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  錄 
附錄一 少子化趨勢對國民教育師資供需影響之因應策略調查問卷 

(專家問卷) 

 

 

 

 

 

 

 

填答說明： 

    下列是彙整有關於國民教育師資供需失衡之相關因應策略的問題，本

研究共分為 5個構面，共 31 項策略方案。請您依照每一個項目，評定其

是否適用，並在「可行性」欄上適當方格打「ˇ」。如果您對於本研究草

擬之策略方案內容認為有增刪修訂的必要，請於每項下方之【修正意見】

欄內表示意見。 

 

可用性 
策略方案項目 

適用 修改 刪除 

構面 1：師資培育制度 
1.1 建立長期學生人口資料庫，評估師資供需

量，並定期公開師資供需資訊。 
【修正意見】 

 

 

□     □     □ 

1.2 加強師範校院機構之轉型與整合，朝向綜合

型大學或聯合教育大學系統發展。 

【修正意見】 

 

□     □     □ 

敬愛的教育先進，您好： 

    首先感謝您參與本研究之專家評定，惠賜高見。此份問卷之目的在

瞭解您對於少子化趨勢下國民教育師資供需失衡之因應策略的看法，並

以作為建構「國民教育師資人力市場調整的可行方案」之指引。 

    本研究採取政策德菲法以蒐集整理專家意見，素仰您的學養與經驗

俱豐，您的專業認知與寶貴意見不但作為本研究重要的參考依據，對於

本研究的進行將有莫大的幫助，懇請您不吝指教。本研究調查結果僅供

學術研究之用，資料絕對保密，敬請寬心填答，誠摯感謝您的協助與指

教！耑此  敬頌 

勛安 

國立政治大學教育學系碩士班

指導教授：秦夢群  博士

研究生：鍾德馨  敬上

 中華民國九十六年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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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性 
策略方案項目 

適用 修改 刪除 

1.3 持續辦理師資培育機構評鑑，對辦理績效不

佳之學校，採以減班、停招或停辦等退場機

制。 

【修正意見】 

 

 

□     □     □ 

1.4 師資培育公費生制度採特定科系及特定分發

區作設置，並配合市場需求調整核定人數。

【修正意見】 

 

 

□     □     □ 

1.5 逐年減少師資培育學士課程，朝向教學碩士

及學士後師資培育學程發展，提升師資培育

素質。 

【修正意見】 

 

 

□     □     □ 

1.6 師範院校及師資培育機構功能由現行職前訓

練調整為在職訓練，並作為區域教師進修中

心。 

【修正意見】 

 

 

□     □     □ 

構面 2：教師實習與檢定制度 

2.1 規範實習教師之學習課程及實習項目，確保

實習教師之學習品質。 

【修正意見】 

 

 

□     □     □ 

2.2 設置實習輔導教師證照制度，朝向「師徒制

引導教育實習」之體制。 

【修正意見】 

 

 

□     □     □ 

2.3 師資檢定考試持續採標準參照測驗，提高通

過門檻分數（現今為 60 分），確保師資素質。

【修正意見】 

 

 

□     □     □ 

2.4 調整師資檢定考試科目範疇與形式，以兼重

理論與實務性之命題。 

【修正意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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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性 
策略方案項目 

適用 修改 刪除 

2.5 師資檢定考試時間調整至教育實習之前，並

以一年舉辦 2次為原則。 

【修正意見】 

 

 

□     □     □ 

構面 3：教師甄選制度 
3.1 維持多元儲備師資培育政策，加強宣導「不

保證就任教職」之觀念。 

【修正意見】 

 

 

□     □     □ 

3.2 主管教育機關持續總額控管教師缺額並逐年

釋出，以穩定每年新進教師之數額。 

【修正意見】 

 

 

□     □     □ 

3.3 設置全國(或分區)專責甄選命題中心，確保

甄選命題之嚴謹度及公正性。 

【修正意見】 

 

 

