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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面對國際化競爭及少子化影響的

時代，如何提升偏鄉地區學校的教育

品質，是我國近年所關注的焦點。由

於臺灣偏鄉地區大部分位處交通不

便、文化刺激薄弱、人口較少及經濟

條件不佳等因素影響，學校發展條件

相對不良，不利於偏鄉教育整體發

展。受於前述因素的關係，長期造成

偏遠地區學校規模小、學生通學不

便、學生學習意願低及學生基本能力

不足等不利的教育現象，這種情形至

今仍未能有效改善(林天祐，2012)。面

對現今辦學環境不佳的情勢下，因

此，教育部為鼓勵偏鄉國民中小學塑

造學校新亮點，即推動偏鄉國民中小

學特色遊學實施計畫，以學校為中

心，連結校園周邊自然生態、人文、

觀光及社區資源，發展校本課程及遊

學路線，讓更多的人可以走進偏鄉，

發現在地美麗，藉以吸引更多學子就

讀。爰此，本文擬針對偏鄉教育問題、

特色遊學概念以及獲選 105 學年度教

育部偏鄉學校特色遊學的宜蘭縣三所

偏鄉小學，加上筆者服務之學校，分

別探討四所學校的特色發展面向。 

二、偏鄉學校現況問題 

根據教育部(2017)資料顯示，我國

因為受少子女化衝擊及部份小校整併

的影響，105 學年度全國國小校數共計

有 2,630 所。其中偏鄉國小校數計有

879 校，佔全國國小總數的 33.4％。另

外，105 學年學生人數在 100 人以下的

國小校數計 956 所(占 36.3%)。另外，

宜蘭縣的偏鄉國小有 13 所(全縣 77

所，占 16.9%)。學生數在 100 人以下，

則有 32 所，占 41.6%。根據林秀芬與

許振華(2014）觀察臺灣偏鄉社會與教

育問題的特徵有四類：第一，地理位

置偏遠與交通不便造成資訊傳播不易

和人員流動率過高；第二，各地文化

脈絡（包括族群、宗教和歷史背景等）

的特殊性，導致部分課程的內容與設

計並不適合當地；第三，人口不足造

成教育經費分配不足；第四，家庭社

經地位弱勢，無法支持足夠的學習資

源，甚至需要孩子分擔家計。陳聖謨

（2011）分析人口結構變化是偏鄉困

境最關鍵的因素，包括少子化、高齡

化、多元化（新台灣之子增多）等結

構性變化，造成經濟弱勢、城鄉落差、

學校規模不足、教育成本昇高、教育

經費不足，設備維護不易、師資供需

失衡、人力超額浮動、同儕互動機會

減少、文化刺激不足等問題。何黃欽

(2014)研究則發現「行政工作壓力負

擔」、「學校人力物力調度不易」、「親

師溝通不足」、「少子女化」及「社區

參與度」等五部分，是影響偏鄉學校

發展的阻礙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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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臺灣偏鄉教育現況，可知偏

鄉學校普遍學校規模小、班級數少，

在缺少同儕互動下，學生學習動機通

常較為薄弱。加上，偏鄉地區因地處

偏遠、交通不便、隔代教養比率較高，

學校及教師扮演偏鄉地區學生學習與

生活指導的關鍵角色，更是成就每個

偏鄉孩子學習的重要支柱。因此，均

衡城鄉發展，拉近都市與偏鄉學生學

習差距，強化偏鄉學校競爭力，讓每

個孩子都能獲得妥適的照顧，是政府

及學校單位亟需面對的課題。 

三、特色遊學概念與發展 

特色學校一詞係指，充分利用學

校及社區在地資源，結合在地產業文

化、文史工作室、民間業者等異業結

盟，設計有學習意義之課程，擴大學

校空間效益，融入產業文化、山川景

觀、自然生態、人文遺產等，兼顧教

育目標達成、學生潛能發揮、公平正

義維護、永續經營發展的原則，以提

供優質化、多元化、豐富化的課程發

展素材，發揮創意經營與實質效益，

以形塑特色學校品牌（教育部，2007、

林志成，2010）。 

    自2002年起，原臺北縣(現新北市)

