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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科博士淪為大學流浪教師的問題與改進 
黃政傑 

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講座教授 

中華民國課程與教學學會理事長 

 

一、大學流浪教師問題浮現 

近十年來大學畢業的博士，在社

會上從事其它不需要高學歷條件的工

作，甚至根本找不到工作而在家賦閒，

這些現象媒體報導頗多。有的博士去

賣雞排，有的去應徵勞力工人，有的去

參加國家考試但考不過大學生。這種

在社會上找不到工作或明顯學非所用

的博士，被稱為流浪博士，大家覺得他

們經過大學培育多年才畢業，是頂尖

的人才，卻學非所用、高資低就，空有

一身本事，未能發揮，不惟是個人發展

的挫折，也是社會人才浪費，實在可

惜。 

流浪博士當中，有部分以擔任大

學專任教師為目標，每遇大學開缺就

去應徵，卻屢試屢敗，乃以擔任兼任教

師為過渡，一則取得大學經驗，二則賺

取兼任薪資做為生活費用，三則與大

學建立良好關係，夢想有一天能補實

為專任。他們遊走在各大學之間，在每

個大學教幾節課，湊足了一個專任教

師的基本授課時數，收入卻只有二萬

二不到（自由時報，2012.12.31）。他們

開著舊車在路上奔跑，成本和體力耗

費很大，直到媒體報導，整個社會才發

現事況不對。更嚴重的是，教育部調

查，全國有 8,118 名博士流浪在大學做

鐘點授課，其中七成是 55 歲以下青壯

學者（自由時報，2012.12.31）。 

外界批評，國內博士生產數量過

剩，就業環境惡劣，大學教職僧多粥

少，競爭激烈，且耗費國家大量資源培

養的人才，在大學之間流浪兼課，更遭

到大學無情的剝削。其中之一是鐘點

費問題。立法委員質詢前教育部長蔣

偉寧有關私校退場機制時，即指出大

專院校兼任教師支領的鐘點費，兼任

教師的時薪是 1997 年 3 月所訂定，已

有十六年未作調整，若兼任教師和正

職教師授課鐘點相同，他們每月收入

不到三萬元，要求教育部提高鐘點費，

以免靠兼課維生的「流浪教授」死於貧

困(嚴震生，2013.10.15)。 

為此，教育部作了回應，核定自

2014 年 8 月起國立、市立大專校院調

漲 16％，估計近 2.5 萬名教師受惠；估

計調漲後一學期增加 1.3 億元人事費，

先由學校買單（蘋果日報，2014.3.8）。

但部分公立學校因財務負擔增加，考

慮減聘兼任教師，部分私校則不跟進。

由於調整幅度不高，實際上解決不了

大問題，且私校為雇用兼任教師的大

宗，其不跟進，則大部分兼任教師收入

也得不到改善，故這個問題並未真的

解決。 

二、問題分析與討論 

新科博士任大學兼任教授，是個

複雜的問題，涉及大學教師供需、產業

及科系改變、教育品質監控、專兼任師

資比重、博士生培育與出路及個人就

讀博士班的抉擇等多面向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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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學教師供需問題 

