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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教育環境的形塑包含諸多因素，例如，教育政策，社會傳統觀念等，而技職學校師資的

素質良窳直接影響技職教育的品質，惟隨國家及社會發展的變遷，技職學校師資的培

育、任用及進修等方面均受到衝擊，亦隱含諸多尚待解決的問題。本文認為師資的養成

仍會以法令規範為依歸，因此，本文將從法制設計層面切入，分析探討後期中等技職教

育專門科目，亦即「高級職業學校專門技能學程、普通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和綜合高中專

門學程」師資培育之現況與發展，並進一步比較德國的技職師資培育制度做為參考的方

向。技職教育有別於普通教育，技職教師的養成除了要會理論知識與紙筆測驗，更需與

產業結合，有實務的經驗，才能培育出符合產業界所需之基礎技術人力。是故，在法規

的設計上應有更多實務的層面，並配合《師資培育法》之實施，重新研訂職業類科教師

之資格檢定制度，如建全認知師徒制的實習制度、專業實習機構認證、專責的檢定機構

等。針對現行技職師資培育、實務專業技能和技術檢定制度等問題，本文擬提出具體建

議如下： 

一、研訂技職教育專法，重新建構技職教育體系。 

二、明文規定技職師資的資格規範，以確保教學的品質。 

三、建置嚴謹的技職師資職業證照制度。 

關鍵字：技職教育專門科目師資培育、教師法、師資培育法、德國二元制職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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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期中等技職教育專門科目師資培育法制設計之探討 

壹、前言 

我國經濟建設與技職教育發展關係密切，技職教育配合國家重點發展產業，培育各

項應用性專業人才，期共同為國家創造下一波產業榮景。在現行學制中，國民中學之上

分為普通教育及技職教育二大體系。技職教育涵括中等技職教育及高等技職教育兩大體

系（如圖 1-1）(教育部技職司資訊傳播網，2012) 。中等技職教育體系包括國民中學之

技藝教育、高級職業學校、普通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和綜合高中專門學程。高等技職教育

體系包括專科學校、技術學院及科技大學(教育部技職司資訊傳播網，2011) 。其中高級

職業學校專門技能學程、普通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和綜合高中專門學程統稱「後期中等技

職教育」。 

 

圖 1-1 技職教育學制。取自教育部技職司資訊傳播網

http://www.edu.tw/tve/content.aspx?site_content_sn=27890，2012。 

教育環境的形塑包含諸多因素，例如，教育政策，社會傳統觀念等，而技職學校師

資的素質良窳直接影響技職教育的品質，惟隨國家及社會發展的變遷，技職學校師資的

培育、任用及進修等方面均受到衝擊，亦隱含諸多尚待解決的問題。本文認為師資的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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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仍會以法令規範為依歸，因此，本文將從法規設計層面切入，分析探討後期中等技職

教育專門科目，亦即「高級職業學校專門技能學程、普通高中附設職業類科或綜合高中

專門學程」師資培育之現況與發展，並進一步比較德國的技職師資培育制度做為參考的

方向。 

貳、後期中等技職教育專門科目教師資格取得之法源依據 

職業教育師資依其所擔任的教學科目可分為兩類，一為普通科目師資，一為專業理

論及實作科目師資。本文所要探討的是專業理論及實作科目師資之養成與發展。而依據

《師資培育法》第一條所定義：「師資培育是指培育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師資。」

(全國法規資料庫，2005.12.28)據此，在現行技職教育學制中，師資培育的對象是指「國

中技藝教育學程」及「後期中等技職教育」之師資而言。一般來說，「國中技藝教育學

程」的開班模式比較常採取與鄰近職業學校合作或外聘行業實務專家，是故，技職教育

師資培育的重點是指「後期中等技職教育」之師資。 

就後期中等技職教育專門科目教師資格取得層面而言，其法源依據有《教師法》、《師

資培育法》、《師資培育法施行細則》、《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施行

細則》等。以下將就現行之相關法令規章做一簡要說明。 

一、《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十三條：「中等學校教師應具有左列資格之一：（一）、

