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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教育部於 2017 年 6 月 17 日在國

立政治大學教育學院舉行「實驗教育

推動中心」之揭牌儀式，並舉辦為期 2

天之臺灣實驗教育論壇，期使實驗教

育之理念與執行能夠更趨緊密，以奠

定 永 續 發 展 之 基 礎 （ 林 曉 雲 ，

2017.6.17）。事實上，實驗教育三法公

布近三年，促使各地區開辦之公辦民

營實驗學校，從原有之宜蘭慈心華德

福及人文國中小等兩所，如雨後春筍

般快速成長三十倍，但是許多縣市卻

誤將特色學校與實驗學校混為一談，

只因地處偏遠需實施混齡教學、或面

臨裁併校試圖尋找出路，而一窩蜂地

想要試辦實驗學校，間接造成許多「沒

有實驗教育精神」之實驗學校（張瀞

文，2016）。畢竟目前公、私立實驗教

育學校之設立校數比為 61：0（臺灣實

驗教育聯盟，2016.11.16），其中隱藏

之潛在問題著實不容小覷。 

實驗教育之宗旨在於藉由對教育

方式、課程內容、教學設計進行實驗，

而能提供更優質、更理想、更適性之

教育管道（黃建榮，2015），而且實驗

即必須符合嚴謹之實驗要求，且辦理

實驗教育之規劃設計亦須具備獨特

性、創新性、彈性、績效性、精緻性

及持續性等特定要件（吳清山、林天

祐，2007）。因此，雖然多位實驗學校

校長於臺灣實驗教育論壇中皆表示，

實驗教育學校確實翻轉了偏鄉教育，

不僅打破傳統教科書限制而讓學習變

有趣，更因推動混齡教學和在地特色

課程而開啟學生的無限可能（楊惠

芳，2017.6.18）。但是臺灣偏鄉學校除

生源不足、位置偏遠與交通不便之困

境外，尚有家庭社經條件較為不利、

家庭教育功能相對缺乏之問題，致使

教師須在學生學習與生活中，扮演關

鍵角色與支持重心（教育部，2015），

而專業教師不足、教師流動率高卻一

直是偏鄉教育無法克服之嚴峻課題。

易言之，臺灣偏鄉教育到底需要什

麼？而實驗教育之培育理念、訓育哲

學與教育圖騰到底是什麼？似乎在這

場實驗學校轉型之繽紛煙火中，反而

變得無關緊要。 

通過實驗教育三法確實樹立我國

教育發展之新里程碑（吳清山，

2015b），但翻轉偏鄉教育仍受到許多

先天限制，並非一蹴可幾。爰此，本

文參酌國內外文獻，並提出實驗教育

三法翻轉偏鄉教育之省思，以供實驗

教育政策執行及精進之參酌。 

二、文獻探討 

(一) 實驗教育三法 

在教育鬆綁之自由化思潮氛圍

下，我國實驗教育開始由體制內實

驗，漸次成為倡導體制外變革，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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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小學、在家自學、公辦民營、非

