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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文獻探討共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探討學校整併基本理念，第

二部分探討我國推動學校整併之情形及現況，第三部分探討學校整併相關

研究，第四部分則綜合探討臺北市國民小學學校整併指標之建立及內涵。 

 

第一節 學校整併基本理念 

      本節將探討學校整併之基本理念，包含學校整併之理論基礎、學校

整併之類型、學校整併之策略及方式、學校進行整併時可能遇到之問題及

應考量因素，茲分別探討敘述如下： 

 

壹、 學校整併之理論基礎 

學校整併議題實係基於學校規模經濟、學校規模效能及學校最適經營 

規模理論之發展。推動學校整併政策需周延考量其整併之經濟性、教育

性，方能達其功效與意義。 

 

ㄧ、學校規模經濟 

    依據吳炳銅(1994)研究，就學校的經營而言，教育資源投入，以單位

學生成計算，產出則以學生在學或畢業人數計算。當學生人數(產出)以一

定的比例增加，單位學生成本(資源投入)卻相對減少時，便是學校規模經

濟；反之，如果學生人數增加的比例小於單位學生成本增加的比例，便是

學校規模不經濟(林文達，1984；羅大涵，1989)。 

    ㄧ般的成本結構，可概分為固定成本(fixed cost)與變動成本

(variable cost)。所謂固定成本是指不因產量增減而變動的成本項目，

變動成本則是指隨產量增減而變動的成本支出(陸民仁，1974)。據此，學

校資源的投入亦可將其區分為固定資本成本與變動經常成本兩大類。固定

資本包含校地徵收、校舍建築、開辦費等，經常成本包含教師薪資、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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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水電實驗費、教學設備費、修繕費、社教經費、社團活動費、體育衛

生費等。 

    資本成本固定不變，學生人數增加的比例永遠大於單位學生成本增加

的比例，當學生人數不斷增加，單位資本成本會逐漸減少，而出現規模經

濟的效果。變動經常成本則不然，當經常成本增加比例小於學生人數增加

的比例時，單位學生平均經常成本將因學生人數增加而下降；相反的，若

經常成本增加的比例大於學生人數增加的比例時，單位學生平均經常成本

將因學生人數增加而上升。於此，學校規模經濟係指單位平均經常成本將

因學生人數增加而下降的現象；學校規模不經濟則指單位平均經常成本因

學生人數增加而上升的情形而言(林文達，1984；羅大涵，1989)。 

    如圖 2-1所示，單位學生成本隨學生人數的增減而變動，學生人數愈

少，單位成本愈高；學生人數到達 M點時， 單位成本最低；學生人數超

過 M點之後，其單位平均成本將逐漸上升。由此可知，圖 2-1之 AO是學

校規模經濟階段，O是平均經常成本曲線的最低點，OB則為學校規模不經

濟的情形。 

                                        

     

A  B 

 

 

 

 

 

            圖 2-1學生人數與學生單位成本關係圖 

            資料來源：吳炳銅(1994) 。臺北縣國民小學最適經營規模 

研究。國立臺北師範學院初等教育研究所碩士論 

文，未出版，臺北。 

    有關造成產業規模經濟與規模經濟的原因，經濟學者描述眾多(石齊

平，民 1977;鄭東濱、林炳文，1982；趙鳳培，1975；Spencer, 1974)，

O 

學
生
單
位
成
本 

   學生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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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等認為影響規模經濟的因素，主要有(一)專業化與分工，(二)資源的有

效利用，(三)原料成本的降低，(四)副產品的生產，(五)輔助資源的相對

成長等。 

    學校規模經濟的形成，一方面係由於學校規模擴大，使得投入的資源

獲得充分有效地運用，而增加收益效果；另一方面則因為學校規模擴大

後，尚不致於衍生不經濟的有利條件下，才能成立。因此學校規模經濟的

形成或學校最適經營規模的出現，乃是基於下述三項有利因素：(林文達，

1984；蓋浙生，1985；羅大涵，1989)。 

    (一)學校資源運用的整體性與不可分割性 

學校資源有其整體性(integrity)與不可分割性(indivisibility)，  

資源的整體性係指學校的興辦，無論其規模大小，有些資源如校地規劃建

築設備、人員編制等，為了發揮學校教育功能，均需同時做整體性的投入，

無法因學生人數少而不採用任何一種資源。 

資源的不可分性，係指學校經營過程中，某些資源的運用，一次至少 

必須採用一個單位，絕不可能因需求不及一個單位，而將其分割使用，如

教室、禮堂、圖書館等的興建，不可能因學生人數少而只興建半間，人員

的聘用亦無法只聘半人等。 

     由於學校資源的運用具有上述的整體性與不可分割性，因此，當學

校規模過小時，許多資源均無法獲得充分地運用，單位學生所分擔的成

本，必然偏高；只有在學校規模逐漸擴大，學生人數增加，投入的資源獲

得較充分有效地運用之後，單位學生成本才會相對減少，產生規模經濟的

效果。 

    (二)學校人力的分工與專業化 

分工與專業化是學校規模擴大後所形成的必然趨勢，此一趨勢之所以 

有利於學校經營效益的提昇，主要可從教學與行政兩方面加以說明： 

    在教學方面，規模較小的學校，由於師資員額編制有限，為了應付課

程需要，每位教師往往需要身兼數職，擔任非自身專長科目之教學。但在

規模較大之學校，隨著教師員額的增加，教師能做有效率之分工，適才適

所，精進課堂教學能力，發展專業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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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行政方面，小型學校則往往面臨人手短絀之窘境，而必須教師身兼

數職，影響學校行政效率及服務品質，惟較具規模之學校，行政人力方具

規模，能建立合理行政程序及制度，甚有人力發展學校特色專案，行政素

質較高。 

     (三)多樣性學習活動的提供 

 一般而言，規模較大的學校，其師資陣容較整齊，學生人數較多，在 

課程與活動等各方面之安排上，有較大彈性空間，因此可提供更多類型的

課程或教學活動，增加學生參與學習機會(Anderson & Van Dyke,1972; 

Barker ,1986 )此外，隨著學校規模的擴大，通常更有充裕的經費提供較

精良的教學設備或延聘受過高度專業訓練的教師擔任教學及課外指導工

作(林淑貞，1979)。此點可由各項競賽活動的優勝，均為大型學校所囊括，

窺其端倪。足見學校規模的擴大，有助於經營效益之提昇。 

 

二、學校規模效能 

    學校效能是學校辦學的核心，如 Goodman和 Pennings(1997)所稱，學

校效能是與學校成員關係最密切，但卻是極少被闡述的構念。 

    吳清山(1992)指出，一所有效能學校之特徵至少是： 

    (一) 強勢的行政領導 

    (二)和諧的學校氣氛和良好學習文化 

    (三)重視學生基本能力習得 

    (四)對學生有高度期望 

    (五)教師有效之教學技巧 

    (六)經常督視學生之進步 

    (七)教職員之研究進修與發展 

    (八)妥善之學校環境 

    (九)社區、家長之支持 

    鄭勝耀(1999)指出學校效能指標有四： 

    (一)均等(equality)：「教育機會均等」之意義，以教育社會學之角

度觀之，包含三層面：即為就學機會、教育過程及教育結果之均等。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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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財政學之角度觀之，稱為公平，亦包含三層面：水平公平、垂直公平

及財政中立等。 

    (二)效率(efficiency)：學校在面對諸多教育政策時，需要擇選其備

選方案之先後順序，每一政策都在積極爭取有限之資源，且每一資源都有

其機會價值，如何採取有效之方式、利用有限之教育資源達成教育目標，

即成為學校效能規準之ㄧ。 

    (三)選擇(choice)：在現今教育環境中，不再是由學校單方面篩選學

生，家長及學生也被賦予選擇之權利，得依照自己的性向、能力及意願等，

選擇符應之教育環境，而學校當然也就被強調更多的績效及責任。 

    (四)卓越(exellence)：以高品質之水準達成學校教育目標，所謂卓

越，並不是在瑣碎事務上展現高人一等之成就，也不等於是精英主義，而

是學生能敏銳地理解和擁有良好表現之能力。 

    吳清山(2002)將學校效能定義為：一所學校在各方面均有良好的績

效，它包括學生成就、校長領導、學校氣氛、學習技巧和策略、學校文化

和價值，以及教職員發展等，因而能夠達成學校所訂之目標。   

    學校效能定義主要均係關注於學生學習成就、教師教學效果與學校行

政團隊效率三方面(黃炳煌，1994；鄭勝耀，1999；梁金盛)。近年，教育

環境開放且多元化，在倡導教育革新，配合社會對學校願景期待之改變，

新的學校效能定義及指標亦隨之受到重視及討論(張德銳，1998；Sergiovani 

et al.,1992)。 

    而在探討學校最適經營規模之研究上，不同學校規模是否會影響學校

之效能，即學校之素質，即為ㄧ重要討論課題，畢竟，在探討學校規模時，

除規模經濟之角度外，學校素質所帶來之教育品質更是需要被關注的，教

育成效之評估，絕不僅是由經濟之角度即可論斷。 

    在威斯康辛高中規模經濟研究中，即以平均教師薪資、具有碩士學位

教師百分比、平均教學經驗、師生比例、提供學分、教師平均授課科目等

六項作為學校素質及效能之參考指標。 

    林文達(1975)探究學校規模經濟，即將學校教師素質、師生比例、教

師平均任教科目、提供聯課活動及專業選修科目數等納入學校效能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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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淑貞(1979)研究國中經營規模，即將學校任教條件理想教師百分