師範大學、師範學院各系、所畢業者。（二）、教育學院各系、所或大學教育學系、所畢

業者。（三）、大學或獨立學院各系、所畢業，經修習規定之教育學科及學分者。」《教

育人員任用條例施行細則》第九條：「所修學科與擬任學校性質相關，依所修學科與職

業學校性質相關對照表之規定。」（如表 2-1）(全國法規資料庫，2010.04.07) 

表 2-1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施行細則》第九條附表二：所修學科與職業學校性質相關對照表 

所修學科 職業學校 

一

二 

大學文學院美術學系、音樂系、戲劇系或獨立學院畢業。 

曾修習文學院有關美術、音樂、戲劇有關學系專門科目二十學分以上。 

戲劇職業學校 

藝術職業學校 

一 大學農學、理工學院、家政學系或獨立學院畢業。 家事職業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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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曾修習農學、理工、家政學院有關學系專門科目二十學分以上。 

一

二 

大學醫學院、獨立學院畢業。 

曾修習工學院有關學系專門科目二十學分以上。 

護理助產職業學校 

醫事職業學校 

一

二 

海洋學院畢業。 

曾修習海洋學院有關學系專門科目二十學分以上。 

水產職業學校 

海事職業學校 

一

二 

大學商學院、管理學院或獨立學院畢業。 

曾修習商學院、管理學院有關學系專門科目二十學分以上。 
商業職業學校 

一

二 

大學工學院或獨立學院畢業。 

曾修習工學院有關學系專門科目二十學分以上。 
工業職業學校 

一

二 

大學農學院或獨立學院畢業。 

曾修習農學院有關學系專門科目二十學分以上。 
農業職業學校 

註：取自《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施行細則》第九條附表二，全國法規資料庫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50018 ，2010。作者改編。 

二、《師資培育法》第七條：「師資培育包括師資職前教育及教師資格檢定。師資職

前教育課程包括普通課程、專門課程、教育專業課程及教育實習課程。」(全國法規資

料庫，2005.12.28)《師資培育法施行細則第三條》定義如下： 

1、普通課程：學生應修習之共同課程。 

2、專門課程：為培育教師任教學科、領域專長之專門知能課程。 

3、教育專業課程：為培育教師依師資類科所需教育知能之教育學分課程。 

4、教育實習課程：為培育教師之教學實習、導師（級務）實習、行政實習、研習活

動之半年全時教育實習課程。 

前項第三款教育專業課程及第四款教育實習課程，合稱「教育學程」(全國法規資

料庫，2011.01.04) 。 

三、《教師法》第五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資格之檢定分初檢及複檢二階段行

之。初檢合格者發給實習教師證書；複檢合格者發給教師證書。」第六條：「初檢採檢

覈方式。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應向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繳交學歷證件申請辦理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實習教師之資格：（一）、師範校院大學部畢業者。（二）、大學校院教育院、系、

所畢業且修畢規定教育學分者。（三）、大學校院畢業修滿教育學程者。（四）、大學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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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經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校院畢業，修滿教育部規定之教育學分者。」第七條：「具

有下列各款資格者，得申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資格之複檢：（一）、取得實習教師證

書者。（二）、教育實習一年成績及格者。教師合格證書由教育部統一頒發。」(全國法

規資料庫，2012.01.04) 

綜合上述法令規章，自民國 83 年政府頒布《師資培育法》取代《師範教育法》之

後，後期中等技職教育專門科目教師資格的養成賦與一般大學開設教育學程，招收之學

生須修習經教育部審查合格之科目及學分，待修畢教育學程之後參加甄試考試，通過者

即可取得合格教師資格。其流程圖如圖 2-1。簡言之，中等學校教師至少須具備大專以

上學歷，且修完相關教育學程及專業科目者始能擔任之。 

 

 

 

 

 

 

 

 

 

 

 

 

 

 

 

 

 

 

 

 

 

圖 2-1《師資培育法》之法定師資養成程序流程圖。作者自編。 

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1、普通課程：學生應修習之共同課程。 

2、專門課程：為培育教師任教學科、領域專長之專門知能課程。 

3、教育專業課程：為培育教師依師資類科所需教育知能之教育學分課程。 

 

