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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中小學教師換證制度實施之

評析與啟示

林難4官 兵清山

鍋'l!i

B文稿為「教員堤，字寬新制」的回家教研疫團制度 是自去岫學研始研

鶴的項種保鍛師資賀龍興時俱進的品質保障1J*> 3:責制度*12007年修語必過

後齡X輛車拉正式，實絃 ﹒ 其實施目的除福保都資的東實外 亦樹種寓，使帥，享樂

能力意函依該.11<之規定 日本公狙立中d遇難，費師及得有激師禮畜者在澱

區illm.符照"滿"年時 ，電赴女郎辛陣省所暉可之大學參郎3O/]>.I!春以土的澳擅

自傳習躲捏成觸及給後才得母酬懷坦本研究之主旨即在於介紹日本教師峻擅

自歐廣 種從椅關文歐中分析J建成立經過內容很構及實施前後牽制度 執待興

E套導層面之擻，才益提也 「解決換鈕~tI'1'11JM!!囡"回聲扭貪18'育系統」

r殼撥通會及自揮要與""周是設計J ‘ 「行政犧制與大學在錢越制度中IfjO.

定，責任」 輿 'Il新.. 護按國是苔，寄自蟹，實第敘'"換麓011實」 等啟示 觀能繼供錢

也在嫂，的紹~政策時之，考 ﹒

件，時帥~~"恥學^'閥呻削，研究科哲學雪....， #:;8人

軒"件跑回 .lin lW@yal>oo.rom_ ty, 

晨，也 國家教前身覓處哎，也

電卒，學外妥當-.gm .，l.r獻udu.tw

"翩翩 M時間間!tLaJ因:許"，牟"月 M自從建國陶划時3Jl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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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絡站

西直線教師的付品質 ，.升教師胡專業地盒 帶進教學的級飯 一直是各國

師資j含有興教師教育的重點 ﹒ 早在的“年 1 都合面教育科學文化組函， 仙州吋

N.lion. Ed岫1酬.L S<:i...lific.OO Cullural 伽'g'"，1..1的風恤世s(''O)則軍際勞工

組勵 ""個"Il3lional L..盼叮伽苟mω.~怕他 "β) 單是在 『間m度飾地位乏鐘..."

( R，咽，m~ω"00 已個問"Iling Ihe $1別山叫一γ'eochcn )中投到

e食停在教育的龜，中份清 7 不可氯峻的JfI~'$e.鈴倚~作艘u

it"~ tf.專麓 ，婆娘臥嚴格且很會僵局之跨電軍獲得 娘"之旱

，良知擻，‘特別的錢錯字 役，真正，之地位 屋...社會，才教師戶

，酸的.歌 "司長UN這S仁。國內昏黃金 2011:U手電Sζ0 抽油6)

對於教師之工作盤".不論"建設定位軍事字，難 對驅車，驅車".於邁向專

業的捏捏'F.S7提高教師的專繁地位除在師資培育成臉與專業成員等豔體

生種串連度上 績，步戰前，農復興益規進修之鑽到外 但筒.~J贊許a﹒之換監制

度 亦宵保障教師的草草賀龍水單位與時很遺 且有助於纏萬美草草翼地位 ﹒

「教師偵也 " ( '眩岫"'licens UJ'C ren叫“)在皇軍留並非 個新的團體間 於

""年自亨默會有換車宜之鶴〈吳?青山 2010 ) ﹒ 爾後在100'單民道，‘政府時期

亦曾有徊總之線.，.，再次研韓韓國當時之時空背學及這土.，英國，等區絮未能E式

飽佇 包教師說扭惆行徑與發展方向亦速滑啊!寶寶各界的重視和明心 再以英

國前，. • "的美國大部分的州皆毀有教師學總體制度 ~姐 維吉尼亞州

( Virgini., VA) 想定州內教師看，在互尊肉取得所史的募集發展擻，投，.，點

印第安納圳 (lndi. na.. IN ) 則是規定，吱臨初種為悶年，役，鬧 鬧後每五年需續種

一次前州 (C..lifom i.>， 0吋利，請隨臨:a州( l\\.lss.ch 凶<:Its. M'\ ) 則建叫每五

年，.護照更新型建制﹒綜合儀之 勢盟各州規定之換擅自內容..各有興司 偉大致



上告要宗教師在一建年限肉必須賀新英盆.. ' .才得以蠟詞，任敘(畏精山

2010 喝間".司!jl • 2007 槍因康之 去沁90 : MCETJ吹育問胞研究金 X蝴

I叫，，~【k司partm酬。fEd""划的且 2011: Virginia Dcpo r! mc叫 of Ed臨"給n. 2007)

而在a本方面 B尋曲啾歸換拯制度是在:2007年個信法通過於X剛寧夏式，實

經自院制度 1 日文摘為「教員免，于﹒賀新制j' :愛F風度依文部科學省﹒之阱， 其

主要g的曲令「保持~8TMZ.1I之實質，這刃，踐賦予教卸責費開咽.. 祖錢能自費

莫能到接待自信立於教鐘" . 在當制度之績，因下 教師控告的賀新似 的結，.單

位教師待'!O磨滅'0'事 .. 於效釵終止之酹兩年內赴 r大學"'"受到個材等

以上的品，莒 i 才能~Iìt買梭，跨越 ﹒ 而復盤講習之，.*到世則自文部科學省訂定

開設'"習課程(包含項目內容師食芳注與陳擅自傳)的大學(或風，僧)

亦由文鄧祥禪省依戀 r昌，習之草本宜，則」進行會主及蛇定 無而 做制度自

開始 不錯在政礎射蛤~反階段 立怯級團以及實飽之後 t﹒土對其支持

與反對，音宮，女峰書包箔致策制建者家長與祉﹒興搶而部分的教師團

僵教育竄值皮學界等則持反對之恩'" 目前敢向歐鐘仍磁績，實施命值文都科

學省亦簡單雪將教都換益制度置於強體飾資m~}事統之下 進行過畫畫之艘，古典改

革(林雍管 "''' 文部科陣省 去泌9b.2(l 10 ) .

由於百本的教育.度和教師發展規翻一向 E尊重建國人開心 個總改革與研

. J.I!I H良側，哥拉均~"，I，沙 a恥多萬萬役" 益食費，食單'1& • t.j.了".娘的.師宿，呀 "
期周內 .繪制*""j1!~軍發展峙， 佬純學.也給錢婪..明等 才﹒息"IH_

.屋 時也..帥，已有~但由區" 也響，叫侷負有核電UtH 例如 4位旬.提E丸之 fr ''*" 
納州加州U&1l州 〉

. "命的 T 覓，帶 d 桔的是.裕 ，特可臭f，~ 1祥之皂 ，應 1'''''呵，令 ，‘國之錢 !快 ﹒ 兩國

4島的殺"鈕t"fA 1‘ ' .硬 買免:\f J ' ;i.籽 ， 鬼，紋J 訓是"記，良種類樂內 .之擾，
其是撞車服..\ 1949年公布之《教育風風兔".'" )(外，智 玄m)

• ，，~)科學"可舖總‘文例省 ‘四 客車..啥， 哩u . f'I 司"‘文化，請之+洪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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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深究之價值對伊探研習本位的回 家教師燒盡甜度從車，創立語至連典待

之過程在當地受到，造財蛤之後所鑽出之若干.. 對興建..亦值得袋值在研

擾，使師生遷費颺體系自研'Ol'照﹒因此本女首先fM招"*教，，，，.鍾制度的成

立鑽過與內容草草種省自旦與計松齡以叫做 tr 執行與，.套三筒，面邀行'事

析 ftítl丘提""哈拉國之啟示，也可制會級之處 ﹒

T. 、教師錢請制度的成立饒過

自笨，使師換誼制度自紡朔的副政策討蛤形成修接揖陵至lEi楚...