比、每年平均教師薪資、人事費佔總經常支出之百分比、平均班級大小、

提供聯課活動之種類數、教師平均任教科目、每一學生平均圖書數、地理

位置、三年間學生人數改變比率等，納入研究指標。 

    沈六(1985)根據教育上量化之指標：如每班級平均所佔教師數、每位

教師所占學生數等、教育評量結果、統計校舍應用之時間、教育上預定之

計畫執行率、會計手續是否簡捷等，作為學校效能及素質之指標。 

    郭添財(1991)探究學校規模經濟，將正式合格教師百分比、師生比例

平均班級學生數、人事費佔經常支出之百分比、教學事務費佔經常支出之

百分比、教師平均任教科目、提供社團活動種類數等，納入研究指標。 

    蘇永輝(1998) 探討國民小學經營規模效應，將學校組織結構、教師

工作滿意、師生互動關係、學生學習環境、學校課程活動安排等，納入研

究指標。 

    綜上，學校規模在教育品質所產生的效應，可以區分為學校條件層面

與學校表現層面，分述如下：  

    (一)學校條件層面：包含學校提供的課程科目數、師生比例、 合格

教師百分比、學生平均佔有的空間面積、學校大型教學設備種類數、學校

圖書總數、教師平均任教科目數、人事費佔經常支出百分比及教師兼任行

政工作的平均數目等。  

    (二)學校效能層面：包含學生對學校的態度、學生學業成就、學生問

題行為、教師工作滿足感、社區評價或知覺、校外競賽成績等。 

 

三、學校最適經營規模 

    綜上討論，學校規模經濟及學校規模效能之理論探討，影響眾多學者

對學校最適經營規模之討論，也就是探討在何種學校規模下，會同時帶來

最高之學校規模經濟及規模效能，也就是所謂之「最適當規模」（the 

Optimal Scale），畢竟學校規模太小，會造成資源浪費以及單位學生成本

較高之問題，而產生「不規模經濟」現象，但是學校規模太大，亦會產生

師生人際關係疏離與行政效率僵化等「不規模效應」現象。吳炳銅(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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闡述學校最適經營規模兼具以下幾種特性： 

    (一)較低的學生單位平均成本 

學校經營之學生單位平均成本，不但包含所有學生支付的直接費用， 

亦包含與學生有關之間接成本。前者如教職員之薪資、行政事務費用、學

校建築設備及土地之購置費用等；後者如機會成本及其他教育機構因教育

而花費之特別支出。由於間接成本不易以貨幣衡量，因此，一般在計算單

位學生成本時均以經常成本為範疇。為求達到學生單位平均成本之降低，

學校應增加學生人數，始能達到資源之充分使用。 

    (二)適當之資源分配 

    學校規模不同，其所能提供之資源難免有差異。小型學校限於學校財

力、物力與人力之不足，因而會產生因陋就簡或盡量減少參與校際活動之

機會；大型學校則有師生關係疏離，個別學生參與活動機會減少等不利現

象。所以適當之資源分配是學校最適經營規模所具備之特性之ㄧ。 

    (三)有利之素質因素配合 

學校是以人為主體之教育機構，因此，除了考慮成本因素外，對學校 

因規模不同所造成的結構性改變與衍生之各種影響，均應加以有效整合，

才能真正避免規模不經濟之效應。一般而言，學校規模小，人事單純；大

型學校因行政分工、科層化明顯、溝通協調困難，反而是大規模學校經營

的不利因素。如何使素質因素做有利之配合，亦是探討學校最適經營規模

時所應加以考量之重要性之ㄧ。 

    而參考學校最適經營規模相關實證研究，歐美國家大致以學生人數作

為產出指標，日本與我國則以學校班級數與學生人數為產出指標，投入指

標則不脫離學生經常成本、學校素質因素及學校效能表現等，部分學者諸

如 Howley和 Bickel(2000)也提醒學校最適經營規模應考量弱勢族群、社

經地位及區域特性等因素，陳麗珠(2000)則指出學校最適經營規模需依教

育層級、學校所在地區(都會區、鄉鎮區、偏遠地區)而異，是以需考量各

項因素及特性方可求出合理之最適學校經營規模值。 

   總而言之，學校最適經營規模之探討，係希望降低學生單位平均成

本，以提高資源及設備之使用率，同時要注意資源之適當分配，才能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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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教育品質與教育機會均等之達成。 

 

貳、 學校整併之類型 

有關整併類型的研究(戴曉霞，2002)依機構自主程度為指標，整合模 

式可分為聯盟、附屬、邦聯、合併和兼併。 

    (一)聯盟：聯盟組織與其會員各為獨立法人組織，前者有獨立資產負

載、董事會內部章程、預算等，後者亦有獨立之角色、資源與目標等，其

整合僅限某些活動或服務，關係相對鬆散。 

    (二)附屬：附屬之特徵包括兩機構為雙邊協定關係，可同時與不同機

構組成附屬關係，既不影響參與機構之自主，也不包含資源重分配，通常

僅有一方有授與權位之權利，在學術領域上各有專長，在實例上英國安大

略教育研究所在 1965年成立後，未獲得頒授學位之法定定位，故多年來

與多倫多大學成立附屬關係，由後者頒授學位，前者財務、資產負載、人

事都為獨立狀態。 

    (三)邦聯：參與機構的資產與負債獨立，參與機構雖有頒發學位的法

定權力，惟由主大學來負責學術水準並頒發學位，學生可在任何機構中修

習課程；邦聯可促進機構間的合作，也在不增加成本狀況下，增加課程的

多樣性；在公立體系中，主大學是和政府接觸的唯一窗口，也是公共經費

撥付的對象，參與機構保有聘用教師的權力，但學術水準必須符合主大學

之要求，為維持學術水準，大學也會將會員機構的收入重新分配，主大學

必須協調並設定統一收費標準。邦聯之典型實例為英國牛津、劍橋與倫敦

大學。 

    (四)合併與兼併：合併意指兩個以上原本獨立的機構放棄原本的法律

定位、自主和文化認同；兼併則是一個較大的組織將一個較小的組織吸納

進去，其資產、負債、責任、人員完全由較大的組織來承受。 

   

  綜上，整併類型可區分為廣義類型及狹義類型，廣義類型即是包含多

種可能性學校結合方案，包括策略聯盟、兼營、轉型、裁廢等；狹義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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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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 學校整併的策略與方式 

一、Pitchard（1993）所歸納的整併策略： 

    一般而言，整併概念最先來自組織結構的調整，也可被定義為二個或

更多機構放棄他們在法律上的獨立身分而傾向於一個新的聯合身分。以下

即介紹其不同策略。 

   （一）垂直（vertical）整併：主要是跨領域的，發生在不同學術水

平的教育機構之間。 

   （二）水平/橫向（horizontal /lateral）整併：這種合併牽涉到許

多複雜問題，特別是在不同的地理區域。 

   （三）集團型（conglomerate）整併：主要是為了擴展其專業領域，

介入更多的多樣化。 

   （四）混合型（hybrid types）整併：即水平－集團型合作或垂直－

集團型合作。 

   （五）單一（unitary）整併：所有部門全部消失，在一個共同身分中

並由一個中央當局治理，即為單一合併。 

   （六） 聯邦型（federal）整併：在合併後，該合併機構的各個單位

比單一的合併擁有更多自治權，就是聯邦型合併。 

 

二、Samels（1994）所歸納的整併策略： 

    Samels 參照企業整併方案，對於高等教育合併方案也有許多略同之

處，因此他在研究美國學校整併之後，提出五種整併策略： 

   （一）單純式（pure）整併：當個體A 被併入個體B，B 為法律上唯一

的繼承者，這樣的合約可以看成單純式的合併。事實上，A 已經解散消滅，

B 是僅存個體。 

   （二）再造式的整併：合併前的個體行政系統在新的個體中仍然容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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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異存在，以協力調和後重組董事會。合併後新個體仍保有合併前原有的

學術聲譽，可以藉由新的校名或以原校名組合的方式達到目的。不管用那

一種命名方式，這種合併方案通常由學術水準及行政效率差不多，同處同

一個地理區域的學校所選擇。一旦參與合併學校個別校風完全調和，就能

進一步進行歸併。 

   （三）資產轉移（transfer of assets）：在財產轉移交易中，個體A

將一部分或全部資產的權利、名稱、及利益轉交個體 B。而B轉移的交易

可能是由於學術上、財務上、或管理上等各種不同的考量之下的結果。通

常主導交易的個體已經擁有廣大市場佔有率，而且是學生心目中的明星學

校。 

   （四） 各種合作，如聯盟式合作（consortium）、聯邦式合作

（federation）、協會式合作（association）： 

        1.聯盟式合作（consortium）：各校仍維持原有的行政自主權，

但在學程、科系及學分認定等，互補對方的不足。 

        2.聯邦式合作（federation）：是指兩校或兩校以上形成聯邦式

的行政組織，進行各項教學規劃。 

        3.協會式合作（association）：兩所或兩所以上學校構成，保

有相當自主的行政權，但會員間提供相關的協助。上述這些的合作形式被

限於只能在同一區、同一縣市、同一州進行。 

  （五）共同資本和教育聯合（Joint ventures and education 

affiliations）：這類合作各校仍保有其行政結構，但聯手促銷具創意且

明確的跨校課程，藉以提昇學校管理的效率和互補性的成長。此種合作方

式不同於其他的合併方式特點在於：藉由一定期間的合作，參與的學校能

培養出互信及信譽，進而成為永久的教育夥伴。是所有合併方式中最不會

傷害參與學校合作的方式。 

 

三、胡艷（2000）所歸納的整併策略： 

    胡艷認為高等教育合併在中國大陸發揮了優勢互補、資源共享的優

勢，辦學條件得到改善，綜合實力明顯增強，辦學質量辦學效益明顯提高。



 23 

他認為高等教育整併按不同標準有不同劃分方式： 

   （一）依主要學科類別關係來分：可分為同類向合併、互補性合併、

及交叉性合併。 

   （二）按學校隸屬關係來分：可分為中央部門所屬學校與地方院校之

間的合併、中央部門所屬學校之間合併、地方所屬院校之間合併。 

   （三）按學校合併緊密度來分：可分為緊密型半緊密型和鬆散型 

 

