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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偏鄉教育的問題探析 

近年來各界對於偏鄉教育的問題

十分關注，探討其問題根源可以從以

下幾個面向加以闡述。首先是少子女

化和都市化的現象，使得偏鄉學校的

學生不斷流失。少子女化現象使得學

生數量逐年減少，不僅影響學校的運

作，也會產生學校教師超額、學校空

間資源閒置、小校裁併等問題。另外，

加上都市化資源集中的現象，這是因

為都會區的就業機會較多，生活機能

也較佳，容易吸引年輕人往都會集

中，於是交通不便和產業條件相對弱

勢的偏遠地區造成人口外移，甚至連

學校教師只要有介聘機會就會往都會

區學校申請調動（教育部，2015）。 

其次是偏鄉學校的地理位置偏

遠、交通不便，加上家長經濟文化弱

勢、單親家庭和隔代教養等原因，尤

其家庭教育功能不彰是導致偏鄉學生

學習效果無法提升的關鍵因素，如此

一來，教師教學成就感低落也會造成

教師流動率高。誠如 Mukeredzi（2016）

指出偏鄉學校因為教師的調動頻繁，

會直接影響教學品質；換言之，由於

欠缺足夠師資，便無法因應偏鄉複雜

教育情境的教學知識及技能。 

其三是學校規模和資源不足的因

素，由於偏遠學校規模大多是六班以

下的小校，造成班級人數少、資源缺

乏、刺激不足及學生學習意願低落等

現象。因為教師人數少，每位教師的

工作負擔變得更為沉重，這也是造成

教師流動率高的原因。 

基於上述原因，臺灣若干縣市持

續上演裁併小校的議題，但這可能只

是解決了部份問題，卻對於原本弱勢

的學校、家長和學生產生更大的衝

擊，甚至衍生出其它問題。綜言之，

分析偏鄉學校的教育困境，主要有五

個方面：（一）學校環境限制；（二）

師資來源不穩定；（三）學生學習狀況

不佳；（四）課程與教學規劃不完善；

（五）學習有關資源環境欠佳。然而，

想要改善偏鄉教育問題無法一蹴可

幾，中央和地方政府必須從各面向逐

步調整，尤其要考量偏遠學校的實際

需求，妥善規劃細部的教育政策，方

能真正解決問題。 

二、偏鄉小校轉型再生計畫之發

展 

偏鄉小校在面臨經營問題或危機

時，須重新定位學校存在的意義價值，

並尋繹經營競爭優勢，方能提升學校競

爭力、永續經營。因此，許多偏鄉小校

為了避免被裁併，於是參與推動學校轉

型再生計畫。學者專家提醒，學校參與

轉型再生計畫必須符合教育規準，不能

脫離「教育本質」與「課程改革」的核

心價值（曾俊凱，2006；張景添，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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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文通，2007）。鄭同僚等人（2008）