之間的 lP:!L 並非探Q~實丈順利益變聽 其形成過程係w~r.IJ與政用等背學會議

件的泣，的種各方角刀之下 才們這慚形級敵制度﹒毯M~黨制嫂的成立細地宣依

目前斑白開始研自信輾轉ψ不同立場的都會.. 聞組 受到政治力介入鎮間星，軒"偉

國的以及快速傳龍等過程 11.分為繭牙潮"衍蝴Il力娥與信注斯等個間階

段並依'"說明之 ﹒

一 、萌芽期 ( 1983-2岫年)

自'"身教師盛照吏，研之研訓最早可向及至j ]983年起她是年 日本的

教τ艾爾悔 自由民主黨..內的女教制度調查﹒提出了對 r師資培育與但無」

的是..然而 卻不續當時的 r隨時，雙向審議﹒」 的討論自於鐘時，晚會審III

.可謂是日本現代教育改革".開輔 因此 f教員免If，的更新'，"圓可酬是缺

結於教改朝賜 . tt:_賄序進入二十一世紀教師沒麓的悟"研團體重新登上小總惠

三首相設立的路!IJ機場 c教育改掌密度...， 酌，台上 ﹒

20C沁年 12月 脅著朗也任臼"留個 由於草草葛湖本身為自由民主您所謂



的「文教摸」 ﹒緝見過身其本人對齡 '''''年自晨，區內艾教輯查﹒提出的 r師

資，.實績扭喃」 憩盟" 且爾後成..島民，韓敘胡鬧贊，.闊的曲方針有所自如司(三

電椅子 . 2001 小費方資 玄冊)﹒因此，在報警鷗首相領導的教育改革領民

..與中個體的了「改變教育的+七個個壘，但" (教育u丈H七"鏈，農)總告

• 教師換誼 賽正主建設睡過草進入討論階段 ﹒ 是將 1 擔任科遺書鍋內閣的文部

科時，犬臣 同時也是女教簇-A9tJIT村信掌佳品緒教育志回事勵民... 且是會組

數..個歐報告.後 t 亦輝也文，也科學宙的 r三寸-色紀激膏，野生計"" . 在重要

""中也可以教現對 「教師種蕪湖可能僅」進行"射的靶" ﹒

隨後 阿村個家以女，眼科同學六區的身分精致教師虛詞更新的.... 做

成 r . .....!電擔保敘師的過任位或是提高."暴發燒酌，罷，自身農場有必要對教師

須趕制度的.. 入可行住進行艙討」之戰采並於去刷年時E式妥..中央教育

響鵬會.，時曾業進行"'..﹒此時女郎科學省的立場忽聽匙，實施"制度 將

有助鈴提升國民之也堅並fiJã'i'6童保教育預第 ﹒ 因此 l總;-，間烏拉之間可謂

點嘲蠶制度的萌芽階段 ﹒ 而近閉制度.. 入的分草帽可鴨船憫間學教育

改革國民會誼賽，甜句報告.(盤算俏 訓。 海口誼會'7r • 2(08) . 

二、"到時期( 2ω伽4∞2年)

在2咽年以耐的萌芽斯灣段從日本的教府訣，龍之間或是女的科間，省

等相UlII上都可層出其對教師換撞滋翹之目標和各稍採取被迫甜咀不違

@州，實 r 叉..島 J ~ J1 .J昌的是i" "U. 閱 本的 a 由民主u成~.-tI 喝﹒的參 眉眼兩

阿巴娥11. '1' • JHt" ~恥地特別闢心 a 級官法規a~ill厚的制定止 lIt tHllé J\.影響
力的紋，是黨闕，精髓 ﹒

. .央教育事很﹒是，電站~ :t'戶".當干的。"限制客Io\~M. /.'j A命線. .功.. ‘五，
刊阱AO昆之吋命 '蝴時呻教 1宵' 削4瞥醉.帥.

2‘‘成譴'會"砲龜之 8參島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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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質性的，才趟，等價 當然，敢再".肉麗的提起亦艘魚著學研軍閥-""誰

不論是女，也科持學省唉，下濁的中央教育會... 對伊噁茗，實絃 r免，于要研制」

的獨學管祖現7"辦故府內部各單位對齡是否實施鼓制因本身立獨之絃

故而產生了看金和自僚主的禮".

''''年1月 ，直接且立場偏齡"入嚴制度的女都科學大臣盯村，.季將 r今

後的教師U研!~J!I'之"包」 鶴梁送申樂教育害自闖進行諮詢 但是中央教育

會 .... 都於油2年2月2根繩爸爸中一度艾酬禪大臣之意向以一些在實施

上可能有提虜的理由 ﹒做成了數制度不得不 F慎重且對」之報告〈三宅請寄

予 2007 : ，J"f方資 X岫〉 ﹒ 當然採「情趣搶」的中央教育審議.在報告

﹒畫畫布之後 也受到內蟬持本問意見釣寶貝與外部〈如內間接.帽等)對其在

.. 案上走過梢鍾的位新J ﹒

雖然中教響在此團體黨上紛償重態度 但從第絡管.中也可看出對「教師

的過佐佐 j I'Mk最為7線組祉﹒芬是對教島市""司'1"無法實施的失望中教

響提出7-個聲代方案 ，要代旦使是燒，教師在任職烈的零時必須強制造佇研習

之 r \O~事但是會警部修J 制度 其已出'"'" 聳立式實施 ﹒ 惟駭察覺tl替代方案

然佳質上11教師研習之制度，和繞拯皺閻明，在當神神盒背量，下們買ËI'I'1研習

續這最後卻與令目的擴建散度在執行層面上產生了處，是 導致遺訓，了換趣制

度目的之現~ .

20C陶- '"'" 年間 從日本是否實挺教師忽見極的衛度可4 看到 在政府女

教E餐都...女都科學省之間，也淤各自立場租是否"跑等稽法才明問攻防

媛2貝叫主-階段尚未形成實施換越制度的'"字 或面值必須實您的巨大眉眼1J 恆

@例如 .深'MU帶~"‘老企闋的機包重視啊 .純t.;>. 1IIJ仰， 以E是這~"u鳥籠，特

寫的研 ttltl ;t什惰，他 也可鏈，娘的 '&- Ij- . I!io i含有鈍棍，會殺"'*Jt香...

也 ﹒



對齡2責制度的肘指不福是在各輛目的就作法上己做前階段"參且'"

逆 ﹒

三 ‘壓力期(2酬~去制年 )

去路4年對日本教師換種制度的政寶寶形成員長酸 楚 惆量，書的分水舊貨﹒中

教舊在法恥辱種丑盟慕之報告.接關字餘 當時的文斯用學大臣河村建央書，投

7 c讀懿教育的改革，與」 在骸改革集中教師"班的實飽再度設提及繼怪

的文研科學大臣中山成彬針對該DI* ' ô'、X恥4年"月路"中教書再度進待會

. . 紋續分昕 日本再松贊益~J"之研葛優可"國於妥當時小東純-，結萬個權

."句全區售貨， c構ìãi'!.l:革J 興地方分權改革之13.(小學，芳資 或她的 ﹒ 來自

信但實瞄埔軍眉力導致7文齡4蟬割台角色在投機形成的階餒變成了承微

機測，而非決敢想賢" 且

在 r構造改革」的權朧下，全日本不胎是財政的說段 就是圓團體，當包含

教師i'IH實在們的義務教育預真等管受到前a 在"之中要如可評價教師的東

貫正輝以改革既有的研實系龜，也受妾，喝" . 當然 是否推行教師續控制度拘謹

針指之列 ﹒ 房外隨著地7時分構改革，聽流 中央政時.. 將繞收對地方逸待，包外

配 ，但分財.. 函中央轉移草地方後 ，無鍵是錯誠7中央喪府的預算額度 I 此刻

，度自費壁也反映在中央支付銷也有的「教務教育負挖經費」上 自~H受薇，直是自

交部科陣省所續列 為減緩其衝尊女郎科間，會'"產總晶7實施包含教師復鼠

目H度與進行全軍學生學力個葦的 c"務教育的改革，但」企個取得政治上的僧

但已有R減少預擻，zqi或乏實敏 ﹒ 偕果 文'"碎陣省續多iIjé!)發鶴教育負續續費爾"

當年從原傘預計闇眩除二分之一激"三分之一 問紋的項睡前度也再度，鐘點急

中級審諮詢 ﹒

此一階段的符般在於 教師換種制度一軍區已隨著小泉倒一郎內閣上台後

各項改革的椎動成績7政府施互交們總點 ， 在民間各界方面 日本學犬的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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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也 r 日本經濟Z儘聯合.~ ﹒典"商經濟問哀." 也發費7支持實魅放前

