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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話說代理教師：前言 

自 1994 年《師資培育法》（教育部，2017；原名《師範教育法》）施行後，

師資培育管道便呈現多元化發展，每年從各師資培育機構畢業且取得教師資格的

人數，明顯較以往多；而近年來少子女化現象的衝擊，則導致教師職業出現供需

失衡的挑戰；目前教育主管行政機關為因應新生人數減少而產生的教師超額問

題，許多縣市進行教師員額控管策略，許多員額便以聘任代理教師為主，因此每

年擔任代理教師職缺的人數，明顯較以往來得多，甚至高於取得正式教師職缺的

人數。（楊家瑜，2013，頁 40）。少子化所衍生的教師超額疑慮，更導致教師不

敢輕易主動申請調動、學校很少甄選新教師、形成代理教師比例高的現象（王金

國，2012）。 

截至 106 學年度為止，各國中小仍維持多達 17000 位的代理教師員額，佔教

師編制員額總數 12%以上，請參閱表 1。而表 2 更顯示，受少子化持續影響，未

來 5~8 年內，國中小減班教師超額疑慮仍在。此結果突顯「合格代理教師」這種

臺灣特有的師資培育問題；由於整體的師資培育與人事任用政策導致這些合格的

代理教師在角色知覺、人際互動、學校生活、專業成長和生涯發展上，可能產生

不同於一般正式教師的困擾（張民杰，2012，頁 8）。也因為代理教師是一年一

聘，其個人的工作相對較不穩定；學生則因教師經常異動，需不斷適應新老師（王

金國，2012，頁 40）。因此，有必要針對代理教師的現況進行探討與分析，希冀

匯聚共識，據以改善此現象。 

表 1 國民中小學專任教師人數統計表 

教育階段別 登記資格別 男性 女性 小計 總計 所佔百分比 

國民中學 專任合格教師 12559 28845 41404 46772 88.5 

長期代理教師 1855 3472 5327 11.4 

其他教師 27 14 41 0.1 

國民小學 專任合格教師 24881 57780 82661 94407 87.6 

長期代理教師 2445 9264 11709 12.4 

其他教師 14 23 37 <0.1 

備註：本表係以 106 學年度為主，包含各國立、直轄市立、縣市立、私立等國民中小學在內，由研究者自行彙整。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2018/08/16 取自：https://stats.moe.gov.tw/result.aspx?qno=MQAzA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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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國民中小學學生人數及班級數統計表 

教育階段別 年級別 人數 學生總數 班級數 班級總數 

國民中學 九年級 229786 653273 8304 23761 

八年級 214607 7806 

七年級 208880 7651 

國民小學 六年級 201779 1146679 8825 50311 

五年級 198714 8741 

四年級 197905 8584 

三年級 191356 8419 

二年級 174451 7730 

一年級 182474 8012 

備註：本表係以 106 學年度為主，包含各國立、直轄市立、縣市立、私立等國民中小學在內，由研究者自行彙整。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2018/08/16 取自：https://stats.moe.gov.tw/result.aspx?qno=MQAzAA2 

二、美麗身影的背後：代理教師之現況探討 

教育部（2016）《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明訂，所謂「代理

老師」係指以全部時間擔任學校編制內教師因差假或其他原因所遺之課務者；採

「公開甄選」，並依「具有該教育階段、科（類）合格教師證書者」、「修畢師資

職前教育課程，取得修畢證明書者」、「具有大學以上畢業者」等資格順序辦理，

經教評會審查後由校長聘任之；服務成績優良、符合學校校務需求且具合格教師

證者，經教評會審查通過，得再聘之，再聘以兩次為限。此外，有關代理教師所

享之權利、應盡之義務（參閱表 3）及待遇規定（分本薪、加給、及獎金三種；

因未辦理成績考核，尚無核發考績獎金）等，本法亦有詳載；其中，更明訂代理

教師不得擔任導師或各處（室）行政職務，但情況特殊，經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核准者，得擔任之。 

