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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臺北市國民小學進行學校整併之相關問題，企圖建構

出臺北市國民小學進行學校整併之評估指標及權重體系，以作為教育行政

當局決策之參考及國民小學校長經營學校發展之方向。本研究將依序區分

為以下章節來做探討：緒論、文獻探討、研究方法、研究結果及結論與建

議。 

    第一章緒論將區分為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問題與名詞釋義、研究方

法與步驟及研究範圍與限制等四節。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本研究企圖建構臺北市國民小學進行學校整併之評估指標及權重體

系，其研究動機論述如下，基於研究動機，將研究目的敘述如下。 

壹、研究動機    

    教育是國家經營發展成敗的重要基礎，而國民教育更是教育制度中最

基本惟影響力最深厚的環節，世界各國無不注意到教育品質與國家競爭力

之高度相關，爰均投入豐富教育資源以期提升各階段教育之品質，尤其是

關注於國民教育之投資及成效。在這樣的趨勢中，教育系統當然面臨到需

要不斷進步之衝擊。當前學校所面臨的競爭壓力異於往昔，可謂有過之而

無不及，尤其在教育資源有限及家長選擇權呼聲下，學校不能總是存在「以

不變應萬變」的心態經營學校，否則將為時代所淘汰(吳清山，1993)。爰

以臺灣地區為例，自 1987年解除戒嚴令，廢除動員戡亂時期以後，隨著

政治和經濟的不斷開放以及多元自由化，一波波的教育改革也席捲而來。

從 1993年的「四一 0教育改革聯盟」、1998年公佈的教育改革行動方案到

2000年的「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等。在在顯示出當前國民小學不斷面

臨進步的事實和其急迫性、必要性與重要性，為提昇國民小學經營及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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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之成效，關於學校經營規模、班級經營規模、學校整併等相關議題遂

成為關注的重要議題。 

    臺灣地區目前正面臨少子化之衝擊，依教育部(2007)之統計推估發

現，臺灣地區新生兒人口數由 85學年度之 325,545人，自 87學年度首度

跌破 300,000人，其後至 89學年 度除因龍年原因少有人口數回升外，新

生人口數逐年快速遞減， 至 95學年度新生兒人口數已降至 211,208人，

且預估至 100學年度新生兒人口數會降低至 192,308人。此少子化趨勢首

當其衝衝擊國民小學新生人數，依教育部統計資料(2008a)，85學年度國

民小學總學生人數 1,934,756人，至 96學年度已降低為 1,753,930人，

減少幅度為 9.34%，單看臺北市部分，由 80學年度之國民小學總學生人數

275,191人，至 96學年度降為 172,474人，減少幅度 37.33%，堪稱全國

各縣市國民小學學生總人數降低比率之冠(臺北市政府教育局，2008)。臺

北市面對如此少子化影響學生人數狀況，除配合教育部「降低國民中小學

班級學生人數政策」(簡稱小班小校計畫)逐年調降班級人數漸有成效，班

級數也由 93學年度起逐漸調減，惟面對這樣少子化趨勢，預估新生人數

將會逐年縮減之情況，部分學校學生人數因大幅減少，皆會影響原有教師

編制、校地面積使用、教學設備及教學素質等，因此係有進行學校整併之

需要，此即為本研究研究動機之ㄧ。 

    再者，政府於 88年公佈施行「教育基本法」及 89年通過「教育經費

編列管理辦法」，確保教育經費佔中央政府總預算之比率，爰自民國 65年

以來，各級學校教育經費急速成長，各級政府教育經費佔歲出之比率亦逐

年提昇，民國 65年教育經費佔歲出之 15.12%，至 80年佔歲出之 17.77%，

至 96年更高達 19.18%(教育部統計處，2008c)。前揭教育經費費用，更由

於教育部提倡「小班小校」及「教育優先區」政策，使學生單位成本不斷

提高。以臺北市為例，教育預算即佔臺北市政府施政總算之三分之ㄧ，其

中高達 70%係屬教師薪資等相關人事費用，爰為面對政府財政日益困難，

為撙節資源，及強調教育投資成本及成效，進行學校整併以減低不必要之

教育經費開支，甚至開源創新利多新局面，係本研究研究動機之二。 

    因體驗到教育對國家發展及競爭力之貢獻，世界各國無不投注心力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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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教育發展上，強調學生素質，重視學生學習成就，發展學生生活能力，