四、薛天祥（1999）所歸納的整併策略： 

    薛天祥的分類方式以中國大陸高校合併的不同類型來加以說明有以

下四種情形 

   （一）強弱整併：由原來實力較強辦學能力較強的高校與辦學實力較

弱的高校合併類似企業間的兼併。 

   （二）強強整併：由具有一定歷史傳統師資與學科實力堅強有特色的

幾所高校合併組成更具影響力的綜合大學 

   （三）水平整併：由實力都不太強水準相當的學校共同組成新的學校 

   （四）地區整併：由各地區的幾所原有高校合併成一所新的學校。 

 

五、蔡秀英（2001）所歸納的整併策略： 

    蔡秀英在其研究中結合學校性質與學生人數多寡，歸納出我國高等教

育三種可能合併方案。 

   （一）多元型整合方案：學生人數在一萬人以下的學校與其他不同功

能或少數功能重疊的他校併，而產生功能多樣的學校。 

   （二）擴張型整合的方案：學生人數在一萬人以下的學校與本身或重

疊的他校整併，形成學校規模增大，而專精某一功能。 

   （三）複合型的整合方案：學生人數在一萬人以上的學校與功能同是

多樣化的他校整併。 

 

六、教育部（2001）建議整併策略： 

    民國九十年教育部提出兩個主要計畫：「國立大學院校區域資源整合



 24 

發展計畫」和「推動研究型大學整合計畫」，其中「國立大學院校區域資

源整合發展計畫」提出國立大學資源整合的實施方式主要有三種： 

   （一）校際合作：大學基於教學、研究、推廣的需要、從資源整合、

交流、互動開始，例如系所規劃、師資聘用、運動設施、校際選課、研究

計劃等事項，皆為校際合作的可行方向。 

   （二）策略聯盟：提出具體的共同運作計劃，整合數個有潛力的研究

中心具有跨校性之發展方向、特色等進行規劃，逐步整合可互補之大學校

院成為一個新大學系統。 

   （三）學校合併：鼓勵同區域性質可以互補的國立大學院合併，成為

一個規模更大、資源更充裕及更具競爭力大學。 

 

七、張夏平（1994）研究認為國內小型學校合併方式可分六種 

   （一）本校裁併：將原來學校併入鄰近學區的學校，原有學校行政人

員另行安排出路，教師、學生移到鄰近學校上課，簡言之即廢校。 

   （二）本校改為分校：將原來學校併入鄰近學區的學校，改為鄰近學

校分校；取消原籍主任及校長編制，改設分校主任一名；原有教師及學生

均留分校上課。 

   （三）本校改為分班：將原來學校併入鄰近學區的學校，改為鄰近學

校分班，原有行政編制取消，只設分班教師一至二名，原有學生留在分班

上課。 

   （四）分校裁併：將分校廢除，原有教師、學生併入鄰近學區的學校

或回到本校上課。 

   （五）分校改為分班：將原來的分校改為鄰近學區學校的分班，原有

分校主任編制取消，只設分班教師一至二名，原有分校學生留在分班上課。 

   （六）分班裁併：將分班裁併，原有教師及學生併入鄰近學區的學校

或回到本校上課。 

     

    綜上，前揭學校整併策略雖大部分係屬高等教育之經驗，惟仍可汲取

作為國民小學階段學校整併策略之參考，義務教育階段因學校發展重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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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有明顯差異，因而學校整併策略可視為漸進式之過程，依程度可歸納為

學校校際合作、策略聯盟、再達學校整併階段。學校整併又可區非為優勢

整併、對等整併及弱勢被併三種方式。 

 

肆、 學校進行整併時可能遇到之問題 

學校整併成功實例少，各縣市政府亦往往將學校整併之討論視為敏感 

議題，實因學校進行整併時會遇到不少問題，影響整併之作業及成效評

估，敘述如下 

  根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96年度專案計畫-臺北市公立國民小學學校整

體發展策略評估計畫(2007年 11月)，學校整併面臨以下考驗： 

一、資源整併不如預期 

    學校整併主要目的是希望資源能整合運用，達到更高成效，但有時連

學校內部資源使用之整併都有困難時，期盼校際間教育資源的整合更不切

實際。以彰化師大與彰化高工的整併經驗而言，兩校僅有一牆之隔，整併

後兩校間的圖書、設備都無法統合運用，每年政府仍需挹注大量經費供兩

校購買，資源整併成效有限。就是相互隸屬關係已經相當久遠的師範院校

附屬中小學，除教育實習與教育實驗外，支援整合的效果亦不彰顯。 

二 、違反平等原則疑慮未除： 

學校本身即有其風格與傳統，亦有其自我遵循的範例與慣例，在學校

間自有其差別，如果無法互相了解與接納，會造成雙方的誤解與誤會，使

得校際間整併產生阻力。而學校的歷史、資產保留、校名、行政規章、教

師福利、主導權、權力分配等都是在學校整併中不容忽視的關鍵問題。 

三、學校性質發展發展願景有別： 

每個學校都有其重點發展方向與特色，相互間的差距自然存在，二者

如不能有效釐清與調和，自會產生阻力。而願景更是一個組織或機構的長

遠努力標的，二所學校之間的願景如有差異，究係要其中一校放棄其原有

願景，或是加以整合？如何整合才能讓雙方滿意？並且認同願朝相同目標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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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育資源籌措策略功能不再： 

如果教育主管單位為了達到鼓勵之目的，或是以經費編列差異化的策

略，分配較多的資源予整併的學校，在教育經費逐漸緊縮的情況下，必定

會擠壓其他的資源，勢將引起眾多學校的反對，對各校的學生也不公平。 

五、影響地方教育生態之平衡： 

過去小學的社區學習中心之功能受到社會大眾之肯定，因此社區人士

將會對小學間之整併，有極大之疑慮或期待。而各小學長時間的經營，在

地方已有相當平衡之教育生態，當新的學校經營型態投入教育市場後，必

定引起社區居民對學校地位評估之重新洗牌，也將變動地方之教育生態。 

六、違反教育平等原則 

教育的均質化一向是教育界努力之目標，不僅城鄉要均衡，公私立學

校要均質，就是同一區域的學校也希望能各具特色，水準儘量齊一。但如

果為了政策的需求，賦予某些中小學有更多教育資源，將使區域內的學校

在不平等的條件下相互競爭，不僅違反教育平等之原則，對將併校之學生

亦不公平。 

七、校友、教職員工疑慮未除： 

學校整併後，學校名稱必須改變，畢業的校友失去原來之認同，大多

反對。學校整併後，為了配合整併學校之相關作為與措施，原有的特質與

型態也許必需轉型， 將延伸出教師是否需接受第二專長訓練才能任教，

學校原有設備是否閒置等問題，恐引起許多教職員工之疑慮與反彈。 

 

    美國緬因州是美國最早實施學校整併的行政地區，從 2006年起即在

首長 Baldacci的宣示下，開始進行一連串的學校整併政策，政策目標是

將州內 290個學區整併到 80個學區，希望每個學區都能至少有 2500名學

生，如果落實此項政策，預計至 2009年，可節省 25千萬美金，但是本項

政策從開始實施後，即遭到社區民眾、地方代表及立法者等反對，認為學

校整併或許讓帳面上的經濟成本看來降低了，但是卻產生更多學生學習及

教師教學上的潛在成本，包括整併後造成部分失業勞工的人事成本、學生

上課交通運輸花費、學生學習適應及及家長更多投資等等(Ash,Jess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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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well,2007)。 

    Ward和 Rink(1992)研究發現學區學校整併會造成當地居民對社區認

同之流失。Ilveoto(1990)研究亦指出公立學校對郊外社區是非常重要

的，從社會面來說，是當地居民凝聚感情及社交互動之場所，從經濟面來

說，提供社區部分居民工作機會，因此，面臨學校整併往往首先最大的問

題就是面對社區居民的反對，以及如何維持存在之歷史文化。 

  何肯忞(2002)從經濟上的隱藏成本、教學上的負面效果、合併產生社

區文化的負面影響等三方面來論述學校整併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一、經濟上的隱藏成本： 

     一般認為合併帶來經濟上的節省，惟實際上卻會增加運輸費用之成

本。以美國為例，學校整併之結果，造成學校離社區距離更為遙遠，州政

府利用「黃色校車」來載送學生上下學，卻增加了州政府之運輸負擔。另

外，使用這種集中化與標準化的流程，來改善教育品質的同時，亦增加了

隱藏之教育成本，包含學生上學及下學等待校車及乘車所花費之時間成

本，因等車及乘車花費時間影響學生從事家庭家事活動、減少睡眠時間、

休閒時間、做功課時間、課外活動時間參與等。並進一步影響學生與社區

之互動，使社區感情未能凝聚。 

二、教學上的負面效果 

學校整併後有時反而造成教學上之負面效果，影響學生學習權益，原

因包含整併後教師和行政人員參與度降低，教師和學生因不熟悉造成之關

係緊張，教師和學生調適困難，適應上產生挫折，降低學習興趣等。 

三、合併產生社區文化之負面引響 

    (一)健康社區與純種文化： 

    社區好比一個教師，一個健康的社區滋養一群健康的居民，並扮演地

方文化的角色，學校整併可能喪失父母參與學校事務的機會，因而喪失健

康社區滋養小孩之機會。另外，學校整併後為社區注入新文化，反而會影

響原本社區之純種文化及傳統。 

    (二)田野經驗與技術經驗： 

    社區文化對於個人人格發展的影響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社區可以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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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孩子之田野經驗。當我們從麥田摘下幾粒麥穗在手掌上揉磋時之感覺，

