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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鄉師資的問題、迷思與解決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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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博士生 

新竹市東區青草湖國小教師 

 

一、前言 

臺灣第一部教育相關的電影「老

師 你會不會回來」選在 2017 年 9 月

29 日教師節過後上映，內容即以「偏

鄉教育」為題裁，改編自王政忠（2011）

出版的真人真事自傳，指出偏遠地區

面對的是教育資源的不足和難以留住

好老師。王彥喬（2014）報導偏鄉教

育每年收到來自政府、企業的物資，

但是偏鄉教育最嚴峻的問題是「缺乏

教師」。蘇曉凡等人（2016）指出偏鄉

學校的困境是「人」，包括「教師不足」

與「一人當多人用」的兼課與行政問

題。偏鄉教育的問題，首要解決的是

「穩定而優質的師資」，在偏鄉地區，

不論是正式教師或代課教師的甄選，

都是學校面臨的最大問題（劉述懿、

李延昌，2016）。 

偏鄉教育的問題逐漸受到教育當

局的重視，教育部長吳思華於 2015 年

提出偏鄉教育的五大解決方案：「提高

偏鄉教育員額」、「行政減量」、「引進

民間資源課輔」、「改善教師宿舍環

境」、「鬆綁教育學程」，「讓志工變成

正式教師」。筆者曾經任教於嘉義縣山

區的小學，本文首先闡述偏鄉學校所

面臨師資不足之問題有四，包括「師

資難聘」、「教師流動率高」、「超時兼

課與行政負擔」，以及教師「進修、研

習與公務困難」的境況；接著，指出

對偏鄉教育的可能迷思，一是視「經

濟挹注」為改善偏鄉教育的主要方

法，二是以學生「學習成就的提升」

作為教師是否有效教學之依據；最

後，提出偏鄉師資問題的解決方法，

以及對偏鄉教育的迷思之建議，從「師

資培育大學」著手，規劃課程與實際

教學活動，並甄選兼具「熱情」與「專

業」的教師到偏鄉地區實習，另外，

培訓偏鄉地區「在地的教育人才」，為

偏鄉留住長期服務的教師。 

二、偏鄉學校的師資問題 

搭上教育夥伴的車子，我們從大

埔入口沿著蜿蜒的山路，行經途中唯

一甘啊店「幹譙阿嬤」的商店，雲海

就在我們的車窗底下環繞，道路一邊

山壁、一邊溪谷河流，筆者嘴裡唸著

阿彌陀佛，一個半小時的九彎十八拐

路程，映入一眼可盡收眼底的迷你小

學。這個位於山腰平原的學校，氣候

沒有山區來得嚴寒與酷熱，也少了一

份商業化的觀光氣息，更多的是當地

居民對於文化傳承的努力，以及學校

與社區的緊密關係之建立。 

學校的教育夥伴由一位居住在當

地的主任、三位資深教師、一位新進

主任與四位新進的代理教師所組成，

在校長的帶領下，學生擁有舞臺發揮

多元的天賦，例如：每週一句的英語

戲劇表演；教師積極參與社區活動，

例如：一年一度的涼亭節、山區運動

會；家長熱心協助學校，例如：搭建

木製司令台、圖書館志工媽媽、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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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唱族語歌曲。如同王政忠（2011）