把每個孩子都帶上來即成為世界各國關心之重點，例如美國著名之 1983

年「國家在危機中」報告書」(A Nation at Risk)、2002年「沒有落後的

兒童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of 2001)、加拿大 1989學校成

就指標方案(School Achievement Indicators Program,SAIP)、全加拿大

教育指標方案(Pan- Canadian Education Stastics Council 1994)、英

國 1991年通過家長憲章(Parents Charter)、1997年公佈施政白皮書

(White Paper)等。以臺灣為例，一連串教育改革包括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小班小校、教育優先區、弱勢學童攜手計畫、精進教師課堂能力計畫等，

無不是希望深耕國民教育，強化每一位學童之學習成就及素質，惟面對部

分學校學生人數過少或人數逐年大幅度調減，是否因此減少學生同儕互動

刺激而降低校內學生之學習成就，或教師教學專業能力難以精進，影響學

生受教權益等皆係面臨課題，因此即有藉由學校整併組織再造之策略以提

升學生學習成效之需要，即為本研究之研究動機之三。 

    最後，臺北市國民教育發展目標，近年朝向「優質學校」、「精緻教育」 

為主軸，全面重視校長領導、教師教學、行政團隊及學生學習等全方位優

質化，惟部分社區因人口流減快速，致學區內國民小學學生數逐年縮減，

學校如何維持優質學校運作係ㄧ重要課題，而教育行政當局為確保學校優

質經營，如何決定哪些學校有進行整併之需要，更是有法制化之必要，以

維持學校整併政策推動之公正性、驗證性及教育性。部分其他縣市皆有國

民小學學校整併之相關研究，惟以臺北市而言相關研究卻相對較為不足，

而臺北市因特殊資源及家長特性等因素，教育發展環境與他縣市的確明顯

不同，因此以臺北市特殊教育環境為考量，企圖建構臺北市國民小學學校

整併之評估指標，即為本研究之研究動機之四。 

貳、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少子化之教育趨勢、政府財政日益緊縮、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維持臺北市國民小學優質學校經營發展及推動學校整併政策法制化等研

究動機，本研究旨將探討國民小學進行學校整併之相關問題，企圖建構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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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國民小學學校整併之參考評估指標，供教育行政機關訂定政策參考，

並希作為學校經營發展之方向，本文擬達成下列研究目的： 

一、探討學校整併之基本理念。 

二、瞭解臺灣地區推動學校整併之概況。 

三、探究臺北市推動國民小學整併之現況。 

四、建構臺北市國民小學學校整併之指標及權重體系。 

五、根據研究結果，建立臺北市國民小學學校整併之參考評估指標，用以

判斷學校進行整併之需求性及可行性，供教育行政機關訂定政策之參

考。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名詞釋義  

    

    基於前揭研究動機與目的，本研究之研究問題敘述如下，並針對研究

問題中所涉及之重要名詞加以定義，俾利後續研究之進行。 

壹、研究問題 

 為達成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待答問題如下： 

一、 臺北市推動國民小學整併之現況為何？ 

二、 臺北市國民小學學校整併指標體系之第一層級指標為何？ 

三、臺北市國民小學學校整併指標體系之第二層級指標為何？ 

四、臺北市國民小學學校整併指標體系之第三層級指標為何？ 

五、上述臺北市國民小學學校整併指標之權重體系為何？ 

貳、名詞釋義 

ㄧ、國民小學 

       依國民教育法第三條規定：「國民教育分為二階段：前六年為國民

小學教育，後三年為國民中學」，本研究所指國民小學，即係國民教育法

所謂前六年之國民教育學校，包含學校學區位於臺北市 12個行政區內之

141間公立國民小學，因私立國民小學屬跨學區招生自營性質，不列入學

校整併之考量，另本研究所謂之臺北市公立國民小學，不限定學校之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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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及學生數範圍，均屬本研究之範疇。 

 

