣，基於下列四點理由，

教師此項建議，仍有待商榷： 

（一） 人類平均壽命漸增，台灣人民平均壽命已達七十八點五四

歲，從事公職者之工作年限，理應相對遞增。 

（二） 憲法規定人民之工作權應予保障，並非人人皆擬提早從工

作崗位上撤離；率爾縮短工作年限，影響人民權益甚鉅。 

（三）「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之適用對象，除中小學教師外，

尚包含大學教授在內，大學教授甚且還有延遲至七十歲退休

者，是故不宜單以中小學校教師之觀點去要求降低法定退休

年齡。 

（四）為舒緩退休熱潮，降低龐大退休費用之支付，世界各國，

近年來退休政策傾向高齡退休，美國希望未來能逐步提昇屆

齡退休為六十七歲，即是一例（吳國輝，2002：36）。     

   七、建置志業教師培育制度 

由於社會價值觀念的轉變，教師這項職業已成為謀生的工具，尤

其「師範教育法」在立法院修正為「師資培育法」後，師資培育的方

式從一元、公費培育修改為多元、自費培育後，教學已成一種專業職

業（Professional Job），所培育的多為以教育工作為職業的「非志業

教師（Non- Career-Oriented Teacher）」。學不厭、教不倦，終生以

之的精神，並不是每一位教師人人都具有的理念，沒有教育的熱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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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讓他熱愛這份工作呢？唯有將教育當做終身的志業，教師才會願

意全力投入教學的工作之中，因此，雖然教師已不再單獨由師範校院

培育，但就是普通大學的教育學程，亦應以培育「志業教師

（Career-Oriented Teacher）」為目標。除教育專業智能及教學科目

能力的培養外，教師專業精神的培育更為重要，如果人人均以教育為

終生的志業，雖然外在的環境更迭，境遇惡劣，教師仍然甘之如飴，

堅守教學的行列（楊朝祥，2002b）。此項建議，教育行政機關、師資

培育機構，宜審慎評估其可行性。 

貳、對學校行政單位的建議 

綜合本研究之研究過程及結論，針對學校行政單位提出以下幾點

具體可行之建議： 

一、各項改進措施之推動，宜先宣導並與教師多加溝通 

深入探究教師提前退休之原因，與近年來教育改革之諸多措施無

法調適有關；大學聯考改為多元入學方案之年年調整，莫衷一是；教

科書一綱多本，導致教師壓力大增；高中職校結構之改變、綜合高中、

高中職社區化等花樣百出，應接不暇；而這些改進措施之推動，並未

與教師多加溝通及宣導，因而在正式推動時，亦會產生各種實施上的

困難、質疑、甚至遭致強烈批評。資深教師面對這一波波如潮水湧來

的教改，有所卻步與無法適應，甚至力不從心，因而萌生去意。未來

在推動各項改進措施的歷程中，宜事先對教師做好充分的政策宣導與

溝通，突破教師抗拒心理，使之能配合學校行政措施，進而增進教師

對教學工作之投入。 

二、宣揚尊師重道的優良傳統，鼓舞教師士氣 

今日多元化社會的普遍現象，雖然視學校教育為一職業預備所、一

知識販賣所，教師已不再是知識的唯一來源；尤其升學制度依舊左右

學生的學習意願，影響教學情況；而永遠摔不破的飯碗，也可能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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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高中職校教師膽敢因循苟且，漠視學生求知之需要。長此以往，