首推「偏遠特色學校方案」發展偏遠

小校遊學成績斐然，從原住民文化、

漁村特色到民俗文化、自然生態，為

日漸凋零的偏遠國小注入生機。除了

推廣「茶鄉文化」的漁光國小，「螢火

蟲學校」三峽建安國小、「海洋學校」

貢寮和美國小、「天燈學校」平溪十分

國小等，各校特色類型多元而豐富。

教育部接著於 2007 年開始推動「國民

中小學活化校園空間暨發展特色學校

方案」計畫，評選全國 100 所特色學

校，推出特色遊學課程，全面帶動「旅

遊新概念；在地學習新主張」，為我國

教育體系帶來一股嶄新的風貌 (林志

成，2010)。另外，教育部在 104 學年

度更頒布偏鄉國民中小學特色遊學實

施計畫」，鼓勵偏鄉學校發展特色課程

規劃遊學路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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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絡當地經濟、促進

城鄉交流、擴展學生學習範圍及增強

學習刺激，以創新的精神，翻轉偏鄉

教育。 

    其實，偏鄉學校除了發揮教導學

生功能外，並具有充裕的校園使用空

間優勢，或是位於蘊含豐富自然環境

或文化資源的區域，建構足以發展特

色學校的條件。藉此，不僅可發展多

樣化的自然生態或人文特色，亦可引

入創新思維與連結校內外資源後，研

發具有在地特色的學校本位課程，吸

引外來學生及遊客前往遊學，對偏鄉

學校的學習環境、學習資源、文化刺

激及自我成長等面向均有正面助益。

唯有透過教育不斷的創新與實踐，找

出學校的優勢條件及校本課程發展的

核心價值，方可形塑學校辦學績效、

風格、特色及獨有品牌。因此，偏鄉

學校即使式微，並不代表其周邊資源

就不存在，也許在偏遠學校慢慢走入

裁併之際，也能轉型為「學校外的教

室」，永續生存共榮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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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偏鄉小學特色遊學〜宜蘭縣