新科博士淪為大學流浪教師的議

題，在國內社會少子化的現象愈趨嚴

峻的時刻，變得愈來愈受注目。少子化

現象對教育的衝擊由小而大，先從小

學到國中，又由國中到高中高職，最後

則到大學。在中小學階段，先出現師資

培育數量過多，師資生畢業後找不到

教職，拉著皮箱，到處趕考教師甄試的

現象，極少數幸運者考中了得到教職，

絕大多數考不中，有的繼續同樣的旅

程，有的則在中小學找到暫時性的代

理代課工作，時間到了再換另一個學

校代理，等到教師甄試時再去試試看，

這樣到處充任臨時教職的老師，被稱

為流浪教師。少子化的風潮衝擊到大

學時，重演中小學的現象，博士生的培

育多過社會需求，其中想到大學任教

者遠多於大學所願或所能吸納的人

數，加上到國外留學取得博士學位回

國者加入競爭，還有不少大學招不到

學生而不續聘或資遣的教師，製造更

多流浪教師，且大部分大學又採取保

守的態度進用教師。綜觀這些因素，新

科博士要在大學取得教職真的難如登

天。 

新科博士淪為大學流浪教師，其

產生除了少子化這個影響因素外，國

內大學博士產量過剩，也值得討論。根

據教育部統計處的統計，1998 學年博

士生 10,845 名， 2001 學年增加到

15,961 名，2006 學年 29,839 名，2008

學年 32,891 名，到 2011 學年是最高峰

達 33,686 名，其後逐漸下滑，2012 學

年 32,731 名，2013 學年 31,475 名。若

以 1998 年為基點來看，三年間增加為

1.5 倍，八年間增加到近三倍，其後一

直維持在三倍左右，可說是博士人力

培育高速成長。 

自 2007 到 2012 學年度間，博士

班畢業生人數分別為 3,140、3,589、

3,705、3,846、3,861、4,241，顯示上揚

趨勢相當快。這段期間卻也是少子化

逐漸衝擊到大學的時刻，但各大學培

養博士人力，似未考量畢業生未來到

大學任教機會大幅縮減的問題，而持

續以高成長的姿態招收博士生。 

(二) 產業及科系改變問題 

二十年來受到產業升級發展、全

球化競爭及環境保護等因素影響，國

內許多產業外移到中國大陸、東南亞

或其它區域的國家生產，各類產業人

力需求產生很大變化，傳統大學製造

業人力需求減少，服務業人力需求增

加，學生轉往服務業科系就讀，重視實

務能力學習，大學科系也朝向較好招

生的服務類學門轉型發展。2013 學年

與 2009 學年比較，學士班學生人數成

長最多的前 10 大學系中，與觀光、 餐

旅有關的類科共四個，且囊括前三大，

合計增加 1.9 萬人，教育部分析指出，

主因是看好陸客及外人來臺帶動的觀

光商機，以及所衍生的相關服務產業

人力需求，影響所及是，按學生總人數

排序，餐旅遊憩管理學系自 2011 學年

起超越國際企業學系而成為第十名

（教育部統計處，2014.6.5）。 

但博士畢業生的學門和數量並未

對應於大學學系及學生數發展的變

化，以 2012 學年博士畢業生總數 4,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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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來看，工程佔 1,231 名，醫藥衛生佔

