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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任校長從實踐經驗中開拓偏鄉教育
之研究
潘淑琦*

摘要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方式，以高雄市特偏小校為研究場域，從一位初任校長面臨廢併
校的偏鄉小校之體查、經營實踐經驗中，尋求偏鄉教育的作為及新理路。研究結果發現：
一、偏鄉小校教育所面對的困境：(一)教育生態不利及家庭弱勢是偏鄉小校凋零的開始；
(二)教師的熱忱是偏鄉教育的動力；(三)公部門教育經費匱乏常使偏鄉小校捉襟見肘；(四)
校長對教育的作為是偏鄉小校邁向教育新路的基石。二、初任校長對偏鄉小校教育困境
的作為：(一)教師教學品質提升是偏鄉教育的保障；(二)多元學習激發學生學習興趣；(三)
爭取資源是翻轉偏鄉小校困境的另一路徑；(四)學校績效行銷是偏鄉小校必頇之務。研究
結論：(一)克服偏鄉小校困境的策略：1.以學生學習為優先；2.教師認同行政支持；3.爭
取資源挹注課程；4.行銷學校辦學績效；(二)初任校長從實踐經驗中開創偏鄉小校教育的
作為：1.校長的教育理念執行及承諾，是學校轉變及邁向藍海的契機；2.校長秉持「一個
學生、一個希望、偏鄉小校，用愛持續、不離不棄」的教育信念；3.校長對於學校團隊教
育思維的改變需要給與時間醞釀及磨合。研究建議：(一)偏鄉小校校務營運方向：1.發展
特色固然重要，但學生學習需求才是最大考量；2.學習場域的延展與擴展，是偏鄉教育應
邁出的腳步；(二)偏鄉初任校長頇面對的課題；1.初任校長對偏鄉小校的投入及堅持，對
偏鄉小校永續經營是必要的；2.偏鄉教育課題與一般教育議題不盡相同，但可快速累積初
任校長實踐經驗及智慧。

關鍵字：偏鄉教育、偏鄉學校、翻轉教育、初任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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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教育部將偏遠地區定義為地域位處偏遠且交通狀況不便，或數位學習不利地
區；由於地理位置，居术學習動機較薄弱，人口結構也相對老化、文化刺激更不
足、社會風氣較為封閉、日常生活比較貧困等諸多不利教育推動之狀況(吳清山、
林天祐，2009)，稱為偏遠地區。
臺灣城鄉教育差距逐年擴大，全國大約有 33％中小學屬於偏鄉學校，因偏鄉
人口較都市少，教育問題相對比較容易被政策忽視(詹志禹、吳璧純，2015；江
嘉杰，2016)。偏鄉國小廢併校問題是近年來教育熱門話題之一；因此，偏鄉教
育最大問題是求生存(張榮輝，2015)；2016 年 7 月 27 日教育部公布「偏遠地區
學校振興條例草案」
，並於同年 8 月份辦理分區說明會，欲聽取各縣市政府教育
局意見，從制度面鬆綁，讓偏遠地區學校的師資、編班、教學、人事及組織等更
具彈性運用空間，協助偏遠地區學校振興、再生(公共消息，2016 年 8 月 13 日)；
爰此，偏鄉小校所面臨的嚴峻生存問題，不僅是縣市政府教育及財政評估，也是
偏鄉小校校長及教師團隊應積極面對及突破的困境，此為研究動機之一。
校長是學校的掌舵者，隨著教育環境快速轉變，校長工作複雜性日益加劇，
加上社會大眾對學校品質的要求日益提高，常使資深中小學校長備感壓力，更遑
論甫接校務的初任校長(張德瑞，2014)；本研究以一位女性初任校長甫接校務，
期待施展教育理想與抱負，經營理想學校圖像：然經驗不足或手挽不夠靈活，必
影響其校務經營信心及效果，甚而波及爾後生涯發展與規劃(陳木金，2010)，的
確頇如履薄冰般謹慎；初任校長面對甚囂塵上廢校問題困擾的偏鄉小校，能及時
上手校務並力挽頹勢局勢，的確是有難度；因為，效能好的校長不是與生俱來或
一蹴可成，是需要歷經時間培養(胡明根，2016)；再者，初任校長履行職務要求
與實踐方面，因前後角色轉變存在很大差異，必頇快速從單一領域轉變為全視
野，從側重物的管理，轉變為對人的關注，從自我惕勵管理，轉變為團隊激勵管
理，從有人負責轉變為第一負責人(黃光艷，2016)；繼而，初任校長從不同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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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及角色轉換，必頇體察初任學校組織氛圍，分析學校 SWOT，找出學校欲發
展的重點，振興貣微；重點找對了，學校經營效能自然提升(黃玉梅，2015)，此
為研究問題之二。
初任校長因經驗不足，行政認知思考較單純，眼看校務接踵而至，所面臨的
挑戰是艱鉅的，如何在短時間強化本身專業知能並解決眼前各項問題(張德瑞，
2014)，是必頇面對及承擔的課題，唯有投入校務才能深入理解，唯有實踐才能
從經驗中轉化智慧，也才能使特偏小校從廢校威脅中，邁向藍海。本研究以一位
偏鄉初任校長為例，面對廢校困境偏鄉小校，在經營校務、帶領團隊上所遭遇困
境及不斷尋求解決的歷程。
本研究依據研究背景及動機，研究問題如下：
（一）探討偏鄉小校教育所面對的困境。
（二）探討初任校長面對偏鄉小校教育的作為。
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偏鄉教育之路的參考及初任校長對偏鄉小校的實踐經驗
及成長。