和在書桌上看圖片、文字計算小麥的生產，其感受是絕對不同的，前者就

是田野經驗，影響個人的實際生活自然習慣，後者則是技術經驗，聯繫理

論與技術，這兩種不同經驗幫助孩子建構生活能力和思考態度，而與孩子

緊密相連之社區學校，即能同時提供孩子兩種學習經驗，幫助孩子完整成

長。 

    (三)學校與社區都是老師 

    當社區文化力量薄弱時，孩子的學習潛能就被削減了。青少年理性與

負責任之行為須奠基於社區所提供之田野經驗與技術知識之融合價值，社

區學校正扮演這種價值功能之角色。當學校與社區結合的時候，學校與社

區同時都是小孩之老師。也有學者認為，學校是社區的中心，小校可幫助

建立學生和父母關係，對於大校這點是比較困難的。 

     

    綜上，學校整併時會碰到之問題，主要可以歸納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影響學生學習成效之疑慮： 

包含學生在新學校的適應問題，心理健康發展、弱勢學生的學習權

益，學校課程及活動之重新調整及安排等。 

二、破壞社區文化及歷史傳統之疑慮： 

包含整併後導致被裁併之社區學校無法再凝聚社區居民感情，學校悠

久歷史之中斷，新學校與社區關係難以建立等。 

三、遭致家長、社區、教師及相關利害關係人之阻力： 

家長對學校整併後學生學習成效之疑慮導致反對，社區對學校整併後

社區文化之破壞疑慮導致反對，教師對整併後自身權益之不安導致反對，

以及相關利害關係人因學校整併而要做的改變及適應疑慮導致反對，均使

得推動學校整併需要長時間的溝通及相關配套措施之全面配合，方有可

行。  

 

伍、學校進行整併時之應考量因素 

    Nelson(1985)引用 Kay的論述作為結論指出：合併應考量自然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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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其他社區的制度特色，以及是否有其他替代的社會服務機構；再加

上學校效應的種種因素。 

    Lesitritz和 Thompson(1996)研究指出，從北達科塔州 8個學區之學

校整併經驗發現，推動學校整併過程最重要的就是要召開社區居民會議，

爭取社區居民認同。 

Ash, Jessica和 Maxwell(2007)研究美國緬因州的推動學校整併經

驗，發現學校整併不能僅考量經濟成本因素，爰緬因州政策上要求各學區

皆要與鄰近學區進行整併，以達到毎學區至少 2500人的同時，亦考量沿

海地區之小島學區及偏選地區部落學區之個殊環境及學生受教權益，同意

得免除進行學校整併。 

Mclean(2003)研究指出關閉或整併郊區學校時，有七個要考量的因

素： 

一、要有完善而周延的計畫： 

    政策制定者與立法者往往對學校整併有著相對的立場，社區民眾是受

影響最大的人也是最多意見的群體，因此政府當局對學校整併要能提出完

善周延的計畫，才能讓各利益團體互相進行討論及修正，發現問題，並提

出適當的解決方式。 

二、瞭解小型學校是社區的文化核心及靈魂 

    學校存在於社區，往往負載著社區存在的長久歷史和文化，因此進行

學校整併一定要考量社區居民的感受和歷史文化保存。 

三、考量交通距離造成的學生通行時間及安全 

    學校整併後所產生的立即明顯結果，就是部分學生必須花費比以往久

的時間，到達交通距離較遠的新學校，家長亦會擔心學生上下學的交通安

全。不過這未嘗不是一個學校或是城市發展便捷交通網絡的契機。 

四、整併要建立指標 

    為何要選擇這間學校作為被整併的對象？要面對家長、社區及一般民

眾的質疑，政府就應該要能提出明確的標準，來決定學校是否需要被整併。 

五、關注人口的成長及社區都市計畫 

    學區居民的遷移、大型建設或住宅區房屋的都市計畫，皆會影響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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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齡人口的成長或減縮，因此推動學校整併要先考量學區未來人口的趨勢

及都市更新對學齡人口曲線的影響。 

六、新舊學校及社區融合的差異 

    沒有兩個學校及社區的文化會是相同的，因此學校整併後，如何成功

融合兩個不同群體，消弭緊張、不信任及不確定性的沒有安全感，將差異

及疏離減少到最小，並且促使公平及正義，會是面臨的重要課題。 

七、學校整併對整體社區及都市更新的價值 

    學校整併往往發生在老舊的社區環境，因為人口流失、環境老舊、社

區發展停滯，因此學校學齡人口逐漸降低，如果學校整併可以帶來學校及

社區發展的新契機，可以提供都市更新及社區整體重新營造，以符應當前

社會趨勢脈動，則就是一個值得努力的方向。 

     

張國輝(2005)的研究從國內外小型學校整併發展中探討學校整併時

應考量之因素，包括教育成本、教育機會、社會需求、配套措施以及心理

層面等，敘述如下： 

一、教育成本 

    在過去近三十年來我國各級政府教育經費占歲出百分比，在各縣市政

府部分，教育經費幾乎佔當年度歲出之ㄧ半。鄭勝耀(1999)指出在政府有

限的財源下，如何採取最有效率的方式達到學校的教育目的、提昇教育品

質邁向卓越，已成為教育資源分配的規準之ㄧ；Nelson(1985)也表示「學

校整併」對學校課程安排和政府財政都有益處。 

    一般對於教育資源的內涵可概分為「經費資源」、「人力資源」及「資

訊/社會資源」等三大部分，而此三者或多或少也都涉及到成本問題；經

費資源包含校舍建築、教學器材、圖書媒體等資本成本；人力資源包括教

師與職員編制員額數、師生比多寡、教師學經歷與薪級等經常成本，而資

訊/社會資源部分則包括研習進修、資訊設備的更新與維護、社區互動等

活動成本。 

    一般學校規模經濟研究探討結果，皆發現學校整併於學校規模方面所

產生的改變將使得「平均成本」與「學校規模」之間關係呈 U/L型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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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亦有相關研究例如張夏平 (1994)、陳憶芬(1994)均認為學校整併只能

減少行政費用支出之百分比，對整體財政效益之幫助並不大；Killeen和

Sipple (2000)則指出整併結果不一定會降低學生單位成本，所增加的運

輸成本更高；陳麗珠、陳憶芬(1995)對屏東縣山地小學合併案做成本效益

分析，根據計算結果該合併案至少須 17年方可回收期成本，並不符合經

濟效益，但若是一般合併案則只需一年便可回收成本，故於結論時指出學

校合併的經濟效益，受到決策者施行政策之目的而定。 

    綜上，無論從教育成本內涵之外顯成本角度或是隱藏成本角度，皆是

學校進行整併時之重要考量因素。 

二、教育機會 

    王家通(1998)認為若將所謂教育「機會」的內涵加以一般化(如金錢、

時間等)，則所謂的「教育機會均等」，可以說是「教育資源分配均等」的

意思；陳麗珠(1993)亦認為：「教育機會公平要靠教育資源的重新分配來

達成」；McMahon則提出「水平公平」，主張起點機會均等、「垂直公平」，

即主張積極性的差別待遇、以及「代間公平」，主張教育結果應能達成合

理的社會流動。 

    而近年來隨著教育品質於軟體、硬體方面之提升，學校不再僅是提供

一般義務教育之場所，為符應家長對卓越教育及精緻教育之期待，學校皆

應致力於發展優質教育題學校特色。因而每位學童都應有權利接受卓越教

育之機會，學校在進行學校整併時，當應優先以學生之積極受教權益為考

量，思考學校品質及教育效能之問題，包含學校之軟硬體設備、學習環境

改善、教師專業成長、學校經營氣氛、學生學習表現及社區家長認同感等。 

三、社會需求 

    學校與社區是一個社群組織網絡，學校並不是獨立而存在的，因此學

校對於社區里鄰皆是一個凝聚文化及感情之場所。Fanning(1995)探討學

校整倂時認為學校是健全社區之ㄧ部分，彼此交織而形成社區文化，此一

文化蘊含著社區集體智慧與價值觀，對於學生之認知學習是無可取代的。 

    因此當學校面臨整併及廢校之情形，社區居民及畢業校友往往持最大

反對聲音，社區居民擔憂社區文化及歷史之流失，畢業校友則面對自己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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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根基之被剝奪感。 

    其次，在社會教育功能面，過去各地國民小學一直都扮演著政府掃除

文盲之基層教育單位，各國小辦理補校、成人基礎教育研習班、縣民學院、

讀書會、成長團體等成人教育工作，辦理方式不一，惟皆是政府落實各項

教育政策之第一前線，帶動社區學習風氣，提升地方知識水準，近年各國

小於推動社會教育工作上，包括外籍配偶輔導、成人補校、志願服務工作、

各項藝術教育、鄉土教育等，皆扮演重要角色。爰此，進行學校整併時，

學校所提供之社會需求功能係ㄧ重要考量因素。 

四、配套措施 

可由學生、教師及社區三面向來探討： 

  (一)學生方面：省教育廳在 1987年之合併原則中已明示：併校後學生 

不住校步行可於 1小時內到達，且無安全顧慮以及乘車須一次到達。亦即

學校整併時須對整併後交通運輸之成本、學生安全、隨車司機與教師、路

線規劃等作整體考量。另課程安排方面，因藉由合併而提供更專業分化之

師資及多元豐富課程，以維護學生積極受教權益。 

  (二)教師方面：學校整併對於校內教師均會產生衝擊，造成教師之緊 

張與不安，因此必須考量教師之心理接受度，維護教師工作及教學權益，

具體建立教師職務安排制度、薪資福利考核系統及後續專業成長進修等，

並加強與教師之溝通，弭平教師疑慮。 

  (三)社區方面：學校整併後之多餘校地使用規劃應積極運用，方達到 

原整併之教育及經濟效益。范振寶任省教育廳科長時曾表示：廢棄之校園

任其荒蕪或變更為其他非文教用途，等於是另一種形式之教育資源浪費，

並有違效能政府之形象(徐藝華，1996)。另一方面，淡江大學建築系張基

義教授應台東縣立文化中心之委託，主持將已裁併之美濃國小轉型為「藝

術村」之改造計畫，對於小型學校裁併後原校地之再利用持肯定態度(黃

雅鳳，1996)。另外徐諶(1996)亦以新竹縣獅山國小成功轉型為童軍育樂

中心例，為文與以肯定。雖然有效運用、成功轉型之例子並不多見，但確

實說明整併前審慎規劃考量，整併後確實執行之重要性。 

四、心理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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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整併對於整併學生、教師、行政人員、校長、家長及社區民眾都