換越劇度以排除不過任教師衛建冒﹒〈三司巴格子 萃)(J7 : 'J 野方「食 哀"的 E

E比， 來自政府〈符)Jl.1fi!:首帽官郵)和民明的墮力 巳級大遍野令主一槍段也止

伊女郎科學省內部的轉折和對立在改泊E惰的大芳肉之下 ，聽甜食還制償的

具~化和推待處為吸府施效的重!L' ﹒ 另外，進行教師評，監 控財教育品質與留

眾對發萄教育的介入割概念 亦是從此一階段中衍益的官匈 ﹒

四 、 jJ法湖( 2ω。→∞7年)

中教舊在200惱年7月險也7寶路換越自制度的苔，阿姆告後﹒ 〈中央教育著白健

全 20(6)問學10月 安倍脅到內閣上住自於安倍內閣幢，.，.規教育改擎

的推動並將教改作為其施政的主要目標而自安倍當個主詞，成立的 「教育R

"*.個」剪種觀實施教師俊鍾制度 . t曹此 中歇會於2007年2月微波 7倍發的

織品祖 並~3月將訟案纏交國﹒進行會器(JAI臼rr教育問組研究金 2(08 ) • 

2007:年6月白拿自f曲﹒(j接 眾蟻院)完成7輛冒，• • ""相間訟規例

如綠燈《教育...免野滋H地方教育行役法》與《學校教育法》等乏修法

(大揖實史 "'10 萬潤邊防..~冊) 教師換越制度過憫鈴去朋年4月防給

. ，.鐘聲...合會，令X圳等，村改哥被:!: r lo J1 ''':u字 ~.;:..t -世紀之嘶啞世 11'.1[
1A'f j ( .;:.+ 種犯台.'I. H食〈 再次當代仿 t:iI)/T)從書 》 省建議書+ 組..主娘，

處級"阱1:0;{也是.殺"會 . 益飽。很.猜是 411_>縣通俗，企切爾也 以晨.. 研討

省省錢.龜殺"續奮，制度. ﹒ 此時 錢凰...、 .穗，使“機錢"虛之...於 " .

"不過任.. ~ 過It 0 ø.m" <I'_lJ- t II! :t '，' 科學"麗的 .."t-II&I.t:l: 1 " ‘
被喝，隨旬t- f' l!漪，是教龜，也與..處 』 的連續 周先 -很認‘ 徒四季，哈姆棋

壇...品傘的.. 可窺見鐘均每荐和叉幫 " 司長宙之間徉在的會"豆粉吋倫 ﹒

. .央.，客商點t<>泌'"均每鉤_"'0 r 今後的統甸地育與富，賊. ，匠的定包 j ( 1-1í. 
6刁鑽貝魯 ti. . ~""矣，時ω. 句 :t(~ -?、 γ 〉 足，才4橋"壘，還制度.後一期的棚. . ，重

很合會的精a眼看 ( -H聲帳單的內容過-戶，的具體化 (ι ，.學機還制本是重縫

間.揖.'事過你斂，啥 不通信殺"的問龜鹿。人"-f JJ:.l.Jt Jt 4屠.看



.胞在上述三綁諮繞中 主要嫂籠教師換盟的站在傳給《教育，聽員受許言是》 ﹒

於數控中 教師擅﹒的有效往從終身，何改寫效斯制並規定致斯跨\0年 ﹒ 另

外 "誰也Jtf1J!l7γ得鐘書須在做翎終止前之兩年以內 發受3叫叫李以上的更

新昌，當課程」 侮女

然而此-階段飽受8*各界詬病的是自φ教審X蜘年?同提出，實施教

師很蠶制度報告，之直受 到時，年3月，得償法草草察提交..﹒響自健 在安倍內闊的

強1J獲進下此殷姆間II眩目?八個月 前8'拉國會的參展前邁澆也在強刃，提

換下於三個月後通過諮律修n ﹒ 如此修怯的速度在日本可謂是一特例

( JACET教育問鵬研究舍 珊的 白質以在1則8年償經-年的眩"號定於

互間年4月芷式實抱在女窗前科學當未能充分軍種戲"的成致以及來結合

(或個'0 既有酌'"習研度 來設計凋楚的講習蝶徑以及東良好，時分受講與

免除受講者的條件等之下(槍間團時之， 200風叭，航運行，實紹 ，即所啊，算過它也覺遺

症忠厚望沒7回家社酋各界對數目風度贊成與舊之雙芳自"'歡野對立直至今日 仍

餘渡來字 ﹒

綜合上述 為方便..楊白本的數師，.撞見風度成立之經過研究者茲將因

值階段重建妞，賢:所示 ﹒ 白發l可以發現，數1獸皮主要是於自由民主黨執致姆斯

進行對前 阱，當與寶路 ﹒ 直接通會 在去四年政樞，自曾設 民主貨( Tb" 

"""個..tic l':Irt)' of bpan ) 取代了在激師換還制度成立線通各階段中執政的自

自民主黨上台執政民主黨自在賽期間越圖畫主被廢除2安徽度然而其執

政後在替代方案與登陸配套句"尚采周全之路也才敢貿然改變也團此

踴瞳U制度在E昕仿何做跑得〈文部事抖，省 2011b ) ﹒ 為方便興的述四階段之經

過進行比較在發1申泓桐民主.i.!ï懈的主強-，平聲連呈現﹒

特別要挖到的是第四曙般的 T修諮眉目」是娶個制度寶路與否懇"加速

的時捌何以耗費\0年以上的圖借東 卻獲經單一年的時間就火通道行修核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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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蝴 牌時， 自.. 甜食棚.. lßt/!m.研 m

酬，趕岡村間.1Mt tl:IJ!It酬齣喃間

間 女研制 圓晨， 軸M間，

他
罵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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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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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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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動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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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團

間回
愣

神
，

建
ax --Hn 

嘲掛
酬 文研制 自J;!;JI~~咽

閉叫

且也法輯

晰 ..神聞自個新開圓啊Itn.1!:暐間閥割暉，

酌 ，惜H靶，柯力衰岫昕瞞自枷

健"，.圓臉7日相手空環境之背，因事會 〈恍如改治改革與國畏，教師的木倌



任盤上續)之外廚政治主導的從上蓋下的冊策決往過程亦促成7敢講叫得

以「排除萬難」付給實現 自

讀書、殺師鑽謹制度的內會

B本教師搜訟撤度從"83年初步研團"。至2朋年之間正式，實施!陸報"

年2久相當木易 ﹒ 茲就教師換鐘制度的目的與內容 t 例如換越雄風適用對

a 、 .. 與講宜的課程 開殺 .. 習慣惰的留連嶼，用等方面閻明之 ﹒

、總體~JJI之目的

日本的鍛舖換建制度控體不同階段的研" 其實錯目的也依當時主辜者

的鐵點面有所更曾經研究卷進行Jt對自全可以發現教師的「指導力J rig佐

佐J 與 r專業能力， ，學三個閻健酷蠅奮不同單位提出的報告，裁決懿女中

例如 教育改革閻長﹒臘的報告書中提到TrJMj佐佐』輿 r專業能1J ~兩

個 r獲勝教育改革軍區」中 只提到7 '!扭轉力」一藺 草泌4年 中山成彬大

臣送贖回扣歡喜研濁的團由書中也咀 r指導1Jj 租 ri重任位』爾開等 從上可

知教舖樂證制度也成立過缸中，略目的，娶媳完娶一毅的樣述政府肉都亦未

俗成共訟 ﹒ 後來在安倍肉悶的 『教育萬金會自信」影響下' .. 正處理木連任

教舖」的主張，區倒了一切也組建了換.Hf~Jn度的立接過程此時'llI怪佐」

成為實施沒讀制賢的主要白的 ﹒

不過在動虛實施之後恢汶部科學省安'"禮和J度目的之芷式解， 做

割斷虞主要具有之目的.. 

