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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年來，隨著工商業高度發展，

鄉村人口外移嚴重，尤以偏鄉地區更

為顯著，此趨勢促使偏鄉勞動力不

足、人口老化嚴重，對於偏鄉教育發

展帶來嚴峻的考驗。對偏鄉地區學校

而言，學生數為其存廢之關鍵，然而

學生數之多寡與社區內人口數密切相

關。為了使偏鄉小學得以存續，活絡

社區之經濟活動、縮短城鄉差距實為

當務之急，如此方能使社區青壯年人

口回流，改善偏鄉教育。 

儞來，偏鄉教育是政府教育政策所

積極努力的一環，教育的公平性與社會

正義在臺灣一直受到普遍地重視，也相

信教育是偏鄉子弟脫離貧窮、往上流社

會移動的有效途徑。為使教育扮演著更

積極且具社會正義之功能，教育部

（2015）特別推出「發展以學校為核心

之社區創新創業計畫」，希望兼顧學校

與社區兩者的共榮發展。就經濟層面而

言，偏鄉學校與社區發展息息相關，增

進社區之經濟活動對偏鄉學校極有助

益，而偏鄉教育之蓬勃發展亦可替社區

經濟注入新氣象。 

偏鄉學校之另一功能即為保存當地

特殊知識及文化。「把學校定位是社區的

知識中心、是社區的文化中心，更重要

的是希望把它發展成社區的青年返校創

業中心。」（吳思華，2016）。在文創產

業當紅的現今，偏鄉學校不僅在社區文

化定位上擁有傳承與擴散之功，對於當

地經濟活動更能產生極為直接的影響。

「偏鄉學校的辦學雖然面臨挑戰，但偏

鄉特有的生態與文化資產，卻是未來輔

導青年創業很重要的資產。」（林騰蛟，

無日期）因此，協助偏鄉發展經濟與文

化資產，提升偏鄉社區永續發展，應是

一帖對症下藥的良方。 

二、偏鄉教育創新的必要性 

(一) 學生流失主因：「少子女化」 及

「都市化」現象 

少子女化對偏鄉學校是偌大衝

擊，根據教育部（2016）就 90-104 學年

度出生率與國中小班級數、學生人數之

統計，顯示粗出生率 104 學年度與 90

學年度減少比率為 2.55%。（國小學生人

數減少比率為 36.9%，國中學生人數減

少比率為 20.1%。國小班級數減少比率

為 17.0%，國中班級數減少比率為

2.8%）。 

少子女化使本就岌岌可危的偏鄉

學校學生數更加稀少，造成教師供應過

剩、資源設備浪費，衍生併校、裁校等

嚴重問題。另外，交通革新、時空收斂

帶來的都市化現象，由於都會地區擁有

較多就業機會、生活機能較佳，使偏鄉

地區人口過度向都會集中，間接促成偏

鄉中小學規模縮減。而學生數銳減的情

形下，同儕間互動亦即大為降低，影響

學生人際互動和學習品質。甚至因偏鄉

小校裁撤使得偏鄉子女須負笈他鄉就

學，損及其就近就學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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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出生率及國中小班級數、學生人數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簡訊（2016) 

表 2  國中小小規模校數統計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簡訊（2016) 