□     □     □ 

3.4 建構教師甄選聯合報名系統，採行單一窗口

網路平台，減少應聘者勞碌奔波。 

【修正意見】 

 

 

□     □     □ 

3.5 各縣市教師甄選日期協調採分區（北、中、

南）不同時段舉行，並採分區各縣市輪流承

辦。 

【修正意見】 

 

 

□     □     □ 

3.6 各縣市國中小教師甄選朝向與代理代課教師

甄選合併辦理。 

【修正意見】 

 

 

□     □     □ 

構面 4：教師員額編制 
4.1 逐年提高國小教師員額編制，以達每班 2.0

人/班之目標（現行國小編制每班 1.5 人）。

【修正意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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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性 
策略方案項目 

適用 修改 刪除 

4.2 全國統一逐年降低班級學生人數，以達國中

小每班學生人數低於 30 人。 

【修正意見】 

 

 

□     □     □ 

4.3 辦理小型學校增置教師，強化偏遠或文化不

利地區之教育人力。 

【修正意見】 

 

 

□     □     □ 

4.4 持續督導 2688 增置員額之人力運作情形，

發揮人力資源效益。 

【修正意見】 

 

 

□     □     □ 

4.5 落實學校組織再造方案，提供學校人事配置

10%之彈性運用。 

【修正意見】 

 

 

□     □     □ 

4.6 各縣市研擬最適學校經營規模，減緩越區就

讀所導致各校班級數增減惡化教師超額問

題。 

【修正意見】 

 

 

□     □     □ 

4.7 各縣市訂定以專業為基準之教師遷調及職務

分配等原則辦法，並擬定超額教師處理辦

法。 

【修正意見】 

 

 

□     □     □ 

4.8 在總預算額度不增加之前提下，研擬「國民

中小學專兼任教師並行制」。 

【修正意見】 

 

 

□     □     □ 

構面 5：教師離退制度 

5.1 加速推行教師教學專業發展評鑑，符應教師

專業化認證之趨勢。 

【修正意見】 

 

 

□     □     □ 

 154



可用性 
策略方案項目 

適用 修改 刪除 

5.2 加強不適任教師之督導淘汰機制及修法工

作，維護學生受教權益。 

【修正意見】 

 

 

□     □     □ 

5.3 檢討現行教師薪資、考核及晉升制度，構建

合宜專業化之晉升機制。 

【修正意見】 

 

 

□     □     □ 

5.4 力促教師退休制度法制化與合理化，以有效

運用師資人力資源。 

【修正意見】 

 

 

□     □     □ 

5.5 建構退休教師人力資源平臺，促進教育經驗

傳承與人力資源再運用。 

【修正意見】 

 

 

□     □     □ 

5.6 補助縣市政府國民中小學教師專案退休經

費，以提高各縣市政府教師核退率。 

【修正意見】 

 

 

□     □     □ 

 

您的意見是本研究的珍貴資料，若您有其他建議項目，懇請於下列建

議欄惠賜卓見。謝謝您的指導！ 

 

 

 

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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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模糊德菲小組專家名單 

 

類別 編號 姓名 現職 

1 劉春榮 臺北市立教育大學教育行政與評鑑研究所所長 

2 鄭彩鳳 國立高雄師大教育學系教授 

3 陳麗珠 國立高雄師大教育學系教授 

4 鄧鈞文 私立逢甲大學師資培育中心主任 

5 張奕華 國立政治大學教育行政與政策研究所教授 

6 孫志麟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教育經營與管理學系教授 

師資

培育

機構 

7 林天祐 臺北市立教育大學教育行政與評鑑研究所教授 

1 吳清基 臺北市政府教育局局長 

2 林騰蛟 臺北市政府教育局副局長 

3 洪啟昌 臺北縣政府教育局副局長 

4 文超順 宜蘭縣政府教育局局長 

5 鄭英耀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局長 

6 彭富源 苗栗縣政府教育局局長 

7 潘文忠 教育部國教司司長 

8 曹翠英 教育部秘書室簡任秘書 

教育

行政

機關 

9 劉仲成 南投縣政府教育局局長 

1 汪明芳 臺北市大安區和平國小籌備處主任 

2 謝傳崇 苗栗縣西胡國中校長 

3 陳秀麗 台中市育英國中校長 

4 葉宗文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國小校長 

5 黃三吉 臺北市北投區文化國小校長 

6 周玉霜 高雄市正興國中校長 

7 柯文賢 臺北市教師會理事長 

8 吳忠泰 全國教師會理事長 

學校

行政

與教

師 

9 葉淑芬 臺中市教師會理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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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調查問卷指導教授推薦函 

