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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偏鄉教育長期以來面臨交通、資訊、文化、經濟、家庭與學校等多層面之挑戰，
根本解決之道，需要基礎建設，也需要教育創新。歐美各國在基本面注重提升就學率、
降低中輟率、提供補助經費、留駐教師等措施，在創新面注重發展特色課程、創新教
學和數位教學，並與民間組織協力發展偏鄉教育、整合地方資源、協助青年就業。國
內也有類似走向，教育部整合廿餘個與偏鄉教育相關的計畫，協助偏鄉學校扮演知識
中心、文化中心並開展創業中心的角色，也採用「教學創新/教育實驗」、「數位融入
/虛實共學」
、
「資源媒合/社群互聯」和「看見改變/典範分享」四大策略，協助偏鄉學
生奠定基本學力、開發多元能力、善用數位學習、掌握在地文化和開展國際視野。
關鍵詞：偏鄉教育、教育創新、台灣、歐洲、美國

Abstract
Rural education has been facing challenges from multiple facets including
transportation, information, culture, economy, family and schools for a long time. A
fundamental solution to the difficult situation needs both infrastructural construction and
educational innovation. European countries and USA strive to raise up school attendance
rate, lower down drop-out rate, provide financial support, and encourage teachers' long-stay
in rural schools. They also pay much attention to educational innovation, including special
curriculum, creative teaching, and digital instruction. Their governments work together
with civil organizations to promote rural education, integrate local resources, and help
young people find careers. These trends of policy are also evident in Taiwan.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mplements more than twenty projects related to rural education in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in which rural schools play the roles of local knowledge center,
cultural center, and entrepreneurship center. The framework adopts four kinds of

educational strategies: 1) instructional innovation and educational experimentation, 2)
digitalized and authentic learning, 3) resources and community connection, 4) visualized
changes and exemplars. Its core aims are to facilitate students to build up basic competency,
develop multiple intelligence, master digital learning, grasp local culture, and unfold global
visions.
Keywords: rural education, educational innovation, Taiwan, European countries, America

壹、前言
鄉村人口走向都市是一個全球的現象，在 1950 年代之後，這個趨勢越來越明顯，
台灣也從 1960 年代之後，步向這個後塵。事實上，全球在進入廿一世紀之後，都市
人口比例已正式超過鄉村。都市化容易為社會帶來城鄉差距、貧富差距、發展失衡等
問題，為大都市帶來人際疏離、貧富區隔、交通負荷、熱島效應等問題，而在許多鄉
村則有家庭分離、隔代教養、信心低落、產業消失、村落荒蕪、學校存廢等問題。.
在美國，每五個學生約有一位在鄉村學校就學，全國約有三分之一的公立學校屬
於鄉村學校(Ayers, 2011)。在台灣，全國中、小學當中有 1110 所屬於偏鄉學校，
約佔全國中小學總數的 33%（教育部，2014）。鄉村學校由於人數相對較少，因
此教育問題比較容易被政策所忽視（Trinidad, Sharplin, Ledger & Broadley, 2014）。
依據林秀芬與許振華(2014）的觀察，台灣偏鄉社會與教育問題的特徵有四大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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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陳聖謨（2012）
的研究發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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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偏鄉教育問題的複雜性，許誌庭（2014）建議透過空間、社會及文化等因
素的共同作用來做總體的理解與看待。張奕華與劉文章（2012）建議透過協力治理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的概念，結合民間資源，由政府和民間機構協力發展
偏鄉教育、協助弱勢學童。
無論如何，在偏鄉地區，學校是一個靈魂、一個希望、一個未來；學校一旦荒廢，
社區也就更快速消失，造成惡性循環。所以，過去在台灣，有許多人、許多機構投入
反廢校以及協助偏鄉教育發展的行列。當下在台灣發展偏鄉教育，消極面至少具有二
個重大意義：第一，緩和台灣南北失衡、東西失衡發展的問題，維持國土均衡發展；
第二，緩和貧富差距與弱勢族群環境不利的問題，維持公平正義。積極面則需要重新
定位偏鄉學校成為教育創新之源，並定位偏鄉地區成為青年返鄉創業之源，才能徹底
翻轉偏鄉學校的弱勢角色，並徹底解決偏鄉地區的人口結構問題。