師道之不受尊崇，亦所難免。因此學校行政單位，除了設法淘汰無心

教學之教師外，利用適當時機，藉助多重方式，鼓舞教師士氣，宣揚

尊師重道之優良傳統，讓學生快樂學習，豐碩收割，自是當務之急。 

在研究過程中，看到教師對開放性問題的熱烈表述，深深感受到教

師之所以提前退休，或由於現實的考量，或由於身心之因素，充滿著

無奈；字裡行間，卻依然可以嗅出資深教師對工作的熱愛、對教育的

殷殷期盼、對教學經驗傳承的自豪。雖然他們的退休，都已經過審慎

評估，深思熟慮，但若教師感覺在校頗受尊崇，專業自主權能夠發揮，

教學互動上受到重視，校園十分溫馨，很多教師應該會留在他熱愛的

工作崗位上，作育英才，繼續貢獻心力。 

     三、教師聘約詳列有關教師權益之法令規定 

在研究過程中，有感於部份教師對自身權益之相關規定僅具模糊

概念，為保障教師權益，並明白劃分相關權利義務關係，在教師初任

教職時，即應在聘約上詳註相關法令規定，或將教師有關法令，輯印

成冊，不單須使教師瞭解其責任義務及薪資計算等訊息，更應使教師

瞭解其退休相關權益，如此不僅可避免教師對相關訊息之不確定而生

人云亦云的困擾，亦可使教師因無後顧之憂而能全心投入教學工作。 

     四、人事單位配合法令更迭，經常提供現行退休相關規定諮詢 

在退休相關法令資訊上，教師多從媒體得知，常常有所偏頗，或

是一知半解，只有在與自身權益有關之時，才匆促尋求管道進行瞭解，

而所獲取之資訊亦較為片面。學校行政相關單位實有讓教師更深切瞭

解退休相關規定之義務，宜配合法令時事，利用教師集會時間，提供

資料與訊息，碰到重大法令修正時，更該主動為教師解說，讓教師對

自身權益之保障及對政府政策之理解，相信皆有一定程度之助益，更

可讓教師對自身的生涯安排，早作規劃。 

參、對學校教師之建議 



 177

基於經驗傳承的使命，奉獻教育一生的心得，受測教師也對在職

教師提出以下一些良心的建議： 

一、調整心態，積極樂觀，面對教育變革 

教育永遠有問題等待解決，所以教育的研究與改革是一種永續工

程，需要全民匯集智慧，共同討論與審慎規劃。任何策略的實施，除

週詳的規劃、充足的經費外，最重要的是人的投入。因此教育改革最

重要的是：讓所有的教育人員更新理念，領悟到時代的脈動，配合時

代的需要。根據研究發現，教師退休的原因大多數是因為「工作環境」

或是「教育政策」所造成的身心壓力，面對此一波波的教育改革，教

師要能夠調整心態、認清自己的角色、主動瞭解教育改革的方向、積

極參與公共事務決策，以減輕工作上的壓力，為學生的福祉，讓學生

學習之路更美好、更順暢，讓教與學創意不斷、卓越前進。 

過去，社會期盼教師要扮演：（一）擔任承先啟後、薪火相傳的弘

道者角色，（二）培育學生適應多元化社會的雕塑家角色，（三）陶鑄

學生健全人格的靈魂工程師角色，（四）身教言教合一、誠敬仁愛的宗

教家角色，（五）結合傳統與現在、順應未來的預言家角色（林慶桐，

1986：337-343）。因此，教師所要承受的社會責任以及眾人期望，遠高

於其他行業。雖然，時移勢異，角色或有變動，但「鐵肩擔教育，笑

臉對學生」的神聖責任，仍不可或忘；在教育生涯中，唯有肯定自己，

坦然面對及因應新的困境與挑戰，樂觀工作，積極投入，才能擁有工

作上的自信與成就。從八成三教師對教育的熱愛、在他們心目中佔有

重要地位的角度思考，教育是一項最有意義的工作，看到學生成德達

材，教師總是難掩喜悅之情；因為我們已經為民族文化、國家生機之

發展，創造價值，這就是教師的樂趣。 

    二、妥善擬定生涯規劃，及早安排未來生活 

人生極為短暫，尤其在教學生涯二、三十年之後，如何對後半輩

子做有計劃、有目的及有系統的妥善安排呢？學者提出十項步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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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參考：（一）先覺知：釐清生涯規劃、覺察規劃重要；（二）有意願：