會都來影響，研究上這些利害關係人往往都是持反對態度，以臺北市中興

國小及福星國小之合併案為例，在與相關利害關係人之溝通及配套措施上

就投注了最大之努力。Moray(1985)指出合併之關鍵因素在於「計畫

(planning)」、「溝通(communica tion)」與「共同投入(community 

involvement)」，陳憶芬(1994)以 Moray之主張為基礎再加以說明，認為

學校整併關係教師及行政人員未來之工作命運，更是家長們切身之問題，

因此要注意相關人員之心理層面以促進學校整併之成功，有以下三要素： 

 (一)周詳之計畫：包括確認學校需求、建立近程及長程目標、建立程序、 

建立評鑑標準、規劃程序等。 

 (二)明確之溝通：經由宣導、集會、會議及地方媒體之運作，使學生、 

家長及教師瞭解合併之原因，使他們知道合併之計畫、目前之進度及未來

之期望。同時亦應注意到他們的意見與反應，避免產生誤解，甚至對於謠

言亦須追蹤調查並適時澄清。 

 (三)社區之參與：當學生人數減少時，來自家長之支持亦然，但是可以 

藉由家長對學校校務之參與來彌補這些現象。或是安排參觀訪問也可以增

進學生與家長對新學校之認識與支持。 

 

    綜上，學校進行整併時應考量因素可歸納為教育經濟成本因素、學生

學習成效因素、教師工作滿意及素質因素、社會環境因素、學生受教權益

因素、社區性文化因素、政策決定因素及整併阻力因素等八大面向。前揭

面向將作為本研究初步建構臺北市國民小學學校整併指標之架構，內涵於

本章第四節做深入探討。 

     

    本節探討學校整併之基本理念，包含學校整併之理論基礎、學校整併

之類型、學校整併之策略及方式、學校進行整併時可能遇到之問題及應考

量因素等五大方面，下節將從實務運作方面，探討我國推動學校整併之情

形及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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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我國推動學校整併之情形及現況 

     

    本節將從我國國民小學學校整併之發展開始討論，以瞭解我國推動學

校整併之政策發展過程，建構探討學校整併問題之脈落；其次將探討各縣

市政府之推動學校整併情形，以瞭解學校整併之實務運作情形；最後則聚

焦探討臺北市推動學校整併之情形及發展，作為本研究建構臺北市國民小

學學校整併指標及相關問題研究之重要基礎。 

 

壹、我國國民小學學校整併之發展 

    學校整併之風在世界各地吹動，這股風潮也在我國一波又一波的掀起

教育投資浪潮。一九一O 年代以前，教育理財強調人民參與、適應不同個

人、地區的需求、意願，並考慮負擔能力；一九六O 年代教育理財觀念轉

為重視公平性；一九七O 年代教育理財觀念追求績效責任制；一九八O 年

代教育理財觀念強經濟率、技術效率、投入效率(郭添財，1991)。上述教

育理財觀念的變動也反映在我國的教育政策之國民小學教育改革內容。受

到外在環境影響我國國民小學學校發展狀況，主要可劃分為醞釀期、萌芽

期、起飛期、發展期等四個階段。 

 

表2-1 我國國小學校校數與小學生數成長量表 

學年度 國小學校數增加總額 學生數增加總額 

57-67 年 增加168 所 減少104,478 人 

67-77 年 增加66 所 增加128,440 人 

77-87 年 增加79所 減少496,485 人 

87-97 年 增加94所 減少156,751 人 

資料來源：整理自國民中小學概況統計，教育部統計處,2008b 

         ，2008年 5月 31日，取自 http://www.edu.tw/statistics/  

          content.aspx?site_content_sn=8956。 

 

http://www.edu.tw/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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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醞釀期 

    民國五十七年至民國六十七年，農業經濟是我國主要之經濟型態，需

大量人力從事農務工作，又因為二次大戰後的嬰兒潮，我國社會人口急速

成長，造就人民對學校的需求。面對這樣的社會環境，政府有義務擴充學

校數量，以回應社會的需要；臺灣光復後，為了方便學生就學，普及國民

教育，政府不惜成本，廣泛設校増班，以符合各地方對教育的需求與意願，

並追求教育的公平正義。由於民國五十及六十年代，我國經濟起飛，政府

體認教育對我國經濟的重要性，於民國五十三年訂定國民教育長期計畫，

研擬自五十四年起至七十一年止共十八年的時間，計畫増設小型國民學

校，並減縮原有規模過大學校之班級數，主要目的在力求學生就學方便，

解決班級人數過多之問題，達到各年級全日教學之發展計畫，讓教育發展

能質量兼顧(省教育廳，1984)。民國五十七年中央政府頒布實施「九年國

民教育實施條例」後，政府投入大量資源於國民教育中，國民教育政策遂

朝向「普及國民教育」及「提高教育品質」方向落實，大量學校設置，從

表2.1-1 可知，五十七年至六十七年間，學校數的增加數量遠勝於後期學

校數之成長。這一階段小學學校數量暴增的結果，就如同埋下一顆小學整

併的種子，而這顆種子總有發芽的一天。 

 

二、萌芽期 

    民國六十七年至七十七年，受到政府「兩個孩子恰恰好，一個孩子不

嫌少」節育政策宣導，以及各種傳統價值觀的改變，我國人口結構開始產

生變化，生育率開始降低，但學校數及學生數仍然在增加中。另外，我國

正從農業經濟轉為工業經濟，工業經濟屬於勞力密集產業，農村人口大量

流入都市地區，都市地區對學校數的需求增加，鄉村地區卻面臨學生流

失，招生不足之廢校危機。在一増一減下，小學數量的成長數已漸趨緩。

此外，受到當時我國財政收支劃分法之相關規定，以及為落實憲法第一六

四條條文之規定，使得臺灣地區自70年代中期以後，教育投資不斷增加，

教育經費之需求亦是急遽攀升(陳麗珠，1997)。 

    當時之臺灣省政府教育廳配合省政府改善財政結構、加強開源節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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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終於在民國七十五年建請各縣市政府就六班以下學校，依實際情況研

擬合併之可行及具體意見，並於隔年頒布「小型學校合併處理原則」 (郭

添財，1991；黃淑英，1997；陳英豪，1997) ： 

  （一）併校後學生不住校。 

（二）併校後學生步行可於一小時內到達，且無安全顧慮。 

（三）併校後學生乘車須一次到達，不必換車，且乘車時間不宜過長。 

（四）三班以下之學校(包括分班、分校)，學生在五十人以下，且學 

   生有逐年減少之趨勢者。 

（五）為方便學童上學，小型學校如可採自由學區者，擬具計畫報廳 

   核辦。 

（六）有其他特殊情形以合併為宜者。 

 

三、起飛期 

    民國七十七年至八十七年為學校整併的起飛期，許多相關研究成果紛

紛出爐，對於學校整併的各種內容考量也愈臻於完備。所謂它山之石，可

以攻錯。有了學術背景的立論基礎，各地方政府的整併工作比過去多出更

多的完整計畫與配套措施。對於整併前的各項配套措施之擬定，其目的不

但希望能達成精簡人事費用的預期效益，也要能兼顧教育品質的提升，獲

得經濟效益與教育效益的雙贏局面。 

    民國七十八年省教育廳再次行文各縣市，要求地方政府依據地方之特

性、交通狀況、實際需要，並考量家長意願、學生課業及民意反應等因素，

逐年裁併五十人以下之小型學校(郭添財，1991)。 

    民國八十年省教育廳推動「整合國中小教育資源計畫」，透過迷你學

校的合併及增設國中小之教育政策，使所有學校的每班人數與平均數相

等。 

    根據張夏平(1994)之調查統計，迄至八十二學年度為止，當時為數272

所五十人以下之小型國民小學中，已合併為分班或分校者計有161所。 

    民國八十三年省政府教育廳召開「臺灣省小型學校辦學規模」檢討

會，瞭解各縣市辦理小型學校整併之困難所在，並做成四點結論，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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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學校整併不限於山地偏遠地區，平地學生人數在30至40人者亦可評估

併校；以2至3所學校合併為ㄧ個校為原則；以阻力較小學校先行試辦；以

及併校後之學校可規劃為文化社教中心，安排專人或教師規劃處理社區文

化等。這是我國小學整併制度化的開始，此階段已有各種相關研究開始著

手進行，為小學教育資源整合建立學術基礎，提供未來擴大學校整併工程

的立論基礎。 

    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1995)曾在《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一

文提倡小班小校政策。這項政策因為教育經費的吃緊而喊停，改以強調小

班教學精神之教育理念推廣。由此可知，受到對資源依賴的限制，小校的

生存確實有其困難存在。 

    民國八十五年省教育廳提出全省小型學校之合併計畫，希望能在八十

七學年度以前，以每年合併五所學校之進度，裁併十五所小型學校，再視

成效及實際情況決定其他小型學校之處理方式，估計一所六個班級之學校

和其他學校合併後每年可省下六百萬元之經費(張夏平，1996)。在政府急

於減輕財政負擔之情況下，小型學校裁併成為重點教育施政目標。 

 