所言，筆者亦認為偏鄉的教學經歷是

身為教育工作者最美麗的篇章，然

而，我們能陪伴孩子多久？除了居住

在當地的主任之外，夥伴們都因生涯

規劃離開了部落小學，這顯示出偏鄉

地區的師資的四點問題： 

(一) 師資難聘 

偏鄉地區遠離都市，交通不便、人

煙稀少且經濟條件不佳，導致學校多次

招聘後還不一定能請到教師，因而逐次

降低率取標準，擁有合格教師證的老師

很多，但是願意到偏鄉服務的卻很少，

在第三次招聘仍無法甄選教師的學校，

可以擬聘請不一定具有教師證的大學畢

業相關科系之老師。張裕珍等人（2016）

訪問偏鄉地區教師，指出偏鄉地區多為

代理、代課教師。教師聘期不穩定、流

動性高，待遇與福利都沒有保障，對孩

子的學習也相對不利。 

(二) 教師流動率高 

在偏鄉學校服務的教師難以克服

返家距離遙遠、看醫生或採買物品不

方便、無法進行個人進修與相關活動

等因素，除非是居住在偏鄉地區當地

的教師，不然仍會因為交通、家庭、

進修各項不利的條件下，自願或被迫

離開偏鄉學校。蔡宜恬（2012）分享

在偏鄉小學的教學多年的經驗，發現

偏鄉地區年年都有教師調動，偏鄉小

學累積積分成為教師回鄉的跳板，平

均每三年幾乎整個學校大換血，偏鄉

教師流動頻繁，學校就像新訓中心（呂

玟霖，2016）。 

(三) 超時兼課與行政負擔 

在偏鄉學校服務期間，每位教師

除了擔任導師進行教學之外，也身兼

各處室組員，並由於教師不足，還必

須超時上課。呂善道（2014）指出偏

鄉學校的教師兼任行政工作的比率偏

高，教師必須同時兼顧教學與繁雜的

行政業務。因此，行政院在 2017 年 5

月通過「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

例」，規定教育部應簡化偏鄉學校的行

政流程、監督管理與評鑑作業，有助

於減緩教師「一人多用」的壓力，並

保障學生的受教權。 

(四) 進修、研習與公務距離遙遠 

筆者服務的偏鄉學校位於山區小

學，而縣市的政府教育處靠近海邊的

郊區，山區偏鄉學校在地理上的隔

離，造成社會、文化與教育專業進修

的孤立，變成教育最為弱勢的區域，

交通往返的不便，使偏鄉教師在進

修、研習與處理公務上更加困難。呂

玟霖（2016）提出開放多元進修管道，

讓學校內部自辦研習活動，不僅能針

對該校問題，以教師為中心精進專業

發展，還能符合在地需求。 

偏鄉的師資循環著上述問題，無法

一一擊破，而須全盤考量才能加以改

善，鄭同僚（2006）提出偏鄉小學的主

要問題，不是教師人力不足，而是體制

與教育觀念的雙重僵化，讓眾多老師無

法發揮作用，以下筆者論述現今對偏鄉

師資的迷思，對偏鄉教育的刻板印象與

錯誤觀念，可能導致教育政策方向的迷

失和資源無效率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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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偏鄉師資的迷思 

