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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教育部（2016）所界定的偏遠地

區學校除了依據地理位置、交通便利

性外，同時針對文化不利、生活不便

或經濟不佳者，保留了縣市政府因地

制宜的空間。這麼做的用意在於拉近

城鄉教育的差距，保障學習弱勢學生

的受教權，實踐教育機會均等。 

在文獻探討中，偏鄉小校常被提

及的困境有：學習條件不佳缺乏競爭

力、不利財政成本效益的計量、兼任

行政工作影響教學品質、教師流動率

高以及高齡化與少子化的衝擊（詹志

禹、吳璧純，2015；陳聖謨，2012；

蔡仁政、翁福元，2014）。然而其中直

接影響學生學習品質以師資為最重。 

二、蓄積偏鄉教育的生命力 

承前言所述，本文就師資此一面

向進行文獻探討與現場實務的觀察，

檢視偏鄉教育的困難，建議統整學校

優勢與人力資源，依據偏鄉學校之需

求與可用資源、支援加以活用，型塑

優質組織文化、制度，可行方向如下： 

(一) 塑造敬重行政專業的組織文化 

學校行政的主要目的在支援教學

活動順利進行，提升教師教學品質與

學生學習成效（蔡仁政、翁福元，

2014）。就其行政程序運作而言，包括

計畫、組織、溝通、協調及評鑑等，

繼續不斷之改善與運作（黃昆輝，

1989）。行政與教學應是在教育的目標

下相輔相成，行政人員該具備的能力

與特質，湯志民（2007）主張要堅持

行政專業，強調權責相稱的行政體

系，在彼此尊重中，產生更和諧的力

量朝向優質學校邁進。 

再從學校內部組織文化之型塑觀

之，陳幸仁（2013）透過微觀政治的

角度指出：校長的領導風格與校內利

益團體的衝突是形塑校內文化的關

鍵。又分析文獻可知小校的辦學優

勢，包括：凝聚共識，發展校本課程、

教育在地化，結合社區永續發展、成

員間互為主體性，平等對話、成員間

彼此關懷支持，防止科層異化、破除

升學迷思，關懷學生全人發展、校長

重視關懷倫理，延續小校生命力（陳

幸仁，2013；陳幸仁、王雅玄，2007；

歐用生，2010）。 

行政人員要盤點學校的優劣勢，

化解衝突創造優質，除了個人行政經

驗還需要豐厚的行政學養為後盾。因

為競逐權力多於民主合作，無法打造

優質學校；不知法規制度建立的意

義，不解行政運作的價值，就算有輪

動制度也不能解決行政荒的窘境。 

蔡仁政、翁福元（2014）提出回

歸行政專業和精進行政知能是中肯的

建議。行政不應有人做就好，要有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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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教育，要有持續的專業訓練，就算

做中學要學技術，也要充實行政學養。 

(二) 合宜的介聘制度創造活水源頭 

談到偏鄉教育的問題多會提到教

師流動率高影響教學品質，故「教師

留駐」成為了提升偏鄉教育品質的重

點（教育部，2017）。 

高富美（2014）認為偏鄉教師流

動率高的原因有：交通不便、沒有誘

因、教師進修不易、學童之家庭教養

功能薄弱、公私領域重疊生活單調。

除此之外，吃重的行政工作也常落在

新進教師身上，還有校園氣氛不佳，

或是部分教師以度假或待退的心態工

作，都是原因。 

到底偏鄉教師流動人數要多少，

才不會對教學品質造成不良影響？哪

些因素是教師高流動率的主因？關於

偏鄉教師流動此一議題，研究文獻不

多。詹志禹、吳璧純（2015）也指出：

在歐美和臺灣對於偏鄉教育創新發展

方向相似，頗為用力，但是在師資與

行政管理方面的制度設計，則較缺乏。 

所幸臺灣社會已關注到此一問

題，教育部《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

條例》草案，其中針對偏鄉學校教師

流動率高提出解決之道重點有三： 

1. 針對透過「公費生分發」或「專為

偏遠地區學校辦理之甄選」而進用

之初任教師，服務滿 6 年以上，才

能提出申請調動。 

 