 

1994年制定的《師資培育法》：申請實

習教師資格初檢，實習一年（7至 6

月），實習津貼每月 8000元，全年共領

96000元，免付實習費。 

 

  

 

） 

 

2002年修正的《師資培育法》：修習

半年全時教育實習課程(8至 1月或 2

至 7月)，無實習津貼，要付 4學分

費。 

 

實習成績及格者七月領證 。 

 

實習成績及格者，三月報名檢定考，

四月筆試，及格者六月發證。  

教育部核發合格教師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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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現行後期中等技職教育專門科目師資培育法制設計之省思 

觀諸上述法令制度之設計架構，本文認為現行後期中等技職教育專門科目師資培育

之法令欠缺具體完備的規劃與配套措施，且師資培育內容上過度偏向知識的教導，欠缺

職業技術導向的專業教育和開放性之技職教育體系。其理由說明如下： 

一、欠缺具體完備的規劃與配套措施 

《師資培育法》第五條：「師資培育，由師範校院、設有師資培育相關學系或師資

培育中心之大學為之。」(全國法規資料庫，2005.12.28)師資培育制度開放，只要設有職

業群科相關科系的大學校院，均可申請成立師資培育中心，培育後期中等技職教育專門

科目教師，根據統計，100 學年度師資培育之大學計有師範校院 8 所、設有師資培育相

關學系之大學 10 所、設置師資培育中心之大學 56 所(教育部中等教育司，2011.06.20) 。

《中等學校各任教學科領域群科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對照表實施要點》第

三點：「各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職業類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應按中等學校師資職業群

科規劃辦理。」(教育部中等教育司，2012.03.03)計至 101 年 3 月，高級中等學校師資職

前教育專門課程共有 15 個職業群科（如表 3-1）。 

從各校師資生的遴選辦法、培育過程、高職群科專門科目及學分對照表，以及教師

檢定方式觀之，各師資培育機構培育的後期中等技職教育專門科目教師素質參差不齊，

並非每位教師皆「質佳技優」且具實務能力，而且師資培育結構失衡，造成稀有類科師

資不足，稀有類科師資常無專責培育單位，具有該項技能之業界人士又常無合乎合格教

師規定之條件，致稀有類科教師常以相近科系畢業之教師擔任，影響教學品質(李基常，

1995，11 月；陳繁興，2012) 。 

表 3-1 

高級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職業群科對照表 

群別名稱 科別名稱 

機械群 機械科、模具科、製圖科、鑄造科、板金科、配管科、機械木模科、機電科、生物產

業機電科、電腦機械製圖科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重機科、農業機械科、飛機修護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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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電子群 電機科、電子科、資訊科、控制科、冷凍空調科、航空電子科、電子通信科 

土木與建築群 土木科、建築科、消防工程科 

化工群 化工科、染整科、紡織科 

商業與管理群 文書事務科、商業經營科、國際貿易科、會計事務科、資料處理科、航運管理科、流

通管理科、水產經營科、農產行銷科、電子商務科 

外語群 應用外語科：英文組、應用外語科：日文組 

設計群 金屬工藝科、室內空間設計、美工科、家具木工科、圖文傳播科、陶瓷工程科、家具

設計科、廣告設計科、室內設計科、多媒體設計科 

農業群 農場經營科、畜產保健科、森林科、園藝科、造園科、野生動物保育科 

食品群 食品科、食品加工科、水產食品科 

家政群 家政科、服裝科、美容科、幼兒保育科、時尚模特兒科、時尚造型科 

餐旅群 觀光事業科、餐飲管理科 

海事群 航海科、輪機科 

水產群 漁業科、水產養殖科 

藝術群 音樂科（西樂科、國樂科）、舞蹈科、美術科、電影電視科、影劇科、表演藝術科、

戲劇科、多媒體動畫科、時尚工藝科 

註：取自教育部中等教育司 http://www.edu.tw/high-school/content.aspx?site_content_sn=8449，101 年 3 月 3 日修正。作者自編。 