438 名，自然科學佔 343 名，三者合計

2,012 名，接近半數（教育部統計處，

2014a）。雖然具博士學位畢業生的工

作場域不單是教大學生，但若以國內

2013 學年度博士班及大學部學生人數

排名前十大系所相對照(教育部統計

處,2014b)，可看出博士班和學士班人

才培育的對應或有需要檢討之處。大

學學士班轉向培養觀光餐旅人才方興

未艾，惟其師資有許多都由相關專長

的現任教師轉任，也有不少自業界進

用專業技術教師，現有培養觀光餐旅

人力的博士班所培養的人才很有限。 

(三) 教育品質監控問題 

教育品質的關鍵在師資，師資關

鍵在質與量，質的問題太複雜，估且不

論，單以數量來看。以國立大學而言，

老國立大學的師資編制至少都有四員

一工，遠優於新國立大學，又以愈晚設

的國立大學和改制改名的國立大學落

差最大。私立大學的師資員額常以系

所師生比及全校師生比來規範。大學

擴增主要是由專科學校改制學院及學

院改名大學而來，為求改制改名成功，

大學都會儘量聘足師資，提升具博士

學位師資比例，因而改大蓬勃時期，博

士比較搶手。等到改大完成後，許多私

立大學就不那麼在意「好看的」師生

比，常以最低標準為目標，甚至比最低

標準都無所謂，更不用說再超越標準

去進用專任師資。 

有的大學招生不足，有的大學預

期未來生源困境，開始設法裁減教師，

沒有足夠的教師授課，就進用兼任教

師，也就是現在媒體所說的鐘點教師，

認為給他們鐘點費就解決了，相當省

錢。結果能全時照顧學生的專任教師

減少了，只來上幾個鐘點的兼任教師

愈來愈多，學校省下許多人事費，但學

生該得到的指導和服務沒有了。有的

大學只要聘洋博士不要土博士，土博

士找大學教職又有了土洋的侷限。有

的大學校系進用非編制內的專案教

師，要求他們上比編制內教師高很多

的課時，等於是把他們當教書匠，也著

眼於期滿可不予續聘，用人彈性大。 

從這些問題來看，監督相關師資

數量的法規是否適切，值得檢討。許多

大學要減少專任師資多用兼任師資的

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聘專任，把教

師當臨時工來聘，會嚴重危及教育品

質。教育主管機關應做好監督，不能任

由這些大學愛怎麼做就怎麼做。 

(四) 專兼任教師比重的問題 

審計部 2012 年度總決算審核報告

顯示，國內 53 所國立大學，高達 21 所

未足額聘用專任教師。甚至近半數國

立大學的兼任教師數，占學校總教師

數五成以上，有兩所國立科大的兼任

教師數高達校內教師總數的 61%以上

（人間福報，2015.21.7）。立委以此質

詢，指出學校專任教師不足，受害最深

的是學生，學校為了節省經費而聘用

較便宜的兼任教師，影響學生受教權，

還損害流浪博士的工作機會。雖然學

校聘請兼任教師有其需要，但教育部

認為應以專任為主，兼任為輔。教育部

也坦承，有的學校確實會為了節省經

費而聘用兼任教師，教育部會加強控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5，4（3），頁 01-08 

 

大學流浪教師  主題評論 

 