    要提出解決方法之前，我們要先

認清當前偏鄉師資的迷思，打破舊有

針對「弱勢偏遠地區」的窠臼。有些

偏鄉學校接受各界協助，物資上其實

是豐盛的，他們所缺乏的是資源的使

用上，無法發揮在實質的教育功能；

而偏鄉師資的招聘，若也僅是透過各

項補助計畫或績效獎金吸引教師前往

任教，亦偏離教育之本質，無法長期

為偏鄉學校留住好的教師。 

    根據筆者在偏鄉地區的觀察與訪

談，發現長時間駐留於偏鄉學校的教

育工作者，對偏鄉地區的「歷史文

化」、「生態環境」有著如家鄉般的熱

愛，他們深入了解社區、部落的「風

俗民情」；規劃相關研習與活動，讓教

師和孩子們共同體驗偏鄉生活；學校

與社區居民有著良好互動。偏遠地區

的「薪水加給」、「交通補助」和「住

宿」等經濟考量，是教師在偏鄉學校

服務的基礎，但更重要的是偏鄉教師

對偏鄉地區的文化「傳承與創新」，以

及對孩子們的生活教育之「使命感」，

是教師長期駐留偏鄉學校的重要因

素，故筆者整理偏鄉師資的迷思如下： 

(一) 視「經濟挹注」為改善偏鄉教育

的主要方法 

    為提升偏鄉教育的師資，政府以

薪資加給和年資加成作為誘因，這種

獎勵措施使偏遠學校的合格教師比

例、教師服務年資和教師年齡都提高

不少（許添明、黃木蘭，2000）。許添

明和林慧玲（2009）亦建構偏遠學校

的「績效獎金」計畫，指出績效獎金

的制度若以個人為單位，容易造成教

師之間的競爭，應該以學校為單位，

有助於偏遠學校成員團隊合作與充實

專業之能。然而，林天佑（2012）提

出應培育適合到偏鄉教學的教師，以

提升教學品質。經濟的因素僅是表面

的師資穩定之現象，教育政策應針對

偏鄉師資做全盤考量，張繼寧（2010）

探究澳洲偏鄉師資的培育問題與對

策，也發現與台灣的偏鄉教育面臨相

同的問題，指出師資培育大學所培育

的師資生只熟稔都會地區的教育課

程，建議從師資培育大學開始著手，

制定偏鄉學校服務的專門課程。 

    四位新進的代理教師中，有兩位

教師年齡超過 40 歲的老師，她們分享

縱橫於山區偏遠學校服務的熱情與樂

趣，在各山區服務十年以上的老師，

平均在每一所學校擔任 4~6 年的導

師，最簡單的原因即是「教師是志

業」，把教師生涯視為人生的享受，並

且體驗當地生活；另外，筆者受到教

育大學的同學邀請，暫停研究所學

位，於二招通過進入偏鄉學校服務，

在就讀大學時，我們參與各項「課業

輔導」與「偏鄉服務」的活動與計畫，

例如：史懷哲計畫、到偏鄉學校「說

故事」、「永齡希望小學」課輔活動、

阿里山區「夏令營」活動等，在修習

教育學程時期，我們即接觸各項偏鄉

地區的教育，一方面熟悉弱勢的偏鄉

之教學與課程，一方面也在心中許下

了為偏鄉學生開啟一盞明燈的自我期

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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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學生「學習成就的提升」作為