想過自己人生、願意進行規劃；（三）量己力：認清自我世界、充分瞭

解自己；（四）衡外情：瞭解外在世界、掌握社會脈動；（五）訂目標：

確定發展目標、找出人生方向；（六）找策略：策定行動方案、擬定努

力進度；（七）重實踐：付諸實際行動、不斷鞭策自己；（八）善反省：

針對失敗教訓、隨時檢討反省；（九）再調整：修正生涯目標、調整行

動策略；（十）重出發：貫徹成功決心、調整行動策略（江文雄，2000：

74-76）。一個人看不到未來，就掌握不住現在；要看到未來，生涯規劃

要趁早。受測教師以過來人的身分，期勉教師在未來教學歲月中，宜

事先做好生涯規劃，「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才能建立自我學習與

適應社會變遷的能力，才可以掌握人生的方向。 

「退休不是凋謝的過程，而是有計畫、有準備地過程，退休只不

過是放下重擔，放鬆自己，讓自己更有時間、更悠閒地去過自己想過

的日子。每個人都會年老，退休乃是人生必經的路程，不必驚慌，也

不必害怕，而是要坦然、勇敢的去面對、適應；重要的是要懂得退休

規劃，為退休早作準備，到老就不用煩，更不用愁。（江文雄，2001：

5）」 

    三、拋開年資的迷思，不斷進修與學習，提昇專業能力 

在今日知識爆發的時代，知識的半衰期日漸縮短，為因應教學的

需求，教師的在職進修刻不容緩，「教師若不進修，則以過去的經驗，

教現在的學生，去適應未來的社會」，知識的差距日漸加大。尤其終身

學習是人類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一把鑰匙，未來人類要能適應社會變遷

的需要，必須不斷地進行學習。資深教師要能打破服務年資的障礙，

多主動參與學校事務及各項研習、進修活動，才能提昇自我的成就感

與專業地位。異言之，資深教師在面臨生涯規劃的同時，也要重視本

身專業知能的發展與規劃，進而在教師專業化、教學專業化以及教育

行政專業化等三大層面努力，並致力提昇專業的態度與能力（楊國泉，



 179

2002：36-37）。尤其職校教師，在工作崗位上，面臨學校可能轉型與學

生來源逐年遞減的壓力，在社會環境上，似有一股排擠高職的暗流，

如技職校院的整併與改制，大幅縮減高職學生的升學管道；因此更應

掌握契機，立即進行具計畫性、系統性與前瞻性的持續性學習，方能

更新既有知識，以因應未來需求，具足與時俱進的能力，自然就能得

到大家的敬重。 

四、教師對相關法令仔細研讀，保障權益 

邇來社會意識抬頭、學生自主性高、家長對校務關心亦甚於往昔，

兼且校園事件頻傳，教師皆宜順勢留意，嫻熟法令，以確保學生及教

師自身權益。除外，教師對退休法令之瞭解實為不足，常有一知半解

之處，只有在與自身權益有關之時，才匆促尋求管道進行瞭解，而所

獲取之資訊亦較為片面。因此，受測者建議教師對於政府相關法令之

訂定及實施，宜主動進行瞭解，積極研讀，如此不僅自身權益有所保

障，而且對政府政策之理解，亦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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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展望 

 