2. 明定除置校長及必要之行政人力

外，教師員額編制應依教師授課節

數滿足學生學習節數定之，且由中

央主管機關補助超額薪給。 

3. 自願在原校留職停薪借調至偏遠地

區學校服務之教師，明定獎勵措施。 

以上可知，政府期待透過制度面減

少偏鄉學校教師流動率過高的問題。 

對於教育部正視問題並從制度面

改革，應持肯定態度，然而每個區域

的偏鄉小校都有其問題的普遍性與個

殊性。從社會制度論觀之，教育組織

的特性屬於弱技術環境和強制度環

境，容易造成組織結構的鬆散連結，

也就是說應付制度無法帶來學校組織

有效率的改變（謝卓君，2016）。地方

教育機關還應對教師流動率偏高的學

校進行了解與必要的協助，才能真正

解決問題。因為合乎人性的健全體制

才是改革成功的重點，強迫新進教師

留校 6 年並不能解決實質問題。 

(三) 整合人力資源延續小校生命力 

偏鄉學校所在地區多屬經濟發展

不利、地方資源匱乏，向地方籌募資

金不易。必須依賴政府補助以及校長

向民間團體募集，以支應學校各種學

習活動、教材教具與教學設備之開銷。 

為了確保偏鄉學童的學習權拉近

城鄉差距，學校大多採取免費課後照

顧、免費社團學習、免費戶外教育、

免費親子活動等方式，彌補家庭教育

功能不彰處，讓學童能夠專心課業並

保有多元學習、探索興趣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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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當前由政府進行的偏鄉教育計

畫種類繁多，甚為用心，詹志禹、吳

璧純（2015）將其共包含四大類、29

個計畫。政府鼓勵偏鄉學校依需要提

出申請，期待透過「積極性的差別待

遇」落實教育機會均等，讓文化不利

失能家庭受到扶助。 

政府投注於偏鄉教育的資源可謂豐

富，重點是學校端如何申請與運用，如

果這些教學支援與創新是由行政強力主

導，教師沒有共識，沒有自覺肩負的社

會責任，那麼一切努力容易人去政息。 

學校端需要行政與教學平等對話

達成共識，或是製造契機因勢利導，

盤點校內外可用師資，讓校內教師專

心於正式課程，行政人員再就校內師

資不足處申請計畫，如藝師駐校、延

聘社團教師或與民間團體透過「協力

治理」的方式辦理課後照顧、多元社

團、發展特色課程。 

學校若能透過校內外師資的盤點

與整合，應可確保偏鄉兒童的學習權

益和教師的教學品質。 

(四) 建立提升教師專業成長之機制 

留駐偏鄉的教師可以透過進修研

習與創新教學，成為學校穩健前進的

軸心。而且偏鄉教師更需要不斷學

習，因為相對於社區大多數家長，教

師是是社會經濟地位高於社區民眾的

知識菁英。家長甚少會監督教師的教

學成效或指正教師的疏漏處。教師更

需要透過同儕對話與進修研習進行反

思，才不會成為教學怠惰的傲慢者。 

然而，偏鄉地區交通不便，以舟

車勞頓的方式進修並不適宜，因此學

校建立資源整合系統，運用教師社群

互動機制提升專業，並鼓勵教師投入

有效教學（郭俊呈、侯雅雯，2017），

將會是比較可能的方式。 

教師的進修研習以及社群運作可

以依據學生的學習需求、教師的興

趣、主管機關對教師專業的要求進行

規劃，同時，偏鄉教師更應該對教育

社會學以及理解偏鄉教育的文化課程

與相關的社區體驗等有關偏鄉文化識

能有所關切，同時注意採用地方本位

教育模式，滿足學生的多元需求，師

資培育亦應加入此類課程(王慧蘭，

2017；洪萱芳、顏瓊芬、張妤萍、洪

韶君，2016）。 

因為教育社會學對教育公義和教

育機會均等此類議題長期關注，可以

訓練教師批判思考問題，思考偏鄉教

育內涵。楊巧玲(2016)亦主張：讓師資

生和教師對社會正義有所關懷、進行

思辯，察覺教學如何具倫理與政治意

涵，如何透過教學實踐分配正義，是

重要的。 

偏鄉學校教師可以共同討論出每

學期研習的基本時數與內容，透過社

群運作、遠距教學進行 e 化自主研習、

鄰近學校結盟研習等方式進行，而在

研習的內容尚須就偏鄉特有之問題與

需求，充實偏鄉文化識能之課程以及

教育社會學與偏鄉教育相關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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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語 

關於偏鄉教育的論述，王慧蘭

（2017）提出：「偏鄉的存在，不是待

解決的『問題』，而可能是資本主義國

家整體發展過度開發與剝削歷程中最

具野性和原始生命力的秘密花園。」

偏鄉教育要能開花結果，重點在於相

對穩定而優質的多元師資，若要將這

些師資發揮最大的教學效益，行政的

支援和整體規劃不可或缺。 

希望未來偏鄉教育的學校圖像是

行政與教學相互合作，教師除了教學

專業外，更具有偏鄉文化意識、重視

教育公義和教育機會均等，讓教育在

地化找出偏鄉教育旺盛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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