.獄，平時時保持，，~紋，字樣..。贊賞飽b 銀..輯子，世晰的.磯

和技能 使其車，令經墟，令她吃喝 a 仿 u‘舍，祉，也算歉，‘你

絨 {交部斜壘Ì"f • 2Q()9.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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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獸，帽，中也可以看到級自帶潤「資質」被當成績建制度的通皇家要求 而

建立'.專業能力」則，，，a成了，前總數制度的積極目的﹒熱會最"黨制度的畫，駕輕

過教育界對美"抱有 r實賠上是為7排除不過任教師』 之看訟(今海學次

郎 去冊) 為化解各界對數制度之援~ 女部科學省在闡述主要制度目的之

。是 符男再加上 r本制度並掉以排除不過任教師為目的，-關(女訊科掌省

2009, 喜多""，人 三日撤軍也儡 '" 目的 ﹒

二、教姆拉煦的必翱組建與總誼賄il'

在澳鐘制度的"'"上 日本教師一a密的有效期限從以往的 「斧J規定』亦

即終身有效改變，，，..主 !o年之有效勢及 ﹒亦即教師自取得鹽，日期後!o年

內 Q逼進行換越(更新)之動作 才能繼續任教否則益.'口商失效 ﹒ 依慘

IJ後《教育."‘凳，午發》及相胡捷隨之鐵籠此新制度對法規修定M'e持有

爸爸之教師告溯及服益亦即現.及預情教師在骸獸皮實施讀笛"進待過... 
在新語的視錄下 去蜘年4月之後取得之教師鈕，醫 護紛鑄 r研冕許

掀」而在法規公布前取得之教師擅審 核限為 「薔免許缺」 新亮，于抄問得肅

省E再次進行換誼之日紛為!o年之後便由自9年3月底〈目相悼度，冊為4月至

次年3月 tt) 而原為終身有效之撞車免，牛做持有'.:ti ' n制度強迫與才飽問得教師

組﹒的主事份由肉 體V法將誣司售出生學分分為防組(女部科學管 制的 ﹒徊除

0 "'悅，過侃"喔..食一織a-=-I!I.覓，兩位~，擎的88 .. {~ J. . 兔"海》 修

ir 1t .". " r .修覓，學 " 而完所.， ).0- 8;兒，學 J (A". 軍 〉 典 ' .a賤，每 」
(她恥". ' ) .!f. Æ..fl . 們峙，開叫H圈，峙，“科研岫缺少

負有在F定司..內取得- ，盤 ..之鑽研 ~>}l.tt覓，鼠u. 才有仗 i1=，i，;t糊機鐘

之規定 'u難智萃"'眉*u海玄淘" .
制 ' .個越來」 看不會取得鐘書的學，t"fõI' 82仰a附錄，叫個位“

年兮兮 "10... 很感通行械電量，吻你 首先第一錢是，~，、"侷呵~ , 1965、 1 央調6 司令



.. 數，"".尊戲"更新白，習之教飾自覺 自200'>年開始分批進佇換鍾 ﹒ 由此可知

在通領量制度正式，實施前 ，零器，習課程即已展開 而非等到2019.年才開M由此一揹

飽﹒然而!自身台風鼓0110潮及寫信之緣定!對噶免許峨之持有看來銀遍反相

對剝奪與不公平感 新法餘，才結禮教師造成的不利丟進作為 使得此一制度引在

「是否缸"，.法保姆的人民之生存檔」擒，山上產室主司". ﹒ .

教師在授看到閉目前開始鍵擁有兩年的時間可赴女部科學省認可的火

學與犧捐給名參加..習課程經修舊'"材料太上曲時，做後 自待續附侈，誼

明 肉所，之地秀教育贅..'申辦換盡量﹒房外符兩個也立上種類項科.'iJIJ&I司，

之教師 只需依 r軒瑰眩，之誼.，之日斯往復推.. 10年益在最後的兩年

rJ!i!-與數種﹒之後遞員，習以i釘子更新§慶典餘扭..規定..，我飯畫完.不必

i!-'"與昌，習 ﹒

三 、 換誼制度的適用對取與免除規定

煩擾修訂後的《教育..買免，于接》 第9備之規定公弘立學彼之瑰，研單單任

魄，責任教明以及欲怪，攻之教師'"持有者在血書徽圖阻截止B" 管必須進

行換鐘現驗教師都分之規定緝拿艾上述前來任教..之人牽制度，實施俊不

閥、 l冊H企，棚科學識狗叫"庚的酬'" J.::.. (1 j‘學為
53 • 43晨;;康的教師俄比.... . -jÌ楊暉制度，總役 軍一-.狐..‘有兩..間

c泌的~去。"年)可鼠，如疇， 取得..阱，官之酪訟 ，

. 'fil' (A傘，便取得品收獻規定優煦的殺" 壘，今卻別.研制利具規益之規定 後..

..付.. 杏則可龜從女'0 團先 8..Jt.r ttl‘ .. 壓制度的"馴化，巴省，.
傘，崎﹒處于是錐體的處.人相 4亦即且得帽 ，作繕，越叫A.1II '1I個人可且用‘姐家

獨力 r 命人式.;在」 的不會作"'A..'l T .t1' .i本人裕之被. 具.樣機..定.
錄取塘.. 值犯別.'(;t-i'A.U松鑄成

﹒棍，公開會是周 4恨地方駒.作玖姐"‘之.鶴 "位~."'-I("，求教育".不受.治

紛投之，眼， 仿."'. T JUII例處 .地方，‘1"-1. 1:(獨具.員會的;t ;\ "- J皂，隨'H ﹒

傘，成棍，付，也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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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鎧其鐘，亦木﹒失效 倘若有管廠擔任教.. . ，冊，能聽現..教師進行樂

撞在換體役之 "年內隨時可以回到學岐任教

再看針對在搶定鞠間內無言金進行，.鍾的教師 例妞"你長組為飯

建假 背，是暉，親假者均可申請延期投麗而區公外ð! '~a<1外學〈續)曾

任教耳民日令研究所修讀書果鐘過聽到﹒取得更高-惜的墮捕者以及運逗笑災援

國...設忽訴休"的人亦可向主管棚明申請延期鼓鼓〈三偷定" . ，蜘 饗

村司jtJli . 20(9) • 

男外在〈教育，隨風免肝接》施行細則中 亦有條列，.，.脅之站隊規

定亦即不 .. 參加.."亦可以賀新誼會會(斂，同為"年) ﹒ 依鼓陸路行細則

第61綴第航員之規定下列人士"免隊規定之tf.i! (只尾，"修 去蝴 事多明

人三浦司長咎扇 2( 10) 

(一)位居指導教師之立場看符合此項規定書有敏吳國裊，盟

員 1'1團長教頑主幹教師與指導教扇 ﹒ 男在教育行政續前服劫之指導笠，

(領似"，.督學)祉會教育笠，及其他淤教育委員.從事教育指導，踴看!

剪報須島與換盤車，習 ﹒ 再看開惜換鐘盾，習之講師此勵政特區公立大學

與獨立行政語人擔任擻，‘還。若.. 紛涉有教育管理，獄者〈例紹女郎科學省之

奮學及個重官)亦不.."與昌，習即可線組

(二)具有顫著功續看 塵莫環衛的是在學哎邀行學科指導與生活教育等

有顯著功績 ~{fâ教師且在過去"年內會受文"'科學省司庭教育哥哥.. 褻﹒眼

看 ﹒ 骸教師係磁'"足現具計，十分的專業如能因此亦MI要免除線定 ﹒

四 、換誼擔當的接種架槽

教師8良種司，密的，眼恩來惜與肉容之決定 係依修訂後《教育職員免許

法> ;v，9綠"'"司.，，，繆踅授權艾都字嗶省以「省令〈即愉令)，的方式 買賣布



「免許航班是作S轉型研'1 ， ﹒公告講習的課程甜緒和內容 ， 你晶規則之規定 g奧

麗君，習，果盔，實施的ZR旨1.-;1. r 為遂行教師職務之ø、要盤，果種，lO主其草本無構

包含下列兩六項目

〈一) ，教育的鑽研惰""個關縣但此項目包含 r對教職之省寮以及

兒童之變化 、 教育殼績之動向及對學段內外商瑜，曾合作之理鱗， ，事，項 此項

目單岫侈，暫時望 。 ar價倍司12.川手以』上 ﹒

〈三) ，學李將面專學生指導及其他與亮，實教育有關』之事項比項目為

還修撩起莓，眼程似六付峙，.鑫車總時，世必須修習l叫總以上(亦即三個

科目〉。安講會冒i11.. :I，自行.'"揮符合自己，專員的螺程參輿論習 ﹒

另外在革本提鄉下每項目又可分爵務干細官與具體內容此規則

不懂明示，校師誼會與講，品守所需修譜的課程梨橘 內容與時，改亦是開設講習費，

借用J;.IJ.I!.FJ!.!種決定且是興師資開設特間受罵人數講習，實何必及「咽

1!ß捧嗶省E軒.."陳認可之依益. . 為方便比較精英聲道如與宮之所述 ﹒

原則上進行"'..之教師 可以自行適宜禪闕，厲的買賣官僚情決造必修與

海穆之還棵約合 . ).[$f:科學制毒團âIJ~曰:樹，開E康復扭咱翩休假例閑自及

平目的夜間時設 以方便教師~hIli'H~ {文部割肉掌管翻3夢中等教育局教據A

m 萃)(11) .