法理上來說，代理教師屬「臨時人員」之概念，一般歸類為聘僱人員；因此，

有關其個人之待遇、福利、退休、撫卹、資遣、保險、進修、參與組織等權益及

保障，與正式教師有所區隔在所難免。然而，代理教師在實務上必須擔任與正式

教師相同之教學及學生輔導工作，有時，還必須利用課後時間辦理後續事宜。不

論是基於教育專業之體現，還是滿足家長的殷殷期盼，這些付出，均已超出臨時

人員應有之作為；且代理教師多數必須協助支援校內各項勤務，比例與負擔均不

亞於正式教師，許多學校更須由他們「直接代理」導師、行政職務等，在在顯示

出代理教師已非單純之聘僱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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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代理教師與正式教師權利義務對照表 

教師類別 正式教師 代理教師 

法源依據 教師法 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

法 

權    利 一、對學校教學及行政事項提供興革意見。 

二、享有待遇、福利、退休、撫卹、資遣、保

險等權益及保障。 

三、參加在職進修、研究及學術交流活動。 

四、參加教師組織，並參與其他依法令規定所

舉辦之活動。 

五、對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學校有關其個人之

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者，得依

法提出申訴。 

六、教師之教學及對學生之輔導依法令及學校

章則享有專業自主。 

七、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教師得拒絕參與教

育行政機關或學校所指派與教學無關之工作

或活動。 

八、教師依法執行職務涉訟時，其服務學校應

延聘律師為其辯護及提供法律上之協助。 

九、其他依本法或其他法律應享之權利。 

前項第八款情形，教師因公涉訟輔助辦法，由

教育部定之；另其涉訟係因教師之故意或重大

過失所致者，教師應繳還涉訟輔助費用。 

一、對學校教學及行政事項提供意

見。 

二、享有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依

法令規定之權益。 

三、參與教學有關之研習或活動。 

四、對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學

校有關其個人待遇及解聘之措施，

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者，

得準用教師法之申訴程序，請求救

濟。 

五、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得拒絕

參與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學校

所指派與教學無關之工作或活動。 

義    務 一、遵守聘約規定，維護校譽。 

二、積極維護學生受教之權益。 

三、依有關法令及學校安排之課程，實施適性

教學活動。 

四、輔導或管教學生，導引其適性發展，並培

養其健全人格。 

五、從事與教學有關之研究、進修。 

六、嚴守職分，本於良知，發揚師道及專業精

神。 

七、依有關法令參與學校學術、行政工作及社

會教育活動。 

八、非依法律規定不得洩漏學生個人或其家庭

資料。 

九、擔任導師。 

十、其他依本法或其他法律規定應盡之義務。 

前項第四款及第九款之辦法，由各校校務會議

定之。 

一、遵守聘約規定，維護校譽。 

二、積極維護學生受教之權益。 

三、依有關法令及學校安排之課

程，實施教學活動。 

四、輔導或管教學生，導引其適性

發展並培養其健全人格。 

五、參加經指派與教學、行政有關

之研習或活動。 

六、嚴守職分，本於良知，發揚師

道及專業精神。 

七、非依法律規定不得洩漏學生個

人或其家庭資料。 

八、其他法令規定應盡之義務。 

資料來源：研究者彙整自《教師法》第 16 條、第 17 條及《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 7 條、第 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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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事誰人知：代理教師的問題分析 