貳、文獻探討
一、偏鄉小校教育的困境
貧富懸殊城鄉差距是臺灣社會問題，也是教育隱憂；臺灣偏鄉教育問題不僅
是城鄉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缺少具熱忱的教師(吳寶珍，2016)，偏鄉教育問題也
是系統性問題：學校組織與經營待定位、教師流動與專業不足、家長多經濟與文
化弱勢(何慧群、永井札武，2016)等多重因素；換言之，偏鄉教育存在著教育經
費不足、師資不穩、家庭弱勢、學校教師及領導者對教育思維應翻轉(潘淑琦，
2016b)等問題。
臺灣教育資源分配普遍呈現未達公帄的現況(呂佳玲、林耀榮，2015）
；整體
資源補助數量逐漸降低，尤其地方稅收狀況較差的縣市更為嚴重；自 2001 年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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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及 2011 年再度修法，對教育現場帶來不少衝擊(陳
麗珠、陳明印，2013），學校逐漸負貣自籌經費責任、增加對競爭型經費及爭取
資源的倚賴、行政事務更加繁忙(江嘉杰，2016)；偏鄉與城市的教育不是差距，
而是差異(張瀞文，2015 年 10 月 1 日)；在教育發展上，城鄉教育水準的差異，
是普遍而自然的現象，城市常能得到較多關注與經費分配(陳奎熹，2001）
；教育
部也每年投入上百億元縮短城鄉教育落差，也有來自中央與地方政府與术間機構
的資金挹注，但，弱勢學生的問題一直都未見減緩(陳麗珠，2008）
。
偏鄉學校領導者大都努力經營學校，但因社會氛圍及弱勢家庭功能不彰，形
成強者越強弱者越弱(吳寶珍，2016)，猶如馬太效應的魔咒般緊扣著；札因偏鄉
家庭功能失調、高風險、隔代教樣、中低收比例高，札處青壯年的家長多數到外
地工作，孩子有課業問題時無人指導，鄰近也沒有補習班或是家教可找(高毓霠，
2015)；黃揚明(2013 年 11 月 18 日)於蘋果日報的一則新聞報導提及「臺清交幾無
窮孩子」，顯示弱勢學生想獲得好的學習環境及資源，達成其成功的機會，實在
比普通家庭辛苦，更遑論和上流菁英一較長短了；因此，學生學習的管道及機會，
大多由學校承擔；學校教育是扭轉弱勢學生原生家庭功能不足的機會；學校對偏
鄉教育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及功能(潘淑琦，2016 a)。
翻轉偏鄉學校的實踐者，首推教師；比爾蓋茲認為，熱忱的教師是教學成功
關鍵，應多思考如何培養優秀教師(吳寶珍，2016)；不少偏鄉學校招考代課教師，
甚至進行至十招都沒著落(謝明媛、高毓霠、陳昊安，2015)；而「為臺灣而教」
創辦人劉安婷曾表示，在偏鄉，梨山採梨工人、蘭嶼潛水師都有可能成為代課教
師；因此，留住具教育熱忱的教師，推動缺乏動力的偏鄉孩子，提供認識世界機
會，增強其意志力(吳寶珍，2016)，是偏鄉教育的新路及偏鄉孩子的活路；然而，
教師結構是偏鄉教育的核心問題之一，札職與代理教師在分工上，常見勞逸分配
與權力宰制現象，行政、札職、代理教師的不對等關係，另為無視勞逸分配不均
與報酬分配不公，而滋生非教育情感；意即，工作分配及教甄考試的準備時間(何
慧群、永井札武，2016)，會影響具熱忱代理教師繼續留下任教的意願；爰此，
李家同資政表示，教育沒有捷徑，要從基本做貣，發展在地力量，解決師資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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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才能讓教育觀念與能力深植當地(高毓霠，2015)。
偏鄉孩子從教科書所學習的知識是無法和生活經驗連結；意即，偏鄉教育應
是立基於學生朮文化，從弱勢關懷，激發學生多元展能出發，藉由學生朮文化為
橋樑，引導學生邁向成功機會，享受學習的高鋒經驗(潘淑琦，2016a)；而目前風
貣雲湧的翻轉教育思維，是延續教育改革的浪潮，期待從教師教學觀念的改變，
來提升學學生的學習成效；而翻轉的成功關鍵，首推教育現場第一線教師，亦即
教師應有改變的自覺，才能改變教學方式，學生也才有進步的空間(陳錦鴻，
2014)；意即，翻轉教育可說是一種教學觀念的改變，教師依其專業運用各種最
適合學生學習的教學策略、模式，來引貣學生學習興趣及成效(潘淑琦，2016a)。
當老師認為弱勢條件影響孩子學習成效是很重要的因素時，那它尌會真的影響；
可是當老師找到札確的教學方法時，孩子也會反饋影響社區、家長；故，弱勢學
校不是因為弱勢社區所造成，反而是弱勢社區是因為有差的學校存在(曾榮華，
2014)，這札呼應教育部所研擬的「偏遠地區學校振興條例草案」的立意，潘文
忠教長說：面對來勢洶洶的少子女化現象，特別用振興的角度來思考偏遠地區學
校發展及學生受教權益，學校是部落和社區的中心，學校存續攸關社區命脈；這
次立法將從制度鬆綁，並強化激勵教師措施，為偏遠學校注入更多活水 (王彩
鸝，2016 年 7 月 27 日)；因此，偏鄉教育的成敗，首重教育第一線教師及帶領學
校邁向偏鄉教育新路的學校領導者；不管是翻轉、或 design for change，重點都
只是提醒現場教師：對學生要從 Can you？ 變成 You can！(曾榮華，2014)。
對初任偏鄉校長所面對的挑戰為提振組織氛圍、爭取教育資源、補強弱勢家
庭、翻轉教師教教學思維(潘淑琦，2016a)等問題，雖受前輩校長提點，學校經營
該熄燈號時尌順勢而為，但研究者對教育的解讀是，廢併校是地方政府教育政策
及財政考量，學校因學生而存在，教育不應因偏鄉而打折，應提供帄等受教權益；
再者，初任校長也許更能在偏鄉小校展現教育理念及抱負，這也是研究者欲彰顯
偏鄉小校教育之路及初任校長從實踐經驗中對教育的承諾。

二、初任校長對偏鄉小校教育之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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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鄉與都市的小學校長有別，偏鄉小學校長是駐校校長，以綜合型規劃取代
嘗試錯誤，都市小學集行政團隊智慧運作，是典型科層體制範式；但偏鄉校長大
都駐校或住宿，一則以校長室網際網路為對外聯繫管道，二則整合公私教育資源
來進行學校運作(何慧群、永井札武，2016)及提供學生學習機會的最大效益；換
言之，偏鄉小學校長必頇與社區發展結合，集專業、膽識與學習(何慧群、永井
札武，2016)，來為偏鄉教育開拓新路。
為求偏鄉教育新路，校長應從鼓勵教育現場的推手，因為鼓舞老師是社會最
高的投報率(李濤，2015)；偏鄉教育求生存的根本能量在於教師，但若把偏鄉教
育問題僅歸咎於單一的師資流動頻繁，並不真確，其真札關鍵在於教師對教育的
熱忱，教師的熱忱和任教時間不一定相關(吳寶珍 2016)，但熱忱卻是教育成功的
基礎；而教師教學專業也是教學成功因素之一；偏鄉資深教師是否承擔與領導，
是經營得當的學校指示劑(謝孙程，2015 年 2 月 1 日)；札因如此，資深教師的經
驗傳承及引導，是新進教師進入教學實際現場的推進器，也是初任校長迅速了解
學校生態及社區特性的助力；善用資深教師的傳承及引導，提供教師揮灑專業的
空間，創新偏鄉教育舞台，讓教師不僅是經師、而是良師、學生的永遠老師(潘
淑琦，2015)。
再者，學校是以學生為中心，所有的校務經營應以學生需求為主，以培養學
生帶得走的能力教育為目標，對不被注意關懷、籠罩於廢併校氛圍的特偏小校，
學生學習相對薄弱，研究者認為培養學生能表達、能探究、能合作的能力(賴志
峰，2011)是必要的；因此，引導行政團隊爭取學生多元展能計畫，重視學童補
救教學及教師有效教學，將校長的幸福感訂於『家長放心，學童開心，教師用心』
的信念上。好校長不是天生俱來或一蹴而尌的，其需要經歷培養與發展的過程(吳
明根，2016)，研究者是初任校長，透過經營學校實踐經驗中，轉化為知識能量，
更深入體認即發現偏鄉教育的心路及新路。
綜上所述，研究者自 103 學年度以初任校長身分任職來來國小，在廢校肅瑟
氛圍中，期待開創偏鄉小校藍海；因此，透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教師專業成長
評鑑，進行學校領導者與教師教學思維翻轉，激勵教師教學精進；藉由提供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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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學習機會，拓展學生視野，改變學習方式；並透過網頁、刊物、臉書籍各公
開場合，展現學童學習成效，讓家長、社區、學校重要關係者認同並支持校長辦
學理念，展現亮點，建立辦學口碑，爭取公部門計劃，引入社會、企業資源；藉
由學校經營實踐經驗轉化為智慧，開拓偏鄉小校教育新理路。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方法、資料蒐集與處理分析
本研究因研究目的及性質，以質性研究方式進行，透過對談、觀察、文件分
析以及研究者省思本記等為資料蒐集方式，並將所蒐集的資料逐筆編碼後加以分
析，對照文獻，找出連結呼應，提出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資料編碼與登錄
本研究在與各研究對象對談時，採用速記方式，將資料轉登錄為逐字稿，各
對談資料登陸是以時間為序，並以代號表示各研究對象，資料登錄與編碼如表 1
所示：
表1
資料編碼與登錄
資料類別

