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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鄉的語文教育～由一則故事的發想 
許育健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副教授 

 

一、楔子：返鄉，遇見 

回到自己生長的小漁村，眼前是

隨著港內輕波的推搖，一艘艘白色的

鮪釣船或藍白色的拖網船，並排在一

起，伊伊呀呀的磨著彼此的船緣，在

夏日的午后，這不合節拍的鼾聲是港

邊唯一的生氣。 

我沿著 L 型的碼頭轉了彎，一面

矮矮的白牆上豎著短低鐵柵，長長的

橫在路邊，遇到開口處，就是校門口。

這是我就讀過的小學。入了校門，左

側是生了鏽頹垮的「鏤空旋轉大球」，

無力的偎在草地上。腰間繫上「危險

勿近」的黃色禁條。右側則是一座磨

石子光面的水泥溜滑梯，那坡面亮得

閃眼。直入小路的盡頭，是一幢兩層

樓高的教室，約莫十來間，門窗緊閉，

這暑假，樓空人散。 

我正在努力回想過去的光景云

云，迎面衝來一個黝黑精壯的小男

孩，我閃了身，在他掠過之際，出聲

叫住了他：「梨塔歸泥 A？」（台語：

你幾年級）。他停了下來，抬頭看我，

回我：「麥升沙呢啊」（要升三年級）。

我跟他說，我姓許，他眼睛睜大著說，

我也是。（其實這附近有一半都姓許，

大部分都是親戚關係）。 

我看著他，好似小時候的自己。

成天在校園跑跳，上課總是望著窗外

高大的鳳凰木，或著看著樹下那座沒

有籃板只有鐵框架的籃球場，小朋友

們不斷的追逐著；下了課，總是衝去

占「秋千」，如果手腳快，自己坐一組，

左右手可以各拉一組，給慢到的好兄

弟跑到時一起玩。至於，黑板上有什

麼，老師說過什麼，其實連老師是誰，

我都不記得了；因為我們常常換老

師，有的一個月，有的三個月，最多

是一年吧，之後他們就什麼也沒留下

的離開了。 

二、時空遞嬗，景況依舊 

自小學畢業已經三十年了。一般

而 言 ， 三 十 年 就 是 一 個 世 代

(generation)；同一個地方，三十年應該

產生很大的變化，尤其在一個講求公

平正義，強調「不放棄每一個孩子」

的社會。十年來，筆者因為工作的關

係，到許多鄉鎮農村走訪或擔任講

座，每次到了離島偏鄉，總是很關心

這裡的孩子生活與學習的狀況如何，

可能是源自於我童年經驗的關懷吧。 

學校教育的構面有很多，依個人

粗淺的區分，至少可分為：師資、設

備、教材、教法，與制度五者。偏鄉，

有其人員或環境不利的條件，當然也

有其優勢之處。以下將從各構面的現

況談起，其後再思考討論語文教育在

偏鄉的種種。 

依教育部 2015 年度的《中華民國

教育統計》1，全國中小學偏鄉校共有

1106 所，占全國比率 32.9%，學生人

數占總學生數之 7.3%；其中在偏鄉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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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身分與新住民子女身分者，分

別為 16.5%與 18.2%，明顯高於非偏鄉

地區的 2.5%與 10.0%。顯示兩者教學

差異性高，小校小班居多，不利學生

人際互動與環境營造。 

其次，再以教師組成而言，偏遠

地區教師教學年資未滿 5 年者，占

28.3%（非偏遠地區則占 17.4%），明顯

較為年輕化，教學經驗也較不足。偏

遠地區長期代理教師，占 17.1%（非偏

遠地區則占 11.7%），教師流動情形較

高，這對學生的穩定學習與校務正常

運作有所隱憂。 

上述是目前師生的狀況，至於其

他軟硬體設備，若把教室裡的單槍投

影機和電腦移走，這三十年的硬體設

備應該沒有太大的改變。教師還是依

教科書教學，學生還是要寫習作和作

業簿，下課一樣是四十分鐘，每天還

是一樣四點放學。隨著時空遞嬗，「人

事已非，景物依舊」這句話十分貼切。 

然後，真的沒有改變嗎？至少，

校務行政工作量增多，教師要配合的

活動也增多，學生受到環境影響也更

多，社會期待與家長參與也更多。總

的來說，無形的壓力（如減班少子化、

升學競爭等）較之以往，更其有甚。 

在先天條件不足，而後天支援不

夠的境況下，要提升學生的學習效

果，使之具有優質的素養，似乎必須

做些什麼吧。 

 

三、語文教育能滋養什麼 

語文教育的基本目標是讓國民擁

有基本的人文素養，能以一定水準的

聆聽、說話，以及識寫能力，於社會

生活中進行理解、溝通與表達，再者，

也是理解與學習其他學科的重要基礎

能力。面對十二年國教素養導向的課

程、教學與評量即將來臨，語文的學

習展現總離不開「生活經驗」與「問

題解決」這兩大核心；換言之，透過

語言文字來表達個人的思考與判斷，

即是語文素養的重要展現之一。 

然而，目前偏鄉學生的語文能力

又如何呢？以 2017 年國中教育會考 2

國文科成績為例，占總人數 16.53%的

考生（總人數為 240803 名，其中約有

4 萬名學生）未達「基礎語文能力」（C

級分），換言之，每 6 名學生，就有 1

名學習未達應有的語文能力水準。雖

然國中會考沒有進一步統計偏鄉學生

有多少屬於 C，但我們依目前社區可

用資源及環境條件支持的角度來推

估，未達 C 的學生想必不少。 

如果經過了九年的國語文教育，

學生的語文程度與任意猜題的分數相

當，那可是非常嚴重的問題。當然，

教育部及各縣市教育局也為此，於這

兩年即積極於「減 C 大動員」，希望能

有效的降低 C 級分的學生人數。 

根據筆者實際走訪偏鄉中小學，

向多位教師非正式的訪談過程，大致

上可歸納以下幾項偏鄉語文教育的境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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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生學習語文動機不足，甚至抗拒 