教師是否有效教學之依據 

    筆者在偏鄉小學服務期間，學校

有一位資深的代課鐘點教師，這位教

師是學生們最喜愛的大哥哥、好朋

友，也是孩子們的心靈導師，不僅教

導孩子健康與體育、傳統原民藝術課

程，也參與孩子們的日常生活、陪伴

孩子成長，並分享製茶技巧與流程。

若教育政策以提升學生「學習成就」

為目標，實施「趨同性的教學與師資

標準」，將忽略了不同地區的特色，尤

其在偏鄉學校，除了學生的學習成就

之外，身為教師應當從孩子的生活教

育著手，發掘孩子的天賦，給予學生

多元的表演舞台。 

    賴少偉（2016）反思現在社會總

是以為偏鄉學生的成績落後，是因為

他們缺乏資源，然孩子需要的是真切

的關心和有效的教導；陳彥君（2017）

認為了解偏鄉孩子的需求，而不是一

味的要求提升學習成就，才是切合學

生人生所需。偏鄉學校的評鑑制度與

政策制定不應該以提升學生學習成就

作為教師是否有效教學之依據，故批

評偏鄉地區多新手教師，不諳教學與

班級經營之論調有所不妥。 

    不過，王淑俐、詹永名（2015）

與張瀞文（2015）同時以「偏鄉小學

需要怎麼樣的教師？」為主題，指出

光是理解孩子、具備熱情無法滿足偏

鄉孩子的需要。筆者認為「熱情」仍

是偏鄉教師主要的心理要素，在進入

師資培育大學即可接觸各種關於偏鄉

教育的「課程」與「社團」，並甄選出

具有偏鄉地區教育知能與態度之師資

生至偏鄉地區實習，透過相關師資培

育課程的修習，以及實際的教學的實

習課程，同時也達到對偏鄉學校教師

所需的「專業」期待。 

四、偏鄉師資問題之解決途徑 

    行政院在 2017 年 5 月通過「偏遠

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解決師資流

動率高與人力不足的問題，使偏鄉學

校教師聘用保持彈性，規定被分發到

偏鄉服務的公費生，與因偏鄉地區甄

選而取得教職者，需服務 6 年才可申

請調校，以保障學生的受教權，落實

教育機會均等與社會公平正義之精

神。甄曉蘭（2007）指出城鄉的教育

均等可以從三個層面進行探討，首先

是「教育的起點」，也就是每個人均等

入學的機會；其次是「教育的過程」，

包含師資、教學和經費各種資源；最

後是「教育的結果」，如學習成就與社

會地位。 

    教育機會均等與社會正義是弱勢

與偏鄉教育的主要議題，比如 Rawls

在《正義論》中以「差異原則」的資

源分配，作為合乎社會的公平與正義

依據，並促使「處境最不利的成員」，

例如：原住民、偏遠地區等獲得最大

利益，使他們得到更大的資源挹注及

社會資源分配；但是 Young 認為把正

義化約成資源的分配會忽略社會結構

與制度脈絡，就算把物質的分配擴充

到非物質（機會、自尊）的分配，也

將忽略這些非物質的分配是一種動態

的、具有社會功能的，所以他更強調

探討的是「壓迫」和「宰制」的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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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有「差異政治」意味；而 Sen 認

為社會公益之衡量，不能從所擁有的

資源和基本善來考慮，而是要看社會

成員是否真正有自由去追求自己認為

有價值的生活，所以他所講的「能

力」，是指潛在的功能運作（楊深坑，

2008）。透過觀察偏鄉師資的問題及論

述偏鄉師資之迷思，筆者透過探究教

育機會均等與社會正義之相關文獻，

提出建議的解決途徑如下： 

(一) 從師資培育大學的課程開始 

    不論是傳統教育大學的師範學院

或是一般大學的師資培育中心，規劃至

偏鄉地區服務的必修或選修的「理論」

課程與「實習」課程，尤其是處於鄉村

地區的師資培育中心，可以透過「繁星

計畫」、偏鄉地區「公費生」等升學方

案，甄選在地優秀的學子，藉由與偏鄉

學校的合作，亦有助於師資生對偏鄉學

生生活、文化脈絡的理解。 

(二) 開啟偏鄉地區的師資人才培訓 

    立法院的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於2016

年 6 月舉辦偏鄉教育公聽會，提出「偏

鄉教育法草案」，擬設置「偏鄉教師證」

（徐詠絮，2016）。偏鄉地區有些長期於

學校擔任非班級導師的代課、鐘點教

師，教授偏鄉地區在地的歷史、文化課

程，或者教導一些非考試科目的專長科

目，這些居住在當地的代課教師可以透

過暑期、假日或線上進修，一方面增加

教育的專業知能，一方面也可以使政府

建構偏鄉地區人才資料庫，為偏鄉地區

留下能長期待在學校的教師，保障學生

學習與受教權。 

(三) 甄選兼具熱情與專業的教師 

    在偏鄉服務的教師應該是充滿熱

忱？還是具備教育專業知能呢？若光

有熱情卻缺乏專業，無法在教學上引

導學生學習；只有專業但缺乏熱情，

也不能真正關切、體會偏鄉學生的問

題與困境。「教師是一種志業」，志業

即包含了「熱情」與「專業」。 

    師資培育大學以培育具有志業精

神的教師為目標，他們是追求真理的

科學家，不論是對課程內容或是學生

情況皆充滿了強烈的情感；對於教育

相關的一切對象富有同理心，了解「家

長」對孩子的期待、思考「學校」的

教育理念、理解「學生」的情緒與態

度；教師本身具有良好修養與素質、

穩定的情緒與挫折適應力，以達到心

理、生理和社會的健康，對於教育真、

善、美本質的追求，以抵禦外界各種

干擾與困惑。 

五、結語 

本文論述偏鄉師資的問題，包括

師資不足、教師流動率大；學校行政

公務繁忙、教師一人多用、超時兼課、

研習與進修不便；並根據在偏鄉服務

的經驗，指出現今社會視經濟的援助

為改善偏鄉教育的主要方法，以及以

學生學習成就的提升作為教師是否有

效教學之依據的迷思；最後，提出從

師資培育大學開始即進行偏鄉教育的

理論課程與實踐課程，培育兼具熱忱

與專業的教師，以留住偏鄉地區的教

育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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