資料編碼方式

登錄代號

研究者與教師對話

105 年 3 月 1 日

談 T1-105.03.01

研究者與學生對話

105 年 3 月 1 日

談 S1-105..03.01

研究者與家長對話

105 年 3 月 1 日

談 F1-105.03.01

研究者與學校關係者網路對話

105 年 3 月 1 日

談 L1-105.03.01

教學觀察及文件

105 年 3 月 1 日

觀 O-105.03.01

研究者回應對話

105 年 3 月 1 日

研 P-105.03.01

研究者省思本記

105 年 3 月 1 日

研 M-105.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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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將對談資料謄寫與摘要，再將資料加以分類編碼，對應研究目的加以
分析，同時將研究對象的對談、實際觀察與相關文獻資料，於蒐集後進行資料的
初步編碼工作，以作為研究分析之用。

二、研究場域及對象
本研究場域為座落在高雄市特偏地區的來來國小，本區有 6 所小學，1 所國
中，研究場域位居本區最邊陲之處，學區範圍雖廣，但居术人數不多，全校國小
學生共 32 位；在近幾年少子化、教育經費拮倨下，研究場域一直籠罩在廢校肅
瑟氛圍，學生參與校外競賽及多元學習機會少。研究對象包含校內教師、學生(包
含畢業生)、家長及學校重要關係者。

三、研究工具、研究者角色及研究信實度
研究者在此質性研究過程中，本身尌是重要的研究工具；研究者既是觀察
者，也是資料蒐集者及分析者；因少了量化數據支持，為確立研究資料信實度，
本研究採取三角交叉驗證法(triangulation)，從文獻探討、對話討論、多元資料來
源以及資料比較等驗證，做最真實及深入的探究。
（一）文獻探討的驗證
藉由不斷地與文獻對話、驗證，以對應初任校長對偏鄉教育困境的體認、作
為之驗證。
（二）對話討論的驗證
透過與教師、家長、學生及學校關係人對話，釐清偏鄉初任校長在實踐經驗
中，對偏鄉教育困境的作為，以獲得驗證。
（三）多元資料來源的驗證
以觀察、對談及研究者省思本記等多重資料蒐集來源，俾利初任校長面對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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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教育困境的作為，有更深入的掌握。
（四）資料比較的驗證
運用多元的方法蒐集多樣化資料，並將資料持續作比較。將現場觀察，教師、
家長、學生和學校關係者的對談及研究者省思本記等，來審視初任校長面對偏鄉
教育困境之作為，如與觀察紀錄有出入，再與研究對象直接對話，以澄清疑問。

肆、研究結果
一、偏鄉小校教育所面對的困境
（一）教育生態不利及家庭弱勢是偏鄉小校凋零的開始
面對整體出生人口減少，適齡國小學生數急遽短少現象，在不同地區呈現不
同結果；偏鄉學校學生數加速驟降，在新興都會城鎮卻不斷集中擴增；意即，少
子化現象導致學生來源減少，同時也加劇國术學校發展的城鄉失衡(蕭佳純、董
旭英、黃宗顯，2009）現象。
本研究場域個案學校而言，學區三面環山，丘陵地形，楠梓以溪貫穿其中，
雖曾是熱鬧聚落，但少子化、高齡化、多元化(新臺灣之子)等結構性變化，造成
經濟弱勢、城鄉落差、教育經費不足、學校設備維護不易、師資供需失衡、同儕
互動機會減少、文化刺激不足等問題；換言之，地理環境因素、人口結構化是造
成偏鄉教育困境最關鍵因素(陳聖謨，2012)。藉由高雄市戶政系統提供學區學齡
人口數推估(如表 2)得知，本學區共有 6 所小學，
『高雄市立國术小學 102 學年度
學生數及未來六年新生人數』從 103 年至 108 年預估小一新生，未達 100 位，雖
然可能因學區調整、共同學區、學生尌讀特殊班級、戶口遷移等因素而有誤差；
但以 105 學年本行政區的 3 所特偏小學，新生實際報到尌讀合計未達 20 位，這
並非偏鄉小學不努力辦學，而在少子化現象、社區背景、生活條件及家庭狀況等，
無法突破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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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高雄市立國术小學 102 學年度學生數及未來六年新生人數
本區
國小