另外在每一講習科目結束前，帶進行考量建 成績及絡看﹒放到清筍般

構造，般的「受請護明」﹒換越看書，在兩年復禮"間內湊足!iZ.(IJ 1 2.lj -.s考與還修的

+11奪金計3叫、均以主之合佫時數錢咧 . "可向所眉之教育委員會Itllitit設 ﹒

﹒ 「 龜，帶紋 ，巴，時疇， 規 . I J .\l之砰"學 .，以 「 當令 」 方式，令"，，.恥..之管他II!i!'

其內容包含T 穗， 璟.fl '" /I，~‘阿敏嚕 . .喝之賀..認定，式 ，



教育的.新情.

(甜酸..，省，麼 ，也
"惜

，食之.. 教育E團體
乏，即向友，時，絞肉.以.c
....合作之壇."

﹒必..

".1'1 , .".IIIJ 

對教飽之會學

對兒童，化，之用.. 

，呼聲育澈_.主題，

射擊叡內外_.質

量b旬之理解

仿佛，企謂銓 研究.織...過愿意之謂的.佇， • 

.. 啥來2原 文郁，有曾有..兮易，總育局很職員錄(2007 : 93) 

五、;如軍傷習研程的開設認踅興收費

依修訂後《教育，聽見免許1>)寫，像那3項的規建換....習之開設墓

拿上是以『犬，但」與自艾"科學省省令規定之續槽"屋為主 目前鰻艾都科悔

當核司的習，鳴大致上有一甜蜜立公立亂立及a師資 11}"曹大學地方的教育

委員...函文"樟陣省衛泛的聳人(包含一些民間研究機構與非看看那跑線詞"

等開設像惰"將探望名紛內容時數與授課教師等資料遜一欄妥送文部

科學當審至經故定後才得以闕，學侵聽人員亦縛具慵教授激教授講師及

女'"科學省E可之資格﹒至於上，軍方去除了傳統的區機也外換軍區看尚可利

用遠距教學說搞研棒，果種方王先完成扇窗只是面慢品外糊昌，官僚但沒遐看仍a



報自晶，曾參加最後考試 . "垣蘭等 文部科學省核實宣闕，康的懷構 包含各文

學 地方，貨會發員﹒輿注人或民間犧構:; • &!.倍，果捏在20 10年為'"所 2010

年增至"" 所選修課程在2010年有 39的所 ， 2011年帥，至.439.所 . ，.方便..解

"段自覺種鼠，替之被隅'iJ1J . 險隊狀況與i''''人數等資料 研究發畫畫以女都制禪省

變稍前20"司令資料為主(文都科院宇宙 ， 2011a )' 整理關殺教師也罷盟第古'.各項

被況。 """所未﹒

費 3 2011 年教師悔:軍..習聞"種情、開帥，酸.與續受..習人，體統咒發

31' 10 11 

η鵬口附'.99".

'~.21> I~ 1/'. 的

經tt敏2010年與20"年開設講習的各機惰及罰，習聽程數量後可以發現

有棚，般地細酌超聲".從教3中也可知 也立大學開骰講習的狀況更是占總阱設想興

繪中最多看 ( n.06%) ，其餓組部分的地方教育委員會!或是民間最人機"

也有關皺眉，習2單位的坎說 ﹒ 另外，受品，看宴請習結束後 肉"之獨具一份，字畫

• • ，也數目，宮內容 7句話以及有效隆等調查遂得意見回饋 ﹒

在澳碰車，習.. 加實F育方菌 文部科間學省認，. 教師偵越是，.7維持任教



• ...'" , 1‘111111 m 

所有，乏益放關學寓言表閻健 龍為..與嘉興習應是這宜."'.度 自換渲者自佇貧道

(笠并向 2(1 10 ) .自鬧的防現定大致上魁法 1 +11考 1.0008111'十 參與30'J峙的

自."約須花費3萬日 111 (約合新產幣 '2俠.元以20刊登李寧昀區學計數〉誼會令

參與 個六'j<拍守盾，留自東程..，要三日(每日刮也荐)的倚著閉 著合，十往返昌衛習

.. 品修狗交通費與食宿費(路程敏還看)則花..更為高昂 . 本項自 .. m定蜍7

吸引許多私立短期大學開段昌，官僚但之外亦有許多民間機椅背女部科惜與省

糧也闕，果嚕，但對P後盟教師來說經濟上的支出個自符間建換E靈活曲的負

擋，強攻防大酌要力 ﹒

，~ 省忠民!討sa

B*的教師復控制度在對搶以及政賢世形成階段 巴鰻有，.&反對的，

被 復以自萃""年實飽迫今之間育學歲月中釣盤偶>10:實阻運作曲.. 前第1吸進

鐘實也持何所聞茲將合自本各界之司，訟，將散散盧分為制度面 執佇區與配

套面等三個"尚品乎進行分析與針指

、制度面

教師"控制度在制度面上可戰制度形成茵與制度本身之兩次要點"'以

評述﹒首先稅制度形彼面聚積骰制度成立過程係週日本的~個與中央改府

在改革與財正文學苟'.t之下才予以實錯，神州度 ﹒ 持別是當制度形成 立發，~

最重要的而字 (>騙、祖 7年)間 ，毛宣言在過程之快 超越7日本既往教育改

革總際慚邊風佑在幢招符合教育各科 益'"世間真..之巴金 才付路軌佇.字法

( Sε恥pp.. 20(1 ) ﹒此制度當時在國醫滴的 r不信任教育，-'不惜傾歡研」 ﹒釣起

e c 司長信任教育 』 與 r 不信 闕，陡甸 」 尚的4巴"又應"‘ r棍，荐信， • c統帥不

信" .抽國民對4時，衡~帥的3卒于當錯.. 在 周 .' .於錯過，警車~". /I,1.f" '" 



.要提姐下〈萬多明人三浦孝密組 2( 10 ) 形成7興誼與民意對推動教訓風度

的支持而潰，零含有「政治主導J 與 r民幣聳立接過程」的精骰﹒然而自於

形成過捏在 r教育改革J 大遁的喔，助下缺少7教育界的充分參與及對街也

種下了反對每潑不斷的思函

其次 眩目，可度本身來看帥哺鐘過程含有排除木連任教師之用意使

得尉，度本身的實施目的產生理滑﹒骸期寞之自的國重由咱自復旦軍閥以磁佛教

師乏，最佳，慶賀龍與持很謹以敵對社.有所艾代 國偷蠱，毛陳設第習之槽，臨街

大學且按應看刃唱"大學敘投等現提然看本，忠實實寫師資，.育系級的延伸

〈鑽回"之 葛炒"' ) . 教卻在慘，舖羹，饋喲，慢慢堪入戰場後需要以 「繼續教

育」的名教育回到大學信會學分的方向可，闡明朗 但何以組跤，十「復擅」 而

不就鐘，直師資培育系說散放線通盤.. 是也令人質提﹒

再看制度本身在設計土，為何不仿照遺行教師續續已有多年經般的突

圍倒閉惜，得教師tt1~元發康成果枷復盤規值上而且;l. r >>btJ昌，也

作為最低標... 且在學E畏設計上也繪五年邁開本廟，益自卸的學週惕，面CJ

g本割梅同a理..依嫌看來 個教師的任勢必偉大約需經「劫任期，"中g

，"，與 r資深，"，"，三路段擻，醫生種因此 需要換鎧三次 (~J.每次Y棚"笑容

計實) .然而 每次換宜昌，習也鐘，帶錢包3<J個司心等倘不.. 課程是否具有代發

佳能否因應颱會快速的，哩，胸前.. 教師保持般耕細能軍事就強度與時飯怪而

奮 仍精微不足此外臼本對於處理不連任教師的"閉刃t有個關懷桐"個

強迫研習頭"任其他.. 楊等本'''t在規，即上本應與其傲氣M聯歡想只要不

趟，張殺."姆的r.'l ll ' IU丸 H'總tUIU硬AtA.1.. T 荐信僑團~， tl~il"..t.旬，‘

不{I: ml-人際間*JdJ fII~寬客的民間 ~llHtf!;帥的f..f..j1(-b~包.不過緝犯"問

題的'H瓏，星辰給 以獄，. ' 悶棍"繞過傘排除不通信，隨甸 ， A}仰...

