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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緖論

證照制度的社會起源：一

 管制政策的公益論觀點

專業服務者與消費者之間因資訊不對等關係，政府從專業證照

來管制及規範專業服務人員行為。

專業服務者 消費者

政府
管制及規範 保護權益



壹、緖論

證照制度的社會起源：一

政府專業團體 約束條件

制定規範

 規範俘虜理論

專業團體約束進入者的條件設定，讓政府受到專業團體所俘虜

而制定進入者的規範，讓專業團體利益最大化。

利益最大化



壹、緖論

規範俘虜觀點不適用於教師工作：二

 教師無法以營利為目的，也受到政府的管理，透過管制來

保衛教師團體之私益是難以達成的。

 教師專業地位向來被質疑僅有半專業的形象，其因素涉及

性別、科層體制、專業知識屬性等複雜因素。



壹、緖論

證照管制的公益觀點來分析教師工作：三

 證照的管制確實發揮區分教師與非教師資格人員的功能

 持有教師證照者確實能提升學生學習成就

 符合政府保護社會大眾的公益論點

 焦點:
從證照制度促進教師建立專業地位的觀點上，檢視證照
制度對於維護教師專業的成效

管制的公益論



壹、緖論

 問題:
政府透過教師證照制度的管制功能，對於維護或提升教師
專業地位而言仍欠缺理論的探討。
傳統的專業特質論點，已無法解釋多元師資培育市場之現
象，反而是具有階級地位意識的社會藩籬論點讓專業成為
一種地位群體。

社會藩籬論點（social closure）

透過教師證照的管制功能以維護教師專業地位的理論基礎



壹、緖論

社會藩籬論點四

 來自於新韋伯論的階級地位意識

 一種可以區分專業與非專業的社會界線

 符合規定者可以通過此界線成為專業地位的一員，

之後的行為都必須符合專業職業的規定

五 目的

 長期以來教師的專業受到質疑，為建立穩固的教師

專業地位，運用社會藩籬論群體地位文化概念，透

過教師證照制度的設置與運作，讓教師工作成為一

種集體專業地位可行的建言或措施。



貳、教師證照制度之探討：運用社會藩籬論之原因

證照制度的本質在於區辨有資格與未具資格者

教師工作而言:

• 證照制度必須能夠發揮區辨持有教師證者與未持有教師證者的
能力差異。

• 教師專業地位在社會變遷中面對各種挑戰，都讓教師證照的意
義與價值及教師專業地位面臨崩解或轉型的危機或契機。



從證照制度維護教師專業地位的作用進行分析:

一、職業專業化概念

• 根據階層功能理論的論點，闡明不同的人所擁有的差異優勢

社會階層現象的核心概念:

• 某些職位的功能比其他職位來得重要，因此需要特殊的技能，
用以展現適切的功能。

• 只有少數有限的個人才可以具有特殊的技能，並經由特定訓
練以習得所需技能。

• 個人為了取得技能必須參與特定時期的訓練，因而必須犧牲
某些方面的利益。

貳、教師證照制度之探討：運用社會藩籬論之原因



社會階層現象的核心概念:

• 為了讓有才能的人可以參與特定的訓練，因此重要的職位必
須具有特別的誘因。

• 這些稀有且誘人的報酬與職位連帶著權利和福利。

• 職位的不同權利和福利造成社會的不公平與階層。

• 在任何社會中因其職位所應有的功能而有所差異，不同階層
之間稀有且誘人的利益、權勢和榮耀是無法避免的。

貳、教師證照制度之探討：運用社會藩籬論之原因



從證照制度維護教師專業地位的作用進行分析:

二、教師專業之政治特性

• 教師對於社會及國家負有重要的教育責任

• 教師專業相較於其他專業職業有其獨特性

• 政府可以運用專業的意識產生教師角色行為期望，規範專業人員的行為

• 政府控制學校教育模式，而教師往往也是接受與執行政策的角色

貳、教師證照制度之探討：運用社會藩籬論之原因



貳、教師證照制度之探討：運用社會藩籬論之原因

從證照制度維護教師專業地位的作用進行分析:

三、教師集體流動的策略

師資培育的建立是由政府設置專責機構進行培育

國際師資培育發展史:

法國 美國 日本 中國

1794年 1839年 1872年 1904年(清朝)

巴黎師範學校 於麻薩諸塞州
建立第一所
州立師範學校

於東京
成立第一所
師範學校

設立優級師範學堂
以培育初級師範學
堂及中學堂之教師

為目的



貳、教師證照制度之探討：運用社會藩籬論之原因

目的：培育具有素質與豐富經驗的教師，從設置培育機構彰顯人才

養成的重要性。

專業的特質：

• 教師工作是屬於心智型的活動，需要個人責任

• 教師工作所需的知識是習得的，而不僅是例行工作

• 教師工作是實踐且具有明確的目標，而不僅是學術或理論的

• 教師工作的專業技術是可以被教導的

• 教師具有強大的內部組織；

• 教師工作是利他導向，是以社會的善為宗旨。



貳、教師證照制度之探討：運用社會藩籬論之原因

教師工作無法脫離政治的影響，因此取得教師專業地位的策略無法

採用專業特質論的觀點。

「誰可以進入教學現場進行教學」的歷史:

• 英國:

1871年方由政府成立「教師證書與登記」，後因小學教師必須登記，

而中學教師不必登記， 以及兩者薪資的差異， 使得採行政登記的區

隔效果受到挑戰。

• 當今英國師資培育採多元模式，授予教師證書及其取得教師證書條

件的掌控，成為政府管控教師素質的基本要件。



貳、教師證照制度之探討：運用社會藩籬論之原因

「誰可以進入教學現場進行教學」的歷史:

• 美國: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大量缺乏教師的現實，使得政府因此設置「緊急證

書」，讓未經歷師資培育者也能執行教學工作，影響師資培育歷程的

必要性與需要性。

• 對各州獨立運作教育體系的美國而言，聯邦政府進行統一教師素質

之規範，已逐漸符應以教師證書作為取得教師工作的門檻，讓教師

證書成為合格與不合格教師的社會藩籬界線。



貳、教師證照制度之探討：運用社會藩籬論之原因

「誰可以進入教學現場進行教學」的歷史:

• 台灣:

1968年政府執行九年國民義務教育後，重蹈日本撤臺大量缺乏教師的

情形，讓未取得教師證書者仍可先執行教學工作，爾後補足教育專業

課程學分即可之現象。

• 1994年《師資培育法》施行後，採培育及檢定雙重關卡控制品質，

但大量培育教師的結果，產生教師超額現象，讓取得教師證書者可

能沒有教學工作可執行

影片：教改21年打掉重練?! “代打”現象嚴重! 孩子們的老師在流浪 (201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IbTeTzTtI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IbTeTzTtIk


貳、教師證照制度之探討：運用社會藩籬論之原因

各國教師證照的歷史發展

• 取得教師資格逐步制度化成為國家管控教師素質的策略

• 在師資多元培育模式下，教師證書仍受到國家的管制且至少必須

取得學士學歷

• 國家管制受政治影響，致使教師證照對教學現場的區隔效果不佳

教師專業並未建立完善的證照制度

教師證書的區隔無法有助於教師專業地位的集體提升



參、社會藩籬論的內涵

原因:

• 教師產生難以摒除政府的影響

• 教師具有專業特質論的條件，但難以說服社會教師的專業地位

• 國家管制受政治影響，致使教師證照對教學現場的區隔效果不佳

• 用社會藩籬的概念，來分析在當今社會脈絡中，以達到教師集體

地位流動可掌握的關鍵要素。



參、社會藩籬論的內涵

一、社會藩籬的意義

界定社會藩籬是一種透過限制取得特定經濟和機會的方式以

及限制有條件的圈子，為集體職業尋求最大的報酬或利益。

以新韋伯論中重視階級群體地位意識的社會藩籬概念，透過

排他性與集體地位文化特質，探究中小學教師證照制度表徵

教師專業集體地位的可行性。



一、社會藩籬的意義

專業化：職業企圖以特有知識和技能的資產，轉換為社會與經濟

報酬的過程，以爭取定義工作的條件與方法、控制培育，並且建

立職業自主的認知基礎與合法性，藉由提供特別的服務，使專業

得以扮演影響團體的角色，確保自身的自主與優勢。

社會藩籬運用的兩種權力策略：

• 排他（ exclusion）和 侵占（usurpation）

參、社會藩籬論的內涵



一、社會藩籬的意義

排他權力:

• 透過取得資格歷程限制

• 政治力量的介入，來保障證照的效力

• 讓證照形塑一種社會信任，象徵與社會大眾交換的信任

• 原非專業的職業得以發展集體行動，取得利益或資源，以臻專業地位

政府建立證照制度形成社會藩籬現象，具體區隔不具教師資格人員，

是一種由上而下的排外策略

參、社會藩籬論的內涵



參、社會藩籬論的內涵

二、建立社會藩籬的條件

• 專業知識的獨占用以取得資格的專賣

專業與門外漢之間因專業知識的不對等而有差距，專業知識具有相當

程度的習得難度，必須經過特定教育歷程方可取得，此即為所稱的

「認知性」的獨占。

• 交換行為的產生來自於證照之可信度

專業職業與社會交換服務而換得報酬，且透過證照彰顯出專業必備的

知識與技能，獲取社會大眾的信任。



參、社會藩籬論的內涵

二、建立社會藩籬的條件

• 政府的中介確保專業群體的地位

政府在證照制度的公益論中，具有保護消費者的權力，對於專業而言，

政府的中介也確立了專業的服務市場。

• 資產的維護以維繫專業地位群體文化

進入社會藩籬內的專業人員，必須接受正式或非正式的規範，發展集

體利益，以維護專業地位文化，專業人員必須持續取得知識與技能，

展現符應專業道德與責任。



肆、促進教師專業地位的教師證照制度策略：社會藩籬觀點

一、取得教師證照的師資培育數量與品質管控歷程

二、評量取得者之知能用以確立取得教師證書的可信度

三、政府中介以建構與維護教師證照資本

四、教師證照資本的維護

師資培育資源整合平臺

http://teachernet.moe.edu.tw/MAIN/Map_A.aspx

http://teachernet.moe.edu.tw/MAIN/Map_A.aspx


師資培育資源整合平臺



一、 理論層次

(一) 排他性

(二) 政治性

(三) 集體責任性

伍、社會藩籬論對臺灣教師證照制度之啟示

二、 策略層次

(一) 獨占服務市場

(二) 審慎掌控教師證書授予數量

(三) 設置專業知能基礎



伍、社會藩籬論對臺灣教師證照制度之啟示

三、實踐層次

(一)取得師資培育與教師證書必須具有難度，以確保證照價值

(二)社會藩籬的建立仰賴專業知識與技能的交換，證照必備信用基礎

(三)避免證照通膨與緊縮的循環，因有損證照作為象徵專業地位的價值

(四)持有教師證書者，必須形塑專業認同，換證與進階證書是具體表徵

 影片:最難的一堂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GhhxP_Q9a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GhhxP_Q9aI


陸、結語

社會藩籬論的內涵中，表明運用兩種權力策略-排他和侵占，

但侵占權力策略的部份，並沒有多做解釋。

強調教師在社會功能上應為專業，但是受政治社會層面的

因素，影響教師專業制度的發展和專業地位。







陸、結語

 教師專業地位在社會變遷中面對各種挑戰 (科技是否取代教師?)

指導與解惑 情感與態度 能力背景

• 一位專業與優秀的教師，必須靠長時間的學習與經驗的累積

• 早期強調的知識層面，逐漸擴展到現在的技能與情意層面兼備

• 老師從如何教考慮到孩子如何學，教學設計以學生為中心

• 時時思考、處處反省才能夠有所蛻變與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