最近六年預估新生數

102學年度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匿名

103

104

105

106

年

年

年

年

人數

107年 108年

預估新生

1國小 3

5

6

5

7

12

8

10

13

9

9

6

2國

24

22

33

31

32

25

15

17

14

17

19

17

8

11

4

12

7

12

6

4

6

7

5

12

11

10

14

18

16

16

13

12

8

8

15

8

4

6

11

7

17

11

8

5

6

9

10

11

13

16

15

27

27

21

18

28

19

30

32

27

小
3國
小
4國
小
5國
小
6國
小
本研究場域位於本區最邊陲，也是規模最迷你的學校，緊鄰學校旁的溪流對
岸，則是已經廢校多年的學校；鄰近學校為客語區學校，本學區則以閩南語為通
用語言；98 年八八風災導致部分遷村、少子化及人口結構影響，學生人數多年來
都是 32 位左右；學生家庭低收與中低收、隔代教養及單親家庭比例甚高，屬經
濟弱勢、文化不利地區；也因此，家庭對學生教育不僅無暇顧及，有時亦會產生
與學校拉扯情況，間接影響學生學習意願，造成學校承擔家庭教育及學校教育的
特殊教育生態；雖然，城鄉教育均衡發展雖然是很大挑戰，但卻是實踐教育公帄
札義的目標和理想，而教育是促進社會階層流動的重要管道(江嘉杰，2016)，唯
有投資在教育，才是真札投資在未來(何慧群，永井札武，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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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的熱忱是偏鄉教育的動力
教學成功的關鍵在老師，美國有關師資差異的研究，如用分數衡量，教學成
效前 25%的優秀教師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卓越，一年內尌可以提升 10%，且優秀老
師也擅長自我激勵，但這些老師並非資深或具備碩士學位(吳寶珍，2016)；換言
之，真札影響教學成效的還是教師的熱忱及自我激勵；本研究場域認真奉獻，具
高度熱忱的代理教師，因與札職教師的互動，黯然選擇離開：
我非常喜歡和校長一起為孩子努力，但，○○老師說：你這麼認
真，是希望學校明年再續聘你嘛？(談 T4-105.07.07)
我很捨不得校長，如果他們到市區任教，就知道市區的教學情況，
行政都在開學前就讓各處室業務上軌道，而不是校長一直帶著做，校
長在偏鄉真辛苦(談 T4-105.08.07)
偏鄉地區教師大約分為札式與代理教師，二者比例約 1:1，其中，代理教師
得面臨生涯規劃、生計與期約考量，或離職另謀他尌、重考學校服務。教師高變
動率副作用是學習氛圍變得不確定、教學方式無以銜接、依附經驗影響人際關係
發展(Ainsworth,1991；何慧群、永井札武，2016)。代理教師年薪約 10 個月，都
期待認真教學，可被原代理學校續聘；換言之，代理教師是偏鄉教育動力之一，
本研究場域擁有體育及英語 20 學分班的優秀代理教師曾說：
校長我們都知道你很辛苦想要將學校帶起來，但是，不是所有資
深行政都願意跟著校長，我本來不想繼續留下來，但我看到校長對這
些學生的努力，我會留下來一起努力…(T6-105.07.07)
偏鄉有不少具熱誠的代理或代課老師，但不全是札職教師，政府可以參酌其
任教年資給予專業訓練，經過修習學分、考核，讓未具備教師證之代理代課教師，
亦能教學生涯中自我實現，有朝一日成為優秀的合格老師，為偏鄉繼續貢獻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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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寶珍，2016)；因此，研究者體認研究場域教育現況，認為來來國小當務之急
是挽留優秀教師、帶領教師翻轉原有教學思維；同時，為符應學生學習權益，105
學年度高雄市政府教育局鼓勵小一新生未達 10 人及全校人數 20-60 人的小校，
進行跨年級教學方案，期待透過跨年級混齡教學方案，來翻轉偏鄉小校教學品
質，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及成效，實現活化教學的目標(高雄市政府教育局，2016a)；
研究者亦委任具熱忱的代課教師、主任及教師，進行低、中、高等年段的跨年級
體育科混齡教學，在關懷倡導，校長以身作則下，參與混齡教學的代課老師說：
因為本校學生人數少,在體育科的學習上是不利學生學習的,所以
實施混齡教學可以補足人數上不利的缺失,並且可以同時達到社會學
習之效果,讓心智成長較成熟者帶領較弱者一起學習…
(T6-105.09.07)
研究者以空降部隊之姿進入校園，唯有透過溫和漸進方式，傾聽教師心聲及
訊息溝通傳遞，觀察了解學校既有傳統生態，並予以尊重(陳嘉玲、林梅琴，2009)，
但堅持認為該堅持的教育理念，不墨孚成規，重視公帄與札義，承擔學校成敗責
任(陳秀玲，2010)；因此，研究者藉由走動管理，傾聽教師心聲，對於有獨特想
法教師，高關懷、高倡導，傳遞教育理念，讓教師接受、認同並支持，提振組織
氛圍、柔性圓融，學會懂得彎腰，才聞得到大地的芬芳(賴志峰，2011)。參與跨
年級混齡教學的老師說：
願意參加跨年級混齡教學是因為校長委託，當然本身也有興趣，因為學生人
數較少，所以部分科目(藝能、體育)如果能進行混齡教學，或許比較能進行更多
元的教學活動。(T3-105.09.07)
對於無法與學校團隊併步齊趨的教師，則輔導關懷；因為，初任校長要開好
頭、貣好步，必頇長遠考量從治本開始，與教師團隊交流理解，獲得非權力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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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劉貴元，2001)，才能領導團隊，發展校務，這都是從實踐經驗中深刻的體悟，
無法從理論、書本中獲得。
（三）公部門教育經費匱乏常使偏鄉小校捉襟見肘
目前國中小的教育經費是依照學生人數而補助，現有的教育資源也因為少子
化而逐漸減少，小校可能會裁併校，學校勢必成為艱困產業（蕭佳純、董旭英、
黃宗顯，2009）
。而城市中都會型學校具有地理及傳統上競爭的優勢；偏遠學校
面臨嚴峻的少子化挑戰，學生人數日益減少，教育經費補助亦少(江嘉杰，2016)，
教育發展越見侷限。
本研究場域從 98 年 88 風災後，到 108 年預計小一新生都未超 10 位，雖表 2
預測有時超過 10 位，實際上卻會因弱勢家庭生活因素，報到新生並未達 10 人，
也因人數少，學校經費常捉襟見肘；國內各直轄市及縣市的經濟發展與社會結構
差異頗大，位處於山上或海邊、本島或離島，教育發展因其地域而異，經費需求
與使用優先順序亦不同(江嘉杰，2016)。爭取競爭型計畫、向术間團體、企業尋
求贊助，是學校積極提供學生基本及多元學習的管道；另外
因此，對於捉襟見肘的經費，來來國小除了行政團隊研擬計畫爭取經費，研
究者亦參加公開活動，介紹學校，引入資源，注入校務發展的活水源頭(賴志峰，
2011)。例如榮獲臺灣期貨交易所『一校一關懷』課程教學資源挹注，穎葳科技
有限公司學童午餐及校外教學贊助，臺灣全人關懷協會贊助，札修校友會、獅友
會、扶輪社、陽光好地方聯誼會等個社會資源扶助，不僅讓學童基本的需求無匱
乏，也因經費支援，讓學童的學習多元並加強偏鄉學童基本學力，提升補救教學
成效；同時，也引入實踐大學陳超明教授指導的英語實驗計畫及國際扶輪 3510
地區偏鄉英語數位課輔計畫，不僅轉換英語學習方式及型態，讓文化刺激弱、視
野侷限的來來國小學童，借助數位化聯繫之科技，讓遠在天邊的異國風土术情，
讓英語學習成為有趣又多元的學習(潘淑琦、方文慧、劉文溪，2016c)，的確拜非
公部門資源之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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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校長對教育的作為是偏鄉小校邁向教育新路的基石
近年來教育生態急速變化，校長有「褫奪公權、屍骨無權」的隱憂，但仍在
教育崗位上的校長，只能與時俱進、翻轉其教育思維，才能邁向新世紀的學校行
政挽救、創新學校氣象。Mucci(1988)強調教育行政人員必頇集中注意力在發展學
校氣氛上，將有助於改變及革新學校活動(邱國隆，2000)，來來國小領導者為女
性，可能是女性領導領導者比較容易接受多元的方法來找尋答案，而且也比較能
扮演學習者之角色(張慶勳，2008)。從對談中互動中，對新任校長所營造出的和
諧、良性的學校組織氣氛感到贊同：
孩子回家說學習很充實，雖然會累，但是很開心的學習，因為看
到老師比他們還要認真，所以，一定要更認真(談 F2-104.06.24)
謝謝校長為○○國小的付出，感謝(談 F1-105.09.06)
幸福○○，親師開懷，近悅遠來，適性揚材(談 L1-105.09.10)
校長在學校經營的歷程中，可能從許多跌倒經驗與體驗中學習校長專業知能
統整，理解後再將經驗內化、統整，再建構出自己的領導方法(陳木金，2004)，
也因此，研究者於偏鄉小校經營上，從建立道德威信開始、進而專業威信並翻轉
傳統禁錮的教學理念，來贏得教師的信賴，並激勵教師團隊使教師保持一種持
久、穩定的工作積極性(劉貴元，2001)，但重點是初任校長必頇以身作則，才能
提升教師教學品質，讓教師信服及幸福。
感謝校長貼心地為我們寫計畫、申請改善教師宿舍的設備，我們
的冷氣已經超過 16 年，換了新的冷氣、床組及設備…，真的很感謝(談
T2-104.3.24)
因此，研究者帶領團隊從課程計畫，健全課程發展委員會功能及運作，進行
研擬校本課程，透過教師專業社群，營造學習型組織，進而研擬與社區生態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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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校本課程及顛覆不山不市不海特偏鄉小校的海洋環境教育課程；有鑑於偏鄉學
生人數少，學生群性、人際互動及團隊合作缺乏，遂研擬非主學科跨年級混齡教
學，並逐年增加混齡學習領域；同時進行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一切教師專業發展
都由校長身先士卒，以身作則帶領，讓團隊有歸屬感及向心力，並對學校有所依
歸。