的「原山海綠」 

教育部自 104 學年度首次實施偏

鄉特色遊學計畫，即有 14 所學校獲

選。期許偏鄉學校能開發校本課程與

有效實踐；透過師生與社區利用整體

規劃、協調及培訓方式，將課程及遊

程延伸至學校鄰近場域，以達到遊學

境教功能的互動經營模式。在 105 學

年度更是擴大辦理遴選了全國 30 所偏

鄉特色遊學學校。以下係就獲選教育

部 105 學年度偏鄉特色遊學的宜蘭縣

三所小學，計有湖山國小、武塔國小

及岳明國小，並且加入筆者所服務的

順安國小中山分校探討各校於特色遊

學的發展面向，思考偏鄉特色遊學如

何讓學校辦學更加精緻化。 

(一) 武塔國小：「原」鄉文化、部落找

樂趣 

位處南澳平原泰雅族武塔部落的

武塔國小，全校僅 33 人，是一所典型

的偏鄉原住民地區學校。該校設計「原

住民文化傳承」，推出兩大遊學課程，

一是泰雅部落巡禮與體驗，讓師生及

訪客能夠學習尊重不同文化；二是泰

雅獵人體驗行，透過獵人射箭、架設

陷阱的過程，培養環境永續概念。另

外，該校亦積極推動族語學習，以提

高對自我文化的認同感。原鄉地區一

草一木皆是寶，例如：藤編環、香蕉

飯、植物染布、瑞岩香米、獨木舟體

驗、南澳南溪溯溪及狩獵陷阱製作，

充分利用祖先的智慧，結合鄰近自然

及人文資源，引進社區力量研發在地

課程，發展出屬於原鄉的遊學主題。 

(二) 湖山國小：「山」水循環、生態漫

游行 

湖山國小推動偏鄉教育有成，已

多次獲得獲教育部補助特色遊學方

案，該校結合大自然生態及周邊產業

資源融入教學，課程設計統整各領域

教學。不僅帶領學生走出戶外，深入

瞭解自然環境，更可以強化學生的學

習能力，營造偏鄉校本特色課程。該

校位於員山鄉望龍埤及枕頭山旁，且

已申辦公辦公營實驗學校計畫。學校

周邊自然生態資源豐富，校方近年來

積極發展生態特色課程，結合社區周

邊觀光產業，安排學生生態導覽、越

野定向、陶藝製作、窯烤披薩等遊學

課程，邊玩邊學，培養孩子多元興趣

與能力。 

(三) 岳明國小：「海」洋體驗、濕地生

態 

以「海洋體驗、濕地生態」為主

題的岳明國小，將學習課程聚焦在海

洋教育。由於該校鄰近太平洋，規劃

牽罟、民俗信仰、衝浪、浮淺、獨木

舟、帆船等相關海洋教育或運動課

程，並帶領學生探訪豆腐岬的珊瑚產

卵及螃蟹生態等等，期許能夠加深孩

子認識海洋生態文化及環境保育的觀

念。另外，岳明國小是實驗教育三法

通過以來，全臺第一所公辦民營的學

校，學校課程發展以實驗教育為核

心，重視體驗學習，結合周邊環境，

培養學生親近社區、發現及解決問題

的能力。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7，6（9），頁 164-168 偏鄉教育與師資  主題評論 

第 167 頁 

(四) 順安國小中山分校：「綠」色饗

宴、茶香食農 

自然景觀及人文產業係為中山分

校課程的主要基礎，以戶外教育(單

車、路跑)、人文產業(紅茶、柚子、觀

光休閒)、共同課程(水墨畫、食農、國

際教育)等三項為主軸架構。雖然分校

是冬山鄉郊區的一所偏鄉學校，學生

數僅 50 人，但因為鄰近中山休閒農業

區及仁山植物園，具有豐富的自然人

文及地理環境優點；不但吸引部分學

生跨區到校就讀，加上開放式教育活

動是分校課程發展的目標，亦可以擴

大師生的山林知識和視野，以培養孩

子帶得走的能力。 

五、結語 

偏鄉學校如何運用校園周邊人文

或自然資源，發展特色主題課程方案

以標榜學校經營特色，的確是目前各

校辦學流行的思潮。然而，偏鄉學校

基於其獨特環境脈絡，是否應先著眼

於發展學校特色？課程經營重心是否

在於挖掘學校的潛在亮點，或開發迥

異於他校的獨特課程為目的？等等的

課題，值得關注(陳聖謨，2011)。林文

生（2009）認為特色學校的永續經營

不僅讓學校身為教育學子的場域，更

是社區的教育中心，透過課程教學，

結合在地特色，除富含教育意義外，

亦可活絡當地經濟發展，達到雙贏的

效果。例如：日本樫田小學也曾瀕臨

廢校的危機，因為遠離市區、交通不

便，加上人口高齡化與少子化的影

響，在 2002 年以前，學生曾經剩下不

到 30 人。但因為發展食農及生態教育

特色，提出開放學區的「特認制度實

施校」，成功營造日本具有「國內留學」

的特色學校(郭怡棻，2017)。其實，偏

鄉特色學校遊學提供絕佳的機會與場

所，結合在地社區資源與周邊景點，

提供學生豐富學習與體驗之機會，使

得教育場域不再僅限於教室，而有更

多親近大自然的機會。就前述宜蘭縣

特色學校而言，分別具有不同的地理

環境及人文背景：有原鄉文化的武

塔、自然生態的湖山、海洋特色的岳

明及食農教育的中山分校等等。相信

無論是偏鄉或市區學校，一定有其可

發展特色遊學的條件。偏鄉學校在面

對種種不利因素之下，如何創新突

破，仍需親師生及社區相互合作方能

有效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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