貳、偏鄉教育在歐美及 OECD 國家的創新發展
由於 1990 年代經濟衰退以及全球化的趨勢，歐美國家近二十年來對於教育品質
與人力素質提升的問題特別重視（Rychen & Salganik, 2003)，也希望透過偏鄉創新來
帶動偏鄉的經濟發展（European Network for Rural Development,2009）。歐盟從 1991
年即開始推動「The LEADER」計畫（LEADER 是法文字群的字首縮寫，意思是偏鄉

經濟與發展行動串連） (Schnaut, Pollermann, & Raue,2012)，該計畫由各會員國之地
區行動團體來執行，並遵循七項偏鄉創新發展的主要原則，包括：(1)地方本位，以同
性質的小社區為單位；(2)由下而上，使用當地人士的設計與策略；(3)公私協力，結
合公共與私人的技能與資源；(4)創新，讓地方能彈性引進新的想法與策略；(5)統整，
相對於傳統以個別行業為考量，該計畫主張將經濟、社會、文化與環境整合考量；(6)
網絡，在地方、區域、國家以及歐洲的任何層次上，允許個人、組織以及機關之間都
能有所學習；(7)合作，在各 LEADER 小組之間相互分享經驗，相互彌補不足，並獲
得發展所需的物質。該計畫由於在第一階段（1991~1994）的實驗與倡導非常成功，
所以持續推展第二階段(1994~1999)，擴大實施地區，並繼續推展第三階段(2000~2006)，
以統一主題鞏固發展成果；到了第四階段（2007-2013）
，則超越農業區域再加入漁業
區域；目前該計畫定位為「社區領導的在地發展」
（Community-Led Local Development,
CLLD）
，廣受歐洲農業、漁業、區域發展與社會基金所支持。該計畫的推動為歐盟各
國偏鄉教育的發展奠定了在地產業與軟硬體的基礎。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的會員國雖然以七大工業國、歐盟會員國以及紐澳等比較先進的國家為主，
但從 1995-2000 年之間，OECD 國家有 75%的農業用地，其偏鄉農業產值快速消退，
原因包括：基礎建設缺乏、商業創新比例偏低、工作機會不足、人口外移及老化等，
而且這些因素之間會相互影響（OECD,2006）。但是 OECD 以及盟歐都不認為偏鄉是
「衰敗」的代名詞，反而看到偏鄉在科技時代的優勢，意圖透過創新策略積極振興，
而各項計畫的創新作法都以發展地區特色以及環境永續為主軸。OECD（2006）主張
偏鄉發展要有新派典，農業不再是偏鄉經濟發展的主脈，各會員國應該採取整合創新
策略，各層級政府必須橫向與縱向整合行政與跨界資源來協助偏鄉創新發展，其行動
重點有二：(1)聚焦於地方整體而非個別產業；(2)聚焦於投資而非補助。
從上述歐盟或 OECD 的偏鄉發展計畫可知，歐美的偏鄉發展策略十分重視在地思
考，並且以創新發展為主要方向。在歐盟或 OECD 的基金挹注下，各會員國推出多種
振興方案，例如德國有「地方行動」（Regionen Aktiv）計畫，強調偏鄉多功能發展，
追求四大目標：吸引消費者關注、開發對大自然與環境友善的農業、創造額外收入、
提升城鄉連結，其行動已得到顯著成效（Knickel & Peter, 2004)。
歐洲偏鄉教育的策略與作法，基本上是與地方整體發展的規劃相連結，特別注重
教育與學習創新，例如歐盟支助下的 Vital Rural Area 計畫(2009-2014)中即明白指出，
偏鄉地區迫切需要實施教育與學習創新的三大項目如下：超越地域的數位學習、搭配
勞動市場的職業教育、對中小企業人員進行專業訓練以利推動產業創新；該計畫在
2014 年推動的重點就是以科技創新來帶動地方產業以及解決青年就業與教育問題，包
括：成立創新中心、發展 e 化學習、建置寬頻網路與應用。
在 OECD 各會員國的具體作法方面則異中有同，例如德國重視培養終身學習能
力 (Reghenzani-Kearns & Kearns, 2012)與 e 化學習策略(Laschewski, 2011)，澳洲採取
遠距或科技產品進行課程與教學創新(Boylan,2012)，加拿大也提倡遠距教學及科技產
品的運用(Barter, 2013)；大致而言，運用科技協助偏鄉教育創新發展，似乎已成先進