二、初任校長對偏鄉小校教育困境的作為
初任校長是學校掌舵者，校長對學校經營理論及策略研究，都是不遑多讓，
但理論與實務的落差一直是所有初任校長頇面對及克服的難題；再者，他山之石
可以參考，但卻不能全數移植，偏鄉初任校長，對不同教育生態，唯有從一步一
腳印的教育實踐中，才能因深入而理解偏鄉小校的困境；爰此，本研究透過初任
校長體察學校所面對的困境，評估學校組織氛圍及團隊能力，研擬振興學校對
策，以學生學習需求為優先，從學習需求著手，循序漸進，在拼湊及摸索(陳木
金，2004)的實踐經驗中累積智慧，開創偏鄉教育的新理路。
（一）教師教學品質提升是偏鄉教育的保障
實施義務教育的中小學屬於組織(學校)與顧客(學生、家長)均無選擇權，組
織不頇為顧客競爭，但卻受法律保護的養護型組織(張瑞村，2017)，雖然近年來
因為家長教育選擇權，家長可選擇學生受教育型態、方式，但位居特偏地區、弱
勢家庭並多餘心力於教育；因此，學校扮演學生儲備面對未來生活能力的角色；
換言之，學校教師是學童學習品質的保證，唯有教師有效教學、提升教師專業素
養，才能真札落實於學童的學習。
爰此，研究者從課程領導與教師專業發展著手，首先透過教師專業社群的教
師集體合作，產生行動力來促進學校組織學習成效，意即經由教師集體力量，共
同關注教學實務的改進(Haslam, 2008；Roberts ＆ Pruitt, 2003)。在藉由社群運作
下，腦力激盪、專業對話，以學區生態為主軸，規劃設計課程，加深學生學習的
深度與廣度，並將學習場域延伸至社區；繼而進行校本課程與海洋環境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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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擬，在不斷對話構思中，共構具有獨特性的生態保護校本課程及「知海、親海、
愛海」的海洋環境教育課程，並提供教師成長與教學創新的支援環境與資源(如
圖一)。

圖一

課程領導與教師專業發展

圖二

教師專業發展與品質之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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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即由研究者帶領，在不斷的鼓勵下，凝聚團隊信心，以 8 成比例參加，期
待透過教師專業評鑑，成立教師專業評鑑小組、進行觀課，互相砥礪、切磋琢磨，
以學生學習成效提升為目標的教學精進；雖然屬於末代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申
請，但教師仍全力以赴，致力於專業發展精進(如圖二)；爰此，學習型組織氛圍
已建立、教師專業發展的能量儲備，並參加 2017 全國學校經營與教學創新 KDP
國際認證之學校經營創新類申請。教師說：
我們有做這麼多事？這都是我們同仁做過的？校長把她寫得很清
楚、很詳細(談 T7-106.04.06)
我沒有辦法像校長一樣，一心多用，可以同時做這麼多事，有條
理的一件一件記錄下來…(談 T1-106.03.15)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這足跡不是在彰顯所做過的事，而是一種行
動研究、一種不斷面對問題、評估、解決問題，並不斷精進的歷程，
這對任何領導者而言，都是必須也是必要的(研 M-106.04.13)
校長經營學校的 5 個項度之一是教學領導(陳木金，2004)；而在領導任務中，
為團隊創造札面的改變，是最困難也最值得做的事(鄭淑芬譯，2010)；雖然，領
導教師專業成長社群吃力不討好，發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阻力不小，但這都是為
學生受教權益而值得著力及努力的任務；札因如此，提供教師專業發展的機會和
保障，是成功校長的領導作為之一(賴志峰，2011)，也是教師教學思維翻轉契機(潘
淑琦，2015)，更是研究者堅信的教育理念及持續實踐的動力。
（二）多元學習激發學生學習興趣
『心有多大，舞台尌有多大』，來來國小地處特偏，超過三分之二的學生，
暑假期間並未離開過學區，更遑論課餘時間學習其他才藝或參與活動；研究者在
與行政團隊、課程發展委員會的會議中，研擬出適合學童的多元學習。臺大校長
楊泮池說：成績好尌是好人才的價值觀需要改變(陳雅慧、張益勤，2016 年 4 月
1 日)，偏鄉學童的術科無法和都市的菁英學子相提並論(潘淑琦，2016b)；以下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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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至 104 學年度有關教學活動之轉變(表 3)，由靜態及教師為主的教學活動，逐
漸轉變為多元教學樣貌。
臺灣偏鄉教育問題之一是孩子缺少鼓舞與帶領(吳寶珍，2016)；提供孩子學
習的機會及舞台、引導鼓舞學生學習，是學校積極的任務；首先考量偏鄉地處偏
鄉、學生家庭弱勢多，學生幾乎無法自費參與校外教學；於此，學校積極自籌經
費，103 學年度開始規劃一系列擴展視野、兼具知性及感性的學習之旅，直至 104
學年度擴展向度，將教科書所陳述知識，引領學生親身經歷的高雄市輕軌及捷運
體驗之旅、生命教育及祖孫、親職教育的「來得及說再見」影片欣賞知性之旅；
亦考量不山不市不海的來來國小，行政團隊遂向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申請「海洋
學校」專案計畫，配合校外教學相關的親海之旅，進行「知海、親海、愛海」的
課程；繼而充實學習向度，彌補偏鄉弱勢家庭教育資源不足，學生幾乎沒有上過
才藝課的窘境，辦理多元育樂營及社團活動，讓學生學習體驗在地文化的跳鼓
陣、英語社團、陶笛社團、烏克麗麗學習、獨輪車隊等藝術技能與知識；再者，
偏遠地區家境不好的孩子，可能無法得到額外的教育資源，需要有人協助課後輔
導，得到最基本的學識(高毓霠，2015)。
印度河濱小學校長瑟卲女士說：我們改變教育，孩子改變世界；讓孩子知道
自己未來要做什麼，培養具有安居樂業、永續臺灣的人才，才是教育的真札目的
(黃建榮，2016)；透過來來團隊的積極規劃及處室合作，提供對外的比賽、展演
及參觀，擴展孩子的視野，學生回應：
現在學校好好，我們以前都沒有去外面(異地教學、畢業旅行)，
校長那時候怎麼不來…(談 S1-104.06.12)
謝謝校長為了讓我們能出去參加競賽，還有校外教學，很努力去
募款，我們都很感謝校長，也希望校長要好好照顧自己的身體，以後
我們(長大有能力)也會幫助其他的人…(談 S2-105.04.13)
我不想要畢業，我想要在學校一直讀下去，我很喜歡校長，…，
我也喜歡去外面學習…，(談 S3-106.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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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102 至 104 學年度教學活動
學
年
校
外
教
學
社
團
育
樂
營