第 4 頁 

管輔導，要求各大學以聘用專任教師

為優先。 

大量以兼任替代專任，更嚴重的

恐非國立大學，而是出在私立大學。高

教產業工會指出，2001 學年各大專校

院鐘點教師有 27,111 人次，2011 學年

大增到 44,215 人次，十年之間增加六

成三，又以私立大專從 17,510 人增到

29,139 人次，最為嚴重，方法是把一名

專任教師員額，拆解成數名鐘點教師

（自由時報，2012.12.31）。教育部真的

要有效監督管理，以免愈來愈惡化。 

(五) 博士生的培育與出路問題 

進入博士班就讀者，有的是全時

生，有的是在職生，前者完成博士學位

後會有就業問題，後者有機會時可應

徵大學教職，但愈來愈多的人選擇留

在原來的工作上去發展。大學教師擔

任全時生的指導教授，會有幫忙他們

找工作的壓力，指導在職生這種壓力

就大大降低。在職生修完博士學位，留

在原來工作崗位，有助於提升原來的

專業進步，若他進到大學任教，也有可

能把他們的實務經驗帶進大學課堂，

引導大學教育和實務更加緊密結合。

但全時生全時間求學，更可撥出時間

擔任老師的研究計畫助理，更受到研

究型教師所青睞。 

大學博士生取得學位後，其出路

有三，一是往研究機構發展，擔任研究

人員，從事研究；二是擔任大學教職，

作育英才，從事教學研究服務工作；三

是擔任相關的專業工作，從事專業服

務。既然博士生有這三大出路，大學培

育博士人才，應配合博士生的出路，在

教育目標及課程教學規劃，讓博士生

得以勝任未來的生涯方向。若大學假

定每位博士生未來都要擔任大學教師

來進行培養，結果新科博士就無法適

應未來就業市場的需要。在大學教職

市場緊縮時，培養出來的博士生找不

到教職，卻無法勝任其它專業工作，根

本的問題在博士人才培育的方向和品

質問題，值得改進。 

教育部長吳思華指出，目前國內

博士生每年招生約 6,800 人，約 3,500

位博士生畢業，能進到校園工作的不

超過 800 人，加上部分學校聘用從國

外留學回來博士生約 300 人，本土博

士能進到校園工作的僅約 500 人（中

央通訊社， 2014.12.15 ；新頭殼，

2014.11.25）。他認為這件事若不能解

決，十年後，流浪博士會超過現在的流

浪教師，因此要正視博士的再教育，讓

這些博士進到產業，也要台灣企業已

有能力聘用博士做更多研發。他呼籲

各大學要先讓博士生有足夠的教育及

準備，幫助他們在學術界和產業界都

能有傑出表現，不能只想把他們當成

研究助理用，否則就是學校和老師的

失職。這項呼籲是正確的，希望各大學

不要視同馬耳東風，否則博士班招生

會愈來愈困難。不過，更重要的是，應

該在源頭上改進，就博士生未來的生

涯方向去規劃課程與教學。 

(六) 就讀博士班的抉擇 

2014 學年全國 159 所大專校院核

定招生名額，包含日間及進修學制在

內共計 40.3 萬人，新生實際註冊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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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萬人，整體平均註冊率為 82.7% 

(一般大學 88.9%，技專校院 77.1%)。

依學制言，學士班（含四技）註冊率 84.2

％最高，次為碩士班 83.3，博士班 68.1

％最低（教育部統計處，2015.1.8）。這

個統計的意義值得深思，博士班註冊

率這麼低，顯示招生名額仍然太多，或

者是學生對博士的出路不好已有了

解，而不願就讀，以免深陷泥淖，而採

取符合現實的選擇。 

教育部去年底開始公布各大學的

註冊率，實際上各校系博士班註冊率

的高低落差很大，有的幾乎沒什麼人

讀，顯示博士班招生十分困難，教育部

和各大學有必要深入檢討博士班是否

設置浮濫、招生門類是否欠當、招生人

數是否過多，對於博士班的教育目標、

課程教學、學生就業和社會需求的問

題，此刻亦是深入檢討改進的良機，且

有必要併同碩士班一起考量。就學生

角度來看，也要審慎思考求學的模式，

讀書不一定要採取直達車方式，先就

業取得工作經驗，帶職進修，有利於學

用相符，不必憂慮未來就業問題，也是

很好的選擇。另外，取得博士學位，也

可到業界服務，不見得都要到大學擔

任教職，生涯選擇可以多元，求學時期

先把自己裝備好。讀博士班，要讀有料

的優質校班才值得，在這樣的選擇下，

不好的校班自然會被淘汰掉。 

三、改革建議 

整體而言，對於新科博士淪為大

學流浪教師的問題，短期內要先解決

專任職缺開缺太少及兼課鐘點費不合

理的問題，但對於長期的改革更要趕

緊著手，否則這個問題恐會一直存在。

解決之道根據前述分析，可有幾個方

向。 

(一) 博士班人才培育數量的供需問題

必須力求平衡 

大學註冊率資料庫已建置完成，

應據以進行深入的分析，先宏觀規劃

各類博士人力需求，再就目前區分過

細、招生不足的博士班予以整併或減

招。追求頂大計畫的大學有不少過度

擴張博士班及其招生數，以增加研究

助理數，爭取國際期刊論文發表數量

及世界大學排名。此舉無助於大學品

質的實質改善，又造成博士人才培養

超量，就業市場無法消化，應予導正。 

(二) 強化博士班培育專業人才的目

標、課程教學與評量設計 

目前博士班教育仍以培育學術研

究人才為主，博士班畢業出路亦設定

於學術研究，此舉早已不符實際。主要

是國內研究機構有限，研究人力需求

很少，研究人力新陳代謝緩慢，且大學

迄今也很少單純進用研究人力，均以

進用教師為主，要求教師兼顧教學研

究和服務等工作。據此，博士班教育應

強化培育相關的專業人才這一塊，招

收在職人員修讀博士，課程教學及論

文題目均要呼應相關專業改進與發展

的需要，培養具備研究能力的高級專

業人才，新科博士才能受到業界歡迎。 

(三) 增加博士後研究機會以吸納博士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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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公民營產業機構加強研究發