(二) 學校功能之移轉：因家庭教育相

對不足，偏鄉學校成為學生學習

及生活重心 

學校及教師在偏鄉學子生活中扮

演極為重要的角色。偏鄉學校除有交

通不便、位置偏遠的困境外，部分偏

鄉學生家庭社經條件也較為不利。學

童多為單親家庭及隔代教養家庭。其

家庭教育功能較一般家庭而言相對薄

弱。因此，偏鄉地區的學校實為支持

學生成長的中心，協助學生未來人生

之開展。 

(三) 偏鄉學校自然資源、文化資產豐

富，存續可為社區注入活力 

偏鄉學校校園空間充足、自然及

文化資源豐富，極適合發展人文及生

態特色，具保存及發揚價值。國民中

小學可引入文化創新思維，結合校內

資源，以當地特色出發，研發學校本

位課程，成為以校本課程為主體的教

學型態，以達永續經營之目的。另外，

亦可發展「偏鄉遊學學校」，搭配鄰近

之自然、文化景點，與社區相結合，

吸引外來學生或遊客前往學習、體

驗。此轉型也對在地學童帶來助益，

在學習資源、環境、文化交流甚至自

我發展層面上皆可有所增益，對於該

地或外來者皆可發揮教學的最大效

能，並為偏鄉學子提供不一樣的文化

刺激。 

(四) 教師可推行教育革新，降低以升

學為主之教學型態 

偏鄉學校在升學潮流下雖處於弱

勢地位，然而教師亦可藉此契機推行

創新之教學方式，設計多元互動課

程、翻轉教育，培養學生對於知識及

學習的熱情。透過創新之教學策略與

行政經營，偏鄉學校可替現存主流教

育體制注入活水，改變傳統僵化之教

育模式。 

三、偏鄉教育現況 

由於前述少子女化及都市化現

象，全國各縣市許多偏鄉國民中小學

學生人數過少甚至已無學生，造成學

校遭整併或裁撤的困境，出現校地荒

廢、教室空餘、教學資源閒置之情況。 

有鑒於此，教育部從 96-98 年起

首先推動第一階段之「活化校園空間

與發展特色學校實施計畫」（教育部，

2007），讓教育有不同的新風貌，以符

應教育部創造力白皮書揭示：深度認

識臺灣、走讀臺灣鄉鎮，發展學校特

色，此時期為偏鄉教育活化的第一階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7，6（9），頁 128-133 偏鄉教育與師資  主題評論 

第 130 頁 

段。其後更於 100-102 年度推動第二

階段之「國民中小學整合空間資源與

發展特色學校實施計畫」（教育部，

2011）， 以「校園空間活化」為主軸，

以「創新經營活化」為策略，建立學

校「特色課程活化」，達成學生之「有

效學習活化」，以空間領導學生學習，

其強調深化學校本位課程、延伸教育

意涵，鼓勵城鄉交流學習。此時期之

走動式學習開始帶動國內的遊學風

潮。102 至今推動第三階段之「國民

中小學營造空間美學與發展特色學校

實施計畫」（教育部，2013），促進國

民中小學營造空間美學，尤以各校閒

置空間之活化利用，發揮空間美感教

育，逐步深化人文素養。甚至結合鄰

近特色環境、產業文化、自然生態、

人文遺產等資源，提供優質化課程發

展素材，逐步形成以「美學教育」為

導向的特色學校。此時期旨在規劃在

地化特色課程平台，提供體驗學習、

服務學習場域（陳志鴻等，2016，頁

245）。 

根據教育部（2015）就 103 學年

度偏鄉國民中小學之校數統計，共有

1,127 校，佔全國國民中小學（含高中

附設國中部）總數的 31.2％（103 年國

小校數 2,670 校、國中校數 940 校，國

中小共計 3,610 校）。其中，各縣市 50

人以下的偏遠地區學校，國民小學校

數有 331 校，國民中學校數有 29 校，

占全體偏遠地區國民中小學總數的

31.9％。探究偏鄉教育環境現況，其學

校規模小、班級數和學生數皆少，學

生一般學習意願薄弱。隔代教養、單

親等高風險家庭更為偏鄉教育增添不

確定因素，使教師必須擔負起學生生

活重心、成長發展推手等重要角色。

從另一角度看，偏鄉教育有其發展契

機，其自然及人文特色有別於都會

區，可成為實驗教育、特色教育萌芽

之良好環境。為此，教育部將一○四

年度訂為「教育創新行動年」，並研擬

「偏鄉教育創新發展方案」，一方面透

過學校課程與教學創新，提升學生學

習成效，另一方面，則打造偏鄉特色

遊學文化中心，將偏鄉學校擴大定位

成集「知識中心」、「文化中心」，甚至

是「創業中心」的角色。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

稱國教署)推動之「偏鄉國民中小學特

色遊學實施計畫」於 104 學年度正式啟

動，106 學年度已邁入第三年。106 學

年度計 52 所學校申請偏鄉遊學亮點學

校，經審查 30 所亮點學校脫穎而出。

教育部期許各亮點學校能藉由結合周

邊鄰近自然及人文資源，研發在地特色

課程並引進社區力量，吸引國內外團體

前往遊學，進而促進城鄉交流、擴展學

生學習範圍並增強學習刺激。 

綜觀前揭敘述，陳志鴻等人

（2016）認為所謂特色學校的創新經

營應須具備下列幾項要點： 

(一) 課程創新—有在地本位的校本課

程計畫，以能力指標建構學習樣

貌。 

(二) 環境創新—在校園空間裡置入校

本課程哲思，落實境教陶冶功能。 

(三) 資源創新—能擴大至社區，並整

合民間資源，創造跨界能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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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師創新—教師須具備創新教學

