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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本院委員林岱樺、Kolas Yotaka、柯志恩、陳學聖、邱志偉、
孔文吉等 18 人，為促進各地區教育之均衡發展，確保國民教
育之實質平等權益，針對偏鄉地區之教育特別需要，設立必
要組織及訂定相關措施以利偏鄉教育之推展；爰提案擬具「
偏鄉教育法」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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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鄉教育法草案總說明
教育為國家之百年發展根基，惟依據兒童福利聯盟在 2013 台灣偏鄉弱勢學童學習貧窮分析報
告指出，偏鄉弱勢學童教育資源不足比例為 71.5%，與優勢學童相差 16 倍以上，同樣生在台灣，
學生的學習資源與環境卻是兩個不同的時空。偏鄉教育真正的問題不只有地理偏遠的問題，而更多
的狀況出現在「教師」身上，種種問題亟待立法解決，為促進各地區教育之均衡發展，確保國民教
育之實質平等權益，針對偏鄉地區之教育特別需要，設立必要組織、訂定相關措施以利偏鄉教育之
推展並落實憲法第一百五十九條及第一百六十三條規定意旨，厚植台灣基礎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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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鄉教育法草案
條

文

第一條

鑑於偏鄉地區教育之特殊情況，為落

實憲法第一百五十九條及第一百六十三條所
揭示之教育機會平等及各地區教育均衡發展

說

明

明定本法之立法目的及與其他法律之適用順序
。

之基本方針，平衡城鄉教育品質之差距，特
制定本法。
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相關法律之規
定。
第二條 偏鄉地區指交通、經濟、生活機能、
學齡人口、族群等各方面條件屬於偏遠、弱
勢、離島或其他特殊地區。
偏鄉地區之認定標準，於本法施行細則

偏鄉地區之定義並授權行政機關訂定更細緻、
分級方式之偏鄉地區，據以賦予妥適之資源、
制度。

定之。
第三條

本法所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在中央

明定本法之主管機關。

為教育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為縣（市）政府。
偏鄉地區之教育，由主管機關規劃辦理
。
第四條 地方政府為規劃偏鄉地區教育，應依
據當地需要進行下列事務，相關經費由中央

明定地方主管機關執行本法之事務。

政府編列預算補助。
一、為補強偏鄉地區學校教材與教具、培訓
偏鄉教師及職員並充實偏鄉地區的教育內
容，採取必要措施。
二、為偏鄉地區學校工作的教職員提供住宅
建設、通勤便利及其他福利保障，採取必
要措施。
三、在偏鄉地區學校設置提供學校教育和社
會教育所需使用的藝文、體育、數位及其
他必要設施。
四、為偏鄉地區學校的教職員、學生及兒童
的健康管理，採取必要措施。
五、為偏鄉地區學校兒童及學生上學的通勤
便利，採取必要的措施 。
六、其他為充實偏鄉地區教育所需之必要措
施。
第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偏鄉地區規劃教育，
依據各地區之需要執行下列事務：
一、建置研究及資源中心，執行以下事務：

明定中央主管機關執行本法之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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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應偏鄉地區實施教育的特殊情況，
定期進行必要的調查及研究，提供適
當的學習方法、學習教材、教具及學
習平台等資料 。
(2)設置偏鄉地區學校教職員的培訓設施
。
(3)對於前條所列事項，提供適當的指導
、諮詢或援助予地方政府。
二、偏鄉地區學校的建設，應依前條各項規
定執行。
三、其他為充實偏鄉地區教育所需之必要措
施。
中央主管機關對於偏鄉地區學校的教職
員之員額編制，應給予特別考量，應高於現
行員額編制，其所產生之人事費用，含退撫
，由中央主管機關全額補助之。
中央主管機關應提供偏鄉地區學校工作
的教職員充分的資源及進修機會，與所需旅
費及其他相關費用。
第六條 偏遠地區學校應對學生實施課後補救
教學及安親照顧。
偏遠地區學校學生課後補助教學及安親
照顧經費由中央主管機關全額負擔。

明定主管機關對於充實偏鄉地區之課後補救教
學、安親照顧之責任及其經費來源。

第七條 偏鄉地區應設立公立幼兒園、非營利
幼兒園或社區互助教保服務中心，提供幼兒
教保服務之機會。
偏鄉地區幼兒有就讀公立幼兒園、非營
利幼兒園或社區互助教保服務中心之優先權
。
政府對於就讀公私立幼兒園、非營利幼
兒園或社區互助教保服務中心之偏鄉地區幼
兒，視實際需要補助其學費；其補助辦法，
由教育部定之，其補助不得低於地方主管機
關之標準，所生差額由中央主管機關補助。
地方主管機關應鼓勵、輔導、委託民間
或自行辦理未滿二歲偏鄉地區幼兒之托育服
務，中央目的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予以協
助。

明定偏鄉地區幼兒教育之辦理。
偏鄉地區之教育資源不足，故應賦予各級政府
視需要依本法設置學校或教育班之職權。

第八條 各級政府得視需要於偏鄉地區設立各
級學校或教育班，以利就學。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簡化偏遠
地區學校之行政流程、降低學校行政負擔，
其組織編制不受國民教育法之規範。