四、發展期 

    民國八十七年後正式進入我國學校整併之發展期，政府跳脫出以往原

則性之政策宣示，而係實務上開始正式推動學校整併工作。 

    民國八十九年「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頒行後，地方教育補助不再

像以往以學校數作為補助經費核配依據，而係另有計算標準及給予方式，

裁併小校並不影響中央補助經費額度，爰各縣市無需考量所轄學校校數之

多寡，整併小型學校之態度轉為積極。 

    民國九十年二月教育部召開「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推動工作小組

第七次督導會報」，教育部因應地方教育局之建議，表示將配合地方政府

進行大規模之「小校裁併計畫」，以配合新課程之推動與實施，同時呼籲

各縣市政府對於學校之存廢應審慎評估學生需求，不能僅在財政上做考

量。 

    教育部在編列九十二年度中央對各縣市教育設施補助經費時，針對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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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度裁併校者，併校每一班補助60萬元，裁校毎一班補助120萬元；

於九十一年度裁併校者，按上述金額補助三分之二。依教育部九十一年八

月二十七日台(91)國字第九一一二九六四0號函送「中央對各縣市教育設

施補助經費設算表」之內容，九十二年度臺南縣裁併校補助5,140萬元、

高雄縣補助660萬元、臺東縣480萬元、花蓮縣960萬元、基隆市120萬元。 

    教育部於93年2月22日舉辦「學齡人口減少對國民教育的影響及因應

對策」研討會，邀請民意代表、學者專家、國中小校長、全國及地方教師

會、家長、中央及地方教育行政人員等參加。教育部表示：因應學齡人口

減少，未來國民教育努力方向應為「繼續推動小班計畫、降低教師授課節

數以提升教學品質」，絕非報載的僅僅在推動「偏遠地區將廢校併校。本

次會議獲致下列共識：因應出生人口減少，政府應優先推動下列事項，以

提升更優質的民教育： 

（一）繼續推動降低民中小學班級學生人數計畫，並研議再酌予調降 

每班35名學生之編班人數上限。 

  （二）國民中小學之主計、人事及庶務等工作宜改採專職人員辦理，

免除教師兼辦該等非教學專業之工作，俾能專心於教學。 

（三）學校可於一定名額範圍內依規定聘用兼任教師或教學支援人 

員，以有效調減教師授課節數，增加備課及輔導學生時間，提升教學品質。 

偏遠地區若因學生人數太少，基於成本因素或學生學習成效之考量而需要

廢校或併校，係屬於地方政府主管權責範圍，教育部絕不會代替地方政府

做決定。基於國民中小學教育屬地方主管自治事項，廢併校乙事應由地方

政府自行決定妥為處理，而若偏遠地區可能因招生不足轉型整併乙節，現

行國民教育法施行細則第二條亦已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可視實際需

要，選擇採取下列措施： 

(一) 設置分班或分校。 

(二) 依強迫入學條例第十四條規定提供膳宿設備。 

(三) 提供上下學所需之交通工具或補助其交通費。 

(四) 其他有利學生就讀之措施。 

在尊重地方居民意見之前提下，並應優先考量擴大運用原有偏遠小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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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資源，發揮偏遠學校的獨特優勢，如自然景觀、田園教學等，營造偏

遠小校成為地方性的社區社教及文化中心。 

    監察院93年12月召集教育部、各縣市教育局，探討小型學校整併方

案，提出「教育部所屬預算分配結構之探討」調查報告，明確指出，學校

規模太小或學生數太少，不僅不符成本效益原則，亦且不利於學生之社會

互動與人際關係之學習，同時校舍及教學設備不足，教學效果明顯受限，

教師教學上較無成就感，學生則因缺乏同伴競爭，學習興趣也會降低。建

議教育部規劃替代配套方案並推動裁併百人以下迷你小學之政策。 

    教育部93年委託專家學者進行「國民中小學學校最適規模與轉型策

略」研究，建議學校整併可採三階段之漸進式處理，第一階段由本校改為

分校著手，接著再由分校改為分班，最後一個階段將分班併入本校(吳政

達、蕭霖，2004)，教育部朝此方向辦理，並建請各縣市政府採行。 

    另根據前揭研究顯示，國中經營規模不經濟者為三百人以下，班級數

為十二班以下；國小經營規模不經濟者為ㄧ百人以下，六班以下。教育部

為考量各縣市政府因地制宜之特性，曾經邀集相關學者和各縣市政府代表

與會，評估小型學校整併之可行方式，惟，均不超過研究結果與建議。 

    教育部因應各方對學校整併之積極訴求，亦於95年專案研究建立裁整

併小型學校之客觀評估指標，研提「小型學校裁整併及其相關事宜策略方

案」，並於95年2月公布「小型學校發展評估指標」供縣市政府參考，另

教育部正逐步研擬「國民中小學整併之處理原則」，要求各縣市在整併學

校前，應評估相關資源，針對個案分析利弊，取得師生、家長及社區的共

識後，循序漸進審慎處理；本原則亦規範原住民地區學校整併應依原住民

族教育法之規定辦理 。  

    小型學校改制及整併部分，依教育部統計資料顯示，90至96學年度全

國改制及整併的小型學校計有 138 校。其中改制部分有 41 校，分別為

本校改分校 28 校、本校改分班 2 校、分校改分班 11 校；整併部分有 97 

校，分別為本校裁併 13 校、分校裁併 34 校、分班裁併 50 班(教育部

2008.8.26新聞稿) 

    各縣市在學校整併方面大多採行下列6種漸進的方式：(1)由本校改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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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校；(2)由本校改為分班；(3)由分校改為分班；(4)由本校裁併；(5)由

分校裁併；(6)由分班裁併：將原來的分班併入鄰近學區的學校，裁撤原

有的分班。原有的分班教師及學生，改至鄰近學區的學校上課，即是將分

班予以廢除。表2-2係各縣市90至93學年度辦理國民中小學裁併校執行情

形。 

 

表2-2 我國90學年度至93學年度間裁廢整倂學校校數一覽表 

學年度 

本校改

為分校

者 

本校改

為分班

者 

本校變

成廢校

者 

分校改

為分班

者 

分校變

成廢校

者 

分班變

成廢班

者 

90 2 0 2 1 6 9 

91 6 0 1 0 4 2 

92 1 1 2 8 5 9 

93 11   2 6 6 7 

合計校數 20 1 7 15 21 27 

資料來源：教育部已研擬小型學校發展評估指標供縣市政府參考運用。  

          教育部(2006.2.14)。2008年 5月 12日，取自       

         http://vp.eden.org.tw/news/950215_1.htm。 

     

    另依據教育部統計處預估新生人數資料，96學年度國小新生人數

277.079人，99學年度將降為 215,821人，102學年度更將降為 199.268

人(教育部統計處 2008c)。少子化趨勢對國民小學學生人數衝擊至為明

顯，而國民小學學生人數不斷減少，引發之相關教育財政負擔、教師教

學、學生學習、校園空間利用等教育問題，將越來越受到重視，而前揭

問題亦將訴諸於學校整併作為解決之策略，因此，下一階段應著手於建

立學校整併之客觀評估指標、處理原則及配套措施等，並進一步評估整

併後學校之成效，作為改進學校整併策略之參考及借鏡，如此，方能將

http://vp.eden.org.tw/news/950215_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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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整併之推動，兼顧經濟效能、學生學習權益及社會公平，往成熟期

推進。 

    綜上所述，我們也可以從我國國民教育階段學校整併政策發展之相關

法令與計畫內容內容來了解我國國小學校整併的發展狀況。 

    依據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1996)、周何總編(1991)、吳炳銅 

(1994)、黃淑英(1997)、教育部(2008)、國立教育資料館(2002)及臺灣省

政府教育廳臺灣教育發展史料彙編編輯委員會編輯小組編(1984，1988)等

作者之文獻著作，將歷年國民教育階段學校整併政策發展歸納於表2-3。 

 

表2-3 歷年國民教育階段學校整併政策發展歸納表 

時間   內容來源 相關內容 

民36 臺灣國民學校及中心

國民學校管理規則 

每鄉鎮設置中心國民

學校一所；區域遼闊或

特殊情形者得增設國

民學校。 

民46 

 

增建國民學校校舍實

施要點 

每班學生數以二十五

人以上，五十人以下為

標準；每校以不超過三

十六班為原則；每一學

區以學校為中心之半

徑不超過一公里為原

則；分班滿四班而校舍

及設備已達標準者，可

設獨立學校。 

民53 發展國民教育長期計

畫 

 

逐年增設小型國小及

分校分班，便利兒童就

學；減少班級學生數至

五十人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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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續1) 

時間   內容來源 相關內容 

民53 臺灣省議會施政報告 

 

新設國校，城市以三十

六班為原則；鄉村以十

八 

班為原則 

民64 增設國民小學及國小

分校獨立設校辦理注

意事項 

各縣市依照人口、交

通、地理環境、就學人

數、現有國民小學之分

佈情形，辦理增設小學

與分校獨立設校之事

宜； 現有國小超過三

十六班者，得增設學

校。 

民69 

 

發展與改進國民教育

六年計畫 

國民中小學已不超過

四十八班為原則 

民70 

 

 

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

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工

員額編制標準 

每班學生人數以四十

人為原則，每班最多不

得超過四十五人 

民71 

 

國民教育法施行細則 

 

由直轄市或縣 (市) 

政府依據人口、交通、

社 

區、文化環境、行政區

域及學校分布情形，辦 

理增校事宜；國民中小

學之設置以不超過四

十八班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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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續2) 

時間   內容來源 相關內容 

民76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頒

布小型學校合併處理

原則 

(一)併校後學生不住

校。 

(二)併校後學生步行

可於一小時內到達，且

無安全顧慮。 

(三)併校後學生乘車

須一次到達，不必換

車，且乘車時間不宜過

長。 

(四)三班以下之學校

(包括分班、分校)，學

生在五十人以下，且學

生有逐年減少之趨勢

者。 

(五)為方便學童上

學，小型學校如可採自

由學區者，擬具計畫報

廳核辦。 

(六)有其他特殊情形

以合併為宜者。 

民77 

 