能力，隨時檢核教學步驟。 

(五) 學生創新—以學生的學習提升為

核心主體，讓孩子透過多元操

作，擴充學習視野。 

四、建議 

(一) 社區交流合作 

社區創新應以學校為核心，融入實

驗創新課程，結合未來想像教育，使偏

鄉教育成為教育革新之標竿。並鼓勵附

近大學協助偏鄉中小學，輔導偏鄉地區

整合在地教育及文化資源，擴展學校多

元功能，帶動社區改造、升級。 

(二) 打造偏鄉遊學特色 

有關課程的創新與活化，宜以提

升學生學習能力為主軸，結合在地

化、生活化的特色素材，打造極富文

化及教育啟發性的課程安排。以學校

為主體，從真實生活出發的遊學課

程，除增加學生之學習欲望、動機，

更讓學生進入社區，深入了解在地文

化。前往遊學的團體亦可透過此機會

增廣見聞、激發出特殊學習體悟，可

說是『寓教育於遊學課程中』。 

(三) 發展偏鄉學校校本課程 

校本課程即以學校為中心，結合

在地特色課程，發展出有別於制式化

學習模式之新興教育型態，未來新課

綱的發展趨勢也恰可與之相呼應。新

課綱中，彈性課程與校本課程的重要

性大幅提升。國語、數學及社會等科

目中必須融合各領域知識，舉凡所處

社區中環境、科學、人文等，應與學

生生活有直接而密切的連結。 

(四) 數位學伴線上課業輔導  

教育部於 95 年起開始推動「偏

鄉地區中小學網路課業輔導服務計

畫」，運用網路教學方式由大學生輔導

中部偏遠地區國民中小學學生，希望

提升偏遠地區學生學習成效。透過此

計畫，政府期待能走入更多縣市、鄉

鎮，整合 e 化學習資源，提升偏遠地

區學生教育、文化及資訊素養，以縮

減城鄉學習差距，提升當地教育文化

水準。為發揮計畫之綜效，建議未來

相關資訊的投入宜持續辦理，並長期

扎根於偏鄉，避免曇花一現式的短期

計畫。藉以具體提升數位學習與資訊

應用對偏鄉學子之幫助，並有效提升

電腦與網路之近用效益，緩和城鄉在

學習資源與數位上的落差。 

(五) 培育大專院校資訊志工 

就經濟層面而言，盼能以大專院

校學生專業資訊能力，協助偏鄉民眾

數位應用，協助地方特色數位化之發

展與行銷。教育方面則期待結合大專

院校資源，建立大專院校端之師生長

期服務及社區關懷，應用網路科技陪

伴偏鄉弱勢學生成長。 

(六) 傳承在地文化 

偏鄉具文化特殊性，將其自然及

人文特質，連結觀光休閒、文創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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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膳食產業與地方特色節慶，可進

行完善之偏鄉特色遊學規劃，鼓勵青

年返鄉經營，注入產業新活力。 

(七) 校園閒置教室供作社會企業據 點 

將教室供作社會企業的據點，可

擴大學校空間使用效益，活化校園閒

置空間。校園與企業結合後更可整合

在地文教資源，替偏鄉社區民眾規劃

優質化、多元化、豐富化的課程，以

創意打造創業平臺。 

五、結語 

推動偏鄉學校的特色課程，不僅

鼓勵學生認識在地文化、對自身文化

產生認同，獲得自信及成就感，再透

過訓練學生解說導覽，培養學生的表

達能力。遊學也可將外在資源、刺激、

文化及視野帶入偏鄉地區，外來學生

和遊客透過此機會增廣見聞，促進文

化交流。此外，特色遊學計畫可拓展

孩童人際關係，遊學團體到訪，增進

在地孩童更多與同儕互動的機會，亦

帶動地方社區的繁榮。 

針對偏鄉國民中小學，可特別將

未來議題融入課程中，培育學生創造

力、想像力、未來力並關心在地社區

未來發展。而對於大專院校端，可將

偏鄉創新創業議題融入課程，啟發學

生思考擴展偏鄉學校功能的各種可能

性。並由教師帶領學生實際走訪偏

鄉、在偏鄉駐點，嘗試發展社區微型

企業或協助在地經濟創業，使學校成

為偏鄉文化中心或社區創新創業的重

要基地。 

在偏鄉地區，學校一旦荒廢，社

區亦將快速消失，兩者實為休戚與

共、相輔相成；事實上，若能以「校

園、社區、經濟」的三角模式創造校

園與社區的共生並存，活絡其資源為

偏鄉地區創造共贏的機會。「無論如

何，在偏鄉地區，學校是一個靈魂、

一個希望、一個未來」（詹志禹、吳璧

純，2015)，讓偏鄉地區成教育創新之

源及青年返鄉創業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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