偏鄉地區之教育資源不足，故應賦予各級政府
視需要依本法設置學校或教育班之職權。
另為避免因偏鄉地區學生不足即予廢校，影響
學生受教權益，爰訂定相關處置程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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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遠地區學校之設置、變更、裁併及其
組織、人事、經費與運作等事項應依本法規
範，並得實施實驗教育法，其變更與裁併前
，應依實驗教育法進行實驗教育後始得為之
。
第九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得辦理偏鄉地區學
生住宿，由生活輔導人員管理之；其住宿及
伙食費用，由中央政府編列預算全額補助。

為充實偏鄉地區辦理十二年國教之資源並協助
偏鄉地區學生擁有更便利之就學環境，故明定
由中央政府補助辦理學生住宿之職權。

第十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主動發掘偏鄉地
區學生特殊潛能，並依其性向、專長，輔導
其適性發展。
前項所需輔導經費，由中央政府編列預
算酌予補助。

為充分顧及偏鄉教育特殊需要，故明定偏鄉地
區學校應主動發掘學生之特殊潛能，並給必要
之輔導、協助，並由中央政府編列預算補助之
。

第十一條 偏遠地區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之招
生，得不受學區及行政區域之限制。
偏遠地區學校得採十二年一貫學制，免
試升學。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應保障偏鄉地區學
生入學及就學機會，必要時，得採額外保障
辦理。

為確保偏鄉地區學生受教權利，並保障其教育
之實質平等權，故明定其入學資格得有更彈性
之處理。

第十二條 各級政府對於偏鄉地區學生就讀高
級中等學校，應補助其助學金，就讀專科以
上學校，應減免其學雜費；其補助、減免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各該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定之。
各級政府對於偏鄉地區學生應提供教育
獎助，並採取適當優惠措施，以輔導其就學
。

為減輕偏鄉地區學生之就學負擔，確保其就學
受教權利，故明定相關輔助、減免其就學成本
及補助機制。
為落實偏鄉教育精神，並強化偏鄉教育地區教
師之意願，爰訂定特別之師資聘用規定，並授
權主管機關分別訂定相關辦法選任適才適性且
願意長久投入偏鄉教育之師資，以利整體偏鄉
教育之穩定發展。

第十三條 偏鄉地區中、小學、教育班之專任
教師得聘用具偏鄉教師證之教師擔任之，不
受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之限制。
偏鄉教師證之認證、核發及管理不受教
師法之限制，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偏鄉教師證依聘用縣市核發，並不得跨
縣市使用。
偏鄉地區之原住民教師應負有文化語言
傳承之任務。
偏鄉地區學校校長，辦學績效卓著，經
評鑑優良者，得連任二次。

為落實偏鄉教育精神，並強化偏鄉教育地區教
師之意願，爰訂定特別之師資聘用規定，並授
權主管機關分別訂定相關辦法選任適才適性且
願意長久投入偏鄉教育之師資，以利整體偏鄉
教育之穩定發展。
並建立相關偏鄉教師證制度，以充實並落實偏
鄉地區之教育人力資源，鼓勵更多優秀師資投
入偏鄉地區教育，並與一般教師證有所區別。
乃訂定本條規定給予必要福利津貼。

第十四條 地方政府應依本法之規定，參考中
央主管機關相關規定，為偏鄉地區學校教職
員訂定相關補助津貼。

為強化充實偏鄉教育人力，應與投入偏鄉教育
之人員相當之補助津貼，以利更多元、更優秀
之教育人力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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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的教職員，因學校調動而致工作地
點變動須遷移住所者，倘調動後的學校為本
法所認定之偏鄉地區學校，應給予應有的津
貼。
偏鄉地區每月津貼應依中央主管機關相
關規定編列額度 。
偏鄉地區學校教職員之地區津貼及其他
相關津貼，應依中央主管機關相關規定調整
。
本條所需之經費由中央主管機關編列支
應之。
第十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依各偏鄉地區之需
要，優先補助配置處理偏鄉學校事務之人員
。

為使偏鄉教育學校之教師得以全心投入相關教
育及輔導學生任務，爰相關行政支援業務人員
應予充實並給予適當事務經費補助，以利業務
遂行。

第十六條 地方政府得設立或輔導民間於偏鄉
地區設立推廣教育機構，提供偏鄉地區人民
下列教育：
一、識字教育。
二、各級學校補習或進修教育。
三、特殊技能或職業訓練。
四、家庭教育。
五、語言文化教育。
六、社區教育。
七、人權教育。
八、婦女教育。
九、其他成人教育。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教育之費用，由中
央政府全額補助，其他各款視需要補助之。

為完整偏鄉教育體系，爰參酌原住民教育法第
二十八條規定，訂定本條規定。偏鄉地區之研
究發展及教育評鑑有其不同於一般地區之需要
，應有其特別之規定及方式，爰訂定本條規定
，就其研究發展、評鑑所需之規劃、執行等事
項賦予法源。

第十七條 偏遠地區學校必要時得結合該地區
其他自治行政、教育文化、衛生環保、社會
福利、社區營造、災害防救之單位或機關（
構）合併設置，其空間、人員及資源應相互
支援、集中運用。

考量偏鄉地區之資源有限，為使資源有效彈性
運用，爰制定本條。

第十八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定之。

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本法之施行細則。

第十九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因應本法相關新增變動之行政組織調整
及預算編列，應於本法公布施行後一年內完
成。

明定本法施行日及相關配套之完成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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