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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偏鄉輔導之困境與轉機 
張靜軒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 

 

一、前言 

105 年教育部提出《偏遠地區學校教

育發展條例》草案，期盼擬訂專法，以

強化當前偏鄉教育的配套措施，保障每

位學童的學習權益（教育部，2016）。106

年 5 月行政院通過此草案，接續，將提

報 立 法 院 審 議 （ 取 自 ：

http://www.ey.gov.tw/UnitRSS_Content.as

px?n=8092BD84714005C0&s=AE1CF6B

3DDC4608A）。 

國內偏鄉教育，一直是教育當局的

重要議題，基於憲法保障教育機會均

等，拉近城鄉之間教育差距，提升人民

素養等，然，縱覽《偏遠地區學校教育

發展條例》草案，其重點主要放置在人

事與員額編制，如寬列偏遠地區學校經

費處置、合理師生比、聘任代理教師、

提供教師更多服務與補助誘因等，也將

明定偏遠地區定義與學生分校、分班標

準，保障更多學生就近入學。 

但就偏鄉輔導現況而言，回顧當局

99 年所發佈《教育部補助增置國中小輔

導教師實施要點》，針對各地方國中小注

入更多輔導資源，但就偏鄉小校現場而

言，學生背景異質性高，資源人力有限，

輔導教師也是困難重重。 

當今政府相關法令可初步解決，現

行偏鄉學校之行政人事制度面的「硬體」

問題，但，「軟體」面向之偏鄉輔導困境

與轉機省思，係為本文提出探討之目的。 

二、偏鄉學校輔導現況 

(一) 偏遠學校定義 

教部部統計處認定偏遠地區學校

之方式，係依據《偏遠或特殊地區學

校校長暨教師資格標準》第 2 條及《師

資培育法施行細則》第 8 條規定，偏

遠地區國中小係由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秉權責認定後（常見以每年檢討

調整一次為原則），其偏遠地區普遍特

性為，地遠人稀、交通不便，文化不

利、生活經濟不佳等情況，具有政府

或民間介入教育資源的需求。 

(二) 偏鄉學校遍佈率與型態 

以 103 學年度教育部統計處針對

我國偏遠國中小統計結果，全國共計

1100 所，佔全國比率為 32.8%，主要

位於屏東縣、臺東縣與臺南市。其中

學生不足 50 人之小校，偏遠地區國中

小達到 1/4，顯示偏遠學校的規模，普

遍 皆 為 小 規 模 （ 取 自 ：

http://stats.moe.gov.tw/remotegis/）。 

(三) 偏鄉學生異質性高 

同上統計概況，教育部也公布全

國偏遠地區國中小學生人數共計 15 萬

名，佔全國總數 7.4 %，屬於原住民學

生比率為 16.3%，新民移子女學生比率

17.8%，與非偏遠地區之學校比率相差

了 13.9 與 8.1 個百分點，顯示偏遠地

區國中小背景異質性甚高。 

http://www.ey.gov.tw/UnitRSS_Content.aspx?n=8092BD84714005C0&s=AE1CF6B3DDC4608A
http://www.ey.gov.tw/UnitRSS_Content.aspx?n=8092BD84714005C0&s=AE1CF6B3DDC4608A
http://www.ey.gov.tw/UnitRSS_Content.aspx?n=8092BD84714005C0&s=AE1CF6B3DDC4608A
http://stats.moe.gov.tw/remote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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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偏遠學校輔導人力不足 