提出偏鄉小校轉型再生的策略乃是要

立基於「鄉土在地化教育」，實施「回

歸教育本質」、「創新經營與特色課

程」、「生活與學業能力的提升」三項策

略。此外，陳振淦（2008）提出偏鄉小

校尋求轉型再生的發展策略或作法可

參考如下：（一）結合在地資源，發展

學校特色課程；（二）強化學生不足之

處，提升學生多元能力；（三）配合政

府計畫與尋求其他公部門合作；（四）

學校融入社區，共同發展；（五）善用

其他方面的社會資源。 

近年來，因為小校裁併的議題，激

發偏鄉小校重新省思並覺察自身環境

的優劣勢，積極發展學校本位特色課程

與活化教學，藉以留住在地學生，進而

吸引外地家長願意送子女就讀。而部分

縣市政府的裁併小校政策也開始改變

方向，改以專案計畫補助學校發展特

色，積極扶持和支援偏鄉小校的發展。 

教育部自 2015 年起也推動「偏鄉

教育創新發展方案」，分成：「實驗教

育－教育創新」、「數位融入－虛實共

學」、「資源媒合－社群互聯」及「看

見改變－典範分享」四大構面，共 29

個計畫團隊，於全國 224 所學校推動，

結合大學、輔導團隊、社會企業、青

年與志工資源力量，期望促進偏鄉學

生能力提昇、扶助偏鄉學校轉型，進

而帶動偏鄉地區發展，達到永續經營

目的。教育部推動五大策略因應偏鄉

教育問題，包含：「教學創新實驗」、「多

元交流、志工陪伴」、「社區協作、青

年返鄉」、「行政減量」及「教師安定」

（劉吉軒、吳璧純、張寶芳，2016）。 

以「教學創新實驗」來說，主要

是支持偏鄉學校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

育，進行實驗創新和發揮學校特色、

激發偏鄉學校教師教學熱情、研發課

程創新教學策略與發展具在地特色學

校本位課程，例如：夏日樂學、特色

遊學、大學協助偏鄉地區國民中小學

發展課程及教學數學奠基活動師培訓

等。期望教育實務現場的學校，也秉

持創新精神，結合在地文化脈絡，試

行實驗課程，期望由動手操作的過

程，提升學生興趣和動機。 

再以「多元交流、志工陪伴」來

說，推動「數位學伴」，發展網路虛實

整合的多元智能培育及陪伴模式；推

動「城鄉學伴」，採同名、同主題，或

多校締結模式，並朝教師間可以長期

互訪及教學交流方向辦理；推動「國

際學伴、青年志工」，透過國際筆友交

流，培養學生多元國際視野。 

再以「社區協作、青年返鄉」來

說，是以社區協作為概念進行，以學

校為核心之社區創新創業。活化校園

閒置空間，讓學校成為偏鄉文化中心

與社區創新創業基地，活絡在地經

濟，吸引青年回流返鄉。另外，藉由

學校發展特色遊學課程，由社區協助

接待外來之遊學團體，促進社區經

濟、吸引青年返鄉創業目標。 

最後，近年來面對小校裁併問題

最嚴重的是苗栗縣。教育部於 2008 年

公布《國民中小學整併之處理原則》

（教育部，2008），提供各縣市遵循並

各自制定整併標準，不過各縣市小校

裁併的標準並未統一。以苗栗縣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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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教育處於 2013 年公布《苗栗縣國

民小學小型學校整併作業辦法》，其內

容第 1 點如下：「本辦法實施對象為苗

栗縣縣立各國民小學（含分校或分班）

於學年度學生人數（不含幼兒園）在

三十人以下之小型學校(以下簡稱小

型學校)。原住民地區學校，依原住民

族教育法相關規定辦理。」（苗栗縣政

府教育處，2013）。 

雖然公布上述辦法，但苗栗縣仍

積極鼓勵學校參與教育部推動的偏鄉

教育發展方案，從「1.強化偏鄉學校整

體效能、2.深化教師創新教學能力、3.

