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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數位科技與傳播科技蓬勃發展

下，全球可見變革：（1）國家建設現

代化、（2）經濟競爭白熱化、（3）社

會問題尖銳化。揆之英國公投脫歐、

美國貿易保守主義、法國極右派崛

起、菲律賓民族自覺、伊斯蘭族群吶

喊、全球暖化等，陸續透過政治凸顯

生存與經濟問題嚴峻性。 

今日，全球經濟追求創新、創意

與智造趨勢，教育成為國家競爭、社

會發展與個人生存基石。教育重要性

有增無減，無人可忽視教育，也就無

所謂教育過多論（Freeman, 1976），問

題是，教育何去何從。「百年大計，教

育為本。教育大計，教師為本。」正

視教師教育是當務之急。 

教師教育新增管理與經營概念，

一則提升地方行政與學校組織效益，

二則整合教師教育與職涯踐行。本文

旨在倡導：（1）教師教育涵蓋職前培

育、初任教師與職涯發展；（2）管理

與經營立基於契約理論，取代傳統規

範共識；（3）權利與義務權責地域化，

以及最佳化關係者權益。 

二、現代教育框架 

傳統與現代教育生態變化大，前

者師範教育主文武雙全、術德兼修；

後者教師教育側重於專業實踐及其效

能成長，更甚者，求新求變行動力。

其次，關於教育旨趣變革，功能性目

標行為取代規範性價值理念，從而以

教師專業、網際網路與契約原理構建

當今教師教育框架。 

(一) 教師專業 

教師專業基本素養是課程、教學

與評量，課程素養如學科知識（CK）

與學科領域知識，教學素養如學科教

學知識（PCK）與學科教學資訊知識

（ TPCK ）（ Lundeberg, Bergland, 

Klyczek, & Hoffman, 2003），評量素養

如測驗工具設計、診斷與規劃二次教

學補救措施。其次，教師情意素養如

專業態度、專業倫理發展，多側重於

自律、精神感召與規範主義。 

在資通訊科技蓬勃發展下，物聯

網（Internet of Things）時代呼之欲出

之際，對於新一波優質教育發展，教

師專業發展任重道遠。教師專業素養

包括：（1）教科書、課程理解是基本，

網路資訊取代所謂廣域知識或相關背

景知識；（2）新增學科教學資訊知識

（ICT TPCK）（Angeli, & Valanides, 

2009）；（3）由學生成就表現判準進階

到問題解決、創意思維與創新教學。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7，6（1），頁 130-137 

 

自由評論 

 