二、學校整併 

  整併之意義可區分為以廣義解釋者及以狹義解釋者，廣義解釋即是包

含多種可能性學校結合方案，包括策略聯盟、兼營、轉型、裁廢等；狹義

解釋即是指 1個或 1個以上的機構被另 1個機構兼併，而喪失本來獨立人

事、會計或對外之法律上人格地位。研究學校組織結構合併者多係定義：

教育當局因教育和經濟上之考量，而將兩所或兩所以上的學校合併為ㄧ所

學校，本研究即參採前述狹義解釋及學校組織結構合併定義，將學校整併

定義為，教育主管機關基於政府財政及學校教育經營發展之考量，透過ㄧ

系列之策略及方式，將 1所以上之學校合併為ㄧ個單一獨立學校主體之過

程。 

 

三、學校整併指標 

  指標(indicator)一詞常用以代表一個社會現象或一種關係的強弱，

能反映現況，建立參照準則提供參考與評估。學校整併指標即是在各影響

學校經營發展之因素中，分析歸納出將影響學校整併之推動過程及成效

者，再加以分析研究，而產生之評估準則，用以決定學校進行學校整併之

優先順率，亦係判斷學校進行整併之迫切性、需要性及可行性之重要參照

依據。 

    本研究將企圖建構臺北市國民小學學校整併指標體系，將整併指標區

分為第一層級之「學校整併性指標」(學校符合指標即有整併之必要)及「學

校存在性指標」(學校符合指標即有維持存在之必要)。 

   「學校整併性指標」內之第二層級指標為「教育經濟成本指標」、「學  

生學習成效指標」、「教師工作滿意素質指標」及「社會環境指標」；第三

層級指標為「全校學生人數較低」、「每班學生人數較低」、「班級數較少」、

「每生平均享有校地面積值較高」、「生師比較低」、「學生成績表現較差」、

「學生社團參與性低或學校提供社團數較少」、「代理教師比率偏高」、「教

師流動率偏高」、「學區學齡人口逐年降低」、「學校學生數逐年流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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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位於土石流危險區或地震滑動區」及「都市計畫已通盤考量學校及社區

之發展」。 

   「學校存在性指標」內之第二層級指標為「學生受教權益指標」、「社

區性文化指標」、「政策決定指標」及「整併阻力指標」；第三層級指標為

「弱勢學生比率偏高」、「學校整併後交通不便或距離過遠」、「學校係社區

發展中心」、「學校具備深厚歷史傳統背景」、「都市法規及徵收計畫對學校

土地之限制使用」、「學校整併後之原校區規劃難以達成或發揮成效」、「學

校進行整併遭家長及校友強力反對」、「學校進行整併遭教師強力反對」及

「學校進行整併造成社會強烈負面觀感」。 

    前揭整併指標將透過本研究予以驗證，用以判斷學校進行整併之需求

性及可行性；另本研究將計算各指標之權重分數，以判斷各指標之代表性。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為建構臺北市國民小學進行學校整併之評估指標及權重體系，本研究

採用之研究方法與步驟分述如下。 

壹、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之研究方法包含文件分析、訪談、案例分析及問卷調查。 

一、文件分析 

    本研究旨在建構臺北市國民小學學校整併之指標，透過文獻探討及文

件分析，先探究學校整併之相關理論基礎、臺灣地區、教育部及各縣市政

府推動學校整併之情形以及臺北市推動國民小學整併之原則、進行過程及

成效等。 

    承接文獻探討及文件分析之結果，研究者初步建構臺北市國民小學學 

校整併指標體系，包括「學校整併型指標」及「學校存在型指標」，並各 

下轄 4面向之第二層級指標，另還有 22個第三層級指標。 

二、訪談 

    為驗證研究者初擬之臺北市國民小學學校整併指標之可用性，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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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進行專家學者及實務工作者之訪談，借助訪談對象之專業及經驗，修正 