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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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任教翩官時"輿論習皆可換遁 的錯f!他電繼 日本教師燒包制度窗上m諸

多聞周偷得臼後妥事會11.會

二、紙行茵

星iU章制度在軌佇面上亦有許多懂得分析的尬，的首先是得兩鐘以上的

教師何以只'"''帥取得之體會進行沒ES健體後"祖照皆視為有妓院里。當

初制度設計背得暈若禮教師重~ð~輿論習 可能.對其退回愛國jf ﹒ 然看持有不

同任教階段或不同學學回照的微卸 責不肯tt:l-it;{之 ﹒ 目附日本平均約有'"間色

的教師得兩種以上的單照(客多明人 三游會磁鐵 2{l1O)比一線鎧設計似

乎違背了日本菌戰後l;i.來 一直強調的，實師 ' I!格橙煦主機J ﹒的本質 ﹒ 賦

您若占70".&:1敘8兩只符其中一種選行換麗而另一血則履"貨已換血兒.

當自勵企咽IJmJ總F事實j吏任教之學科時是否計1包家長衰成.對教教師是否

已，"'舍總」領遍的不安9

其次 l 對開設講習，酷程的大學教授來說講習慢際統提是徘詞07其他正

繩怪，東興研究1l'\JÐ"~r，;}短間來看學校壘，可~瀾骰車，習增加甜惜入但長斯

而實 研究經暈倒弱化對陣故發展亦排好. ' ，時大學教授來說教授請盲，直

智鈍，隨令其圓型慶之事項 ( - )安定的教..般不在乎..泊的鐘點費再度入 個假

.所謂 「最擔魁攤主嶽 」 ‘國學.~次世聾，已久，是從 越誓師.縛，間，直7闕"遍的

酬..岫'息'" ， r J\f~ J ~ lJ酬，也iU- ft叫肘相關 ， .咽肛
.. 包，馳. ' I龜 *， ' .l.正是很 r金員會的教曹長，撮，袋，特宿舍#各種，

F晨2色鐘.w. !.It J -â". t是+ .HU長. ' .恥開.現.. ‘. 代.殺"敏段子 r且.~
鱗」坤削 曲"祠"帥，階段"'齡殺"現官司開糊糊的啥事 帥，

是..鍋所有任殺 '"約.看 ， 艘，姆 在會1"1\11'1志 "“4時..瓜的合格"賢f."

貨可~.ttJ教師Itltf長.'.正是述，來a趣，法規的，也峙中!'Ji ~Iil ll'1 r ~間人 』 使

鈍，叫肌~I( r 'U& J 酌..~ . r戚相攤主義 J )'t lIt ttfl *閥割呻
u 規起，屋被叫來回..颺市場的一頃，世.且在車



棚中往往是其道佇研究的時間喃自傳習課程的鑽研相當程度~Ji霞7研究時綾

〈二)看到不辭辛勞且自費前來參"""習的教師學員 在聽但是黃色變，事撞上給予

木及lã&::冊影自然較他(入澤裕樹 2011 )也因此障。區7課程缸'1度(三)

，揖扭斂師而冒血於大學開殼的凍僵.. 但女郎科揮省咳可 ，槽，開往往流

於故令宜揮之用 -些線星與教育現蜘句契合廣站司C足 且棵後的獨鹼線龍在

克分劉曉惆下應"充其量只是鐘書但吶"傻氣馳2令捷外，難能刃等狀況亦卻

深7教師的抗"' .

再看囡筠換畫畫制度有免然對象之設計習，同一絞肉的教師對與校內

木.. 鈔"""官也可換屆服展教頭等人員享受的Ifl等產生?不公平感此可

能忍攬了學俊對氣氛 也.對一些志在教學918言行改管理臟務的殺前浩成士氣

上之打擊 且 成現象也反映在-些長換撞制度的意見風產中綾哭過學管理人員與

教師對沒趙劍度的看法有一定之種與上﹒ 〈三雙給合研究所 2010 ) 回

另外在研習嘎氣盛行的日本教育現場 教師除7音在建的「切任考研

習」 與. "字經臘哲研"， 外 ) 教師在段內也經常進行『侵樂研究， (教學研

究〉 亦有許咎，贊師齡組皮帽數育盛極或各種學."僻的研習活動 ﹒ 單身教翩而

實真正能幫助其-'1'禦成長的活動，不論甜甜盤或'"度深Z上都指向的

習而非復宣講習其對援建散度和研習系'"形成雙軌涉足多讀駕車的現象聽

~lf.fffû:'奔命的教創更將無點""沒m~獨習與研習的永敏比較上 ，甜換錯，度

﹒玉，已歸合研究所.，t2Q1O呵'"納爾鼠忌傲. . -鴿J也很長與當，..進行軒.~.制度

被長的2月.研寬( 詞是全亭的飛!!'， ) • -â", 她最鴿，可i' ft. JJt • -â" r 最研.鐵後，色的，得

L ， 有4O' ói')4t，崎過‘有 11 1- (N~ 13938 ) . 5 1'Y，的錢...有很泉 (N-(Í338 ) : ~ 

r可提禹仿 AM'的 a信和驕傲 ， -羽 J:. '{l會 1 Ll' ， ~命ft~ (N~138n) tU‘. 
I/J' !!< 1;23 l' ， fIIJ糙，也 行和633 1 ) tU‘過 I/J ; -â" ..否妳啥不過條教師的問 I:U' 'If 
，臨的教師u lt ""f ß (3 11 '坤. . N﹒1蝴〉 叫“峭的錢 Au lt ""f ß Ml ft

(]S.9'.，.~答 N吋334 ) 叫“加快畏的時不間 相T '* iJ: J:.fIIJ A J時



• ... '" , 1‘111111 

也是史吏，他的值觀4心態 ﹒

三、 自己實函

25 

數制度於缸里面上屆生的各種問閉中 比較值得關注的是教師在重個

摸遁的說起中從注意越照的效期 推摸清宮時間國1lÞ'ì!tiU時習毒，覓開設

講習之大學報名，舉程及繳納學1/1以晨在講習結束後..具祖明佇府眉之地

方教育習，..申辦復益等哩11' 告費需親自辦理 . '"此慢維食同手續 以及行政單

位將續重授為教師 r自袋責任自皇軍負擔」的態度護教師倒進行樂遁感到，睡

到衛隊7例個名古盧布等部分地方教育費員會結合本身明殼的講習課程與r曖擅

程序並代鍛鄧辦理"q手續外獲遞過程中所終費的金鏡和鬧得也造成了教

師木小之負搶而主建立r.姐也成為日本教師11;1'1 r 回家教.員組合」呼

信政府應予圾，的重點﹒ .

其次 且聽起制度正直未與教獨身分和地位的繭，在或是待遇的改營做伯

合而僅強調「毫不改，.取﹒失效 」 之後果﹒然樹種規麓益往不若有使自的敏勵

槽籠，使得吸引教師的投入數風度'jf'.闡明研習系統 以及目前已經實施的教

師界處芳:說進行結合或分工 請教師恩受到制度的存在是別信竭支援其事擊樂聲展

之用 。是真有回向的態度去執行應是采集改進時必須考鍾的處，隨 ﹒

另外本.11<賀他迄今已有兩年的時間在教育市椅上黨已建生依咐

骰制度營生酌新興利茲尷值 一年'"億臼 IIIJ.;.(上的市場，哥大嗯，及可閉眼3萬習課

程的民間站在人。甚至是也悶許多..苟，稽的﹒商來峻。制度的海@與否!錢其嘻

笑為生存之所以必須 r關心」的焦'的(繪閔1/1之 玄妙9b )﹒未來制度如何改

. 1:1 "" 隨風 風，且會 《的精 "間組〉 針 JUt~f與筒.，童的包含.尊同. 益'00"恥..