國家的重要趨勢(Rao, Eady, & Edelen-Smith, 2011)。
除了以科技協助創新之外，各地另有在地思考的創新策略，例如德國與奧地利的
阿爾卑斯山區學校，採用科技、能源教育和環境永續策略（Müller et al., 2013）
；蘇格
蘭容許在地學校使用彈性的課程、學制與考試機制等(Rennie, 2003)；澳洲成立 SPERA
(the role of the Society for the Provision of Education in Rural Australia)基金會來發展偏
鄉教育(Boylan,2012)，設置偏鄉教師獎、舉辦研討會、出版期刊、提供政策建議，促
成了澳洲政府為偏鄉地區量身培養師資(Trinidad, Sharplin, Ledger & Broadley,2014)。
美國也重視民間組織在偏鄉教育所佔的角色，例如「鄉村學校與社區信託」
（Rural
School and Community Trust）就扮演監督改善偏鄉教育的角色(Strange, Johnson,
Showalter, & Klein,2012)；此外，
「為美國而教」（TFA）以及「知識即力量方案」
（KIPP）
，
也為偏鄉教育師資不足以及適性課程不夠的問題提供了部分解決之道。Smarick
（2014）提倡以「特許學校」 （charter school）活化偏鄉教育，不過也有人持審慎態
度（Howley, 2014）。
綜合來看，歐美各國在教育基本面上注重提升就學率、降低中輟率、提供優
惠、補助經費、留駐教師等措施，在創新面注重發展特色課程、創新教學和數位
教學，並與民間組織協力發展偏鄉教育，有些措施擴及協助偏鄉在地產業與青年
就業，並以學校為中心整合地方資源永續發展。

參、偏鄉教育在台灣的創新發展
教育部重視城鄉教育機會均等的議題，歷年來推動過許多與偏鄉教育相關的政
策或計畫，例如1996年開始實施「教育優先區計畫」，2003至2004年間開始鼓勵退休
菁英及大專學生對弱勢及偏鄉學生提供課業輔導。稍後，便整合推動「攜手計畫」提
供課後扶助，單以2007年為例，就投入4億4896萬餘元經費；該年度也開始推動國民
中小學發展特色學校相關計畫。此外，在資訊及數位化方面，教育部於2003年曾頒佈
作業要點補助改善偏遠地區資訊學習設備及維運，於2005年補助更新電腦教室，並配
合行政院推動第一期縮減數位落差政策，於2008年進入第二期執行「創造數位機會」
計畫，於2012年進入第三期執行「偏鄉數位關懷推動」計畫。在資訊設備以外的校園
硬體，則曾推動「永續校園」及「國民中小學整併後校園活化再利用」等計畫。這類
相關計畫目前部分終止，部分轉型，部分延續當中。
教育部目前推動的偏鄉教育創新方案並非一個大型計畫，而是一個概念上的統
整架構（如圖一），包含許多獨立的偏鄉教育計畫，但其中有一個負責統整互聯的計
畫，促發其他各計畫之間產生互動連結、分工合作、相互學習、資源分享與成果擴散。
雖然各計畫很多元，但願景相同，都是希望偏鄉孩子得到充分發展、偏鄉學校發揮適
當角色、偏鄉社區擁有生存條件以及台灣地區縮小城鄉差距。至於具體目標方面，則
各計畫分工追求不同重點目標，第一類計畫重點在開發適合偏鄉學校的課程設計、教
學策略與教育模式，第二類計畫重點在強化數位融入偏鄉教育之虛實共學，第三類計