目前有關高中職校教師退休問題之研究尚不多見，本研究基於個

人的興趣及客觀環境的限制，僅能就主題略盡棉薄之力，此方向之研

究仍有很大的空間待未來研究者繼續努力，對於未來研究之展望，可

歸納為以下幾點： 

壹、就研究地區而言 

本研究乃考量於研究者在研究上取樣容易及地利之便，在資訊的

蒐集上較為便捷，僅以宜蘭縣八所國立高中職校教師為研究母群體，

為求區域均衡、高中高職平均分配，因此抽樣調查全省其他十八所高

中職校，其中高中十八所，高職亦為十八所；職校之中，亦同時兼顧

取樣，商職、家事、海事、工職皆能涵蓋；唯因未採用隨機方法，係

憑主觀的判斷選擇抽樣，同時樣本數量仍屬有限，故研究結果僅只參

考、比較，推論恐亦無法完全適用於全國。因此未來有意研究高中職

校教師提前退休，宜將研究地區擴及全國，採用分層比率抽樣，所得

結果更有代表意義、更有參考價值。 

貳、在研究對象上 

在研究對象上，僅以實施退撫新制後（八十六年至九十一年）之

宜蘭縣八所國立高中職校提前退休教師為對象，進行全面調查，未來

三年內（九十二至九十四年）可能申請提前退休教師，也列為問卷調

查受測對象，針對具有法定提前退休、領取月退休金資格之教師進行

研究，唯因各校退休教師資料取得困難，資料難以完全蒐集；再則退

休教師分散各地，郵寄問卷，樣本回收數量只有六成八，因此研究對

象之數量上有所侷限；所以研究結果，只能推論部分提前退休教師的

看法，無法取代全部提前退休的教師。未來研究上，宜設法提高樣本

回收率，讓受測教師皆樂意接受調查、表達意見；倘若人力、物力、

時間皆許可，更可擴大為對所有教師進行研究，以增進資料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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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普遍性。 

參、在研究內容上 

本研究限於時間、財力及個人的思考範圍，除退休制度外，僅從

教師決定退休因素、退休熱潮的影響、緩和退休熱潮的策略涉入層面，

初步探討教師提前退休的問題。但教師決定退休因素眾多，因人而異；

退休熱潮帶來哪些影響？見解仁智互見，甚至南轅北轍。而如何緩和

教師退休熱潮，個人所能提出的策略又屬有限，凡此種種，無法一一

臚列以為問卷題目，研究結果可能會無法真正反映每一位退休與預定

退休教師的意見。因此建議研究問卷，可以增加對於教師提前退休以

後生活滿意度、適應性以及其他相關情形等題目，擴大研究內容；亦

可以針對教師決定退休因素、退休熱潮的影響、緩和退休熱潮的策略

等其中一單元，作更深入研究。另外如研究對象擴大為全國，內容上

也可就高中、高職教師之差異或城市、鄉村之差異進行綜合、比較研

究。 

抑有進者，大批教師搶辦退休以後，未來仍將有更多之教師進入

退休階段，如何讓這批菁英維持與社會之聯繫，將成為未來社會一項

重要議題，此項人力有效管理及運用之問題，值得探討研究；同時這

一批教師，正屬壯年，毫不猶豫地自教育崗位上急流勇退，其背後隱

含之意義及問題，亦皆有賴後續者繼續探討，因此展望有關高中職校

教師提前退休之問題，仍有極大研究與揮灑之空間。 

肆、在研究方法上 

本研究主要以調查問卷法進行量化研究，固然有其優勢存在，但

對樣本的個別性與特殊性無法進一步瞭解，部分題項雖然也預留受測

教師敘述原因的欄位，而教師的回應也相當踴躍。但是受限於文字的

表達，可能有意猶未盡、不能暢所欲言的地方；而對教師決定提前退

休的心路歷程，也無法詳盡深入探討。兼以受測者答題時可能有所保

留，或受情緒、社會期望與時間等因素之影響，尤其預定退休教師，

因尚未面臨實際退休狀況，部分題目其應答狀況，尚屬假設性之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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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變化空間，因此研究結果可能與真實情況有所差異。因此建議未

來研究宜參酌個案訪談及縱貫性的研究，進行質性分析，相信對教師

決定提前退休相關問題，必能得到更充分深入的瞭解，獲得更豐富的

資料。 

伍、在研究工具上 

本研究以研究者自編之「公立高中職校教師提前退休問題之研究

調查問卷」為研究工具，雖經專家學者提供寶貴的意見增刪修訂而成，

但是問卷內容還是無法涵蓋所有的問題，部分題目內容之敘述，可能

未盡周延。為使研究工具更具實用性，未來可透過座談討論的方式完

成，使問卷的內容更加完整，讓退休制度的研訂更為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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