代理教師長期且大量存在已是不爭的事實，對學校穩定發展之影響不容小

覷。衡酌校園現況，歸納主要的問題有五，分別為： 

(一) 各校有關代理老師之遴聘出現城鄉差距，影響教學品質和學生學習權益 

每年六至八月是各校辦理代理教師甄選的旺季，此時，也是代理教師流動的

高峰。在承擔被學校錄取或淘汰的壓力時，他們多數已先對學校進行篩選；具經

驗、資深、優秀的老師，多數會選擇往市區發展；即使基於「買保險」的心態，

多參加幾所學校的甄選，一有機會，大家仍會放棄偏鄉選擇在市區服務。城鄉差

距的現實，讓許多學校雖歷經多次的公開甄選，仍「等不到人」；如能在開學前

找到大學畢業者任教，已算是幸運的。這種來自於城鄉差距所形成之師資結構的

差異，不僅影響教學品質，也關乎學生的學習權益。 

(二) 許多學校仍需安排代理教師擔任導師或行政職務，除增加代理教師個人負  

擔外，亦不利於校務長遠發展 

儘管代理教師不得擔任導師或各處（室）行政職務，但「情況特殊」之學校

比比皆是。規模較小的學校，受限於正式教師之員額編制，確實有必要安排代理

教師擔任導師或行政職務；規模較大之學校，人力配置雖較為充沛，但礙於正式

教師的自主意識，導師或行政職務之編排有時難免不盡如人意，此時，為求校務

運作之順暢，不得不安排代理教師「代理之」。此舉，不僅增加代理教師個人工

作負擔，亦不利於校務長遠之發展；更遑論代理教師受其聘用的資格所限，在薪

資所得（參閱表 4）、休假補助及給假標準（參閱表 5）、進修（依教育部 2013 年

修正之《教師進修研究獎勵辦法》規定：本辦法適用對象為公立及已立案之私立

學校編制內，按月支給待遇，並依法取得教師資格之教師。爰此，代理教師不符

資格，未能適用本法。）等方面，與正式教師實質差異所衍生之「同工不同酬」

的相對剝奪感。 

(三) 過客心態與學校邊緣人的教育現實，讓代理老師無法參與重大校務決策、鮮

於表示個人意見 

代理教師一年一聘，雖佔學校的編制員額，但在機關學校公教員工的分類

上，卻與聘僱人員屬同一級別；除俸點固定（因未採計年資，自無比照正式教師

逐年調升之基礎）、事病喪假少於正式教師外（兼行政職務者亦不適用休假規

定），常被屏除於校內各項委員會之外，更無參與重大校務決策之機會，有時還

得忍受其他資深教職工的欺侮。張民杰（2012，頁 19）指出：代理教師這種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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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續續的人際互動，過客的性質無法避免，並且在正式場合和關鍵時刻上也經常

成為沉默的局外人，對學校缺乏隸屬感；這些現象改變了以往教師工作穩定的性

質，對重視人際關係的教師工作有不利的影響，也間接影響學校教育的品質。 

(四) 教師角色期許與代理刻板印象衝突之弔詭 

代理教師肩負「傳道、授業、解惑」教育國家未來主人翁之重責大任，對於

校內外各項教學活動及相關任務的參與，不亞於正式教師；有時，囿於聘期延續

之壓力，不得不更投入工作。有些學校則會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或是透過校長、

主任等上層具有行政職務身分的人員，遊說代理教師能夠承接工作，雖然他們總

是默默接受工作指派，但內心卻產生許多抱怨、不平和無奈（楊家瑜，2013，頁

47）。除了有關教師角色期許的衝突外，「代理」則是另一項緊箍咒；儘管許多代

理教師具備合格教師證並經公開甄選錄用，面對學生與家長時，通常會選擇「避

而不談」。他們特意隱藏代理教師身分，以免因為別人對代理身分的刻板印象，

造成教學工作不必要的困擾，讓自己在學校成了「不敢說出身分」的邊緣人（張

民杰，2012，頁 11）。 

表 4 代理教師與正式教師敘薪標準對照表 

學 歷

別 

代理教師 正式教師 

資格說明 薪點 起敘薪點 最高薪點 

博士  330 330 680 

碩士  245 245 650 

學士 具有擬聘教育階段、科（類）之教育部教師證

者 

190 190 625 

持有擬聘教育階段、科（類）臺灣省教育廳教

師證者 或 具以登記方式取得擬聘教育階段、

科（類）合格教師證者 

180 

具擬聘教育階段、科（類）師資職前教育證明

書，但尚未取得擬聘教育階段、科（類）之合

格教師證者 

180 

未具擬聘教育階段、科（類）合格教師證書且

未具修畢擬聘教育階段、科（類）師資職前教

育證明書者 

170 

資料來源：研究者參考人事法規暨公立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薪額一覽表彙整。 

取自 https://home.phy.ntnu.edu.tw/~roba81/pub/salary/cash-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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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機關學校公教員工請（給）假對照表 