畫重點在促進資源媒合與社群互連以共同發展偏鄉，第四類計畫重點在協助成功的案
例與良善的改變被看見，以爭取社會持續支持偏鄉教育。各計畫實施時間不同，有些
已有若干年基礎，有些才剛開始。
一、當前偏鄉教育計畫
教育部目前正在進行或規劃中的計畫，大致上呼應世界潮流，有基本面也有創新
面，包含下列四大類 29 個計畫。
(一)第一類：教學創新/教育實驗
1.偏鄉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計畫
2.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推動夏日樂學試辦計畫
3.國民小學實施跨年級教學方案試辦計畫
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4-105 年偏鄉國民中小學試辦特色遊學之輔
導與推廣專案計畫」
5.數位學習偏鄉教育創新發展輔導計畫
6.補救教學實驗課程
7.宜蘭縣辦理國中英語適性教學與補救教學試辦計畫
8.補救教學引進民間資源案例紀錄
9.104 學年度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推動工作「就是要學好數學 (Just Do
Math) 」
10.國中小數學教師專業社群成長實施計畫：「就是要亮起來─亮點+點亮」
11.國民中小學辦理學校本位之英語教學創新方案實施計畫
12.活化教學～分組合作學習的理念與實踐方案計畫
13.教育部推動大學協助偏鄉地區國民中小學發展課程及教學辦理計畫
(二)第二類：數位融入/虛實共學
1.健全網路建設最後一哩路
2.中小學磨課師課程創新教學應用計畫
3.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推動國民中小學城鄉共學夥伴學校計畫
4.教育部數位學伴 V2.0 先導計畫「施筆獸 (Soobi) 計畫」
5.國際學伴
6.國民小學「新住民親子共學」方案試辦計畫
7.推動新住民親子共學
(三)第三類：資源媒合/社群互連
1.數位機會中心、樂齡學習中心整合
2.教育創新統整互聯與擴散分享 - 4G 行動寬頻教育雲創新應用計畫
3.教育創新群力匯聚
4.教育創新統整互聯與擴散分享發展以學校為核心之社區創新創業計畫
(四)第四類：看見改變/典範分享
1.優秀外國青年來臺短期蹲點試辦計畫

2.新媒體平臺計畫
3.看見改變，散播希望：民間教育資源平臺加值運用之影像紀錄與教育推廣
方案
4.大會師
(五)不分類：連結/統整
1.教育創新統整互聯與擴散分享計畫
以上 29 個計畫可以整合成一個偏鄉教育創新發展架構，如圖一。此一架構包含
偏鄉學校三大角色、偏鄉教育四大發展策略以及偏鄉學生五大學習，試圖分工合作發
展偏鄉教育。
二、偏鄉學校扮演三大角色
在偏鄉地區，學校一直是知識中心和文化中心，站在這個基礎上，學校未來可以
更積極扮演創業中心的角色，因為：（一）地方產業可以生存發展，居民才有職業與
生計，才可能留下來；（二）很多學校有閒置空間，可以模仿大學建置創新育成中心；
（三）許多青年有返鄉創業的意願，只是缺乏機會、資源與協助；（四）地方產業需
要有在地人才的參與；（五）地方文化與自然資源也需要更有創意與善意的開發與保
護。
三、偏鄉教育四大發展策略
除了角色定位之外，偏鄉學校尚須四大策略，才能協助在地居民翻轉命運。
(一) 教學創新/教育實驗
偏鄉學校擁有的社會與文化資源也許不如都市學校，但擁有的自然資源卻遠遠超
越之；偏鄉學校的升學氛圍也許不如都市學校強烈，但脫掉升學的緊箍咒，卻也更自
由多元、海闊天空；這不是說偏鄉學校就該放棄升學，而是說偏鄉學校擁有更好的機
會去發展多元適性且創意有效的教育型態或教學方式，超越傳統升學主義的講述、考
試、機械記憶與重複練習的迷信；當孩子學得更愉快、深入而有成就感的時候，不只
是建立其基本能力與自信，而且能掌握到關鍵的知識概念；換句話說，讓真實能力成
為本體，考試能力就自然成為伴隨的影子；讓終身學習成為核心，升學與就業就自然
水到渠成。
在傳統體制之下，展開實驗課程，例如寒、暑假的營隊，可以透過探索體驗、主
題統整、快樂學習的課程來豐富孩子的假日生活；混齡學習可以讓班級組成更接近家
庭與真實社會，促進異質互動與合作學習；特色遊學可以將地方特色融入課程，培養
學生溝通表達能力與在地認同，並分享教育資源、促進地方繁榮、加惠地方經濟；行
動學習可以因應 e 世代學生對於數位工具的著迷，以提供學生無所不在的學習；差異
化教學可以因應個別差異、補強精進、適性揚才。在實驗教育三法通過之後，教育創
新的彈性範圍就更大了，學校可以申請公辦公營或公辦民營等各種實驗型態，將教育
理念、課程結構、教學方法､師資特色、學生圖像與學校功能整合創新，也可以連結
社會企業，利用校園閒置空間進行公私協力、發展另類教育或協助青年創業。

