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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偏遠學校進用正式教師發聲 
湯維玲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 

依據教育部 2014 年度統計資料，

偏遠地區的國民中小學校數為 1,127

校，占全國中小學總數（國小 2,670

校、國中 940 校，共計 3,610 校）的

31.2%，其中又以 50 人以下的學校（國

小有 331 校，國中有 29 校）居占偏遠

中小學總數的 31.9%（教育部，2015a，

2015b）。對於身處文化不利、學習環

境不佳的偏遠地區學生，學校與教師

往往成為學生學習與生活的關鍵支援

者；又因自然資源與人文歷史的特殊

性，偏遠學校相對擁有推動實驗教育

與特色教學的資產（詹志禹、吳璧純，

2015）。為此，教育部於 2015 年頒布

《偏鄉教育創新發展方案》，透過實驗

教育與創新、數位融入共學、資源媒

合與社群，以及典範分享四個層面，

提升偏鄉教育品質與學生學力基礎，

同時將學校發展為該地區的多元功能

中心（教育部，2015b）。 

就偏遠學校的學生學力而言，有

研究調查結果指出：若教師留在偏鄉

的平均年資每增一年，國中學生的基

測數學可增加 0.69 分；教師平均流動

率每降 1％，學生數學基測成績則增加

0.15 分（許添明、葉珍玲，2014）。值

此臺灣偏鄉教育成為關注焦點之際，

要確實翻轉偏鄉教育，需要優良的師

資，而師資是創新發展的根本，成功

推動偏鄉教育創新發展的關鍵。近年

來臺灣教育面臨少子化、城鄉教育品

質差距加劇、各級學校就學人數減

少、減班產生超額教師的危機。學校

為了避免超額教師的產生，嚴格控管

教師缺額，因應學校人力的調整，改

聘代理、代課教師，不開正式教師的

實缺，衍生出代理教師流動率高、教

師更新停滯、學生的學習權未受保障

等問題。筆者為此撰文，呼籲各縣市

政府正視偏鄉學童需要正式教師，偏

遠學校需要穩固且優良的師資來源，

教育政策方能順利推動。 

二、偏遠學校為何不能聘任正式

合格教師？ 

「偏遠學校聘任正式教師」此一

訴求，乍看之下令人疑惑。依據行政

人事法規，偏遠學校原有員額編制，

就可聘任正式教師，何須為文倡議？

起因為筆者參加一場「創新翻轉偏鄉

教育」座談會議，與會的國家教育研

究人員代表與立法機構人員提出說

帖，試圖解決偏鄉教師流動率高的問

題（國立屏東大學，2017，6 月）。該

說帖構思出如大學「專案教師」般的

編制，以契約、勞保方式，由縣市政

府統籌約聘六年的縣聘中小學專案教

師，待六年約聘期滿，服務表現良好，

縣市政府再開缺，加分「轉正」，成為

正式教師。 

會議中提出說帖者的理由是： 

「偏鄉老師會出現問題，非編制   

內的老師，代理代課老師比例那麼

高，怎麼造成的，當然少子化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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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的原因，各縣市遇缺不補。……。

怕現任老師將來因為超額……為了保

障這些現任老師的工作權，所以我們

不得不遇缺不補，通通只進用代理教

師。……。開正式（教師缺額）只是會讓

（超額師資）問題越來越嚴重，因為老

師調不動」；「偏鄉地方找不到正職教

師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地方政府控

管，不願意開教甄缺，讓他補正職教

師。第二個，具有合格教師證的教師，

他不會去偏鄉擔任代理教師，他寧可

在交通比較便利的地方當代理教師，

繼續考教甄。」「偏鄉教育最缺乏的正

職教師或穩定的師資，原因不是來自

老師不去偏鄉教書……而是地方政府

不願意釋出正式教甄缺，幫偏鄉補足

師資。必須靠中央政府以外加經費的

方式，給予他專聘教師的員額、經費。」 

看似有理，提出說帖者所建議的

解決方法是： 

「寧願不要變成正式缺（額）……

（開）代理缺，（給予）代理老師薪水、

工作權的保障……代理教師用勞基

法……縣聘教師……每個偏遠學校都

屬於某個群組，教師在這個學校（群

取）裡面做調動……地方政府去辦理

代理教師甄選，把所有的缺額放在縣

市政府統籌，簽約是用勞基法……可

以讓偏鄉找到優秀的老師」。「優先加

分考教甄，如果……當了六年的專聘

教師，只要縣政府開正式教甄缺，直

接考上了，有加分其實就等於保送。」

「一定要有外掛的名額，讓地方政府

為偏鄉的教師辦理專聘教師缺額，而

這些錢要由國家統籌」。「師培機構不

要培訓新的老師，因為你再培訓新的

老師，我們的流浪教師越來越多，而

是就現有的侯用教師培訓第二專長

缺……國小學程的教師培育國中學程

的專長，國中的合格教師培育國小學

程的專長……。」 

如果這是多元聘任的其中一種型

態，本文呼籲請慎思此一政策的正當性

與公平性。為何不能回歸學校法規正

軌，請偏遠學校開出編制內的教師缺

額，聘任正式教師，而非僅能聘任代理

教師或規劃中的「縣聘專案教師」？當

偏遠學校開出的缺額是代理或代課教

師，不能補足正式教師缺額，當然造成

頻繁的教師流動。假如為了解決超額教

師與代理教師的問題，犧牲偏鄉學童接

受正式教師教導的機會，公平嗎？具正

當性嗎？教育行政當局能否以促進教

育機會均等，提出積極性的差別待遇作

為，開啟位處教育不利或地域不便的偏

遠學校一個全校都是正式合格教師的

新契機嗎？ 

其次，師資培育法為改善中、小學

教師供需失調、提升教師品質，將師資

培育制度改為多元、儲備、甄選制。凡

教師資格檢定通過者，取得教師證書，

則具備參加教師甄選資格，顯示出師資

市場儲備制，培育與任用分離的精神（教

育部，2015c）。況且教育部仍持續推動

「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及「公費制

度」，吸引優秀學生進入師資培育行列，

使公費師資生畢業後服務偏遠學校，有

助於穩定偏鄉師資來源，就以 2017 年教

育部核定的 300 名公費生為穩定成長之

證明（教育部，2015d）。因此，會議中

提出說帖者主張「師培機構不要培訓新

的老師」，不僅有違師資培育法的精神，

且在未進行師資培育研究，就貿然提出

錯誤的立法政策，會影響到我國未來師

資教育的發展，不可不審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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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長偏遠學校教師的服務年