第六次全國教育會議

之「國民教育發展計

畫」 

配合「發展與改進國民

教育六年計畫」逐年減

少國民中小學班級學

生數至四十人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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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續3) 

時間   內容來源 相關內容 

民78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函 每一國民小學在五十

人以下或每班人數不

足十人之學校，逐年辦

理合併 

民80 

 

臺灣省各縣市政府辦

理國民中小學及分

校、分班設校注意事項 

 

各縣市依照人口、交

通、地理環境、社區發

展、就學人數、現有國

民小學之分佈情形，辦

理增設小學 

民83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召

開「臺灣省小型學校辦

學規模」檢討會 

小型學校整併不限於

山地偏遠地區，平地學

生人數在30至40人者

亦可評估併校；以2至3

所學校合併為ㄧ個校

為原則；以阻力較小學

校先行試辦；以及併校

後之學校可規劃為文

化社教中心，安排專人

或教師規劃處理社區

文化等。 

民83 

 

第七次全國教育會議

之「降低班級學生人數 

計畫」 

分段實施降低班級學

生數，預計九十年達成

每班學生人數在三十

五人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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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續4) 

時間   內容來源 相關內容 

民85 

 

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

第三期諮議報告書 

 

超過六十班之大校，於附近增

設新校；推行小班制，分段實

施降低班級人數，預計九十五

年達成每班降至三十人以下 

民85 省教育廳提出全省小

型學校之合併計畫 

希望能在八十七學年度以

前，以每年合併五所學校之進

度，裁併十五所小型學校，再

視成效及實際情況決定其他

小型學校之處理方式。 

民90 

 

2OO1年教育改革之檢 

討與改進 

改善迷你小學宜從分校、分班

做起 

民90 

 

九年一貫督導會報「小 

學裁併」一案 

 

小校併校需因地制宜，偏遠地

區，因自然條件致使學校規模

在六班（不足百人）時，則須

將學校機能作有效地加強運

用；學校存廢務必要注意學生

需求，不能僅在財政上作估算 

民91 教育部以經費補助裁

併 

針對九十二年度裁併校者，併 

校每一班補助60萬元，裁校毎

一班補助120萬元；於九十一

年度裁併校者，按上述金額補 

助三分之二。 

民93 教育部舉辦「學齡人口

減少對國民教育的影

響及因應對策」研討會 

繼續推動小班計畫、降低教師

授課節數以提升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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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續5) 

時間   內容來源 相關內容 

民94 教育部委託「國民中小

學學校最適規模與轉

型策略」專案研究 

建議學校整併可採三階段之

漸進式處理，第一階段由本校

改為分校著手，接著再由分校

改為分班，最後一個階段將分

班併入本校。 

民95 「小型學校裁整併及

其相關事宜策略方案」 

建立整併小型學校之基本原

則及評估指標。 

資料來源： 本研究自行整理。 

 

貳、各縣市政府推動學校整併情形 

    面臨少子化之趨勢及教育財政緊縮之壓力，各縣市政府均配合教育部

政策，逐年降低班級人數，或推動學校整併政策，本節將探討11個縣市推

動學校整併之情形，依序為屏東縣、嘉義縣、雲林縣、彰化縣、花蓮縣、

臺東縣、高雄縣、臺南縣、桃園縣、南投縣及臺北縣，前揭縣市之學校整

併經驗較豐富或已有完整策略架構，可供作為其他縣市推動學校整併之參

考。 

一、屏東縣 

    屏東縣全縣國小校數計161校，6班以下之學校計50校，佔全縣國小校

數之30.12%，100人以下學校計26校，佔全縣國小校數之15.66%。 

    屏東縣於民國91年10月22日訂定「屏東縣政府辦理國民中小學及分

校、分班設校作業要點」，並於民國92年1月3日第一次修訂並實施，而且

為了鼓勵學校進行整併，縣政府特別訂定「屏東縣九十三學年度國民中小

學及分校、分班自願合併校配套措施」，於民國93年度自願整併者，該年

受併學生一直到畢業止，每生每學期享有代收代辦費新臺幣2,000元補助

之特別優惠。93年及以後辦理整併之學校學生均享有交通費、午餐費之補

助優惠；接併學校也享有新臺幣30萬至50萬元不等之補助。此外，前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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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措施中亦訂有關於人員安置、合併後閒置校園之管理使用等相關問題之

辦理方式。 

    以目前屏東縣整併之實際狀況來看，屏東縣有規劃出學校、分校、分

班三種學校行政層級之人數限定，並未明確訂定出裁校之最低標準。部分

學校、分校、分班也曾召開公聽會，聽取各地方之整併意願與意見，但有

些因為地方阻力過大而取消學校裁併策略，甚至沒有留下任何紀錄訊息，

提供日後協商之參考。因此，屏東縣國民小學整併工作形成一種自然流

失、自願整併、不符人數規定而降格之整併風格。 

    屏東縣國民小學歷經兩次整併風潮，第一次發生於民國81年屏東縣山

地鄉小型國民小學合併，對象為北葉國小、三民國小合併為北葉中心學

校；涼山國小、佳義國小、筏灣國小、瑪家分校、好茶分校整併為佳義中

心學校。 

   此次整併路徑屬於學校併入學校，以及分校隨著本校併入另一所學校

之整併模式，而且是實驗性整併。因此，著重於教育成效，在員額編制及

學校設備增建方面均給予特別優惠，過程雖阻力重重，整體而言算是整併

成功。 

    第二次整併發生在民國92年迄今，主要依各校人數標準，逐年裁併，

其發生類型有學校降為分校、學校降為分班、分校降為分班、分班廢校(即

併入本校)之等四種整併模式，例如：關福國小、中興國小、山海國小、

龍泉國小、溫泉國小、保力國小、枋山國小、牡林國小、信國國小、射寮

國小等10所學校降為分校；大社國小1所降為分班；新開分校、圓山分校、

旭海分校、川崙分校、內文分校等5所分校降為分班；壽元分班、大後分

班、玉泉分班、東源分班等4所分班裁撤。另外，92學年度佳興分校降為

分班，93學年度裁撤；92學度成功分校降為分班，94學年度自然流失，三

年內共計22所學校被整併，分班為整併之最低整併層級(蔡淑婷，2006)。 

 

二、嘉義縣 

   嘉義縣全縣國小校數計128校，6班以下之學校計63校，佔全縣國小校

數之49.22%，100人以下學校計52校，佔全縣國小校數之4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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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義縣於87學年度時裁併九所迷你小學，而引發縣內市民及家長之「反

併校」風波，雖然阻力重重，惟考量縣內有限之教育資源及高昂教育成本，

例如：嘉義縣88年度教科文歲出預算佔全縣總預算38%，龐大預算平均分

配給縣內各大中小型學校，其中小型學校人數少，編制仍為1.5位老師教

育個位數學生，形成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爰嘉義縣仍持續規劃學校整併之

政策推展。 

   92學年度嘉義縣辦理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作業，計有9所50人以下之小

學校長因到任或其他原因調派至其他學校，校長職缺由鄰近學校校長兼

任，做為整併此9校之前置作業(曾南薰，2003)，96年度嘉義縣則裁撤12

所學校，整併7所學校。嘉義縣推動學校整併後，為確保被併學校學生上

下學之交通安全，係安排警用機車引導並在重要路口進行交通指揮(教育

部，2006.9.6)。 

    嘉義縣現階段辦理學校整併均依據其97年1月29日頒佈的「嘉義縣小

型學校轉型發展作業要點」，參考其中之七項一般性指標及三項特殊性指

標作為轉型依據，50 人以下為降級標準；30人以下為裁徹標準；對於原

住民地區、偏遠山區交通上有疑慮的學校予以專案考量辦理(嘉義縣政

府，2008.7.15)。 

 

三、雲林縣 

    雲林縣全縣國小校數計158校，6班以下之學校計76校，佔全縣國小校

數之48.10%，100人以下學校計39校，佔全縣國小校數之24.68%。 

    雲林縣為化解小校裁併的壓力，從95年3月開始推動縣內百人以下學

校分階段提出轉型發展計畫送審，為小校尋找一線生機。第一階段針對三

十人以下學校，第二階段為五十人以下，第三階段為一百人以下學校，除

非學校未提計畫，或計畫審查未通過，才進行裁併。  

   對於裁併校後的學生，教育局提出多項照顧措施，包括交通費補助，

午餐、教科書以及代收代辦費全免，還持續追蹤其學習適應是否良好、課

業是否跟得上進度，並且提供有需要的學生補救教學和學習適應輔導。 

    雲林縣提出從裁併到轉型的不同思考，包含4種不同模式的經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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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國小因為生態資源豐富發展成為生態與教學的資源中心；過港國小朝

多功能教育中心規劃發展，包含基礎教育、新移民教育、早療中心、終身

學習等；麥寮國小楊厝分班發展成為社區文化中心；以及古坑地區規劃聯

合實驗學校結合草嶺、樟湖及華南國小等校區，以策略聯盟方式進行生態

教學及自然教學等作法(教育部，2006.9.6)。 

四、彰化縣 

    彰化縣全縣國小校數計175校，6班以下之學校計46校，佔全縣國小校

數之26.29%，100人以下學校計22校，佔全縣國小校數之12.57%。 

彰化縣174所國小中，12班以下者就有85校(6班以下者有40校)，學生

數在100人以下者高達19校(60人以下者有4校)，為節省教育資源，係採學

校整併之方向規劃，依據「彰化縣裁併小校以節省教育資源研究」，縣內

逾六成教育界服務人士皆表示同意採學校整併之做法以節省教育資源，縣

內已有ㄧ定程度共識，並由縣政府向市議會提案辦理。另依據彰化縣94年

度公私立學校校長及家長會長教育研討會會議手冊內「彰化縣政府教育局

工作報告」可得知彰化縣於92年度進行小校裁併工作，分別為新街國小及

頂部分校，預估裁併後每年可節省教育經費新臺幣2,000萬元，班級學生

數增加，有利學生同儕學習，增加學生群育發展，提升學生學習成就及家

長滿意度；閒置校園空間將提供社區民眾休閒活動場所；裁併學校之學生

可選擇學區並備有交通車接送；為持續節省教育資源，計畫逐年裁併小

校。未來繼續裁併60人以下之學校，漸次裁併100人以下之學校（張早，

2005）。 

 