推動實驗教育與教育創新的成敗關鍵，就是教育人員的熱情。要激發或維持教育
人員的熱情，必須結合政府與民間活力，除了在體制面改善教師甄選制度、工作負擔
與工作環境之外，也要在專業面協助教師提升教學效能（包括進行混齡教學、合作學
習、行動學習或差異化教學等技能），並協助校長提升課程領導與教學領導的素養。
(二)數位融入/虛實共學
政府過去對偏鄉學校投資很多硬體設備，但在網路頻寬方面仍嫌不足，新的偏鄉
教育發展計畫健全這網路建設的最後一哩路，使得數位學習更有可能。有了網路，學
校可以利用磨課師課程（MOOCs）進行翻轉教學；可以利用親子共學促進家長參與、
親子溝通與多元文化教育；可以利用數位學伴帶進高中生與大學生志工，讓大手牽小
手在陪伴中成長；可以利用城鄉共學交換兩邊的環境特色，讓城鄉學生互動與資源互
惠得以在一瞬間完成；可以利用國際學伴跨越空間障礙，讓偏鄉孩子在真實國際互動
的情境下學習外語和發展國際視野。
(三)資源媒合/社群互聯
政府與民間都有不少單位投入偏鄉教育，這些單位若能資源連結、分工合作，則
可以產生相輔相成的效果，若各自為政或各行其是，則可能讓亮點學校面臨多頭馬車，
讓暗點學校面臨集體忽視。
教育部除了國教署整合領軍偏鄉教育發展計畫之外，資科司透過「教育雲」推廣
加值數位資源，透過數位機會中心推動偏鄉數位關懷計畫，透過教學資源中心深耕數
位閱讀計畫，結合樂齡學習中心執行親子共學計畫，都是可強化的內部連結。政府部
門除了教育部之外，包括科技部、資策會、故宮等機構，民間部門包括均一、永齡、
博幼等單位，都各有教育資源平台可特別支援偏鄉學校使用，他如 TFT
（為台灣而教）
、
公益、九九、雙東微笑計畫、花蓮「五味屋」、台東「孩子的書屋」等組織或民間計
畫，也都各自投入不同偏鄉區域為教育而努力，這些跨部門、跨組織的外部連結與攜
手合作機制，應該是這一波偏鄉教育發展計畫的重大挑戰。
一所學校如果同時獲得多項計畫或多種管道資源，也必須自行從內部連結社群並
統整資源，然後向外部社區邀請合作，這樣的過程與結構，讓學校可以發揮未來想像、
推動總體創新、協助青年創業並參與社區發展。當然，這樣的作法需要長期發展性的
投資，而群眾募資（crowd-funding）正可作為一種投資青年創業與教育創新的群力
匯聚策略。
(四)看見改變/典範分享
正如 DFC（Design for Change）所強調的學習歷程一樣：感受、想像、執行、分
享，大家如果對偏鄉教育議題有了很清楚的感受，並對解決問題的策略有了很豐富的
想像，那麼，經過執行歷程，究竟產生何種改變？這是一個很值得紀錄與分享的過程。
紀錄不僅代表一種歷史的痕跡，也代表一種意義的賦予和價值的反省；分享不僅代表
一種宣傳報導，也代表一種理念溝通、人際連結、相互學習與國際交流。利用現成的
影音網站、社交網站和部落格來進行數位紀錄與分享，是大家最為熟悉的方式，可以
即時而豐富；藉由深度系列追蹤報導，則可以強化故事的結構、教育的意義與傳播的
專業；透過教育部「外國青年來台短期蹲點計畫」
（TEEP）等國際友人之協助，則可

