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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我國於 106 年 5 月 18 日通過《偏

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草案，期

透過強化教育措施、寬列經費、彈性

運用人事及提高教師福利措施等，解

決偏遠地區學校辦學的困境，保障偏

遠地區學童受教的權益（行政院，

2017）。臺灣偏鄉學校師資不夠穩定，

如何吸引優秀教師願意長期任職偏

鄉，改善偏鄉師資不足，以提升教學

品質，是目前刻不容緩的重要議題，

而觀之英、美、法、德、瑞典、印尼

與中國大陸等國家的最新教育動態，

也都在尋找留住偏鄉學校教師及提升

其教學品質的策略。以下即針對各國

三項共通策略（提高偏鄉教師薪資、

放寬偏鄉教師之聘用資格、建置偏鄉

與市區學校夥伴關係正式交流管道）

進行討論並提出對我國之啟示。 

二、各國共通策略之分析與討論 

(一) 提高偏鄉教師薪資與相關福利 

許多國家認為，要吸引優良教師

任教，調升教師薪資是必要條件，尤

其針對挑戰性高的偏鄉學校，提高偏

鄉教師薪資與相關福利將有助於吸引

經驗豐富的教師選擇到偏鄉教學。瑞

典教育部針對偏鄉地區及弱勢學校教

師的薪資、學校改善方案及其他教育

改革所需經費於 2015 年度提撥 3 億克

朗（約合臺幣 11 億 6 千萬），自 2016

年起每年增撥至 6 億克朗（約合臺幣 

23 億 2 千萬），期望能在提升全國教

育品質的同時，亦能降低城鄉教育差

距（駐瑞典代表處教育組，2016）。美

國南卡羅來納州州長妮基．海莉（Nikki 

Haley）則是提出以一千五百萬美元的

預算讓願意在偏遠地區執教的教師得

以減免償還就學貸款（駐舊金山辦事

處教育組，2016）。法國政府亦於 2016

年和教師工會共商未來三年的教師薪

資重評估政策，而後公布教師加薪政

策，預計在 2020 年前為全體教師加

薪，且為消弭城鄉差距，在偏鄉教育

優先區執教滿 8 年的老師有機會能享

有與具有最高教師資格國家會試證書

之教師（professeuragrégé）退休前相同

的薪等（月薪淨值約為 4,500 歐元，

約合臺幣 16 萬）（駐法國代表處教育

組，2016）。德國薩克森邦正試圖積極

解決教師荒的困境，希望讓足夠的教

師們重回鄉村及小型城鎮，提出一項

經濟補助措施作為誘因，希望以每個

月 300 歐元的獎學金吸引師資班的

學生簽下義務約：畢業後下鄉多久，

獎學金就領多久。薩克森邦政府預計

編列每年 30 萬歐元的經費，用於鼓

勵年輕的準教師於未來投身偏鄉造福

學子，邦政府還計畫及早協助這些願

意下鄉服務的大學生與較偏遠的教學

地區及早取得聯絡，進而助其儘早熟

悉未來工作的大環境（駐德國代表處

教育組，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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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瑞典、美國、法國及

