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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大學流浪教師轉為有效能的經濟鬥士 
倪靜貴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校長 

 

一、前言 

綜觀歷史的任何年代，都有困苦、

百廢待興的國家，尤其在教育不發達

的社會，許多教育家都主張必需投資

在國民的教育，且教育經費必需受到

國家憲法的保障。目前歐盟已將人才

培育及教育訓練，提升到國家戰略層

次，可見人才培育的重要（于承平、林

俞均，2013）。國內教育部吳思華部長

也在 2015 年的大學校長會議中指出，

博士培育及招生政策，受到少子化的

嚴峻衝擊，希望大學校長進行調整，我

國人才培育已成為國家的重要議題。

21 世紀的今天，各國競相提高教育投

資，欲藉人才的競爭力提升國家生存

的競爭力，已是不爭的事實。然，社會

卻在無預警的心理準備中，出現數量

不少的大學流浪教師現象，如教育部

吳部長所提解方，在減少大學博士招

生名額、增加國際學生入學、大學合併

或大學的退場等解方。今，最直接的問

題應是：我國要如何充分運用這些高

級知識份子？博士級人才，其個人均

經嚴謹的科學邏輯訓練，這些人才競

爭力應作為經濟發展的重要人才。國

內不僅面臨「食者眾、生者少」及 M 型

所得分配不均的財政、經濟問題，經濟

發展也處在勞力密集無法晉升到技術

升級的開發社會，運用高級知識份子，

輔導轉為有效能的經濟人才，大學流

浪教師的議題解方，應提升至我國教

育、經濟、財政等跨部會合作的重要戰

略層次，才能有效激勵高級知識份子

轉換生涯跑道，不必苦苦仍持續扮演

個人、家庭及社會均不樂見的大學流

浪教師。 

另一個值得反思的重點是：博士

一定要走入大學成為大學教師嗎？

而，已經成為大學流浪教師的個人，還

要扮演這種不具經濟效益的角色多

久？從博士的小學教育到博士學位，

是一位通過層層知識/技術考驗的知識

份子，也是一位具有理想、抱負的高級

人力資源，當然是家庭、社會、國家發

展所期待優秀人力，屬於社會的重要

幹才，難道博士的生涯發展，只剩下一

條通往大學流浪教師之路？ 

奉勸博學多聞的大學流浪教師，

應從反思自身出發，為自己多開幾扇

有效營生之門，也成為台灣有效能的

經濟鬥士。 

本文試圖為大學流浪教師提出二

個解方，其一為個人層次，藉國際重要

評鑑學者的研究，希望大學流浪教師

評估個人能力價值；進而以經濟學者

風險的研究，建議進行個人職場的風

險管理；繼之建議接受多元職場教育

訓練，轉變成為有效能的經濟鬥士；其

二為國家層次，建議政府建立個人教

育資歷架構，推動大學學分流通認證

系統，將高級知識人才的運用政策，作

為教育、經濟、財政等整合型國家戰略

層次，落實國家提升人才競爭力政策。 

二、評估個人生存基本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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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需滿足生存的基本需求 