研究者初擬之整併指標體系及相關操作型定義。 

三、案例分析 

    為再驗證修正後臺北市國民小學學校整併指標體系之完整性，研究者 

將再以臺北市中興國小及福星國小之整併案為實例，透過個案檢證方式加 

以檢視每個指標之適用性。 

四、問卷調查    

   第一次問卷調查乃根據研究者先前進行訪談及案例分析後所建構之層

級指標體系為內容，設計「『臺北市國民小學學校整併指標體系建構』可

用指標調查問卷」，針對學者專家、教育行政人員、國民小學校長及教師 

等四類專業人員實施問卷調查，蒐集對指標體系建構之意見，以修正指標

內容及其操作型定義，俾強化層級結構指標之效度，作為下一階段建構指

標重要性權重之依據。 

    第二次問卷調查，依據前揭問卷調查結果建構之指標體系為基礎，設

計「臺北市國民小學學校整併指標體系建構相對權重調查問卷」，應用分

析層級程序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對前揭四類人員進行問卷

施測，請受試者評定各指標之相對權重，整合受試者意見，建構出臺北市

國民小學學校整併指標之權重體系。 

 

貳、研究步驟 

一、擬訂研究計畫 

    本研究於確立研究主題後，即進行相關資料之閱讀，以確立研究目的

及問題，之後進行文獻探討及文件分析，撰寫研究計畫，並與指導教授討

論不斷修訂研究計畫，最後方定稿完成第一章緒論、第二章文獻探討及第

三章研究方法。 

二、進行文獻探討及文件分析 

   依據研究目的及問題，本研究透過 ERIC教育文獻資料庫、國家圖書館

全國碩博士論文資訊網、國家圖書館期刊篇目索引系統、google引擎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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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進行相關文獻及文件資料之蒐集，以瞭解學校整併之相關理論基礎及沿

革推動過程等，包括探討學校整併之背景理論、整併類型、整併策略方式、

整併考量因素、整併困難；探討臺灣地區推動學校整併之情形，教育部推

動全國各縣市政府進行學校整併之政策緣起及過程，各縣市政府推動學校

整併之方向、策略、進行方式、阻力及成效；探討臺北市推動國民小學整

併之原則、進行過程及成效；以及探討學校整併之成功實例及其他相關研

究。 

三、訪談 

    根據前揭文獻探討及文件分析之結果，研究者將初擬「臺北市國民小

學學校整併指標體系」及相關操作型定義，並以此編製半結構式訪談大 

綱，立意抽樣具有學校整併豐富專業知識及經驗之專家學者、教育行政人

員及校長進行訪談，以檢視並修正前揭「臺北市國民小學學校整併指標體

系」及相關操作型定義。 

四、案例分析 

    接下來，為使「臺北市國民小學學校整併指標體系」趨於完備，將以

臺北市福星國小及中興國小整併實例，來檢證前揭指標之實用性並修正指

標。 

五’編製調查問卷  

    第一次調查問卷編製乃根據研究者先前進行訪談及個案檢證後所建

構之層級指標體系為內容，設計「『臺北市國民小學學校整併指標體系建

構』可用指標調查問卷」；第二次調查問卷編製乃依據第一次問卷調查施

測結果為基礎，設計「臺北市國民小學學校整併指標體系建構相對權重調

查問卷」。 

六、實施問卷調查 

    問卷將進行兩次調查， 第一次問卷調查乃以「『臺北市國民小學學校

整併指標體系建構』可用指標調查問卷」為工具，針對學者專家、教育行

政人員、國民小學校長及教師等四類專業人員進行施測，蒐集對指標體系

建構之意見，以修正指標內容及其操作型定義，俾強化層級結構指標之效

度，作為下一階段建構指標重要性權重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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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問卷調查乃以「臺北市國民小學學校整併指標體系建構相對權

重調查問卷」為工具，應用分析層級程序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

對前揭四類人員進行問卷施測，請受試者評定各指標之相對權重，整合受

試者意見，建構出臺北市國民小學學校整併指標之權重體系。 

七、資料統計分析 

    訪談所得資料，採內容分析方式加以歸納及詮釋。問卷調查所得資

料，採用 SPSS for Windows14.0版之套裝程式與專家團體選擇套裝軟體

(Team Expert Choice)進行統計分析。 

八、撰寫論文 

    本研究透過文獻探討、文件分析、訪談、個案檢證及問卷調查，逐步

建構出臺北市國民小學學校整併指標權重體系，整併指標將區分為第一層

級之「學校整併性指標」及「學校存在性指標」，並各下轄第二層級及第

三層級各項指標。本層級指標將可提供教育行政單位及各學校參考，俾藉

由瞭解學校之各項條件，評估其進行整併之需求性及可行性，以學生學習

權益為最大考量，以發展學校優質教育為最大目標。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探討國民小學學校整併之相關問題，期建構臺北市國民小學學