 

○教授○○ 道鑒： 

    公私迪吉，諸事如意，為頌可賀。茲懇者，本人指導之

國立政治大學教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鍾德馨同學，刻正進行

「少子化趨勢對國民教育師資供需影響與對策之研究」論文

之撰寫，現已編成正式問卷，進行意見調查。 

    素仰  臺端學術卓越，並於此領域學有專精，學養俱

佳，敬請不吝賜教。謹此奉上「少子化趨勢對國民教育師資

供需影響之因應策略評估調查問卷」特殷懇賜寶貴卓見，並

希於3 月 20 日(星期二)前將您的寶貴意見，以所附回郵信

封，擲回臺北市政府教育局國教科（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一

號 8 樓）  鍾德馨先生收（聯絡電話：0952-770702；信箱：

93152010@nccu.edu.tw）。再次感謝您的鼎力相助。耑此 

      敬頌 

勛安 

 

國立政治大學教育學院院長 

秦夢群   敬上 

中華民國 96 年 3 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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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少子化趨勢對國民教育師資供需影響之因應策略調查問卷 

（正式問卷） 

 

 

 

 

 

 

 

 

 

填答說明： 

下列是彙整有關於國民教育師資供需失衡之相關因應策略的問題，本

研究共分為 5個構面，共 30 項策略方案。請您依照各策略方案對評估其

所屬構面之重要性程度，由低（0）至高（1）分別在量尺上劃出您感覺重

要性的可能區間範圍並且勾選您認為最可能之重要性程度。填答步驟： 

（1）請用黑（藍）色線段在您所認為可能的重要區間範圍作上記號； 

（2）在此範圍內勾選重要性程度可能性最高者，以「ˇ」示之。 

例如：若您認為重要區間範圍為（.2~.6），而其中以 0.4 的重要性

程度可能性最高，則圖示如下： 

       ˇ 

0 .1  .2  .3  .4  .5  .6  .7  .8  .9  1  

敬愛的教育先進，您好： 

    首先感謝您在百忙之中撥冗填寫此份因應策略評估調查問卷，此份

問卷之目的在瞭解您對於少子化趨勢下國民教育師資供需失衡之因應

策略的看法，並以作為建構「國民教育師資人力市場調整的可行方案」

指引。 

    素仰，您在教育界的學養與經驗，您的專業認知與寶貴意見不但作

為本研究重要的參考依據，對於本研究的進行將有莫大的幫助，懇請您

不吝指教。本研究調查結果僅供學術研究之用，資料絕對保密，敬請寬

心填答，誠摯感謝您的協助與指教！耑此  敬頌 

勛安 

 

國立政治大學教育學系碩士班

指導教授：秦夢群  博士

研究生：鍾德馨  敬上

 中華民國九十六年三月

 

附註：考量策略方案重要性程度時，請您特別注意該策略方案是否有助於

解決該構面問題之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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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略方案項目 對衡量所屬構面之重要性程度 

重 要 程 度 

低                    高 

構面 1：師資培育制度 
1.1 建立長期學生人口資料庫，評估師

資供需量，並定期公開師資供需資

訊。 

 
0 .1  .2  .3  .4  .5  .6  .7  .8  .9  1 

1.2 加強師範校院機構之轉型與整合，

朝向綜合型大學或聯合教育大學

系統發展。 

 