心理學家馬斯洛（Maslow）在其

「需求理論」（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中提出人的需求層次，從低至

高包括有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愛與隸

屬需求、自尊需求及自我實現需求，認

為人必須先滿足最低層次的生理需

求，才能繼而驅使自我朝向更高的需

求層次邁進，最終達到自我實現需求。

馬斯洛指出激勵自我的關鍵動力，來

自個體尚未滿足的需要，由於未滿足

的需求所產生的動機，才具有影響個

體產出行為的激勵作用，而已經滿足

的需要，是無法充當為激勵工具的

（Maslo,1953）。此揭示了個體必須先

求生存，才能論及其他有關在社會人

際關係或自我理想層次的目標。  

惟，馬斯洛於 1970 年在其《人性

能達到的境界》中，在原有的五個需求

理論，增修為七個需求層次，即加入了

知識需求與美感需求，且在自我實現

需求中，論述個人對「自我創造成就

感」的需求，將此更完美、和諧的狀態

滿足，稱為「高峰體驗」；馬斯洛說明

個體由外部滿足個體基本需求後，會

驅使個體竭盡所能、朝向更完美的自

我圖像前進，晉升為內部需求滿足

（Maslo,1970；張春興，2013）。 

綜合上述，大學流浪教師在博士

養成階段，似乎跳過基本的生理、安

全、隸屬等需求層次，先具有了知識及

自我實現的層次。目前國內受到台灣

少子化的衝擊，讓已極稀罕的大學教

職名額更為稀少了，大學現職的教師

也極可能被解雇或成為兼職身份，大

學流浪教師加劇、加深了個人的匱乏

感（deficiency motivation），大學流浪

教師不僅出現有生理匱乏、無安定工

作的安全匱乏、無專任學校的團體隸

屬匱乏，更產生了自尊失落及社會負

面不良觀感痛苦感。依馬斯洛的需求

層次來看，大學流浪教師必須面臨的

抉擇：一、重拾人類最基本的需求，需

為自己奮鬥找到一個有效的營生之

道，二；儘速參與多元的職場能力，憑

以獲得社會認同、自尊重建。 

(二) 評估自我的能力價值 

國際知名評鑑學者 Alkin 在其《評

鑑本質》（ Evaluation Essentials）中指

出，我們每一個人隨時隨地都在對周

遭每一事物進行評價，在評估過程後

所產生的價值判斷（evaluation），往往

成為我們對事情決策的重要依據或參

考（Alkin , 2011）。 

在 Sriven 的無目標評鑑（goal-free 

evaluation）研究中，發現邊際效益

（side-effect）高過預期效果。即，在現

實（realism）環境中，會獲得除預設目

標外，還能獲得其他效益，且高過窄化

的預期目標。據此，Sriven 建議個人對

任何事務的評鑑，必需先放棄隧道視

野（tunnel vision）的僵化思維，才能解

決 被 窄 制 的 困 境 （ Stafflebeam , 

1991 ）。 

三、成為經濟鬥士的條件 

(一) 學習多元彈性思維 

要從大學流浪教師轉變成一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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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的經濟鬥士，是欲藉博士嚴謹科