展工作，以提升國家競爭力，可評估要

求大型企業提撥一定比例利潤作為研

究發展之用，鼓勵其成立研發單位，解

決企業問題，開發新產品和新服務，或

委託大學及研究機構進行專題計畫。

科技部及各級政府委託辦理的研究計

畫，宜提供進用博士後人力經費補助，

以吸納部分新科博士繼續深化研究實

力。 

(四) 調降大學生師比，控管大學系所

的專任師資額度 

大學生師比的規定應予調降，一

是全校生師比，二是科系所生師比，都

要監控。再就各系所班的最低專業師

資額度，應予控管，一個班要有一個班

的專任人力，兩個班要有兩個班的人

力，以此類推。目前有的大學現有師資

員額在定期上報的控管時間符合規

定，但在上報後即出缺不補，讓師資不

足擺爛。有的大學一直要求教師在基

本授課時數外，大量兼任進修班次及

推廣班次的課，專任教師負擔很重，新

科博士也就沒有機會到大學任教。解

決之道是併計正規班、進修班及推廣

班的超鐘點數，釋放出專任教師的上

課時間來做好研究、輔導及服務的事。 

(五) 大學對博士班學生的就業能力應

負起更大責任 

博士班學生的就業問題很難要各

大學全盤負起來，因為影響就業的因

素是多元的，不是大學博士班所能全

然控制，但博士班也不是亳無責任，至

少要把博士生的研究實力培養好，就

業相關的為人處事能力和態度也要加

以磨練。而在教育目標、課程教學、論

文寫作及其它學術表現方向，應具備

應有的學術品質，加強學術研究符應

社會和專業的需要，這都是博士班應

該做到的。再則，博士班的師資本來就

不多，所修的課也很有限，重要的是博

士生在求學過程中，要能參與專題計

畫及學術發表，充實學術素養，提升研

究實力，並接觸未來可能的工作機會

所在。 

(六) 重新檢討大學聘任多少兼任教師

的問題 

大學兼任教師應佔專任教師的多

少比例，一直是個爭議。實際上，這個

問題要看那個學制別，也要看系所屬

性。在學士班階段，因所學基礎課程

多，學校應該具有足夠的專任教師授

課，所需兼任教師較少，若這時聘了很

多兼任教師，就代表其專任師資嚴重

不足。若是碩博士班因所授課程較為

專門，常需要聘請校外頂尖的教師來

上課或協助論文指導事宜，兼任教師

比例較多是難免的。但這些都不能一

概而論，要把每個系所拿出來個別檢

視。至於系所屬性不同，專兼任師資的

比例也會有不同的考量，例如藝術類

師資，常需要多元的兼任教師。不論怎

麼講，大學系所的設置，專任教師比例

一定是主要的，兼任教師則為輔助，特

殊需求的系所再來考量其特殊性，進

行比重的調整。 

四、結語 

本文討論的大學流浪教師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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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科博士找不到大學專任教職而遊

走在各大學兼課者，作為討論的範圍。

他們這麼勤奮工作，卻沒有得到應得

的待遇，應該趕緊解決。他們在各大學

流浪兼課的待遇，採取專職人員兼課

鐘點費計算方式，需要重新思考。專職

人員已經領了一份薪水，他們要把本

職做好，本來就不該多兼課，兼了課也

不必再拿太多待遇。但鐘點教師則不

同，需要從另外的角度看，至少交通費

用應該發給，亦要再調高其鐘點費標

準。當聘用鐘點教師的費用與聘用專

任教師相差不遠時，各大學聘用專任

師資的意願便會提高。教育部亦可要

求各大學，聘用未具有教師證的新科

博士，應即時協助辦理初審，使其早日

取得其條件對應的教師證和鐘點費。

至於需要跨部會合作且要長時間才能

解決的問題，現在就要開始積極去規

劃解決方法，這樣大學流浪博士的議

題才不會繼續延燒開來。大學流浪教

師不只是本文所探討的新科博士擔任

大學兼任教師而已，近十年來還出現

了被大學不續聘或資遣的教師，他們

正值盛年，還要養家活口，有不少也在

各大學之間流浪兼課，賺取微薄的鐘

點費，值得主管機關同時重視，設法協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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