提升學生學習成效」三個面向著力，

整合數位教育平臺資源，提供國民教

育輔導團駐點服務，聯結師資培育大

學院校資源，以及推動教學專業成長

與支援扶助方案，進而建立偏鄉教育

精進循環模式，藉以達成「教育成就

苗栗子弟，子弟成就苗栗未來」目標

（林伯安，2015）。 

總之，本文認為偏鄉小學裁併的

政策，應跳脫學校規模、學生人數及

經濟效益的思維，轉向從偏鄉小校作

為社區文化中心，以及維護偏鄉學生

受教權益之社會公平正義作為思考的

核心價值，進而探討偏鄉小校存在的

意義與未來發展的可能性（鄭同僚、

李天健、陳振淦，2013）。 

三、個案學校參與推動轉型再生

計畫的歷程與成果 

基於前述，本文實際探討苗栗縣

一所偏遠的蓮花（化名）國小，瞭解

蓮花國小參與推動轉型再生計畫的歷

程與成果，希冀將研究發現提供給其

他縣市和偏鄉小校作為參考。 

蓮花國小在 2014 年參加教育部的

國民中小學人才培育計畫－動手玩創

意—蓮花想像 GO，計畫成果相當豐

碩，因此，接續於 2015 年申請教育部

的「國民中小學發展以學校為核心之

社區創新創業計畫」，與國立臺南大

學、國立中山大學及中原大學合作，

推動『「梨」想家園，看見蓮花』的之

學校轉型再生計畫。底下將以此計畫

主要的三大課程內涵，及其如何協助

社區產業發展實施歷程加以闡述整個

發展歷程及成果。 

(一) 學校推動「科學想像－圓夢工

場」、「藝術想像－遇見未來」、「語

文想像－看見雙連」三套課程 

學校建置三套課程架構，發展出

創新且具有在地特色教育的課程，強

調學校本位課程，並發展合作學習、

整合學習，強調創造多元，在地自然

文化與國際視野。 

1. 科學想像－圓夢工場 

科學想像的課程主題，主要是結

合學校自然與生活科技的課程來實

施。課程實施是透過智高積木來激起

學生的想像及創造力，更進一步的學

習認識 Arduino 板、程式安裝以及馬達

等機械的傳動知識。由於自然領域的

課程原本就有既定的學習內容，因此

學校也會利用綜合課、彈性課程以及

課後照顧班的時間來教導學生學習智

高積木課程。這項課程不只是讓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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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手玩玩而已，更有禮聘專業師資到

校授課。更進一步的是，能培養學生

具有更專業的知識技能，甚至可以代

表學校到外面去參加競賽。 

2. 藝術想像－遇見未來 

學校結合在地素材，美化校園、

結合社區的環境，讓學生發揮其想像

力、創造力，創造校園利用的空間。

老師利用藝文課的時間，與小朋友共

同討論社區有哪些元素及素材。透過

討論和對話，開啟學童增強對於在地

特色的認識，也更加刺激他們產生想

像思惟。例如從既有斑駁的課桌椅、

大象溜滑梯等學校的物品，透過彩繪

的方式讓原本要廢棄的桌椅在一次賦

予他生命。再例如利用梨樹枝，讓學

生創意的組裝出不同的桌椅、筆筒、

木偶；而學生最常聚集玩樂的大象溜

滑梯，學生就想到要為它設計一件特

別的新衣，在大象溜滑梯的身上彩繪

出屬於蓮花社區的梨子及自然元素。

除了單純的繪畫之外，也發展陶藝、

版畫，學會如何從捏陶、塑形、燒陶

以及版畫如何構圖、製版、雕刻的技

巧；透過一些美術的媒材，引導學生

與社區元素做結合，讓學童去發揮創

意，將梨子相關的事物用版畫及陶藝

呈現出作品來。 

3. 語文想像－看見蓮花 

這項課程是採跨科領域的結合，可

以從推動語文想像的部分看見；從社會

及鄉土課程，帶領孩子去探究、瞭解其

生活的家鄉和社區，更深的去瞭解自己

家鄉的由來、經濟活動及社區結構。而

在自然領域中，帶領孩子深入走訪社

區，自己所生活居住地方有何種自然生

態及文物，探索出幾個連外地人都未曾

去過的景點。走訪社區的實務課程，不

僅僅只是走馬看花或類似郊遊行程，而

是能引領學生去訪問當地的耆老，記錄

下他們所見所聞的事蹟。回到課堂，老

師再一次的帶領學生討論所走訪的過

程，讓學生能統整他們所記錄的一切，

並寫下心得。 

此外，為了培養學生寫作能力，進

行一系列有關導覽解說員的順練課

程，利用暑假辦理培訓營，訓練學生口

說的能力；開學後也進行導覽解說員的

認證活動，使學生真的能站上檯面勇於

表達。從走訪、社區踏查、寫作以及梨

子繪本小書，都在挑戰以往大家對偏鄉

小校學生語文能力偏弱的刻板印象。 

(二) 透過「梨」想家園計畫，協助社

區經濟產業發展及創新 

近幾十年爆發少子女化及廢併校

的聲浪，許多學校也都有招生不利的情

況（林海清，2007），為此，激發蓮花

社區居民與師生的危機意識。在裁併小

校政策聲浪高漲之際，蓮花國小與國立

臺南大學、國立中山大學與中原大學教

授群共同合作，配合教育部發展以學校

為核心之社區創新創業計畫，推動「梨

想家園」為主軸。此計畫目的有三：1.