學訓練所獲得的知識，轉為經濟服務

後的收入。 

MacDonal’s 在評鑑價值（value）

中指出，應該重視個人、組織及利害關

係人的參與價值。缺乏彈性思維的評

鑑過程，極易出現偏見，亦將忽視參與

者的民主價值（MacDonal’s , 1987）

Chen, MacDonaldson 及 mark 也警告

世人，針對事務的價值判斷，不能受制

於科學預設的唯一結果；由於個人所

處的現場是動態、混散的，不似科學實

驗室預設實驗組、控制組般的靜態情

境，因此評鑑過程需關注人們在遭遇

到問題時，真實工作和感覺所形成的

兩難（Chen, MacDonaldson & mark, 

2011）彈性思維的學習，多來自跨領域

的學習，過程中也許需要合作的夥伴

經驗，也許需要多元職場的教育訓練，

也許需要對事務評鑑後的價值判斷。

大學流浪教師目前艱鉅的體驗後，另

謀出路是求生的不二法則，據上述學

者諸多建議，大學流浪教師可積極學

習彈性解決問題的思維方式，增進對

動態、混散的真實環境的理解，從中進

行有效的自我能力評估與未來職場的

預測。 

(二) 運用風險評估檢測系統 

經濟學者吳森田在其「效率市場

理論」指出，在一個資訊公開的自由市

場中，各種資產的價格均可充分反映

在其本身的特性（吳森田 ，2004）；此

特性與 Alkin 主張的評鑑價值相似，即

評鑑事務需真正反映出所具價值的真

實性；此真正價值，在大量變動數量的

迴歸預測後，再加上時間因素的投入，

會產出殘差、或稱利差、或稱剩餘價

值，即所獲取的經濟利潤。這個模組要

想成為最有效模組，則必須符合極大

投資、收穫之間最大滿足點組合（吳森

田，2004）。 

若大學流浪教師繼續在大學教

學，必須評估個人最大經濟效益的組

合。有必要繼續成為大學流浪教師

嗎？依據上述經濟利益分析來看，個

人可經由風險報酬的利差評估，重建

多層有效經濟組合，為自己試算出一

個極大投資、收穫之間最大的滿足組

合模組，才是因應之道。 

四、我國可向歐洲教育借鏡之處 

我國的高等教育制度，已受到少

子化的嚴峻衝擊，除由大學校長引入

國際學生或進行大學間合併外，如何

充分運用大學流浪教師的知識力量，

則可向歐盟學習其將人才的職業教育

訓練，提升至重要的戰略層級，進行跨

部會合作，輔導大學流浪教師參與多

元職場教育訓練，提升再運用高級知

識人才的經濟效益。 

(一) 將人才培育列為國家戰略層次 

歐洲目前已是世界最大的經濟實

體、投資區、市場，在 2002 年的哥本

哈根宣言中（The Copenhangrn），提出

歐盟各國應進展以強化職業教育與訓

練品質的保證合作計畫，藉著經驗交

換、相互學習，各會員國的年輕人可以

擁有高技術能力，以促進國家發展及

區域的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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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採取 2020 策略（Europe 2020 

Strategy），在 IVET 策略中主張學習者

需獲得職業教育技能（Initial Vocational 

Education Training），以跨校累積文憑

價值、採取多元進路，滿足勞動市場的

要求；在 CVET（Continuing Vocational 

Education Training）建議應使所有學習

者易於取得生涯繼續的職業教育與訓

練，裝備受雇者的能力發展及生涯轉

換能力（于承平、林俞均，2013）。  

歐洲最重要的教育計畫即是職業

教育與訓練，已將培養年輕人的就業

技能提升到戰略層次，由希臘 2015 年

1 月 25 日的選舉策略，及歐盟各國對

歐元產生的合作與分離的兩難，均可

看見經濟效益已是國際間重要議題，

教育發展成為最重要的競爭策略，已

具是國家重要戰略份量。 

(二) 鼓勵建立教育資歷架構 

歐盟為了促進職業教育品質的一

致性，從歐盟議會、執行委員會、教育

及文化總署、歐洲職業與發展品質保

證、歐洲職業教育與訓練品質保證制

度，推動至歐盟各國政策，發展一致性

品質，從其推動的「歐洲資歷架構」中

看到，職業訓練已納入品質保證制度，

其目的在確保各項學習受到一定的品

質的保證，此亦提供年輕人在學校學

習的學分得以在歐盟各國中獲得轉

換。藉此，充分鼓勵歐盟各國年輕人進

行多元學習，並輕易取得在各國大學

或職業教育訓練學分的資歷認證。一

旦正式認證後，可獲得在國際間移動

的工作保障。換言之，歐盟為年輕人建

立一個以職業教育訓練為重的世紀，

因學分的轉換及資歷的架構，讓年輕

人獲得歐盟國際間重要的移動力。 

(三) 鼓勵建立人才監管機制 

政府鼓勵大學流浪教師進入有效

的教育訓練系統，協助個人進行自我

評估、第二專長進修、企業生產技術訓

練，若缺乏教育訓練後的行為及反應

分析，無法有效解決目前大學流浪教

師的問題，對欲運用高級知識份子人

力資源，獲得國家競爭力的戰略來說，

也成空談。 

在歐盟資歷的架構下，會進行積

木式的有效管理，其中以管理文化、有

效環境、自我評量、支持成員訓練、系

統化蒐集績效資料及利害關係人參與

等六個獨立積木式監控（于承平、林俞

均，2013）。 

我國可從建立教育訓練監督分析

系統，輔導大學流浪教師的教育訓練

及認證，落實在疏通高級人力及個人

的知識移動力，確實具有 21 世紀跨領

域學習及跨國移動的特色。  

五、結語 

辛苦營生的大學流浪教師，體驗

了物力維艱、不確定生活的匱乏後，為

了獲得生存、安全、隸屬及自尊的基本

生存條件，建議在等待大學教職時，可

開始評估個人能力的價值，建立風險

管理外並積極接受多元職場的教育訓

練，以獲得轉變成有效能的經濟鬥士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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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建議政府建立大學間個人教育

資歷架構，推動大學學分流通認證系

統，以運用高級知識人才的視野，提升

輔導高級人才的教育政策至國家戰略

層次，藉國家人才培育重要層級，督促

大學流浪教師進入多元職場教育訓

練，學習歐盟教育資歷，促使國內高級

人力具有知識/技術移動力，導引大學

流浪教師有效的流向經濟發展，讓大

學流浪教師成為有效能的經濟鬥士，

是大學流浪教師個人之福，亦是我國

走向技術開發國家之列經濟發展之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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