0 .1  .2  .3  .4  .5  .6  .7  .8  .9  1 

1.3 持續辦理師資培育機構評鑑，對辦

理績效不佳之學校，採以減班、停

招或停辦等退場機制。 

 

0 .1  .2  .3  .4  .5  .6  .7  .8  .9  1 

1.4師資培育公費生制度採特定科系及

特分發區作設置，並配合市場需求

調整核定人數。 

 

0 .1  .2  .3  .4  .5  .6  .7  .8  .9  1 

1.5 逐年減少師資培育學士課程，朝向

教學碩士及學士後師資培育學程

發展，提升師資培育素質。 

 

0 .1  .2  .3  .4  .5  .6  .7  .8  .9  1 

1.6師範院校及師資培育機構功能由現

行職前訓練調整為在職訓練，並建

立為區域教師進修中心。 

 

0 .1  .2  .3  .4  .5  .6  .7  .8  .9  1 

構面 2：教師實習與檢定制度 

2.1規範實習教師之學習課程及實習項

目，確保實習教師之學習品質。 
 

0 .1  .2  .3  .4  .5  .6  .7  .8  .9  1 

2.2 設置實習輔導教師證照制度，朝向

「師徒制引導教育實習」之體制。
 

0 .1  .2  .3  .4  .5  .6  .7  .8  .9  1 

2.3 師資檢定考試持續採標準參照測

驗，提高通過門檻為 70 分。 
 

0 .1  .2  .3  .4  .5  .6  .7  .8  .9  1 

2.4 調整師資檢定考試科目範疇與形

式，以兼重理論與實務性之命題。
 

0 .1  .2  .3  .4  .5  .6  .7  .8  .9  1 

2.5師資檢定考試時間調整至教育實習

之前，並以一年舉辦 2次為原則。
 

0 .1  .2  .3  .4  .5  .6  .7  .8  .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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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略方案項目 對衡量所屬構面之重要性程度 

重 要 程 度 

低                    高 

構面 3：教師甄選制度 

3.1 維持多元儲備師資培育政策，加強

宣導「不保證就任教職」之觀念。
 

0 .1  .2  .3  .4  .5  .6  .7  .8  .9  1 

3.2主管教育機關持續總額控管教師缺

額並逐年釋出，以穩定每年新進教

師之數額。 

 

0 .1  .2  .3  .4  .5  .6  .7  .8  .9  1 

3.3設置全國(或分區)專責甄選命題中

心，確保甄選命題之嚴謹度及公正

性。 

 

0 .1  .2  .3  .4  .5  .6  .7  .8  .9  1 

3.4 建構教師甄選聯合報名系統，採行

單一窗口網路平台，減少應聘者勞

碌奔波。 

 

0 .1  .2  .3  .4  .5  .6  .7  .8  .9  1 

3.5各縣市教師甄選日期協調訂於同一

天辦理，俾使師資供需情形還原原

貌。 

 

0 .1  .2  .3  .4  .5  .6  .7  .8  .9  1 

構面 4：教師員額編制 

4.1 逐年調整國小教師員額編制，以達

每班 2.0 人/班之目標。 
 

0 .1  .2  .3  .4  .5  .6  .7  .8  .9  1 

4.2 全國統一逐年降低班級學生人數，

以達國中小每班學生人數低於 30

人。 

 

0 .1  .2  .3  .4  .5  .6  .7  .8  .9  1 

4.3 辦理小型學校增置教師，強化偏遠

或文化不利地區之教育人力。 
 

0 .1  .2  .3  .4  .5  .6  .7  .8  .9  1 

4.4 持續督導 2688 增置員額之人力運

作情形，發揮人力資源效益。 
 

0 .1  .2  .3  .4  .5  .6  .7  .8  .9  1 

4.5 落實學校組織再造方案，提供學校

人事配置 10%彈性運用。 
 

0 .1  .2  .3  .4  .5  .6  .7  .8  .9  1 

4.6 各縣市研擬最適學校經營規模，以

檢討學區劃分，減緩越區就讀所導

致各校班級數增減惡化教師超額

問題。 

 