二、師資培育制度設計上，技職專業技能之增進淪為附屬性 

《師資培育法》第一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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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看出本法制定之主要目的似乎是著重在「充

裕教師來源」，專業技能之增進是其附屬目的(李奉儒，2008) 。 

而技職教育更有其特殊性，在後期中等技職教育體系方面，向上可繼續就讀高等技

職專科學校、技術學院或科技大學，橫向則可接續產業基礎技術人力的需求，但是檢視

現行的後期中等技職教育師資體系之法令規制，不難發現在師資培育的計畫架構中，其

制度之設計多為普通高等教育背景，缺乏實務操作技能的認定機制，且不同專長領域的

實習教師，檢定科目均相同，造成後期中等技職教育專門科目師資之培育淪為附屬性(胡

茹萍、楊志宏，2012) 。 

我國的技職教育師資來源較為廣泛，自民國83 年起實施師資培育管道多元化政策

以來，中等技職教育師資培育逐年增加，導致師資供過於求，其培育過程中並無提供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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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學習實際工作經驗的機會，因此後期中等技職教育專門科目教師欠缺實際工作經

驗，所培育的學生當然也無法立刻符合就業市場的需求，因而也減低了技職教育培育基

層技術人才的功能。高等技職教育方面，依據大學法及專科學校法等規定，專科學校、

技術學院及科技大學的師資晉用資格與一般大學教師相同，並未要求產業服務工作經驗

(林俊彥、王姿涵，2012) 。 

肆、德國與台灣技職教育專門科目師資培育之比較 

德國是技職教育相當發達的國家，從1695年創設補習學校開始，即奠定技職教育的

根基，經由學徒制及二元制（Dual System）職業教育的演變，以及其間諸多法案和政府

與民間企業的合作，使得其技職教育的辦理特色廣為世界各國的重視與仿效，也一直是

學生選讀的重要升學管道，學生畢業後便能立即投入職場，並廣受企業的喜愛與選用。 

德國職業教育體系的師資培育，規定職業學校教師須先接受過兩項基本能力培養，

包括接受職業工作能力資格及進修學歷資格的培養，兼具兩項資歷與能力，方能接受職

校師資培育。德國專業人員的技術水準評價居世界之冠，主要就是靠以檢定為基礎的職

業證照制度(陳育俊，1994)。德國對於證照制度執行非常徹底，從訓練、教育、就業各

方面均強調證照取得的重要性。在學徒訓練及職業訓練中，要求學徒必須通過資格考

試，在教育訓練方面，要求學生結業時取得證照，直到專科階段都仍相當重視證照制度

的推行，因為人員在就業時，擁有證照，不僅能保證工作的最低薪資，亦可保障其就業

的優先權，甚至在其手工業規章中，明文規定除了具備師傅資格者，未具證照者不得開

業之規範。 

德國職業學校教師及職業訓練師的專業知識及素質極高，各有其培育與進修的管

道。特別是在二元制中，負責職業教育工作的人就是職業訓練師。職業訓練師不止要具

備精熟的專門技術與知識，還必須具有職業教育學方面的教育專業知能，他們所應具備

的專業知能都具體規範於《職業訓練師資格規定》。至1999年德國的職業訓練師總數已

達711,000人，其中62,000為專職人員（陳惠邦，2001，引自陳怡容、徐明志，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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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臺灣至2011年合格的職業訓練師總計1,180人（如表4-1）(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

局，2012)，人數差距之大可見一斑。 

表4-1 

甄審合格之職業訓練師證書張數 

類別 
張數 

男 女 合計 

正訓練師 66 1 67 

副訓練師 552 22 574 

助理訓練師 507 32 539 

總計 1125 55 1180 

註：取自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 http://www.evta.gov.tw/files/60/710917.pdf，統計自 1986 年 3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作者改編。 