.的 r a ftJuU臣"廈..鍵是官 」 相合會+ 遁詞庭成可龍( - )蛤子，樣的全

.祖趣.. : (二".磚"繞過份，是合 (五〉 投機具體的H進.. ，例會，公 .樹鵬

等 ) : ( 的〉 岫州l<'l lt'" ( a .. ft風 . .. 冊)



進恐怕在聽取轉型農意見之外亦甜怯"'"帶多 rlf ~ 教育，專業的憲見 ﹒

再其次 ，才 「大學」 娘說在現行.度下 ，零開峻的講笛，歷程水學能否

包..，竟有三先對立的“.~ 即「大學」 對『教育行政」 或是『學問世」對

「實磁盤」等的，圖式也倡導鈴S才意即木因玫令車站前失主學街"位也.'1'也

強個理論而忽略現場經驗 r大學J 能否'"受法令眩予開設..習的重任 正

..有贊賞的，.快，果捏 一 種保教師晶質呢?比正是在配套層面上必須重麓的'"

間 ﹒

伍絡站

日本，使師換種制度發渾身令封殺宵 (特別是針，噴師〉 不個任 旦國經濟發

展 r失有"受到輿論抨擊釣起﹒環境下 復以政治力量圖上丟下的鑽研立

益與代袋，賣會耳鼻立塌的女郎科學省的消幢態度導致重個制度在形成棍

，前魄，實施渚般皆遭遇不改間越末，使要組何進行善俊亦是受曙目的焦點 . 本

研究茲綜合蚵家教師換盟>1'"實岫捕之，學研歸納整理上包下列輯結論 ﹒

、不明稽的詞擅自的策法違倍;實誼翅果

從抽艾得知 日本教師學費留制度的必然佳益不明.. . .壓線以文訊科學省

之棍" 實施錢越制度可以協助教師定，的JltiJll~最新的結擻與投能 "教歸取

得社會的尊敬和信賴 且提「提高教師素質」 的缸，山來看 任教所需的知自酷和

設能獨實"興時相信更新遭應是社會各界的共，. 恨 F提高槳，實」 和..，之 r誼

會失散 J 並未有直牌可相鳴 金

到處句話祖纏萬教師素質的有效作發 應啥是自費刪節在任教過但中 進

行不間斷的草草動成長在保姆教斯蘭興安定的同時 鼓點錄也能經M研習

進修'"芳式鑽待所有時的最新如能 ﹒個被視現行的日本教師換密目前度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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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年 次的講習J 能苦讀'01.，高敏的專勢能η的女女;ll ? r失效規建」是苔只

是消極的爪~，上，雙師不去參與罰，習而旦，其換單間制度目的之不明倡和制度本身

所""會的效果總訟進行連篇 以致毛主提高教師專集能芳的作為主產!<H少

之搭建

二 、 法馴化與微飾的身份復隨之寧磁

教師讀鐘在制度立案之讀 書聲加以法制化 才能取得寶路的法..依據 .

在這個路程中 日本的參當晚與累m說擾，已合修正了個詞語句話 也授槽行政機

隔胸逆施行約員以攪，時.".方去但在洛依主受到最大的研讀仍在 c"杏絃

觸車接保障之人檔」司，..上 ﹒

在過例上峰的遇問並不溯及既往亦即新法，寶路前巳取得合絡且多長

位明效期間機師證照看應可不適用新01店規定﹒但由於新月"'冕定法規修軍前

績之教，".其扭身實若不在""之間真佇復盡量 就﹒失負責， IJJ;I墮司，失效俊 -

!l!JJ1}C!教師的工字權亦可能維觸到軍車站去所保題之人權國此."蠶制度法

制化後可能與教創身分保姆.，生對立與，，"' . 對此 中敘審做血.... 

-t;- (重純麓.禱 (U鼠~之教師擾，通過研制 州學童禽走，監<f.I C"' -I:.i民

a 院 n教育的仿，現 亦無疇...被坦制度之厲的;再看 饒有之教

師書畫照.蚣，有飽之H 屬於一舟，黃曉得之利益 蝕，是很 A .f. J~ 飽

ft 1'叮縷抱 負M貝爾進-般 在大軍的付，毛可F • lf 前擠合理的 .. 

".包衍糾釣之

對此 反到自覺控制度看 是否主強以 c ，奧誼刺，.係F惠國家糧力下的，介

入經立""並以佇民解轉方式來強佇建立3單純』 為遣軍企圖依日"過往在

解決教育種會上有戶潰的方式 艘巨包制決來種定遠的可解與憲法上的解釋取得

對真有泊之依縛 ，實值得注意 . 在法倒也"'斗如何辦咽教師身分的保障亦



是-1咽不容包溺的句課題 ﹒

三 J非決踅」 的設計讀;與自制度結織颺弱

非決定(的叫“ S酬吋是對間間不進行處理然不作為 ( f~i lu"， )之變

現 ﹒ 置信換遐舟1度缺乏鑫語輝及殼針止 對行政個廣闊與大學等價縛在實施，習和

錢鐘程序帶進行規舵的貼身是來擇， 沒去賞月風度，實飽下形成的問間 是 r非決定」

所造成之後果 ﹒

以女郎科學省來設.度上並排，以任何教務只侵檔其對開設講哲學

校進行E叮許多需"'"一致的修件 σ用符其進一步設計與現第以管理教

師人穹的地芳教會委員﹒來說 制度上並5相告制規定其&:."iJìi=S教師開設言，習課

程對大學來說亦無省和規定必須開較高悔當課程 一 所有的換E靈活動包

含教師的溫超過程行政'"祠的角色分擔等皆可見到係檔基於在各峻闋的書，

軍τ運作使得比一影響教育典是土﹒的且大.，'"曲若你可，弱的口欣慰τ勉強運

行﹒

"甚者在運用層面上 買'l'l看到儒學奧益最為教師的 r 自主史責任J 許多

混區議負擔囝盼到教師身上 1 容易令人產生行民懷割甜紋脫貫之感 l 臉紅前段

敘述 c.峻育跨公共事務 得以保障戴月貝爾之」行政吧，總若在氓~教師的明

時 昌的對女嫂的種系踩取不作貧處理 則可能像間陸留臣民，甜美角色功能之做得

會，實約崩解也只彈等日閉眼

四 、 結合現行研修果統以這機EEH動j度之目的

B車在研8喜歡師慢也制度前後雖然有句嘩過獎區的制度 然而笑圓圓

教師換缸惘，費與恐，.治車 卻與日本研提盪體與所宜路帥，實際航很不同 . 在

自本 要保攤教師們""水護或擾升教師的軍軍費醫能11 . &.迅速的方或是利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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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酌""習進修值系強化駭系統的組織種租車，雞皮來越明教飾持續而有效

的﹒集成長﹒

B本目前"無教師，越級制度，因此 教師，.. 貴的皂的已不著獎勵為植保

教師禮帽啦賢昏幸好鍛而歸以教肝6扭撥動的情形﹒復禮制度的反對者對實

經敘歸換控能否纏萬教師，專業，但7 ;當界主仍省姐英注德圖與贊區部

分州朱設有教師"i!""虜。遺訓*久安大略省2002年，實施~教師復Z章制度 也

，.實施預見，. "因政府不支持，嘴種樂遐鈕.舟，與教師皮書虛成新進教師

高攤，聽巴拉等原國於20<>>年重和搬回 一 」等實9月來反駁，費師換重實施'"提

升，質飾，擊斃苟，閉上.. 嘲的論述 ﹒

般想組建團制度之百酌若還用現行的研習 進修系統下就可連跤 "1忽聽

.. "，度的主舵R甜甜咱可強化研習進修的體系，是如美Z模式級將其

道步結合岫闢慕..教師在每個字麼都能經閥果樹嘲以建.. 