以讓台灣教育人員的努力在國際媒體上被看見；最後，藉由年終大會師之整合分享，
希望讓台灣社會看見偏鄉教育的改變，看見改變者的典範，看見偏鄉教育的價值，因
而願意支持偏鄉教育政策在往後有更長期且更具規模的發展。
三、偏鄉學生五大學習
依國家的課程綱要，學生需要學習的領域和能力很多，這是背景脈絡。但偏鄉教
育創新發展方案希望特別強化基本學力、多元能力、數位學習、在地文化和國際視野
這五大學習，因為：
(一)基本學力是終身學習的基礎
基本學力狹義來說是指讀寫算三 R，廣義來說則包含各領域課程綱要所要求的基
本素養；學生習得這些能力或素養，不僅有助於建立自信與升學挑戰，而且有助於終
身學習與生涯發展。偏鄉教育無論如何創新，不能放棄學生的基本學力，但可以採用
更多元、活潑、創意、有效的方式來培養學生的基本學力。
(二)多元能力是適性發展的基礎
基本學力的範圍如果被窄化，就會犧牲多元能力。但是，學生比我們想像的更多
元，偏鄉學生比他自己想像的更聰明，多元智能是人類的寶藏，多元智能教學可以幫
助學生開啟另一扇窗。
(三)數位學習是超越時空的基礎
數位學習拉近城鄉距離，拉近國際距離，並且提供豐富的網路課程，讓自主學習
幾乎不受時空限制，是偏鄉教育最大的利器。學生善用數位學習，就有機會聆聽全臺
最好的教師授課、邀請全球名校的學生互動並掌握無所不在的學習機會。
(四)在地文化是國土認同的基礎
全國統一的課程，通常不能完全適應不同族群之文化需求與在地學生之思考特性，
故有專業素養的教師會將在地文化與自然環境資源融進課程，甚至依據課綱重新編寫
教材，以便因應學生特性、採用在地實例、提高學習興趣、加強生活連結、引進文化
反思並促進深度理解，這樣的學習過程不只有助於認知學習的效果，也有助於學生洞
察本身與在地文化的獨特性，對其自信、自我認同、文化認同與國土認同都有幫助，
可避免學生將來在都市叢林中或國際洪流中變成失根的蘭花。
(五)國際視野是世界公民的基礎
當我們意識到日本福島的輻射物質可能漂到台東外海、中國北京的塵霾可能飄到
高雄、美國孟山都的基因改造種子可能入侵台灣農村、冰島火山爆發可能影響台灣飛
航時間、希臘債務危機可能牽動台灣股市的時候，我們知道全球關連是無法避免的事
實，國際視野是全民所需的素養，世界公民是無可逃避的身份，偏鄉孩子也不例外。
所幸藉由網路互動與數位學習，讓偏鄉孩子在掌握在地文化之外，還可以兼顧拓展國
際視野，這不僅強化偏鄉孩子的自信，也可以奠定偏鄉孩子扮演世界公民和參與人類
命運的基礎。

上述五大學習可能在時間上具有競爭性，在概念上具有表象矛盾，故必須同時強
調，才可以產生良性平衡。

肆、結論
台灣與歐美國家在偏鄉教育創新發展方向上頗為相似，特別是在連結政府與民間
組織、注重特色與創新課程、強化數位教學、在地資源整合以及協助青年就業等方面，
可說方向一致。此外，台灣強調學生五大學習，與歐美國家注重降低中輟率、提升就
學率以及養成真實能力等方向，也相當呼應。在圖一所整合的發展架構中，缺乏的是
有關師資以及行政管理方面的制度設計，所幸，教育部正在規劃「推動合理教師員額
編制政策」
、
「學校行政業務減量」
、
「整建或修繕偏鄉學校宿舍」以及「建置偏鄉教育
資源媒合平臺」等四大偏鄉教育政策（教育部，2015）其中前三項屬於基礎工作，最
後一項屬於圖一創新發展架構的一部份。
創新型的教育計畫需要有創意、有熱情的教育人員來執行，才可能產生良善的效
果；反向來說，創新型的教育計畫也可能促發教育人員的創意和熱情，所以兩者互為
因果。但教育人員的創意和熱情需要制度性的支持，才可能永續發展，這表示，上述
教育部的三項基礎工作必須在各項創新型教育計畫結束前完成，才可能讓計畫成果繼
續創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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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偏鄉教育創新發展方案架構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