0 .1  .2  .3  .4  .5  .6  .7  .8  .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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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略方案項目 對衡量所屬構面之重要性程度 

重 要 程 度 

低                    高 

4.7各縣市訂定以專業為基準之教師遷

調及職務分配等原則辦法，並擬定

超額教師處理辦法。 

 

0 .1  .2  .3  .4  .5  .6  .7  .8  .9  1 

4.8 在總預算額度不增加之前提下，研

擬「國民中小學專兼任教師並行

制」。 

 

0 .1  .2  .3  .4  .5  .6  .7  .8  .9  1 

構面 5：教師離退制度 

5.1 加速推行教師教學專業發展評鑑，

提升教師專業化認證之趨勢。 
 

0 .1  .2  .3  .4  .5  .6  .7  .8  .9  1 

5.2加強不適任教師之督導淘汰機制及

修法工作，維護學生受教權益。 
 

0 .1  .2  .3  .4  .5  .6  .7  .8  .9  1 

5.3 檢討現行教師薪資、考核及晉升制

度，構建合宜專業化之晉升機制。
 

0 .1  .2  .3  .4  .5  .6  .7  .8  .9  1 

5.4 力促教師退休制度法制化與合理

化，以有效運用師資人力資源。 
 

0 .1  .2  .3  .4  .5  .6  .7  .8  .9  1 

5.5 建構退休教師人力資源平臺，促進

教育經驗傳承與人力資源再運用。
 

0 .1  .2  .3  .4  .5  .6  .7  .8  .9  1 

5.6 補助國民中小學教師專案退休經

費，以提高各縣市政府教師核退

率。 

 

0 .1  .2  .3  .4  .5  .6  .7  .8  .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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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  國民小學師資人力現況集群分析之 SAS 程式檔 

 
data teacher; 
  input city varity teastu class ; 
cards; 
   1   -2.903  0.0639  0.0349 
   2   -3.154  0.0505  0.0309 
   3   -6.197  0.0489  0.0309 
   4   -0.693  0.0591  0.0358 
   5    2.210  0.0491  0.0310 
   6    0.164  0.0570  0.0358 
   7   -1.793  0.0612  0.0381 
   8   -2.351  0.0513  0.0324 
   9   -3.041  0.0518  0.0331 
  10   -4.677  0.0687  0.0414 
  11    1.617  0.0617  0.0386 
  12   -3.091  0.0688  0.0426 
  13   -4.760  0.0572  0.0355 
  14   -5.114  0.0542  0.0350 
  15   -4.022  0.0588  0.0372 
  16   -1.577  0.0804  0.0473 
  17   -4.851  0.0719  0.0419 
  18   -6.604  0.0959  0.0563 
  19   -7.222  0.0559  0.0333 
  20    1.518  0.0514  0.0312 
  21    2.111  0.0478  0.0306 
  22    0.493  0.0485  0.0304 
  23   -3.268  0.0465  0.0301 
  ; 
PROC CLUSTER Data=clus Outtree=tree M=War  

standard RMSSTD CCC PSEUDO NOEIGEN; 
                    VAR city varity teastu class; 
         ID city; 
PROC tree ata=tree HEIGHT=ncl GRAPHICS;     D
PROC STANDARD  Data=clus OUT=std M=0 STD=1 ; 
                    VAR city varity teastu class; 
PROC FASTCLUS  Data=std OUT=km CLUSTER=clus LIST DISTANCE MAXCLUSTERS=3 