教育部（2017）統計目前偏遠地

區國中小專任輔導教師，共計 228 名，

其中國小 24 名，國中則 204 名，此數

據與全國偏遠學校校數 1100 所對照，

顯示出現今偏遠學校，仍需大量輔導

教 師 等 專 業 資 源 注 入 （ 取 自 ：

https://stats.moe.gov.tw/qframe.aspx?qn

o=OAAzAA2）。 

三、當前偏遠學校輔導面臨困境 

國內針對輔導偏鄉弱勢學生，可

追溯至 1995 年《教育優先區計畫》，

至今近二十多年來，仍有相關輔導政

策。依照目前國中小輔導人力，係以

《國民教育法第十條》及《國民小學

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編

制準則》之規定，不論學校規模大小

如何，除專任輔導教師以外，皆有兼

任輔導教師，政策美意與目的，是落

實有效支援國中小教師輔導工作，以

改善教師工作負荷過重的現象。 

但從相關研究中發現，在偏鄉小

校現場，輔導教育工作至今仍有許多

困境之處，筆者將，呂玟霖（2016）

與呂麗雪（2015）所提出關於偏鄉教

師與輔導面向之論點，以六個面向整

理論之。 

(一) 偏鄉小校輔導資源編制不足 

    偏遠小校教師編制少，師資來源

取得不易，加上需承擔行政與教學業

務，因此通常無法兼顧輔導工作，另

扣除兼職的行政人員不得為輔導教

師，除了導師外幾乎很少有人力可再

運用，因此在偏鄉小校，輔導教師的

專業資源，仍相當不足。 

(二) 輔導工作易淪於形式 

在偏鄉小校，教師本身幾乎都有

其他職責，導致無法全心投入輔導學

生，此外，輔導工作內容，除了實踐

輔導學生之外，仍有許多執行報告需

完成，導致輔導工作容易淪於形式書

面，難以真正落實輔導本質。 

(三) 教師身兼多職，輔導成效不易彰顯 

在偏鄉小校，因為編制人力不

足，導師容易成為輔導第一線執行

者，擔任兼任輔導老師。但教師並非

有相關專業輔導知能，導致身兼多

職，且偏鄉小校的學生背景異質性

高，繁重的教學業務，往往無法抽身

進行更深入的個案輔導，造成輔導成

效不易彰顯。 

(四) 家庭系統支援薄弱 

偏遠小校，通常充斥著弱勢家

庭，在隔代教養、低收入戶、新移民

子女等家庭系統中，對於孩子的教育

不一定都重視，因此教師在輔導教育

面上，會因缺乏家庭系統的支援，導

致輔導的施力點無法聚焦，久之，教

師也會產生無力感。 

(五) 教師流動頻繁，影響輔導品質 

偏鄉小校的教師少有在地人，加

上工作負荷量，人事異動頻繁，交通

https://stats.moe.gov.tw/qframe.aspx?qno=OAAzAA2
https://stats.moe.gov.tw/qframe.aspx?qno=OAAzA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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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不夠便利等因素，導致教師流動

頻繁，但輔導除了專業外，更重要的

是穩定性陪伴，因此教師流動的頻

繁，會影響輔導的品質與成效。 

(六) 交通不便，進修資源少 

偏鄉小校面臨交通不便的困難，

通常小校都是兼任的輔導教師，仍需

要相當輔導知能的進修，但會因為交

通距離障礙，無法經常性的離校進行

進修，此外，交通不便也會阻擋，相

關周邊社區資源的注入。 

四、省思當前偏遠學校輔導之轉

機 

輔導是教育陪伴的歷程，偏鄉小

校應著地理環境，學生異質背景因

素，涵蓋著複雜、環環相扣的議題，

這更使得偏鄉學校輔導，具有挑戰

性，以下針對草案制定重點，進行輔

導面向之轉機省思。 

(一) 教師流動趨向穩定，可提升輔導

教育之品質 

草案內容，即針對師資流動率高

與人力不足進行彈性調整，與相關補

助誘因。輔導即是陪伴、支持的過程，

偏鄉小校的孩童，相對於城市孩童，

可用資源與家庭環境都相對弱勢，但

若有穩定教師的陪伴，就輔導面向，

孩子就有機會因學習環境的穩定度，

提升其學習動機，發展健全人格。 

 

(二) 降低交通障礙，可深入學生適性

發展 

草案保障學生就近入學之權益，

明定出偏遠地區設立分校或分班。偏

鄉小校主要受到地理環境因素影響，

不利於教育有效推動，造成偏遠地區

學生學習動機低落、基本能力不足等

（林天祐，2012）。此草案針對交通障

礙，提出解決方案，透過降低交通藩

籬，將有機會深入學生適性發展與學

習。 

(三) 擬訂偏遠學校特殊教育措施，可

增加輔導之彈性 

偏遠小校之困境，即因人員編制

少，師資需承擔行政與教學業務量

大，因此通常無法兼顧輔導工作，但

透過草案，編擬特殊教育措施，有助

於增加輔導資源注入校園之彈性，也

能減輕教師在行政與教學業務量大的

困境。 

(四) 寬列教育經費，可針對具體需求

增列與連結輔導資源 

草案針對發展偏遠地區學校，採

取優先措施，如補救教學經費、補助

住宿設備等。偏鄉學校，往往環境與

學生背景異質性高，透過教育經費的

寬列，有機會以專業知能，針對學生

異質性，進行適性輔導；此外，也更

有機會串起社區機構，打造優化學習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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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偏鄉學校的孩童，往往背景資源

相對城市孩童弱勢，在《偏遠地區學

校教育發展條例》草案，基於教育機

會均等、社會公平正義之理念，保障

每位學生學習權益，開展了人事行政

等制度訂定。 

本文就草案內容，與當今偏鄉學

校輔導現況，提出困境與轉機之省

思，核心重點即，輔導是教育、陪伴、

支持孩童成長的歷程，以身心長遠發

展而言，孩童之心理健康會影響其一

生，故，今日的偏鄉學校，除了強化

教育行政組織結構，提升學生學習成

效外，對於學生心理發展的建設性輔

導支持，更是刻不容緩的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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