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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教育乃是國家的根本，教師則是

整個教育活動成功與否的核心人物，

陳嘉彌（1998）亦認為，教師乃是整

個教育系統與制度中最小的單位，也

是影響現在及未來整個教育成敗的關

鍵性因素，由此可知，教師的重要性

可見一般。 

但是，為縮短「城鄉教育落差」，

以及改善偏鄉學生的教育與生活，民

間基金會每年都會呼籲及號召優秀人

才到偏鄉任教（搶救偏鄉教育，須有

完整政策行動，2013 年 9 月 2 日），顯

見偏鄉教育與師資問題值得社會更加

重視。 

其實，教育部對於偏鄉教育的關

注，從來也沒有少過，且每年國中基

測（現改為基本學力檢測）成績公布

後，媒體及專家學者也都不斷呼籲教

育部應該重視偏鄉教育的發展（陳超

明，2015 年 7 月 22 日）。然而，誠如

大家所知，「偏鄉教育的核心問題不在

於經費，而在於人的問題。」具體而

言，偏鄉師資不穩定的問題與困境才

是偏鄉教育的關鍵。 

然而，要探討如何穩定偏鄉師

資，則不得不談及激勵理論。因為，

激勵理論乃是探討人類行為如何受激

發、方向指導、維持和終結的內在因

素與過程（Hanson, 1985）。準此，本

文首先論述偏鄉師資的問題與困境；

其次則闡述雙因素激勵理論；再者說

明偏鄉師資問題與雙因素理論之關

係；最後則分析「善用雙因素激勵理

論提高偏鄉師資留任意願之策略」。 

二、偏鄉師資的問題與困境 

誠如前述所言，「偏鄉教育的核心

問題是在於人（師資）的問題。」但

是，師資的具體問題究竟為何？實有

必要進一步探討與分析。 

胡慕情（2008 年 2 月 21 日）分

析指出，偏鄉教育資源落差可分為硬

體與軟體兩部分，而教育部已逐年在

硬體上增加相關資源，惟軟體一直未

能有長足的進展，其中又以師資不足

問題最為嚴重。 

張繼寧（2010）研究指出，偏鄉

師資有兩大難題，其一為如何「培育」

出願意投入偏鄉地區的好老師；其二

則為如何「留住」偏鄉地區的好老師。 

陳超明（2015 年 7 月 22 日）歸納

發現偏鄉教育問題包括本質與制度兩

大類型。其中，制度上的問題係指教

師來源不穩定，或教師無法承擔偏鄉

教學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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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述懿、李延昌（2016）認為，

偏鄉小校的行政工作並不會因學校小

而減少，因此，所有教師幾乎都必須

兼任不同程度的行政工作。 

呂玟霖（2016）研究發現，偏鄉

學校的師資問題包括三部份：(1)教師

編制不足，工作負擔沉重；(2) 教師流

動頻繁，偏鄉學校成為新訓中心；(3)