透過創意、創新經營方式推動地方產

業，讓年輕人能夠回流，達到永續經

營；2.讓蓮花社區的果農避免被中盤商

剝削，而得到應有的利潤；3.透過此計

劃盈餘的 30％能回饋學校，作為學生課

業輔導的經費(沈羿成，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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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大學行政管理學系的五位

大學生，在2015 年6月29 日第一次與蓮

花社區的居民有了接觸，當地的農民帶著

教授、學生逛菜園、果農，也教導一些有

關農業、山林的知識；走訪社區後，在學

校召開第一場座談會與當地農民對話，說

出他們的計畫想像。不過，此次的座談似

乎沒有很順利，因為當地居民深怕一年計

畫結束之後，只剩下當地的農民要繼續苦

撐下去。 

經由幾次的協商、討論及摸索，大學

端的教授也幫蓮花社區成立了「蓮花梨有

限公司」及建立「募資平臺」，最後確立

在種植生產的過程強調無毒，各項農作物

均需經過檢測以確保無農藥殘留。在經過

眾人的努力下，讓許多人看見社區人民的

努力，而且外部企業的資源也進入這計畫

當中。整個銷售已不再只有Facebook 募資

平臺，銷售通路已從網路到各大賣場。 

綜之，社區產業創新推動主要是

由大學教授群及五位大學生來執行和

協助，而蓮花國小的角色就像媒人，

因為大專院校要進社區，必須透過學

校。再加上當地農民的認同及勇氣，

三方的配合，造就許多豐碩成果! 

四、結論 

底下分就蓮花國小參與推動轉型

再生的歷程與重要成果，以及如何「轉

弱為強」，找到經營競爭優勢與永續發

展兩方面歸結成本研究結論。 

(一) 蓮花國小參與推動轉型再生的歷

程與重要成果方面 

1. 創新校園空間美化，善加利用在地

產業資源，營造「梨想家園」。 

2. 創新校園空間利用，將學校空間發

揮最大效益。 

3. 讓學生發揮想像與創造力，融入未來

想像議題，規劃未來校園空間設置。 

4. 開發語文、藝術及科學創新教學模

式，拓展學校多元功能，建構未來

想像學習地圖。 

5. 發展創新教學模式，創造新學習場

域，讓未來學校的功能不僅是學習的

場域，而是能成為偏鄉知識、文化中

心與社區創新創業之重要基地。  

6. 運用未來想像結合實用主義課

程，開拓學子多元學習方式。 

(二) 蓮花國小「轉弱為強」，找到經營

競爭優勢與永續發展方面 

1. 學校將在地課程融入未來想像議

題，於課程中尋求創新產業與文化

之資源整合。 

2. 積極發展特色課程，強調校本位課

程，利用學校的條件，發展獨特之

教案設計；並發展合作學習、整合

學習，強調創造多元，在地自然文

化與國際視野。 

3. 培養學生認識家園在地環境，發掘

在地特色與創新產業，進而認同鄉

土文化，未來能願意留在家鄉工作

及生活。 

4. 協助社區產業發展微型企業或在

地經濟創業，共創學校與社區雙

贏，看見蓮花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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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實踐學生對於未來家園之想像，進

而發展創新家園產業。 

6. 尋求在地有利發展之產業優勢，融

入大專校院團隊對於偏鄉社區創

新創業的計畫，及偏鄉中小學生對

於未來校園與家園的規劃，共同推

動社區創新創業，並創造地方新興

的就業機會。 

註：【本文曾發表於：羅詩意、吳俊憲 

（2017）。瀕廢小校如何在裁併校政策

及危機中轉型再生。靜宜大學教育研

究所舉辦之「創新卓越教學研討會」。

臺中市：靜宜大學。經修訂後發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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