假別 

給假日數 

備註 
公 務

人員 

技工 

工友 

正式教師 

（ 含 專 任

運動教練） 

代理教師 

聘僱人員 

事假 5 5 7 5 新進人員任職未滿一年者，給

假日數依當年度（學年度）在

職比例計算。 

病假 28 28 28 14  

喪

假 

父母、養父母、配
偶死亡 

15 15 15 10 正式公教人員及工友之父母、

配偶及子女（限 20 歲以下未婚

者）死亡者，得另行申請生活

津貼之【眷屬喪葬補助】。參加

公假人員保險者，其父母、配

偶及未滿 25 歲之子女死亡

者，得申請【眷屬喪葬津貼】 

繼父母、配偶之父
母（養父母）、子
女死亡 

10 10 10 7 

曾祖父母、祖父
母、配偶之繼父
母、配偶之祖父
母、兄弟姊妹死亡 

5 5（6） 5 3 

休

假 

服務滿 1 年 7 滿 6 年
以上同
公務人
員 

同 公 務 人
員，但未兼
行 政 教 師
不適用 

同公務人
員，但代理
教師不適
用 

 

服務滿 3 年 14 

服務滿 6 年 21 

服務滿 9 年 28 

服務滿 14 年 30  

生理假 每月得請 1 日  

家庭照顧假 7  

婚假 14 正式公教人員及工友得另行申

請生活津貼之【結婚補助】 

娩假 42 分娩前已請畢產前假者，必要

時得於分娩前先申請部分娩假

（教師以 21 日，公務人員、代

理教師以 12 日為限）。正式公

教人員及工友得另行申請生活

津貼之【生育補助】。 

產前假 8  

陪產假 5  

流產假 懷孕 20 週以上給假 42 日 正式公教人員及工友如係滿

20 週以上流產者，仍得申請生

活津貼之【生育補助】。 懷孕 12 週以上未滿 20 週給假 21 日 

懷孕未滿 12 週給假 14 日 

捐贈器官或骨髓假 視實際需求由機關首長核定  

公假 視實際需求由機關首長核定  

資料來源：研究者參考《教師請假規則》、《公務人員請假規則》、《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辦法》彙整。取自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RUJ31PXVsm4J:eps.ntpc.gov.tw/peolab/clist/clist2/C201.doc+&cd=1&

hl=zh-TW&ct=clnk&gl=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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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績效與工作權聯結，年年輪迴導致生涯發展停滯與中斷 