第 131 頁 

面向全球數位轉型潮流，虛實知

識創新與折舊交互作用，教師專業亟

待發展：（1）知識向度：未來學視域、

虛實世界與政策分析；（2）教學向度：

策略教學，由實踐、診斷到預測；（3）

實踐向度：由追求效率、效果到追求

創新。值得一提的是，DeepMind’s 

AlphaGo、Data-Mining 挑戰知識工

作，並且開啟教育無限可能。 

(二) 網際網路 

網際網路，依據資通訊網路協

定，全球電腦使用者得以進行溝通與

分享資訊，如檔案傳輸、全球資訊網、

電子郵件、即時通訊，以及知識管理

與創新。隨著資通訊科技發展與寬頻

網際網路建置，以「資訊與知識為體，

傳播科技與多媒體為用」之網路認知

範式漸次成形，涵蓋經濟、娛樂、文

化、趨勢與政治。 

隨著智慧型手機、平板裝置自有

化（Bring Your Own Device, BYOD）

趨勢，網路社會影響力倍增，可見變

革：（1）經濟性：在雲端運算中，工

業 4.0（Kagermann, Lukas, & Wahlster, 

2011）構建新形態工作與生活方式；

（2）政治性：型塑多元意識與生存政

治氛圍；（3）教育性：教育工具性功

能與效益變得重要。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在網

際網路社會，資訊與知識助益社會現

代化、科技發展突飛猛進，不可諱言，

多元意識、分歧價值滋生於其中，學

校道統文化教育漸次式微。值此英美

政治邁入後全球化氛圍，全球數位化

與科技化智能發展能嘎然而止嗎？教

育功能化日益顯著，將適可而止嗎？

可見未來，正視教育旨趣成為首務。 

(三) 契約理論 

契約理論（Contract Theory）是

2016 年諾貝爾經濟學獲獎理論（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 

2016），運用函數關係就特定交易環境

進行契約人的經濟行為與結果分析。

有鑑於現實交易複雜性，契約理論分

為完全與不完全契約理論，前者在考

慮所有或然性基礎上制定最優化契

約，後者在分擔風險與激勵方案下創

建契約內容調整機制。 

契約理論是搏弈理論（ Game 

Theory）的應用，內容涵蓋：（1）委託

人與代理人（Principal-Agent）權利、

義務與責任；（2）不完全契約理論與

契約內容可修正或協商；（3）契約目

標、誘因結構與創造「納許均衡」（Nash 

Equilibrium），相關知識基礎是法學、

經濟學與管理學，其中，管理學旨在

執行契約規範與落實最佳化經濟效益

目標（Wikipedia, 2016）。 

有鑑於利益關係者間通常存在利

益衝突，分擔風險與誘因、薪酬給付

與績效是契約理論設計參考依據。契

約理論旨趣：（1）競爭中分配權益、（2）

適當的獎勵機制、（3）預期的契約標

的。其次，針對利益關係者間資訊不

對稱性，契約理論範疇分為：（1）道

德危機、（2）逆選擇、（3）訊號理論。

運用契約理論於教育，建立立足公平

的教育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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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運用詮釋結構模式

（ Interpretive Structural Modeling ）

（Warfield, 1973）結構化教育職務契

約要素（見圖 1），藉以助益論述。

 
圖 1：教育職務契約 ISM 

 

 有鑑於利益關係者間資訊不對等

與確保契約目標實踐，教育契約施行

立基於道德風險、逆選擇與訊號理

論，教育職務涵蓋專業評鑑、學習輔

導、個案輔導、進修與教學職涯。基

於契約訂定具法律性、互利性與預測

性，圖 1 特色：（1）數值化：教學時

數、師生比、服務契約規範、年度或

週期專業評鑑；（2）具體化：標準本

位、成就表現、評量診斷；（3）科學

化：工具學（Mathematical Modeling）

取向專業發展與實踐。 

三、分析與討論 

對於工業 4.0 開啟新一波科技文

明，集專業與智慧發展是特色，教師

教育歷經學術化、專業化、績效發展，

管理與經營是新增重點：（1）政策性：

教育政策趨勢與人力資源方案；（2）

專業性：標準本位、教師專業評鑑與

學生成就表現；（3）契約性：統籌規

劃地方資源、薪酬配置與教學職涯。 

(一) 管理與經營 

概括而言，管理與經營具整合

性、專業性、發展性與策略性，範圍

涵蓋政策、研發、進修，以及契約認

知。教育契約旨趣：（1）規範性、（2）

計畫性、（3）公平性。 

1. 教育政策 

教育是國家競爭、社會發展、科

技文明之利器，基礎教育、科學文化

與工藝教育是多元人力資源發展基底

（Cascio, 2015）。有鑑於英國歐盟公投

結果與美國總統選舉 Trump 勝出現

象，揭示生存經政治學重要性。面向

全球經貿保護主義氛圍，以動態契約

理論規劃、實踐與預測教育政策，藉

以發揮即時調整與應變之益。 

2. 研發創新 

2012，Google X Lab 運用 1000 台

電腦架構 Google Brain，藉以展現機器

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驚艷表現，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7，6（1），頁 130-137 

 

自由評論 

 

第 133 頁 

揭示研發要素：（1）工具學：數理模

式發揮認知鷹架功能（Ho et al., 2016a; 