學校型態教育等實驗教育模式，然而

缺乏統一之法源規範，仍局限實驗教

育之推動，因此實驗教育三法（3 types 

of Experimental Education Act）於 2014

年 11 月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包括《學

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以下簡稱

學校型態條例）、《高級中等以下教育

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

（以下簡稱非學校型態條例）和《公

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委託私人辦理

條例》（以下簡稱委託辦理條例）等三

項特別法（吳清山，2015a；教育部，

2014a；教育部，2014b；教育部，

2014c），依序為公立中小學改制或新

設實驗教育學校、不受課綱限制之非

學校型態在家自學、跳脫國民教育法

之公辦民營模式學校，提供更明確之

法源依據，以落實教育基本法鼓勵政

府及民間辦理教育實驗之精神。 

首先，學校型態條例通過，意謂

未來公立中小學可改制或新設立實驗

教育學校，但仍有數量管控，諸如，

專任教師之師生比不能低於 1 比 10、

每學年學生數與總人數不得超過 40 人

與 480 人、各縣市同一教育階段之學

校數量最多不得超過 10%等（教育

部，2014a）。其次，非學校型態條例

通過，則意謂高中以下學生有更多在

家自學之機會，只要家長提出實驗教

育計畫，即可自行安排課程內容而不

受課程綱要限制，但需每年提出成果

報告，並接受教育主管機關不定期訪

視，而且自學期間，政府將退還高中

職免學費政策之補助（教育部，

2014b）。再者，委託辦理條例通過，

則代表公辦民營之學校得排除有關學

區劃分、課程編班、人員進用、員額

編制、以及教學評量等現行法規之限

制，以促進教育多元化發展（教育部，

2014c）。易言之，實驗教育三法之內

容不僅鬆綁現行法規對薪資待遇、退

休撫卹、監督機制、人員權益與辦學

規範之限制，以促進教育創新動力，

亦兼顧保障學生受教權益、增進教育

多元發展、提供家長教育選擇與發展

適性學習機會，具有劃時代之價值（吳

清山，2015b）。 

反觀，英國中小學實驗教育學校

之樣態極為多元，包括蒙特梭利、華

德福、森林、基督教、天主教、公辦

民營之馬哈利希（Maharishi）等不同

類型學校，但仍有統一之監督管理機

制，其監管範疇並非課程設計或教學

內容，而是學童健康安全相關議題，

然而學生想要獲得高中學歷，仍需要

通過全國性 GCSE 考試（高等國家會

考）的八項考試科目，因此最終考試

制度之設計仍深深影響家長選擇實驗

教育之抉擇（駐英國臺北代表處文化

組，2012）。 

(二) 翻轉偏鄉教育 

依據教育部統計處（2015）資料

發現，雖然偏遠地區學校認定標準係

由各縣市自行界定，但 103 學年偏遠

地區國中小已達 1,110 所，占全國比率

32.8%，且學生數不足 50 人之小校比

率高達 25.6%，顯示偏鄉學校規模普遍

偏小，且多具有地廣人稀、交通阻隔、

生活不便、資源缺乏、文化刺激不足

與同儕互動較少等偏鄉之特性。因此

為協助偏鄉學校翻轉劣勢、鬆綁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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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發揮特色，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

署擬定《偏遠地區學校振興條例（草

案）》（國民及學前教育署，2016），期

能從員額經費彈性運用、人員進用權

益保障、資源整合支援運用、免費師

生住宿設施、行政業務減量辦理、教

師研輔專業發展、學生落實補救教

學、推廣實驗教育成果、明定特別獎

勵津貼等面向，以保障偏遠地區學童

之受教育機會與權利，並維持偏遠地

區行政功能及生活機能完整，進而協

助偏鄉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暨學校附設

幼兒園振興發展。 

臺灣許多偏鄉地區學童家庭多屬

於低社經地位，無法如都市學校學

生，自小即接觸豐富之文化刺激與學

習資源，甚至由於學校地處邊陲位

置，亦使教師流動率普遍較高，無法

持續有效地改變學習成就，皆導致偏

遠地區學童先天缺乏多元的學習機

會，而逐漸成為社會適應與發展上之

弱勢（王麗雲、甄曉蘭，2007；黃元

彥、劉旨峯、黃瓊葦，2012）。Harmon、

Gordanier、Henry 與 George（2007）

研究即發現變革並不容易，因為偏鄉

具有專業師資、行政支援、經費資金、

教學設備皆較少之先天限制，所以唯

有著重在地領導與強化區域合作以解

決偏鄉學校獨特情況，始能有效提升

學校變革能力，以及改善教學實踐與

學習成效。 

事實上，歐盟（European Union）

自 1991 年即開始推動「LEADER

（Liaison Entre Actions de Développement 

de l'Économie Rurale）」計畫迄今，其

法語縮寫代表偏鄉經濟與發展行動之

聯結（links between the rural economy 

and development actions），亦即妥善規

劃運用在地內生發展潛力以開發一個

地區之模式（European Commission, 

2013），其中，計畫擬定地方發展七項

關鍵原則如下：地域本位之地區發展

策略（ area-based loc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由下而上闡述和實施策略

（bottom-up elabor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strategies）、地區公私伙伴關係（local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 創 新

（innovation）、整合（integration）、合

作（co-operation）、網絡（networking）

（European Commission, 2011）。易言

之，偏鄉發展應注意在地特殊策略屬

性、由下而上凝具共識、運用在地可

用資源、善用創新想法技能、結合不

同產業需求、互補分享提升質量、以

及加強跨組織間交流等核心思維。

Dax、Strahl、Kirwan 與 Maye（2016）

研究亦發現，增加資金並無法相對應

地提升政策執行績效與偏鄉發展成

果，只有在多層次治理結構且目標明

確之情況下，結合在地資源之創新才

能保持其變革影響力。 

三、翻轉之反思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實驗教育

三法頒布後，不僅為偏鄉公立中小學

創造翻轉契機，亦帶來重大挑戰。茲

針對運用實驗教育三法翻轉偏鄉教育

應再三思考之事項，臚列如下： 

(一) 避免特色複製之經營思維 

在資訊科技時代，家長通過點擊

幾下滑鼠即可以找到學校詳細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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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聚焦特色功能之亮點，才能獲得