a需求 ﹒ 翱們!.i!tf緒有運行良好的教師研修系~Il9S人來脫不失角-摺可得

的方認

陸、對發國之書示

綜合以上對日本教師換益01度在成立過程實'"省恩典結論之分研

其經驗或可獲供敦國無泊在政鍍盒，區及實施上是否重超教師沒趣研..或

是進行對望過節食培育系缺錢，主的-室主參考 ﹒ 以下茲姐明白本""章制度可以

"給我誼之喔，未 ﹒

、囡"詢盤師資培育系級麟，史教師機極間盟

白白，.教師....制度成立經過的特殊位與政治佐持團來看其在實施時

國，.制度本身的不稽定盤以及軟行典型E套層面的末，最穗旺引發了不少反對



的，沒但卻仍無在接觸化的"'態下，絃迄令 ﹒ 其中雖不是有讀者擅自7許

多改營建官終在目前的局面下教師換越制度和其他制度造成全床錯鐘之現

象在歐揭滑決時若只.針對間組街頭進行處理 '"τ厚，進鍾的系統樂偈

懂，故禮， 很儼能有效的解決問組 鼠，略必﹒再引蠻俊討回許多1病症﹒

當時研..草，實施教師獎鈕，別恆的自民黨較清因為還磨失利而下野 故

，喜愛轍，度的且總於是落在首次教夾們民主黨身上 益適合x 民主黨，虛實現紹這

該管膚之缺陷也打算建立-饗結合教師W:ftll含有益報制度 .'"系統與袋

值規定的新措姆拉爭取代飽受詬病的修t有制度 並試圖以建立盤幫凶寸，實培育制度

改草過句模支支來取得盟展支持 ﹒ 只是桂芳Z實上攬著民主前軟".-;檳般不敢2荷

飽受抨擊 名副政與政治惰，峰的不織定與新穿鳥在來能即..，評論完11<'別會形下

琨由9民主饋政府面自到了不再具備足夠動能 以女徊進行，賣會改革的困境 ﹒

貿然E購進推動教師且是饋的錢梨雖然不.. 要巴下野的自民黨需負責 然

，實施過霞的興竭奪，這布勵全身的部分連笑聲已不足以撐起整個制度使其

竟也運作 ﹒ 因此!回過頂多被針對盤""師，實培育'"<進行過甜嘲討應是

做跨越e'~/'F語﹒然莫過眼中仍需注警教師與釷.對阿慶犯錯的接受度已經14

i曲句事實要避免各界再次對政策失去呵，讀 ﹒ 的此從自家寞OJ'扣可以給予

裂國 悟啟希「在司，畫是否寶路教師棋窗內制度B考慮回時就"但前封信培育系

級進行調盤」 此也有助於頭們對監幢卸貨增宵，長緩lIJ~m畫鍾的.. 酹﹒

二 、較敏理念及El t曹要有區妻自用証設計

個由上至下政治的民幣的 在學倡多數及廣泛的壇"之下a奧運行

實彪的政寶寶需要不成比例的更大1J.::t能阻止其續續施佇然就算速改目

的接過社﹒亦已付出格當大之代價 ﹒ 此從日本教師換車刺度發展的過程郎

以印誼 ﹒ 長久L孔司提交部科學省里討教改一直錄取線"阱，昕邊的見解倒也-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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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提高教師齋質的做革﹒然布在受到政治'~lJ像其立塌自個本風，斑血

，擊樂意見的決續看角色改，... 成下屬的中，吹奮進行研榜的承鞠者角色置然，3<':

'"熔陣省在整價制度的梨橘設計以及許多細微之敏節上不可當宵的做到7通

盤考.t 且在政策推廣上亦付'"了許多心力腐哩，此日人的紛紛哲學然上位

種念與固樹呻種不C產制機7月idJ~*，身的正當位也晨，零方向偏移7原來規

劃的犬遁 ﹒

自人的民銀位絡可詞，嘎 然，實施教師換誼制度能否嚕，電宇宙教師，享樂發

展招"徊成燭"的朗訪的專難度。在霉，展與"'''需求無法問步時 日本選擇走

7現今的道一條路 ﹒ 然而 政策末俏的周延卻總法掩飾和他峻的換擅齣理令與

自悍的雅圖陸 ﹒ 換鐘釣具體官僚蓋越是在總蘭教師，專業或是在排除不過任教

師。或者是否恨本上並舞廳實健換麓.，，.之需要?這些問關部需要再賣，.力

回頭，..， ﹒ 雖無若是保守的白本ít會中若要在1制度上進行大步改0:'或許真的

需要對使自外部之政治與民軍且祖大1J!1J 才能骷甜推展 ﹒ 但從中亦育發現

政規建企品:固綠 需要與配套，.颺}向周是毀計芳能施展:~!lr'能看到殷實施!

龍也對發區來說"，.珍貴的經.. .

三、主管線路與大學i!l紛演好其角色'"位之責任

無可骨質疑的 盒，實施續認制償的過程中 代廣官7守主管被倒閉女郎科間，

省興地芳，噴有行改寶貝﹒以及開殷援建函IIJ<<課程的大學及機陽等 皆應該擔

負定之責任鐵盧酷嘲留制度，直鳳和運行 . ø'.JJ2ll • J:;'艾恥陣省而霄是

否能在審積..習，學種外還盤建立全省第遍的食價支鑽來統擁抱有教會委員

. 一 大學，惜與教研等在機種話，自上有"ntd毒 . 在教育委員﹒方面能否種快

適合敢地區教自動的第習課" 並代為辦理帽關手續 ﹒

再以「大學』 而言實在開設章，習課程之外 其實，.鎧捌度也晴以往大學



主要辦理教飢現前培育~J~現拉回蓋在"教育上 ﹒ 大學峨角色登畫個師資培

育系統中的分壘，覺得更，.重要 特S 撞去覽有師資培育，果程的大學 ，毛角色功能

的再定位或是.. 望!與教師復組品，習的品質會息相閱。因此大學玲:鷹在澳扭

轉V虐的繞籠中，負擔一定之實能以發簿，建功能 ﹒

以望去圓的窺視而霄 1 教師的''''較多為公立..怕開辦 l 且多為公費支

付辦理教師設照榕曠的手續!那木至於需要各項親為之﹒眩，會使用看付1即可

原買廣泛受到支持但.íllJ:A何以蕾舞保攤教育品質之責任。但E司前做帥，聽質的

研習應有正當理也伸入教育預算內囡此發固不著日本﹒產生許多間，賣

會令行政liI神耳肥大學的書!t . 但也"教師進何有甜""，系甜哺曾莓耳聞樂

的教師偵祖活動仍幣5要教育行民機關興師資培育大學以身爵重儘系統份

子的態度息行規衡與饒，畫 虎，皆可以從日本動經驗中獲得盟，實 ﹒

四 、 重新論研校園是否需要實施教師機 ，.制度

對於酋研2館教師總趣相塌糊地寞的"竄來說 回家的案例能否'"般 畫畫值

得皇親之徑是會或啟眾。 6個鈴時盒環境的，.樂 設國早間對是否實施換2月閣官的

前..可能已無訟契合誼。但“個可需求若波國監毯，實施換鐘.1"桐羽 '"1'學

若能先被視以下問題教誼是否需要進行，吸都ítUI?教領換撞機度目前也懂

英. B實胞實施澳國守需要是為了向外界種閉教育畫寶康的步健 n莫能藉

此過高教師，黨能力和地位?若有寶路之研J:! • lI!J:1lf旬~.JiJ ?慮如可與既有貨

源"則如3見行的研習系統)進行登合才能何效復高教緝毒樂違反劍度的目

的。執行過程中'pj固守不要再增組教師負擔並取得教師的共設，教師穆盟的j

度的推動在各個環師!無泊是俗成過但法~依據肉容錢呀. . .. 僵草莓與配

套槽施等皆需要審慎，押金 且也值得各界矣，佳時泊之。而這也是從日本經毆中

所Z得很最六啟示 ﹒ 此外 從自家實施教師總鐘散居賓的經屋，中得知法制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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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相當"要回家，.7催動教爺處撞完成教師錢控制何謂當規例個《教

育職員免許發H地方教育行政諮》輿《學校教育訟》弩之修訟.我國*'較研

舊"實結教師，.控制度 詢:必須遵行相關怯纜的研修例姐將教師說鼓勵向久

《教師法》條文中 才能取得暫且實實施的學揮依鼠， 當然 在發制抖ω守層面之

外姐何保揮現..教師的工作人權也必須加以畫意 ﹒

目前 日本教師偵認制度的修正方向尚不得而知而民主黨在擻，可方案

中 訪少有興虹橋教的極照分為 r一般亮，于J 與 r 司專門免許J 商盤畫畫報 持一數

免昂之教師"'具八年'"止二經驗再經撤職，門研究所修得很分或通過考試才

能取得「專門凳'"資絡 ﹒ 當然其動向，.何。是否叉﹒弓l置，男-層次的問趣

與司，冒險 亦f鋪開學司'" 且 ，時我也布霄，檢視日本在教師錢越制過程中所遭到的煉

"是否蛇肉，至2經駿與啟示以被政策規劃時能更妥揖租用阻 日本 r教師偵盧

剛V延安』這一聾 wr.ø:得投們倍或與追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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