德國透過提高薪資、增加福利等方案

來網羅人才、提高偏鄉教師久任意

願。觀之我國《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

展條例》草案為提高教師服務誘因，

對於自願在原校留職停薪借調至偏遠

地區學校服務之教師，明定其待遇及

福利適用偏遠地區學校之規定；另

減、免收宿舍管理費、使用費、租金，

並由中央酌予補助住宿設施設備等費

用；針對自願赴偏遠地區學校服務教

師，及在偏遠地區學校久任且服務成

績優良者，授權另定獎勵辦法；對於

偏遠地區學校校長、教師及代理教

師，規劃給予久任獎金及其他激勵措

施。 

然而，上述激勵措施在過去研究

中已指出其可能的政策盲點，許添明

與黃木蘭（2000）曾以花蓮縣為例，

發現政府的教師獎勵措施確實達到預

期效果，使得山地鄉國小合格教師比

例，教師服務年資或教師年齡，不僅

比平地鄉原住民學校高出許多，甚至

還超過全縣平均，而且各校間差異不

大，顯示優厚的獎勵誘因確實能夠留

住合格教師。然而其真實效應是，此

政策拉走了附近平地鄉鎮原住民學校

教師，使得平地鄉原住民學生成為新

的次等階級。而研究中亦指出另一項

盲點，就是缺乏有效的績效考核機

制，因為合格教師比例、教師服務年

資、教師年齡等資料並無法直接論斷

學生受教品質的差異，直言之，資深

或久任的教師不代表優良教師，提高

偏鄉教師薪資與相關福利如果不能有

效改善偏鄉學生的學業成就或學習效

果，最終仍是一個無效的政策。 

(二) 放寬偏鄉教師之聘用資格 

許多國家認為，要吸引有意願的

教師到偏鄉任教，放寬偏鄉教師之聘

用資格是必要之惡。美國南卡羅來納

州 2015 年已放寬教師認證的規範，並

開始由海外招募師資，讓學區有權放

寬聘用協議書的內容，針對偏鄉學校

不易招聘師資之領域，如特殊教育、

科學、數學等獎勵以鼓勵投入教職（駐

舊金山辦事處教育組，2016）。印尼教

育部推出前線（Front line Teachers）教

師的計畫，每年專案招聘  800 位教

師，分發前往印尼四個偏遠省分中 28 

個縣市的學校任教。這些老師由該部

教師人力資源司統一招聘，應聘者最

少要具有 2 年以上的教學經驗，通過

考試及培訓後將給與公務員教師資

格，分發前往亞齊省、東努沙登加省、

西巴布亞省及巴布亞省的學校，多數

將會在小學任教，成為當地省市的公

務員，未來也不會再調動。教師人力

資源司司長 Sumarna 表示，希望這個

計畫可以補足偏遠地區對教師的需求

（駐印尼代表處派駐人員，2015a）。 

綜上所述，美國及印尼等國家透

過放寬教師認證規範、海外招募及專

案招聘教師以處理偏鄉教師短缺問

題。我國《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

例》草案為提供適足教學人力，明定

各級主管機關就偏遠地區學校之組

織、人事及運作，得採取特別之處理

措施，不受「國民教育法」及「高級

中等教育法」之限制，其中進用合格

專任教師確有困難者，得控留三分之

一人事經費進用代理教師，另為穩定

校務發展，校長未來最多可連任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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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各國對於教師聘用資格放