RADIUS=0 REPLACE=FULL; 
                    VAR city varity teastu class; 
PROC ANOVA     Data=km; 
                   CLASS clus; 
        MODEL  city varity teastu class=clus;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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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六  國民中學師資人力現況集群分析之 SAS 程式檔 

 
data clus; 
  input city varity teastu class ; 
cards; 
   1   -7.710  0.0643  0.0308 
   2    1.939  0.0523  0.0279 
   3   -3.078  0.0485  0.0273 
   4    1.798  0.0612  0.0291 
   5    9.540  0.0562  0.0272 
   6    7.784  0.0594  0.0295 
   7    6.296  0.0536  0.0297 
   8    3.789  0.0556  0.0282 
   9   -7.467  0.0580  0.0281 
  10   -2.063  0.0602  0.0302 
  11   -8.678  0.0591  0.0309 
  12   -8.787  0.0649  0.0301 
  13    0.873  0.0544  0.0274 
  14    1.348  0.0505  0.0281 
  15   -3.704  0.0549  0.0283 
  16    7.239  0.0681  0.0317 
  17    1.250  0.0709  0.0312 
  18    5.054  0.0872  0.0375 
  19    3.129  0.0514  0.0285 
  20    5.270  0.0513  0.0292 
  21    2.925  0.0516  0.0270 
  22    3.764  0.0581  0.0272 
  23   -6.802  0.0546  0.0278 
  ; 
PROC CLUSTER   Data = clus Outtree = tree M = War standard RMSSTD CCC PSEUDO 

NOEIGEN; 
                   VAR city varity teastu class; 
       ID city; 
PROC tree  Data = tree HEIGHT = ncl GRAPHICS;      
PROC STANDARD  Data = clus OUT = std M = 0 STD = 1 ; 
                    VAR city varity teastu class; 
PROC FASTCLUS  Data = std OUT = km CLUSTER = clus LIST DISTANCE MAXCLUSTERS 

= 3 RADIUS = 0 REPLACE = FULL; 
                    VAR city varity teastu class; 
PROC ANOVA     Data = km; 
                    CLASS clus; 
        MODEL  city varity teastu class = clus;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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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七  國民小學 95-97 學年教師數預測之 SAS 程式檔 
 
title 'teacher number transfer' ; 
data teacher ; 
  input year teach ; 
  dteach = teach - lag1(teach); 
  cards; 
  57 55811 
  58 57374 
  59 58866 
  60 59883 
  61 60386 
  62 60746 
  63 61318 
  64 62031 
  65 64179 
  66 66148 
  67 67610 
  68 68400 
  69 68337 
  70 68801 
  71 69236 
  72 69838 
  73 70695 
  74 71481 
  75 74023 
  76 75424 
  77 77078 
  78 80015 
  79 81768 
  80 83492 
  81 83228 
  82 82647 
  83 83299 
  84 87063 
  85 89262 
  86 91242 
  87 94172 
  88 97895 
  89 100669 
  90 102581 
  91 103172 
  92 102653 
  93 101618 
  94 100319 
  ; 
proc plot data = teacher; 
       plot teach*year = '*'; 
   plot  dteach*year = '*'; 
proc arima data = teacher; 
i var = teach(1); 
e p = 1 q = 1 plot noconstant; 
f ck = 1 lead = 6 id = year printall;  ba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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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八  國民中學 95-97 學年教師數預測之 SAS 程式檔 

 
title 'teacher number transfer' ; 
data teacher ; 
  input year teach ; 
  dteach = teach - lag1(teach); 
cards; 
  57 18331 
  58 22467 
  59 27091 
  60 30079 
  61 32466 
  62 33612 
  63 35889 
  64 35025 
  65 39299 
  66 40476 
  67 42082 
  68 43429 
  69 43964 
  70 41909 
  71 45384 
  72 46179 
  73 46397 
  74 46422 
  75 46516 
  76 46975 
  77 47912 
  78 49526 
  79 50829 
  80 52164 
  81 52880 
  82 53887 
  83 54254 
  84 54746 
  85 54655 
  86 53219 
  87 51149 
  88 49872 
  89 49144 
  90 49068 
  91 48533 
  92 48306 
  93 47759 
  94 48211 
  ; 
proc plot data = teacher ; 
 plot teach*year = '.'; 
 plot dteach*year = '.'; 
proc arima data = teacher ; 
  i var = teach(1); 
  e p=1 q=2 plot noconstant ; 
  f lead = 6 id = year printall;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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