家長與學生之認同（Dougherty, 2014）。

實驗教育三法不僅為公立學校轉型發

展提供法源依據，亦為彈性學制開創

新機，然而臺灣經常出現一窩蜂之從

眾效應，倘若學校沒有真正之特色，

僅是複製他校特色與做法，將無法吸

引學生與永續經營。因此，學校課程

內容、教學設計、活動規劃必須獨樹

一格，始能創造新價值。 

(二) 訂定監督輔導之控管機制 

實驗教育三法之監督機制仍以流

於形式之訪視與成果報告為主，恐無

法確保學童之公平受教權，亦恐無法

有效管理公部門釋出予民間之辦學空

間，因此欣喜實驗教育三法通過之

餘，仍有賴於中央與地方政府之共同

監督與輔導，以避免實驗教育法案受

到誤解與濫用，而出現違法營利、資

金掏空或教育商品化等相關問題（楊

振昇，2015）。 

(三) 著重專業存續之師資培育 

實驗教育強調學生自發性學習動

機以及獨特性專業發展，並具有高度

自我調配學習時間之能力，其中教師

扮演關鍵引導與協助之角色，不僅須

具有多元知能，更需擁有良好溝通表

達能力，因此實驗教育所需要之師資

應具備生動教學風格、清晰課程目

標、有效紀律技能、良好管理技巧、

優異家長溝通、高度專業期許、通曉

課程標準、知悉知識主題、熱情對待

孩子、親和師生關係等十大專業品質

標準（Cooper, 2014）。 

(四) 提升學習成效之教學思維 

學校教育之目的在於藉由有目

標、有計畫、有組織之教與學，誘發

學生之學習行為、激發探索動機、開

發個人潛能，以培育具備未來社會生

存與發展所需之技能。因此，偏鄉學

生應著重五大學習範疇，包括基本學

力、多元能力、數位學習、在地文化、

以及國際視野，因為基本學力是終身

學習之基礎、多元能力是適性發展之

基礎、數位學習是超越時空之基礎、

在地文化是國土認同之基礎、以及國

際視野是世界公民之基礎（詹志禹、

吳璧純，2015）。 

(五) 開闢多元認證之升學管道 

制式升學管道與最終考試制度皆

會影響家長選擇實驗教育之意願，倘

若社會依據不同需求設計多元之考試

制度與升學管道，可讓無論在家自學

或參加實驗教育之學生，能夠獲得公

平合理之對待，始能消除家長與學生

對實驗教育學校之疑慮，促進適性教

育與實驗學校之永續成長與發展（駐

英國臺北代表處文化組，2012）。 

(六) 聚焦未來人才之基本知能 

過去教育過於強調記憶背誦而忽

略綜整分析能力，實驗教育學校可以

藉由擺脫制式教科書束縛，著重清晰

學習行為目標、提高學習探索樂趣、

培養社交情緒學習，增進解決問題能

力以及強化情緒管理能力。因為放眼

未來世界需要之人才，不僅需擁有專

注於了解自己、關懷他人與理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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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能力，更須具備自我覺察、自我管

理、同理心、社交技能與良好抉擇力

之技能（Goleman & Senge, 2014）。而

這些未來人才之基本知能，皆宜融入

實驗教育學校之培育理念、訓育哲學

與教育圖騰。 

(七) 結合在地資源之發展模式 

社經弱勢、隔代教養以及留守兒

童一直是偏鄉地區教育困境，唯有正

視根源始能解決問題。偏鄉學校各有

其獨特性之條件與情境，需要個案模

式之處理方案，而地區之現存問題、

可用資源與因應方案不盡相同，統一

變革模式並不一定適用於偏鄉學校，

應該讓偏鄉學校結合在地資源，提供

更有彈性之自行規劃的發展空間，始

能對症下藥（Miller & Hans, 2010）。 

(八) 建構由下而上之溝通模式 

由下而上溝通強調學校決策者與

基層教職人員之互動性，不僅可擴大

參與，亦能下情上達，讓學校決策者

能夠掌握確切資訊，以有效因應複雜

運作狀況。Wilson 與 Irvine（2013）研

究發現，由下而上之方法比由上而下

對行為變化具有更大影響力，因為由

下而上之方法提供支持性環境，讓參

與者可以與志同道合之成員討論推動

進程與遭遇問題。可避免組織流於本

位主義或慣性盲點，有助於整體計畫

之執行與實現。 

綜合而言，偏鄉弱勢學校變革無

法一蹴可幾，除充足資源挹注、法令

制度鬆綁之外，尚須專業師資人力投

入、調整教學課程標準與教學行政協

力合作，以期改變學生學習成就期望

低、老師缺勤率高、教師流動率高之

根本困境（Corallo & McDonald, 2001）。

實驗教育三法通過後，確實可以扮演

驅動之角色，但仍需注意各項配套措

施與相關規劃，始能誘導在地特色創

新、強化監督輔導功能、提振教師積

極參與、改善學生學習效果、開啟多

元發展視野、創造未來教育契機、扭

轉偏鄉社經劣勢、以及凝聚推動發展

共識，進而發揮真正翻轉偏鄉學校之

實質功能。 

四、結語 

二十年來臺灣教育改革持續推

動，對教育發展產生相當程度之衝擊

與影響，但卻未得到社會普遍之認同

和支持，因為教育發展沒有捷徑，必

須以理性且睿智之新視界，慎選正確

翻轉教育之教改模式（吳明清，

2015）。實驗教育三法確實為更開放、

更多元、更適性之教育，提供有法源

依據之充分發展空間，且法令鬆綁、

資源共享、擴大參與亦皆是正確之教

育改革方向，然而如何有效管理實驗

教育學校，並且將變革優點植入偏鄉

學校以成功翻轉偏鄉教育，仍是值得

教育學者與社會大眾持續關心之重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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