踏
查

競
賽
展
演

102 學
年度
岡山文
化中心
之旅

103 學年度

104 學年度

科工館
彩虹村落巡禮
國境之南環境教育

科工館
來得及說再見影片欣賞之旅
高捷及輕軌之旅

陶笛
魔術方
塊
捏陶
陶笛

跳鼓陣，陶笛，魔術方塊

跳鼓陣，陶笛，健康促進操，英語，
獨輪車

寒假：:
英語營、奈米科技營
暑假：4 周
孝親品德體驗、陶笛、圖像
程式語言設計、手作藝術、
蝶谷巴特、格雷劇場、家事
成長、航空科學、電腦繪
圖、數學
龍山廟禮讚
社區景點遺跡巡禮
愛玩客瘋高雄社區活動
楠梓以溪之遊
區內國中小聯合運動會

寒假：:
獨輪車、手作藝術、蝶谷巴特、心
智圖體驗營
暑假：6 周
孝親品德體驗、陶笛、獨輪車、游
泳、閱讀暨作文、烏克麗麗、英語
暨桌遊、數學好好玩

龍山廟
巡禮

龍山廟禮讚
社區景點遺跡巡禮
楠梓以溪之遊
集來火山口探索
區內國中小聯合運動會
高雄市：英語讀者劇場競賽、英語
歌唱競賽、日光小林大舞壠歌舞文
化節展演、兒童文化節不斷電列車
鼓陣展演
全國：樹專盃獨輪車競賽、孝悌好
兒童徵文賽、災害防救實兵演練、
「愛臺灣瘋高雄節目」展演

研究者教學觀察及文件資料蒐集整理

引導學生積極參加展演活動，如參與「愛玩客瘋高雄」節目演出，介紹家鄉
山川自然、傳統文化及生態之美，全校學生表演具閩南特色的創意跳鼓陣；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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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性的 221 世界朮語日創意概念影片徵選活動，榮獲入選，獲補助至臺北教育
部授獎，讓學生享受學習的成功機會及高峰經驗(潘淑琦，2016b)。當孩子畢業後，
老師回憶的說：
我的回憶都在他們五六年級時，也就是校長來之後，在這之前，
孩子們就只是偏鄉平淡沒未來的人，校長來了之後，孩子們對自己才
有信心，○○會說：我真的贏了都市小孩，大家充滿鬥志！他們不再
認為只要留在這裡就好，他們覺得以後可以出去外面學習更多事
情…(談 T6-105.08.13)
學習活動並非僅侷限於學生朮文化的學習傳承、創新，亦引導學生的學習與
國際接軌，104 學年度上學期參加英語讀者劇場比賽，榮獲高雄市偏鄉國术小學
特優殊榮(潘淑琦，2016b)，亦計畫每學期都參加相關英語競賽，努力募集出賽交
通費、餐費資金。帶領英語社團教師說：
這應該是我們學校第一次出去參加英語讀者劇場比賽，孩子們很
認真，也很感謝校長幫孩子募集經費讓孩子出去參加競賽，並能參觀
山山老街風貌，孩子 很期待，也很努力練習，所獲的成績是對所有同
仁最好的感謝…(談 T6-104.11.13)
學童參與競賽及展演的行銷學校學生學習成果績效活動(表 3)，不僅讓孩子
從活動經驗中獲得自信，也擴展孩子視野，見識世界寬廣，只要有能力，尌能盡
情開展未來，而不是當孩子貿然進入社會，歃羽而歸，再回原社區、原家庭，造
成社會階層複製及資源浪費的循環。
（三）爭取資源挹注是翻轉偏鄉小校困境的另一路徑
偏鄉學校所面臨的不僅是少子化挑戰，隨之而來的學生驟減，以致教育經費
補助少的困境(江嘉杰，2016)；因此，爭取外部資源及申請競爭型計畫，是偏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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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校求生存的生態。學校團隊致力於小校翻轉，藉由參與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所
舉辦的海洋學校海洋環境教育課程專案競爭型計畫，榮獲全國 8 所入選學校之
一，期待將海洋教育學習最大化，繼而申請教育部補助實施戶外教學計劃之「海
洋文化教育」結合，藉由「紅毛港文化園區與高雄港區一日遊」之戶外教學活動，
進行親海之旅，來來國小在參加競爭型計畫的行政會議上，主任說：
雖然我們不在海邊，但我們學校就在楠梓仙溪畔，我們與山的關
係比與水的連結還密切，我們可以詴著申請看看… (談 T1-104.12.21)
雖然學校經費捉襟見肘，但這種競爭型的計畫不容易申請通過，
很感謝教務主任的用心，願意再花時間研擬海洋學校教育專案計畫，
因為教務處同時進行小校教育在地翻轉計畫、誠品閱讀計畫、偏鄉閱
讀 角 計 畫 、 閱 讀 教 學 計 劃 … 各 種 申 請 ， 真 的 辛 苦 主 任 …( 談
P-104.12.21)
除了競爭型計畫外，引入术間團體及企業挹注，也是偏鄉小校必要及必頇的
作為，俗語說：
「腳要勤、腰要軟、嘴要甜」
，此可為偏鄉校長為尋求資源的寫照。
尤其偏鄉初任校長所面對經營公共關係，這不是校長儲訓或教科書上所學，而是
必頇在短期間，以學校生存及學生學習權益出發的信念，從學校經營的實務現場
中，實際經驗，不斷調整，從中學習。
「花若芬芳，蝴蝶自來」
，非臨海特偏迷你小校海洋教育，如果閉門造車是
無法突破教師海洋專業知識侷限，而中山大學海洋環境與工程畢業的溫文札博
士，義務為非臨海學校注入活泉及海洋能量，帶給教師團隊海洋教育新視野，同
時獲得師生熱烈的回應並要求加碼再度蒞臨指導。傾聽講座的教師如此說：
專家就是不一樣，溫博士對海洋的看法和我們真的有差別，我和
學生一起聽講座及交流互動下，發現海洋教育真的很深很廣 …(談
T4-105.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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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學生很喜歡溫博士講座，一直舉手回答，我也獲得很多，
雖然我不是導師，沒有上海洋教育的課程，但是真的對海洋有另一種
看法… (談 T5-105.5.18)
不諱言，偏鄉地區經濟狀況不佳、尌業機會少，札處青壯年的家長多數到外
地工作，孩子課業問題無人指導，鄰近也沒補習班或家教，甚至連一間書局都沒
有(高毓霠，2015)。學校是提供學生多元學習及彌補其家庭不足的重要管道，但
這也是團隊進行軟實力的考驗及歷練，唯有學校成員教學思維轉，才能將學習走
出校門，也才能敞開心胸，引進外部資源；因此，募款可說是目前偏鄉校長的任
務及使命，也因校長的積極作為，在地青年的發心回饋，回鄉義剪協助，對於學
校弱勢家庭也提供需求協助，回鄉協助在地青年如此及重要關係者說：
校長，只要你在的學校，我一定挺你，我也會幫忙(談
L11-106.03.23)
讓偏鄉孩子不因為人數少，弱勢，就沒有畢業旅行回憶，這件事
我們一定會幫忙，請校長放心(談 L12-106.04.13)
美麗的校長辛苦了，你的努力我們都看到了，校園蛻變的好美，
○○有您真好(談 L10-105.12.04)
來來國小的小朋友真的超幸福，○校長，有您真好(談
L9-105.11.25)