限規定 

以今年高雄市各校聯合甄選國小

教師為例，國小一般類正式教師進用

70 人，其中偏遠學校開出不少正式教

師缺額，偏鄉師資來源不缺（高雄市，

2017a）。為使偏鄉學校能有穩定的教

師，教育部於 2015 年 3 月 23 日發

布《國民中小學校長主任教師甄選儲

訓遷調及介聘辦法》中規定：國民中、

小學現職教師，除離島建設條例或直

轄市、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另

有規定外，應在同一學校實際服務滿

六學期以上……始得申請介聘；亦即

正式教師在錄取分發任用後，應於學

校任教滿六學期，始得申請市內介聘

及臺閩介聘調動；具原住民身分者分

發至原住民地區或原住民重點學校，

則需服務滿七年始得參加介聘；以專

長類科應聘者則至少擔任該專長科目

教師五年（高雄市，2017b）。為了保

障離島地區學生之受教權，例如金門

縣的初聘教師應服六年以上，始得提

出申請介聘至臺灣本島地區學校（金

門縣，2017）。從上述可知，至偏遠學

校服務的正式教師至少需服務三年以

上方能調動，若因專長、離島或身分

別受聘之正式教師，甚至要求服務

五、六、七年才能調動，同時各縣市

也有自訂辦法，其目的就是為了減少

偏遠學校師資過於頻繁的流動。對於

代理教師也放寬聘任規定，如代理期

間表現優良，經學校教評會審查通過

後得再聘之，再聘至多以二次為限，

且代理教師的待遇，包括本薪、加給

及獎金之支給，均比照專任教師之規

定（高雄市，2017b）。 

又如屏東縣今年的國小普通班正

式教師正取 25 名（屏東縣，2017），

依據說帖者所稱：對於屏東縣偏遠學

校師資員額仍繼續控管，不開正式教

師缺額，避免超額教師過多。此一現

象顯示出保障現職教師權利，卻犧牲

偏鄉學校學童的權益，只得年年聘任

代理或代課教師。更令人憂心的是偏

遠學校招考代理或代課教師，也面臨

招不到具有合格教師證照的教師。是

故，屏東縣教育正面臨少子化與超額

教師嚴重的問題，能否正向思考，未

來開出正式教師缺額，以解決偏遠學

校聘不到教師的問題。 

四、合理調整國小小型學校的教

師員額編制 

教育部於 2016 年推動國小合理教

師員額編制，以學生的學習節數及教師

的應授課節數，換算為每校配置的正式

教師員額，提出 6 班以內的小校教師員

額，由每班 1.65 名教師，增為每班 2

名教師，全校教師編制調整為 12 人，

解決偏遠學校師資不足且流動率高的

困境（教育部，2016）。當偏遠學校開

出正式教師實際缺額，解除教師員額的

控管，才能真正落實國小合理教師員額

編制，而且也不怕聘不到正式合格教

師，再加上在校至少三年以上的服務規

定，延後介聘調校的時間，有助於降低

教師的流動率。若從改善代理教師的待

遇，給予保障並採取多年聘用方式，是

為權宜之計。但是正本清源，應該優先

考慮給予偏鄉學校正式教師的名額機

會。正如筆者所培育的儲備教師曾說：

只要學校開出正式教師的缺額，我們上

山、下海都去。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7，6（9），頁 48-52 偏鄉教育與師資  主題評論 

第 51 頁 

五、省思 

偏遠學童需要的是正式合格教

師，不是縣聘專案教師。筆者分析與

省思會議中與會後的討論，澄清其中

迷思與弔詭之處：其一為關閉職前師

資培育機構之短視與不當，將造成師

資培育之浩劫。其二為不能犧牲偏遠

學校，以縣聘專案教師取代開出正式

教師缺額的做法，此乃頭痛醫頭，腳

痛醫腳的作法，無法治本。偏鄉師資

聘任問題，若朝向開出服務六年的編

制外專案教師缺額，由縣市政府統籌

聘任，且未來優先轉任正式教師。試

問此一多元聘用，合乎目前法規？公

平否？偏遠學校的師資來源，除了縣

內、外調動教師、正式教師甄選、公

費生，還需要再加上專案教師嗎？為

何不釜底抽薪，為偏遠學校開出正式

教師缺額？不能只考慮偏鄉小校隨時

可能面臨廢校的危機，城鎮的超額教

師不願被超額到偏鄉學校服務，因此

只好在不更改法規的權衡之下，另立

專案教師之名，以簽約六年後優先成

為正式教師作為條件，由縣市政府聘

任勞保的專案教師。未來此一政策實

施後，縣聘專案教師是否會轉變成為

偏鄉小學的主力，而造成更多的問

題？師資聘用政策制定之際，筆者呼

籲有教育決策權者審視奪度之，同時

藉此拋磚引玉，為偏遠學校進用正式

合格教師發聲，也期待有志一同者共

同發聲，為偏鄉學童爭取接受正式合

格教師教導的受教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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