2016b）；（2）創意性：創意創新誘發

五體感覺與腦力激盪；（3）結果性：

具操作與可用性判準檢視。 

3. 進修 

承上述 2 之研發創新趨勢，週三進

修活動規劃與實施，可議之處有之。在

數位化與資訊化社會，知識與文明在折

舊與創新中更迭推進，進修其實具功能

性、現時性與現實性。進修方式如自主、

組織與二者兼顧，其中，學校規劃進修

原則：（1）全校性：公開場合一次性宣

導或示範，如國防與稅務資訊、心肺復

甦術與友善校園等；（2）專業性：多元

選擇、層級分化與可操作性；（3）趨勢

性：政經、科技與教育。 

(二) 專業評鑑 

面向寬頻普及建置與便利行動裝

置利基，增能賦權（Empowerment）、

實踐效益、專業評鑑是專業管理與經

營配套措施。教師評鑑與專業評鑑各

有側重，後者是共同基礎，涵蓋課程、

教學、評量與診斷。課堂教學操作：（1）

課程理解到教學設計、（2）同課異構

在 CDIO（Crawley, Malmqvist, Ö stlund, 

Brodeur, & Edström, 2014）與 POEC

（NRC, 1996）交互作用下展開、（3）

標準本位管控教育品質。 

(三) 教學職涯 

教學職涯服務包括都會區與偏鄉

地區，其中，城鄉教育落差現象，教育

部陸續施行補救方案，如教育優先區計

畫、攜手計畫、國民中小學補救教學實

施方案（何慧群、永井正武，2016a），

引進退休教師、經濟弱勢大專生、志工

支援。對偏鄉國小教師高流動問題，教

育部施行類似中國大陸之農村碩師計

畫（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2009），

2012年責負臺中教大施行公費制教師

專業碩士學位學程。 

有鑑於偏鄉教育資源侷限、頻繁參

與縣市與校際活動、教師個人生涯與家

庭考量等，偏鄉小學任教至今依舊是代

理代課教師次要選項與公費生師資教

育服務中繼站。職此之故，教育現實問

題改善，寄望精神感召不切實際，無制

度保障更非長久之計。運用契約理論於

教師教育管理與經營，一則銜接師資培

育法（教育部，2014），二則規範教師

職務施行。 

 在地域發展上，偏鄉教育與都會區

教育訴求有別，後者同義詞如經濟弱

勢、文化弱勢與學習弱勢，較適教育模

式是混齡教育、主題統整課程設計與多

感官探究教學（何慧群、永井正武，

2016b），挑戰教學者實踐智慧。職此之

故，以教學職涯全納偏鄉與都會教育服

務：（1）訂定縣市與教師較適服務契約

規範、（2）教師職涯中踐行、（3）職涯

前 1/3 期履行（見圖 1）。 

最後，運用數理模式視覺化思維邏

輯，助益檢視與後設論述。以 5W1H 構

建教師教育時代變遷相關要素一覽表

（見表 1），繼而，以M. Nagai 提出MSM

（Nagai, & Tsai, 2013）就表 1 進行矩陣

運算與結構分析（見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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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教師教育要素構建 5W1H 
5W1H

教師教育 管理與經營

職前教育 教育政策

初任教師 研發創新

終身學習 人力資源

數位化 數位化

資訊化 資訊化

科技化 科技化

經濟性

目標性

科技文明

全球化 全球化

知識經濟 資訊

市場

資金

生產線

人力資源

金融危機

M型社會 下流老人

菁英政治 素民政治

未來學

不確定性

資源有限性

科技競爭性

特色差異化

機會策略性

共生互利

網際網路 網際網路

大數據

智造價值鏈

客製化

教育專業 教師專業

標準本位

工具學

課程 課程

課程理解 課程理解

課程統整

教學 教學

同課異構 同課異構

師-CDIO

生-POEC

教學實踐 教學效益

評量 評量

成就表現 成就表現

學用合一

創新智造

文化道統 契約原理

精神感召 目標-專業權利與義務

規範共識 代理-責任與激勵方案

交易-專業實踐結果

專業發展 專業評鑑

自評 診斷性

同儕互評 效益性

創新性

教育優先區 教學職涯

專款專用 地域性

服務契約

how

what

why

80、90年代 21世紀

who

when

where

 
 

 

 
圖 2：教師教育要素構建 M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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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圖 2 顯示：（1）時代脈絡：在

數位化與全球化構建網際網路與未來學

基礎，教育專業被賦予發展新經濟智造

價值鏈；（2）知識社會：經濟性，社會

問題如 M 型化、新貧階級與經濟政治

學；科技性，自大數據中擷取與運用資

訊能力成為競爭關鍵，以及目標性，教

育經濟功能化日益顯著；（3）契約規範：

依據師資培育法與國民義務教育發展訂

定兼顧地方、學校與教師三方之權利、

義務與責任規範，據以落實教學本位、

專業評鑑與教學職涯教育本務。 

其次，面對社會對立衝突、教育正義

伸張、未來不確定性等，教育應變宜兼顧

教育之「用」與教育之「體」。職此之故，

教師教育管理與經營涵蓋：（1）思維與思

想、（2）規範與制度、（3）績效與問責。

最後，以契約理論取代文化道統之教師教

育管理與經營，旨在：（1）制度化：教育

優先區與都會區教育為教學職涯中必要

服務經歷；（2）目標化：精神感召具體化

為服務契約、責任與激勵方案；（3）效益

化：正視專業實踐結果與落實診斷、效益

與創新取向專業評鑑。 

四、結論 

學校教化教育不是經濟行為，教育

實踐輸入之專業與輸出之結果卻反應教

育投資成本效益。面向工業 4.0 開啟新一

波科技文明，績效、利益與互惠成為新

經濟行為判準，教師教育進階發展事不

宜遲，一則整合集學術本位師資培育、

標準本位實踐效能，二則推進涵蓋偏鄉

與都會學校教學職涯發展之教師教育管

理與經營。 

教育問題由教育人解決，學校事

由學校行政、教師與學生合作完成。

關於教師教育管理與經營立論，與其

訴求精神感召、專業倫理，毋寧秉持

契約原理訂定兼顧地方需求、學校與

教師三方最適權益之規範，繼而，型

塑實踐本位與效益回饋之責任教育範

式，最終，落實績效與責任之教師教

育管理與經營旨趣。 

教育今昔有別，教育科學範式歷

經規範科學、精神科學、社會行為科

學與質性量化並重變革，教育功能由

傳統德行教化、全人教育到今日體現

生存與幸福之學。今日，集理性、務

實與誠信之契約化之教師教育管理與

經營：（1）涵蓋偏鄉與都會學校教學

職涯發展、（2）標準本位最佳化之專

業表現、（3）共生互利教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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