在二元制中，基本上企業為職業教育主要的權責決定者，政府則秉於公共教育之責

任訂定最低限度的規範條件。因此「二元」是指企業和職業學校在職業教育的目標中共

同合作、一起負責任，是一個整體、不可分的教育概念和架構，和雙軌制是不一樣的概

念(陳怡容、徐明志，2009) 。德國聯邦政府為了有效整合各行業的訓練法規和訓練作法，

於1969 年頒定《職業訓練法》，除了將過去數百年來傳統師傅訓練模式的精神和作法

予以吸收融入，並將工商業、自由業、農業、公共服務業等行業的職業訓練正式納入其

適用範圍、從而建立全國統一的職業訓練體系與現代化的職業訓練制度(陳春富、胡昕

昀、蔡秋田，2006) 。 

反觀台灣，技職教育隸屬於教育部技職司所管轄，教師多缺乏業界的實務經驗，證

照制度亦未完全落實，致使學校所學流於空泛，技職教育與勞動市場存有若干脫節的現

象，似乎不能滿足各行業的需求，畢業不等於就業，所以很多後期中等技職學校畢業的

學生亦以升學為第一考量，而非立即投入就業市場，造成就業市場的技術性勞力匱乏的

現象，也失去了技職教育的精神。產業界普遍的問題是：目前高職畢業生難以補充基層

技術人員的人力需求，甚至連技術學院的畢業生也不見得具備真正的專業技能，台灣社

會正逐漸面臨一種基礎技術能力中空的窘況(嚴長壽，2011，05月) 。 



10 

 

伍、結論與建議 

技職教育有別於普通教育，技職教師的養成除了要會理論知識與紙筆測驗，更需與

產業結合，有實務的經驗，才能培育出符合產業界所需之基礎技術人力。是故，在法規

的設計上應有更多實務的層面，並配合《師資培育法》之實施，重新研訂職業類科教師

之資格檢定制度，如建全認知師徒制的實習制度、專業實習機構認證、專責的檢定機構

等。針對現行技職師資培育、實務專業技能和技術檢定制度等問題，本文擬提出具體建

議如下： 

一、研訂技職教育專法，重新建構技職教育體系 

為了發揮技職教育務實致用的特色，以提升技專校院教師及學生的實務教學及實作

能力，可制訂法規規範技職院校應聘任具與任教領域工作經驗相關的新進專業科目教

師。此一策略的實施，將使各校專業科目具實務經驗教師人數逐漸增加而成為多數，顯

然對於提升學生的實務操作成效有很大的影響，更容易培養學生務實致用的觀念與能

力。畢竟技職教育和普通教育在制度上是不一樣的模式，政府若不重新檢整目前技職教

育施行的現況而作改革，將無法發揮技職教育的特色而失去專業技術的能力和國家的競

爭力。 

二、明文規定技職師資的資格規範，以確保教學的品質 

目前的師資培育制度，其檢定之方式為不分科目只採紙筆測驗而且不分科目，無法

鑑別其教學能力和專業技能，對於不同專業科目之教師缺乏公正的競爭。因此，師資培

育制度的改革應注重其基本能力養成，包括接受職業工作能力資格及進修學歷資格的培

養，兼具兩項資歷與能力，方能接受職校師資培育，以確保技職師資的良好素質。 

三、建置嚴謹的技職師資職業證照制度 

面對現在如此快速的產業、經濟變化，其師資培育課程與實際教學皆應要配合企業

界之發展、新技術之研發、產業結構之變遷等實務知能，才能應付這瞬息萬變的新科技

產業。政府可以藉由減稅或項目補助等措施來吸引民間企業與工廠參與，來鼓勵民間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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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與工廠投入實習訓練及證照制度要求，配合工會組織的參與規劃，才能發揮更大的效

用。透過政府和企業在經費上的補助，建立更完善的技職師資獎勵與升遷制度以增加考

取證照的誘因。此外，適時引進產業資源以提升技職學校學生的知能與技術，增加新技

術人才的培育，同時加強產學合作，強化教師實務教學能力，為中等技職教育培育紮實

的基礎技術人力，並經由統一的職業訓練與證照制度的推行，在政府、企業和學校三方

的相互合作下，才能發展出技職教育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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