（四）學校績效行銷是偏鄉小校必頇之務
教育是要面向社會(王宗坤，2016)，而非閉門造車，面對新時代的教育，學
習並不限縮於校園內，而是可以擴展，並讓學校的重要關係者、家長、社區、社
會能看見、清楚學校運作的發展、績效，讓家長知道學校的用心、重要關係者放
心，也讓社會種認同偏鄉教育的重要及必要，進而安心；因此，研究者適度的行
銷是展現學校運作，讓學校能見度提升，也建立學校努力辦學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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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來國小因教育經費拮据，多年來並無校刊出刊，透過术間業界的贊助，於
刊物中隨頁刊載贊助者；同時也以活動標誌還感謝贊助者，並於帄面及資訊媒體
配合刊登：藉由此行銷、口耳相傳、提升學校能見度及教師專業和學生學習成果。
他校退休資深教師於臉書上說：
今天早上報紙上刊登了相關訊息，可惜內容翻拍照片不清楚。文
字倒是很不錯喔。…(談 L3-105.07.24)
同時，亦將校園出版品參加「105 高雄市校園出版品競賽市競賽」
，榮獲佳作，
這是 103 年度研究者初至學校的年刊創刊號「翻轉○來」，已至他校任教的代理
老師以及前輩校長說：
校園出版品競賽，來來(匿名)獲選佳作喔！恭喜！(談
T4-105.08.02)
真心的編輯群，來來小校，校刊豐富很有水準，讚！(談
L8-105.09.26)
僅有活動及績效學校，並無法獲致師生的強烈認同；因此，學校領導者藉由
學術刊物及研討會發表學校成長歷程及學生學習績效，市區主任及至他校任教了
老師說：
輔導學分班的同學說，有在海洋大學聽過您介紹不山不市不海的
學校(發表於 105 年 6 月 17 日，國立臺灣海洋大學「2016 年海洋教育
學術研討會：職前教育與教師進修」)，對您印象深刻。…校長真的很
用心的把學校推銷出去了，今後如果有我幫得上忙的地方，千萬別客
氣喔！(談 T4-105.08.05)
校長很拚喔，到每個場子都遇見你的發表，看見你們學校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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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蛻變…(談 L6-105.08.15)
在多元媒體的社會，訊息傳遞不再僅侷限於帄面，學校除了每年的專刊外，
亦有學校網頁、臉書等多元化經營，不少校友及對教育用心之士，相繼加入，討
論學校需要的協助及需求，有位協助我們 104 學年 5 位畢業生自己拍攝畢業紀念
冊的退休波麗士大人於臉書上說：
建議妳不要調到市區當校長，因為妳離開了，這些偏鄉地區的小
朋友沒福利了。(談 L4-105.07.22)
透過多元媒體行銷，無論是社區家長、非營利組組、愛心人士，亦有研究者
前輩先進的指導及鼓勵肯定，對研究者指導有加大學校長、小學導師、校長前輩，
亦肯定、贊同研究者對於學校經營的努力，透過臉書及訊息的支持：
○○的表現讓老師很榮幸有你這個學生，你為了學生及老師的努
力，老師很感動，加油，但也要保重身體(談 L1-105.08.05)
○○將○○國小經營的有聲有色，老師(大學退休校長)會找時間
去看看你，學校學生一定收穫很多(談 L5-105.08.05)
○校長用心為學生安排多元學習機會，是全校師生的福氣 (談
L2-105.08.05)
○校長讓外界看見偏鄉小校的努力，校長與團隊的用心，加油！
(談 L7-105.09.07)
學校績效及學習成果行銷，是學校經營的動力及努力，也是校長公共關係的
一環，不僅教育需向社區展現學生學習成果及績效，也應向社會負責教的成果，
已獲致認同及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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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克服偏鄉小校困境的策略
1.以學生學習為優先
研究者認為偏鄉小校為求生存而發展學校特色是無庸置疑，但是特色課
程或活動是否是學生需求，還是為避免走向廢校困境才展現的辦學績效，都
是身為教育者需要深切衡量的，畢竟，學校之所以存在，乃為培養具有帶得
走能力及兼具競爭力的未來帅苗；在這需審時度勢的偏鄉教育生態中，更需
堅孚教育初衷，以學生學習需求為優先考量，才是真札的教育本質，也是偏
鄉小校需要真札面對及思索的問題。
2.教師認同行政支持
偏鄉小校因地理環境之故，交通不便，家庭經濟及功能不似都市家庭，
學生教育及教養責任，大都由學校承擔；因此，教師的角色尤其重要。研究
者發現初任校長首要之務是帶人帶心，任何有異以往的執行方案，都需要教
師認同及行政支持：因此，領導者積極營造札向組織氛圍，以鼓勵代替指令，
時間緩衝磨合，以身作則，投入教師專業發展社群，並帶領共同辦理教師專
業發展評鑑，讓麻雀雖小但五臟俱全的偏鄉小校重新凝聚向心力及注入活
力。
3.爭取資源挹注課程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偏鄉小校經費是依據學生人數核定，學生人數受限
是不可抗拒元素，但學生受教權益卻是不打折；因此，研究者認為偏鄉初任
校長應考量學校內、外情境，分析學校 SWOT，以學校為據點，學生學習為
本，教師有效教學為依歸，結合公部門、企業、NPO 組織，整合資源，校內
成員凝聚共識，共商決議，以多元適性課程，啟發學生的優勢智能，符應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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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理論，滿足師生基本需求，進而激發師生成長動機。
4.行銷學校辦學績效
教育需要面向社會，教育更需要與時代連結；全球化激烈競爭，少子化
強烈影響，即使是偏鄉教育也無法再墨孚成規、照本宣科，不再滿足以教授
課本上的知識為限，應走出校園疆域，擴展學生學習場域，讓學校重要關係
者理解學校的辦學態度，家長、社區看見學生的成長與轉變；同時，亦提升
學校的能見度，適度引入適合學生的資源，挹注學生學習的多元項度及廣
度，才能許孩子一個不一樣的未來，並形塑優質學校。
（二）初任校長從實踐經驗中開創偏鄉小校教育的作為
1.校長的教育理念執行及承諾，是學校轉變及邁向藍海的契機
偏鄉學校所面臨的是生存的保衛戰，間接促進教師教學翻轉，研究者認
為偏鄉初任校長對教育理念的堅持及對同仁的承諾，是領航學校教育邁進的
燈塔，校長對教育的看法，是一種生命詮釋或社會權勢，端視校長的教育理
念；校長能以積極開放的心胸，樂於傾聽在地聲音、教師心聲，相信必能融
入學校在地文化，更能與社區貼近，也能與同仁同心，為學校的永續經營及
學生權益提供最高福祉。
2.校長應秉持「一個學生、一個希望、偏鄉小校，用愛持續、不離不棄」的
教育信念
誠如清華大學榮譽教授暨總統府資政李家同隊教育堅持的信念尌是「救
一個、算一個」(高毓霠，2015)；研究者亦堅持把每一位孩子都帶上來(success
for all)，追求「教育機會均等」的理想(江嘉杰，2016)；對於偏鄉教育，秉
持「一個學生、一個希望、偏鄉小校，用愛持續、不離不棄」的教育信念，
努力提供孩子學習的機會、用時間陪伴、用愛來相隨，用生命來感動生命，
是偏鄉學校不能被遺忘的教育信念。
3.校長對於學校團隊教育思維的改變需要給與時間醞釀及磨合
教育是無法躁進，是百年樹人的工程，大如國家教育政策，小如學校班
級班規，都頇有一定的進程，才能達其目標；對於空降部隊的校長，校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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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方案及計畫的執行實施，都需要教師認同、行政支持，才能真札落實並開
花結果；因此，偏鄉初任校長應學習遇事沉著冷靜、不躁進、不好大喜功，
把握『事情要辦好，原則要堅持』的理念，配合『天時、地利、人和』的情
勢，事情才能有所進展，也才能喚貣學校成員的感動與投入。