交通距離不便，進修研習意願低。 

整體而言，偏鄉教育師資問題還

是以教師流動率高、教師教學與行政

負擔較重以及進修研習意願較低……

等為最大的困境。若要解決此等問

題，則不得不涉及教師行為的激發，

而教師行為的激發當然就與激勵理論

有所關聯。 

三、雙因素激勵理論概述 

較為大家所提及的激勵理論，包

括需求層次理論、雙因素理論、需求

理論、公平理論以及期望理論……

等，其中，Herzberg（1966）的「雙因

素理論」因有別於傳統採取單一組因

素的看法，故特別受到理論與實務界

的關注。 

Herzberg（1966）所倡導的「雙因

素理論」，指出人類的動機與滿足感主

要是受兩個因素的控制，其一為較趨

向內向的「激勵因素」，乃是可以激勵

個人，進而促進其滿足感，包括：成

就感、認同感、工作本身的挑戰性、

晉升、個人與專業的成長；其二則較

屬外向的「保健因素」，且如果此因素

不能達到理想，則個體就會因而產生

不滿足感，包括：組織政策與管理、

視導技巧、工作環境、人際關係、個

人生活、薪資、工作地位與工作之穩

定度……等。 

具體言之，激勵因素若存在，則

會引起成員的滿足感，但倘若此等因

素不存在，並不一定會引起成員的不

滿足感；反之，保健因素如不存在，

則會引起成員的不滿足感，但此等因

素若存在，則不一定會引起滿足感。 

值得一提的是，國內外也有不少

的研究者將此理論應用於教師的研

究，諸如 Sergiovanni 與 Carver （1973）

及張碧娟（1978）等，而且研究結果

也大致能驗證此理論在學校情境上的

應用。 

四、偏鄉師資問題與雙因素理論

之關係 

進一步審視我國偏鄉教師流動率

高與教師留任意願低之問題，其實最

主要的原因是：相對於這些到偏鄉任

教的教師來說，偏鄉並非他的故鄉，

比較沒有「家」的感覺，而且交通不

便、生活機能不佳，所以，就會衍生

認同感不高的狀況。 

其次，再以薪資來看，偏鄉依其

等級，僅與城市任教的教師薪資相差

三千至五千元不等，然以現今物價水

準來看，此些許的差距恐亦無法吸引

教師留在偏鄉服務。 

再者，中小學不管是大型學校、

小型學校、甚至是偏鄉學校，其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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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與公文量幾乎一樣，而以同樣工

作負擔，但生活機能與交通條件相對

較為不佳的情況下，更難留住教師長

期投入偏鄉教育了。 

綜此而論，偏鄉教師流動率高的

主要原因大致是因為「工作環境」、「個

人生活」與「薪資」等問題所導致。

而此等因素其實恰與 Herzberg（1966）

所倡導的「雙因素理論」有所關聯，

因為「工作環境」、「個人生活」與「薪

資」等因素，乃是 Herzberg 所倡導的

保健因素，由此可知，當教師的不滿

足因素不能達到理想，甚者也許是滿

足因素不存在，將可能引發教師的不

滿足感，進而造成教師不願留任偏鄉

持續任教。 

五、善用雙因素激勵理論提高偏

鄉師資問題之改善-代結語 

「優秀教師，優質教育的保證。」

為提升偏鄉教育品質，提升教師留任

偏鄉服務乃是第一要務。而善用雙因

素激勵理論，以留任優秀教師服務偏

鄉乃是解決此問題的重要策略之一，

因此，本文乃提出四點淺見，以就教

各教育先進： 

(一) 關心偏鄉教師保健因素，消除    

教師不滿足感 

本文發現，偏鄉教師不足的原

因，主要還是為教師流動率高、教師

教學與行政負擔較重等，而此原因則

屬於「工作環境」、「個人生活」、「薪

資」等保健因素。因此，本文建議，

教育行政機關應該多關心並投入更多

經費預算來改善偏鄉教師的生活、工

作環境與薪資，藉以消除偏鄉教師的

不滿足感。 

(二) 關注偏鄉教師保健因素，促使教

師真正有感 

本文發現，偏鄉教師問題主要為

「工作環境」、「個人生活」、「薪資」

等保健因素所導致的不滿足感，然如

所投入的經費如不能讓教師有感，則

一切仍是枉然。諸如，所提供的宿舍

要讓教師有家的感受、提高的薪資要

讓教師覺得是相對有比較高的感受、

行政工作的簡化應該是讓他們有感覺

的，如此的改變才能完全消除偏鄉教

師的不滿足感，促使教師真正有感，

進而也才能吸引更多的教師投入與留

任偏鄉之服務。 

(三) 強化偏鄉教師激勵因素，促進教

師認同感 

本文發現，保健因素如達理想，

教師將不會有不滿足感，然要促使教

師的滿足感，則強調激勵因素才是最

重要的工作。因此，本文建議，教育

行政機關於消除教師保健因素後，更

應激發偏鄉教師的成就感、認同感、

工作本身的挑戰性、晉升、個人與專

業的成長等激勵因素。如此，將更可

能從消除偏鄉教師不滿足感，進而產

生改變有感，最後對於偏鄉教育產生

高度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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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調查偏鄉教師雙因素相對權重，

以為政策改善優先順序 

本文雖發現，偏鄉教師不足的原

因，主要還是與教師「工作環境」、「個

人生活」、「薪資」等保健因素有關聯，

但其間的相對重要性為何？以及偏鄉

教師之整體激勵與保健因素如何，則

仍有待確認。因此，本文建議，未來

仍可針對偏鄉教師有關的所有激勵及

保健因素進行調查，以整體瞭解影響

偏鄉教師不滿足和滿足因素及其相對

權重，以為教育行政機關問題解決優

先順序之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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