代理教師在學校裡處於弱勢的地位，除了得面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挑戰外，更

須積極尋求其他人的認同與肯定。儘管體認到組織中競爭的氛圍，以及可能不適

切的作法，但基於學校行政或學生家長的權威，反而僅能默默地依循此種競爭的

文化和作法，並掩飾個人內心正義的情感，藉以取得教學成效上的認同（楊家瑜，

2013，頁 48）。再者，代理的期限與教甄之準備，讓代理教師的學校生活出現擺

盪，專業成長也出現倒置的現象；而無法被錄取為正式教師，以至於要一年一輪

迴，對未來充滿不確定感，也使得生涯發展呈現停滯或中斷的狀態（張民杰，2012，

頁 19）。諸如此類，在保障工作權的前提下，代理教師之專業發展顯然力有未逮，

間接影響其教學品質。 

綜言之，代理教師在學校組織運作中所扮演的角色，似乎與正式教師沒有太

大的差異，因為他們同樣必須面對相同的教學工作，但細究相關規定或保障內容，

以及實際在工作場域中感受到的待遇，似乎未如正式教師般「公平」；此外，代

理教師尚得面對因身分認同及邊緣角色因素，負擔比正式教師更重的情緒勞務

（楊家瑜，2013，頁 42）。而城鄉差距之影響、個人工作負荷大、學校過客的無

奈感、角色期許與代理印象之衝突、及生涯發展的停滯與中斷等，則是現階段代

理教師常見的問題。 

四、粉墨登場風華再現：建議 

「歷史的偶然，成就現在之必然」，用來形容代理教師的現況很是貼切；當

師資培育多元化遇上少子化、減班超額對上教師工作權之保障時，代理教師的存

在顯然是無可迴避的趨勢；接踵而來的則是各校人力斷層現象（張民杰，2009），

關乎學校的經營運作與永續發展。屬於臨時人員編制的代理教師，如能在相關法

規予以鬆綁，可彰顯政府提升教育品質的決心，更有助於改善學校教學現場人力

不足之窘境。列舉四點建議，說明如下： 

(一) 依法進用正式教師，降低代理教師比例 

教育部（2018）《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編置準則》已

於 107 年 7 月 6 日修正公布；其中，有關國中部分，每班至少置教師 2.2 人，每

9 班得增置教師 1 人；國小部分，每班至少置教師 1.65 人；國中小全校未達 9 班

者，得增置教師 1 人；偏遠地區國小及國中全校學生人數未達 31 人以上者，另

依《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規定辦理。雖然本準則規定相關教師員額係採

逐年增加，並應於 110 年 7 月 31 日前完成。建議各縣市政府宜寬列用人費用，

讓學校能依法進用正式教師，以降低代理教師比例；為兼顧少子化減班超額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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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預防各校人力斷層現象，教育主管機關可強制各校釋放一定比例之教師員額數

供教師介聘流動或辦理新進教師甄選。 

(二) 各縣市宜採總額控管，以避免新進教師聘補過多，減班超額風波歷史重演 

承上，各縣市政府在落實教育部提高國中小教師編制員額政策時，應妥適評

估各科（領域）需求，採總額控管；亦即分科控管，優先輔導介聘補足、其次甄

選新進教師；以避免縣市內某些科目（領域）新進教師聘補過多，日後衍生新一

波之超額疑慮。 

(三) 放寬代理教師給假標準，依聘期長短，核實給假 

代理教師多數配合學校執行各項任務，幾乎與正式教師無異。建議不與聘僱

人員歸為同類，宜針對其工作屬性及存在之必要性，單獨表列，放寬給假標準（有

關事、病、喪假及兼行政職務者之休假等）；或依聘期長短，參考正式教師給假

標準，核實給假。 

(四) 授權各校聘任代理教師擔任行政職務或導師，活絡學校人力，提升教育服務品質 

近年來因減班超額考量，「出缺不補」已是常態，學校內部人力斷層的問題

慢慢浮現。擔任導師雖是正式教師的基本義務，然而，各校基於導師輪替之規定，

或受限於教師人力配置之不足，導師人選的編排常造成困擾。此外，教育現場環

境改變，許多正式教師視擔任行政職務為畏途，「資深者明哲保身，勉強不來；

新進者勉為其難，能退則退」；有關校內行政職務的安排，更是校長每年須面對

的艱鉅挑戰。許多正式教師寧可選擇擔任導師，也無意願接任行政工作。因此，

為解決行政職務人力斷層的問題，活絡學校人力，建議教育主管機關能同意並授

權各校依實際需要聘任代理教師擔任行政職務或導師，以提升教育服務品質；同

時，為增加誘因、回饋並鼓勵代理教師擔任相關工作，有關之聘期、薪給、休假

日數及休假補助等，宜同步檢討修正。 

五、曲終人散：結語 

少子化的影響進入後半場，是否還有延長賽猶未可知；年金改革後減緩的退

休潮，則讓正式教師之進補未如預期；代理教師的問題方興未艾。面對為數眾多

的代理老師，如何提高彼此的認同感及對學校的歸屬感，各級教育主管機關與校

長責無旁貸。代理教師與學生朝夕相處，和正式老師一樣，須承擔教育孩子的重

責大任。如能考量其工作屬性並從制度上檢討修正，給予代理老師更多的尊重與

肯定，相信會有助於教學品質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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