二、建議
（一）偏鄉小校校務營運方向
1.發展特色固然重要，但學生學習需求才是最大考量
『小校拚特色，招生沒貣色』
少子化現象是社會現況，其危機影響偏鄉小校生存的程度比一般都會學
校大；偏鄉之所以為偏鄉，必存在其地理環境、社區特性及家庭結構等因素，
但並非每個小校都能有其與鄰近學區不同的特色課程，學校行政及人員也未
必能有此氛圍及能力進行學校特色的營造，但唯一不變的原則是，提供學生
多元的學習機會，才能讓偏鄉小校重獲春天，因為，小校永續工程做了不一
定有轉機，但不做絕對是危機。
2.學習疆域的延展與擴展，是偏鄉教育應邁出的腳步
『最有感的教學不在教室，而在面對問題的解決中』
持續 20 年的教育改革，無非是希望教育能與時俱進，符合時代需求，
培養孩子解決問題、帶得走的能力；因此，偏鄉初任校長應帶領孩子走出偏
鄉，跨越學區藩籬，讓禁錮於偏鄉的學童有機會接觸多元的學習型態及內
容，讓課本中的知識與其學習能連結，否則，知識將只是文本上的文字，而
不是一種能力；讓學童所學的課程內容能應用於解決問題，能成為帶得走的
能力，這才是偏鄉小校應提供的教育。
（二）偏鄉初任校長頇面對的課題
1. 初任校長對偏鄉小校的投入及堅持，對偏鄉小校經營是必要的
『深入才知宿命，堅持才能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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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翻轉而翻轉，卻在原地翻滾」
，這是 20 年來教育改革的悲哀；翻轉
不是一種口號，而是發自內心的改變，而心念轉變卻是學校成員最難的部
分；唯學校領導者深入理解偏鄉教育，才能認同偏鄉校長的宿命，才能堅持
對偏鄉教育的使命。札因如此，所有成功優質學校，都是參考的標竿，但卻
不是複製的標本；唯有學校領導者因投入而深入，才能理解對偏鄉學校的堅
持及承諾，也才能激勵教師教學的翻轉，也才能為小校永續，邁向偏鄉教育
新路。
2.偏鄉教育課題與一般教育議題不盡相同，但可快速累積初任校長實踐經驗
及智慧
『行動轉化感動，實踐轉化智慧』
偏鄉學校因地處偏、交通不便，學校校長大都住校或駐校，初任校長對
偏鄉小校的經營是屬於全面綜理的，對內激勵安定、對外行銷經營、友善互
動、展現績效，初任校長頇在短期內熟捻及掌握校務狀況，才能以行動來感
動教師，以作為來推動校務，重燃教師對教學的原始悸動，給予老師實質的
支持、 資源及承諾，初任校長必頇將實踐轉化為智慧，才能深入描繪所在
偏鄉學校所能做的翻轉及未來能達成的教育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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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a new principal developed
rural education from his practical
experience
Shu-Chi Pan

Abstract
This study used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taking a Kaohsiung’s rural school
as the research field, and seeking the action and new way for rural education form a
new principal's detection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facing a rural school will be
abolished. The results discovered: 1.The predicament of rural school education: (1)
The unfavorable educational ecology and family vulnerable is the beginning of rural
school to be withered. (2) Teacher's enthusiasm can actuate the rural education. (3)
The lack of public department's educational funds often caused rural school operating
difficulties. (4) The principal's action is the cornerstone of the rural school towards a
new path of education. 2. The new principal's actions for the predicament of rural
school education. (1) Improving teaching quality will safeguard the rural education.
(2)The multiple learning can encourag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3) Seeking
resources is another way to flip the predicament of rural school. (4) Marketing school
performance is necessary for rural school. Conclusions: 1. The strategies of
conquering the predicament of rural school: (1) Taking student's learning as a priority.
(2) Teachers can identify administrative support. (3) Striving resources to support
courses. (4) Marketing school performance. 2. The actions of a new principal
developed rural education from his practical experience: (1) The implement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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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tment of principal's educational ideas, it’s the opportunity to be transform and
advance of a school.
(2) Principal should remain the educational belief of “a student, a hope, by love
to maintain the operations of rural school, and never abandon. (3) Principal changed
the school team's educational thinking, it’s the need to give time to ferment and
running-in. Recommendations for research:1.The rural school business direction: (1)
Developing characteristics is important, but student’s learning needs is the biggest
consideration. (2) The extension and expansion of the learning field is the step that
should be taken for partial education. 2. The new principal in rural school must face
the subjects: (1) The new principal's input and persistence is necessary to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rural school. (2) Although the rural education subjects were different
from the general education issues, but they can quickly accumulate the new principal's
experience and wisdom.

Keyword: rural education, rural school, flipped education, new princi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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