寬仍有疑慮，重點在於如何與師資品

質取得平衡，既協助偏鄉學校招募到

適任老師，也提供有理想的青年學子

就業機會。目前我國非營利組織「為

臺灣而教」（Teach For Taiwan，TFT）

致力於招募富使命感與領導潛力的青

年，投入有師資需求的偏鄉國小，並

在兩年期間提供專業的培訓與支持系

統（為臺灣而教，2017）。透過此類非

正式師資培育管道的基礎，我國可思

考如何提供這些有使命感的青年學子

回歸正規體系的另類方案，並建立有

熱忱青年學子但未取得教師證者的培

育或專案招聘機制，例如修讀學分

班、表現優良經服務學校校長推薦取

得或由政府專案招聘培訓後取得證

照，以留住有熱情及專業之人才，惟

是否放寬教師聘用資格各有利弊，為

維持偏鄉教育品質仍須有師資品質之

保證。 

(三) 建置偏鄉與市區學校夥伴關係正

式交流管道 

許多國家認為，要提升偏鄉教師

的教學品質，建置偏鄉與市區學校夥

伴關係正式交流管道是重要的。印尼

文化及中小學教育部啟動偏鄉校長交

流計畫，和教育研究機構及都市地區

的主要學校合作，讓這些學校與偏鄉

學校建立夥伴關係，並進行教師及行

政人員交流，首先進行的校長間交

流，讓夥伴學校校長彼此交換教學經

驗，並在教育研究機構協助下進行短

期訓練（駐印尼代表處派駐人員，

2015b）。印尼各地的學校教育有很大

落差，有些學校具有良好的設施與師

資，但多數學校仍然缺乏資源。歐盟

為改善印尼的基礎教育，減少學校的

城鄉差距，與印尼政府合作推動一項

確保學校最低服務標準（MSS-CDP）

計畫，藉以改善印尼偏鄉學校的教育

品質。歐盟將透過歐亞開發銀行投入 

3 千 8 百萬歐元推動此計畫，這筆援

助專款將投入印尼 16 個省份中 108 

個選定的城市，每個城市將分配到約 

25 億印尼盾的經費。這筆經費將優先

投入當地公私立學校的教師及校長培

訓工作，希望能讓 5 萬名教師接受訓

練，並派專人協助當地政府進行教學

課程規劃及學校管理（駐印尼代表處

派駐人員，2015c）。 

中國大陸透過市區中小學網校基

地，對偏遠少數民族地區進行遠距教

學與支援教學，例如成都實驗小學在

校內進行錄課轉播，並透過衛星傳送

到四川省內少數民族山區學校，包含

紀錄、拍攝的考卷與答案卷，係為成

都老師提供給少數民族地區學校教師

參考。少數民族學校的教師看過成都

實驗小學的老師上課內容後，會再針

對自己地區的需求進行備課，雖然有

一天的落差（看轉播、自己設計課

程），但仍有效達到支援教學的目的。

之後每個月要碰面一次當面討論教學

上與技術上的問題，重要的是，此一

模式係由學校與遠距教學設備廠商共

同合作進行，地方政府僅給予少數經

費支持，相當值得我國借鏡（曾大千、

楊國揚、林信志、葉川榮，2017）。 

綜上所述，印尼及中國大陸透過

和教育研究機構及都市地區主要學校

合作，推動偏鄉校長、教師及行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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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之交流及短期訓練以提升偏鄉地區

教育行政人員素質。我國《偏遠地區

學校教育發展條例》草案為提供教師

相關支持，就近提供教師所需專業發

展、簡化行政流程及評鑑作業以及設

立區域教育資源中心。另外目前教育

部（2016）亦有提出「106 學年度推動

國民中小學城鄉共學夥伴學校計

畫」，係藉由行政及教學團隊之共學與

建構，推動城市地區教師至偏鄉進行

短期教學交流，促進校際文化及資源

交流，創新學校行政與教學內容及方

式，係類似於學校夥伴關係。然而目

前草案於建置夥伴關係作法較為缺

乏，因此建議可研議相關作法，提供

偏鄉教師進修及交流管道，以協助偏

鄉教師增能並將新技術融入教學活

動。 

三、結語 

本文主要分析英、美、法、瑞典、

印尼及中國大陸等國改善偏鄉師資之

實施策略，希望藉由各國針對偏鄉地

區師資缺乏情形之政策及案例，經過

本文利弊得失之討論分析，提供我國

政策學習借鏡。具體建議如下： 

(一) 就提高偏鄉教師薪資與相關福利

而言，建議我國除了透過提高教

師薪資、增加福利及課外活動補

助的津貼、協助償還學貸及優先

僱用等方案來增強教師至偏鄉服

務之意願外，更需擬定以學生學

業成就或學習效果為主的績效考

核機制。 

 

(二) 就放寬偏鄉教師之聘用資格而

言，建議我國可適量放寬不易招聘

之領域學科教師聘用資格、評估或

持續推動海外招募及專案招聘教

師以處理偏鄉教師短缺問題。 

(三) 就建置偏鄉與市區學校夥伴關係

正式交流管道而言，建議和教育研

究機構及都市地區主要學校合作

建立夥伴關係，推動偏鄉校長、教

師及行政人員之交流及短期訓

練，中國大陸偏鄉與市區中小學網

校政策之作法也相當值得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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