(二) 語文程度普遍低落，城鄉差距大 

(三) 語文教材不完全適合偏鄉學生學習 

(四) 語文教師年紀輕，教學效果不穩定 

(五) 語文學習環境不完善，亦缺乏刺激 

以下，就此談談，偏鄉語文教育

的可能。 

四、如果可能，可能如何 

依上述的分析，偏鄉弱勢的語文教

育，至少是：師資、設備、教材、學習

與制度等方面綜合因素所造成。以下筆

者提出一些淺見以供參酌或討論。 

首先要談的是相關制度與配套。

偏鄉「不穩定」的語文師資，一直是

長久以來的問題，除了在制度方面宜

提供偏鄉教師有更強的誘因外，如積

極面的偏鄉薪水加給（應該比現在更

高一些，畢竟這些老師可是犧牲了許

多的自由與便利），或者是消極面的語

教系（或語文專長）公費生分發固定

任教年限，讓這些年輕優秀的語文老

師可以至少服務四至六年；此外，其

實可以參考中國大陸的「支教」（支援

教師）的制度，讓城市優秀的教師，

如果要獲得更高的職稱（如中學或小

學高級語文教師），就必須到偏鄉至少

服務兩年，以取得升等的基本資格（升

等應配合薪資的大幅提升）。凡此種

種，皆可讓偏鄉專業的語文教師「維

穩」。 

其次，在設備資源方面，表面上

看來，目前偏鄉的教室教學基本設

備，與城市大致無異。但以語文教育

所重視的聽、說、讀、寫等基本能力

的練習，非常重視「語文情境」，也就

是要有更多樣與多元的情境提供語文

的相關刺激，但偏鄉的教師少、學生

少、環境單純，該如何解決呢？筆者

認為--「遠距語文教學」相關設備顯得

有其必要性。目前網路頻寬及視訊直

播設備發展已經相當成熟，若能建立

一個共用的教學與學習平台，配合視

訊互動設備，可解決「空間」障礙，

讓多名語文教師與不同校同年級的學

生，在線上即時互動學習。如此，即

可充分運用網路「無遠弗屆」的特性，

讓學生能透過語文與更多的學生溝

通，無論是聆聽說話或閱讀寫作，皆

可利用平台，採同步或非同步的方便

讓學生的「語用」能力真正發揮與展

現，更重要的是，學生學習語文的動

機，必然也因競爭或好奇而漸進提

升。此外，教師的專業進修也可利用

直播平台進行跨校的語文共備，亦是

一利。 

最後，筆者認為因應學生學習情

形，教師能將原本固定的「語文教學

模式」隨之靈活調整，才是釜底抽薪

的解決之道。近年來，「補救教學」似

乎被視為偏鄉學力提升的良方，但筆

者認為，如果能讓語文教學「有效」，

並以「差異化」的教法及教材施予偏

鄉的學生，何必要「等」補救呢？ 

語文教學可謂「教雖有法，但無

定法」典型學科，長久以來，語文教

師受到「語文科混合教學法」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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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每一課的語文固定為：概覽課文、

生字語詞、內容深究、形式深究、綜

合練習等幾個環節，看似合理，但於

每年級，甚至每一課施之同樣的教學

流程，則罔顧了學生年級學習重點不

同，以及不同文本特質其理解重點亦

不同等語文教學的基本原則。尤其十

二年國教課程之語文課綱已明白指

出，除了要因應年段不同，而有不同

的聽說讀寫「學習表現」，更要注意其

不同的「學習內容」，其中即包含對於

記敘文本、抒情文本、說明文本、議

論文本及詩歌韻文等不同文本類型，

採取相應的教學方法（詩歌的教學與

記敘文的教學，其方式與重點顯然不

相同）。尤其在偏鄉的孩子，雖然缺乏

都會區的資訊便利性，但其所擁有的

豐富自然及人文景觀，是都會區難以

望其項背的。我們應善用不同偏鄉的

特性，透過系統化、差異化的語文教

學，讓學生的語文能力不僅不會是弱

處，更可轉為其強項，這非不可能也。 

五、衷心期盼，不再依舊 

十二年國教主張讓學生能「自動

好」，以語文學習的表現而言，就是讓

學生能透過語文「自主學習」，利用語

文與他人「溝通互動」，甚至要善用語

文讓社會更為「良善美好」。較之於生

活於都會城市的人們，成長於偏鄉的

孩子擁有的是大山或大海，這些山海

島嶼豐潤了他們的生活經驗，如果他

們能藉由「語文」作為載體，進行語

言的表達或文字的表述，他們不該是

「C 咖」，而是個個能言善道的「A

咖」。 

我成長於偏鄉的中小學，感謝過

去曾經手把手引領我學習語文的每位

教師，雖然每位老師在我記憶中留下

的印記深淺不一；但至少，今日我能

以「語文」撰寫這篇還算通順的文章，

表達我的想法，不也是過去語文教育

成功的表現嗎？於此，衷心期盼我們

偏鄉語文教育至少可以在制度配套、

設備資源及教材教法上有所調整，讓

偏鄉的弱勢不再依舊，更再風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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