校整併之指標及其權重體系，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敘述如下： 

壹、研究範圍 

    本研究界定之研究地區、研究對象及研究內容範圍如下。 

一、研究地區 

    本研究範圍限於學校學區位於臺北市 12個行政區內之 141間公立國

民小學(不包括國民小學附設幼稚園、國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因私

立國民小學屬跨學區招生自營性質，不列入學校整併之考量，另本研究所

謂之臺北市公立國民小學，不限定學校之班級數及學生數範圍，均屬本研

究之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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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包含大專院校教育系所相關專長教授、臺北市教育行政人 

員、臺北市國小校長及臺北市國小教師等四大部分具豐富議題瞭解、專長

及具政策決定之關係人。 

三、研究內容 

    本研究探討國民小學學校整併之相關問題，惟研究目的主要係為建構

臺北市國民小學學校整併指標體系及評定其權重，將透過訪談、案例分析

及問卷調查等方法來回答本研究設定之研究問題，其他學校整併相關問題

則不在本研究結果之範圍中。 

 

貳、研究限制 

    囿於人力、財力及時間等因素，相關研究限制如下： 

ㄧ、研究範圍及目的之限制： 

    少子化趨勢及教育財政考量等教育及經濟因素，學校整併已是臺灣地

區縣市政府均會面臨到之學校轉型發展課題，惟本研究範圍僅限於臺北市

內之 141所公立國民小學，不含附設幼稚園，國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及私立國民小學，因此，於後續推論及及結果應用上均有其地域特性上之

限制。另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僅在建立臺北市學校整併之指標及其權重體

系，爰其他相關問題包括推動臺北市學校整併之困難、策略、方法及配套

措施等均不在本研究之研究內容及範圍中，尚有待後續研究之深耕及探

討。 

二、臺灣地區學校整併成功實例少，影響文獻之搜集 

    日本及美國等先進國家，因應少子化之教育趨勢及國家財政等考量，

皆有不少學校整併之相關研究及成功實例，惟國內有關學校整併方面之文

獻實為缺乏，各縣市對於本方面之研究資料又因議題敏感而公布甚少，影

響相關文獻之搜集。另國內學校整併之實際成功案例少，又僅限於臺灣地

區偏遠、人口流失嚴重之小型學校，實與臺北市都會地區所能參照之成功

經驗有別，臺北市於近幾年面臨種種學齡人口下降、教育成本負擔及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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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成就及素質等考量下，亦僅有中興國小及福星國小一合併成功案

例，以上種種文獻及實例之缺乏，均影響到本研究之文獻探討。 

三、建構學校整併指標困難 

    本研究企圖建構臺北市國民小學學校整併之指標及其權重，以作為臺

北市進行國民小學學校整併時之參考，用以判斷學校進行學校整併之優先

順率、迫切性、需要性及可行性。惟學校整併影響及實際推動事涉複雜，

考量因素繁雜，本研究雖企圖由文獻中建構初步指標，並採用訪談法、案

例分析及問卷調查，蒐集整合各專家學者之意見，以建構臺北市國民小學

學校整併可用指標體系，惟仍恐未能全面涵蓋及劃分各重要影響因素，並

可能未能克服個案適用上之差異性等問題，另本研究利用層級分析法，整

合專家學者意見，評定指標之權重，亦恐因研究對象個人主觀性而影響，

而影響權重評定之客觀性，因此指標之周延性、全面性等仍待後續實證研

究驗證。 

四、層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使用有其限制性 

    本研究使用層級分析法(AHP)來整合各專家學者之意見，以建構出臺

北市國民小學學校整併指標之權重體系，因層級分析法主要係強調參與人

員之專業性、意見表達、整合及判斷，本研究即藉由訪談及施測具豐富學

校整併知識或經驗之專家學者來蒐集研究資料，另借由問卷設計之邏輯及

整體性，避免受試人員過於主觀或有前後意向一致性過低之情形。惟仍待

後續研究採不同之研究方法，整合各研究方法之優點，對照研究結果彌補

各研究方法之不足，以使臺北市國民小學學校整併指標之建構更具實證性

及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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