五、花蓮縣 

  花蓮縣全縣國小校數計107校，6班以下之學校計70校，佔全縣國小校

數之65.42%，100人以下學校計54校，佔全縣國小校數之50.47%。 

花蓮縣整併學校標準係依據前臺灣省政府（規模過小學校裁併實施要

點），不足60人之學校即須進行裁併，爰花蓮縣係採國中90人以下、國小

42至60人改為分校；而國中30人以下、國小41人以下則採合校方式處理；

另合併學校必須在10公里以內，若超過10公里以上則不論人數多少都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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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學校。 

   實施步驟則係第一年時裁併低於25人之學校，第二年再裁併低於30人

之學校。並且規劃相關配套措施，諸如購買交通車、補助交通車費；以「合

班上課」取代「裁班廢校」，以保存原學校設施；空出之校舍成立大區域

服務範圍之幼稚園、利用交通工具接受幼童；每年撥付被併校社區之「社

區發展協會」新臺幣100萬元社區活動費，推動客家、閩南文化教室、電

腦班、文俗班、文物發展班、才藝班等社會教育工作；並加強併校後教務

與行政人員之處理及教師超額調動。 

  併校後閒置學校空間做為當地低年級學生之上課場所，亦有羅山國小

校區成為交通部花東縱谷風景區管理處之管理中心；南平國小併入鳳仁國

小後成立「大區域幼稚園」，成為花蓮縣中途學校-南平國中；瑞穗鄉瑞

祥國小與瑞穗國小合併，現在成為花蓮縣南區之藝術中心；以及鹽寮國小

與光華國小合併推動石雕藝術。花蓮縣評估併校後成果發現裁併兩所學校

一年約可節省新臺幣一仟多萬元之經費(王忠銘，2004)。 

 

六、臺東縣 

臺東縣全縣國小校數計91校，6班以下之學校計55校，佔全縣國小校

數之60.44%，100人以下學校計49校，佔全縣國小校數之53.85%。 

臺東縣裁併校標準區分為三個階段： 

    (一)第一階段標準為：分校30人以下，分校至本校車程半小時以內，

則裁併或辦理合班上課；本校30人以下則改為分校。 

   (二)第二階段標準為：分校40人以下，分校至本校車程半小時以內，

則裁併或辦理合班上課；本校40人以下則改為分校。 

   (三) 第三階段標準為：分校50人以下，分校至本校車程半小時以內，

則裁併或辦理合班上課；本校50人以下則改為分校。 

實施階段為先召開說明會，將九年一貫課程，併校之優點及條件，向 

學生、家長及社區民眾說明，以爭取認同；其次召開併校後之教師座談會，

依教師法規定協助優先介聘，協助擬退休教師優助退休；最後實施問卷調

查，瞭解學生、家長、教師，以及地方人士之反映意見。相關配套措施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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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購買交通車、雇用交通車或補助交通車以接送學童上下學，補助裁併學

校之學生午餐費及書籍費，充實裁併學校之本校各項軟硬體設施。 

    併校後之學校閒置空間，整體規劃作為村民休閒活動中心、部落教師

或社區教育文化中心，或由學校代管規劃生態園區等公共設施(王忠銘，

2004)。 

 

七、高雄縣 

高雄縣全縣國小校數計152校，6班以下之學校計44校，佔全縣國小校

數之28.95%，100人以下學校計25校，佔全縣國小校數之16.45%。 

高雄縣裁併學校標準為50人以下改為分校，30人以下併入本校。實施

方式是利用成立推動小組、評估裁併學校及召開說明會等強化溝通。相關

配套措施則包括教職員優先安置、免費接送上下學及校舍再利用等。併校

後學校閒置空間利用包括前鋒國小福興分班，歸還北興宮；烏林國小仁福

分班，作為仁福村辦公室；樟山國小梅山分班，作為梅山托兒所；桃源國

小勤和分班，作為桃源國中使用；九曲國小竹寮分班，歸還兵攻廠等。評

估併校後成果可節省縣內經費、精簡教師人力及改善教師流動狀況 (王忠

銘，2004) 。 

高雄縣政府並於 98年 3月 16日修正公布「高雄縣小型學校調整作業 

要點」，參考教育部小型學校發展評估指標訂定「高雄縣小型學校發展評

估指標試算積分表」，凡該縣非原住民地區學校全校六班以下者，由該府

於每年 12 月底前專案評核。另學校符合教育部小型學校發展評估指標任

一特殊性指標者，得不予裁併。 

 

八、臺南縣 

    臺南縣全縣國小校數計165校，6班以下之學校計69校，佔全縣國小校

數之41.82%，100人以下學校計41校，佔全縣國小校數之24.85%。 

臺南縣受到少子化之影響，縣政府正進行轄內小學之裁併計畫，縣政

府之政策係明定學生數40人以下之學校將遭裁撤，40人至60人之學校改制

為分校，縣政府亦表示，各級學校逐年減班是未來趨勢，整併人數過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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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終極目標是為學生的受教品質考慮，既增加同儕互動，也能提供較寬

廣之文化刺激。96年度臺南縣即裁併了9所學校，其中4所國小被降為分

校，5所分校被併校。臺南縣政府於民國95年之「臺南縣國民小學小校裁

併實施計畫」，建議實施整併小型學校，使校區資源再利用，延續文化教

育多元功能之方法有四： 

(一)結合地方文史特色，繼續保留作為文化傳承之功能。如生態教學

園區、童軍露營區或社區大學等。 

(二)學校併校後，原校區可由鄉鎮公所擬定使用辦法，申請借用，作

為社區活動中心、社區老人活動中心或社區關懷中心等，成為社區生活的

重心。 

(三)轉型發展為非文教機構，如養老院、教養院、地方特色展示中心

等。 

(四)與民間旅遊業者合作，規劃為旅遊景點或民宿等(大紀元，2006. 

4.12新聞稿)。 

    臺南縣政府97年為發展總爺藝文中心為國際化生活美學工藝園區，準

備引進臺南藝術大學共同經營園區，並將鄰近藝文中心的總爺國小納入腹

地，將該校校地騰出供臺南藝術大學一個新的科系使用。臺南縣麻豆鎮總

爺國小因此面臨廢校危機，但在學生赴教育部陳情後，教育部訴願委員

會已決議撤銷臺南縣政府裁併總爺國小的處分，引發臺南縣政府

與中央之政策抗衡(新浪網，2008.7.15)。 

 

九、桃園縣 

    桃園縣全縣國小校數計188校，6班以下之學校計32校，佔全縣國小校

數之17.02%，100人以下學校計17校，佔全縣國小校數之9.4%。 

桃園縣面對縣內人口流失及少子化趨勢，亦曾有進行學校整併研究之

法，惟因學校教師、家長及社區居民之反對及阻力，爰未再推動，近年亦

無進行學校整併之情事，僅有山地鄉及復興鄉學校以校長兼任小型學校之

權宜方式處理，以96年度為例，即有高義國小、奎輝國小及三光國小之校

長由鄰近校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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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南投縣 

南投縣全縣國小校數計151校，6班以下之學校計93校，佔全縣國小校

數之61.59%，100人以下學校計75校，佔全縣國小校數之49.67%。 

南投縣於民國88年發生「集集大地震」後，學校損毀嚴重，根據縣政

府統計全縣182所國中小校舍受損情況，需要全部重建之學校有51所，一

棟教室以上須重建之學校達73所，其餘學校亦有輕重不等之損毀，在復建

金額龐大之壓力下(約新臺幣84億元)，也引起各界對於學校建築、規模經

濟、規模效應及學校整併相關議題之討論，教育部監察委員經實地訪視

後，亦建議少數學生人數少卻需要龐大修復經費之學校，可採併校方式處

理，並給予學生住宿及交通之補助，教育部亦積極回應，說明災後擬定之

重建目標之ㄧ，即為「拆大校、併小校」(陳賢舜，1999)。 

 

十一、臺北縣 

臺北縣全縣國小校數計209校，6班以下之學校計45校，佔全縣國小

校數之21.53%，100人以下學校計35校，佔全縣國小校數之16.75%。 

為解決偏遠地區小型學校經營發展受限問題，臺北縣已有許多辦理

模式，包含遊學模式、主題模式、體驗模式及營隊模式，已有51個學校運

用偏遠地區優越的地理環境與豐富的人文特色，發展成為特色學校，不僅

為未來偏遠小學重新定位，並且創新學校本位課程，活化並創造偏遠小型

學校新的價值。包含漁光、和美等小學，以遊學、體驗及營隊等模式，利

用地理環境與豐富的人文特色，發展特色。也有學校利用空餘教室提供存

放檔案、辦理社區大學以及公辦民營幼稚園，或將閒置校區改制為中途學

校、設置童軍營地以及生態教育農業會館等(教育部，2006.9.6)。 

    臺北縣政府教育局並於95年0957903392號函公布「臺北縣小校改制計

畫」，作為偏遠學校改制(整併)實施依據，其內容參考教育部訂定之小型

學校發展評估指標，考量學生數、學生數趨勢、社區結構、校齡、與鄰近

學校間有無交通工具、與鄰近學校距離等因素，就該縣每學年度50人以下

之學校進行評估，篩選適合之個案並提報需求報告書，經審核通過後落實

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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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縣市國小校數、班級數6班以下校數、學生數100人以下校數及學生

數50人以下校數情形，可參見表2-4各縣市96學年度國民小學小校(班級數

6班以下)校數分配情形、表2-5各縣市96學年度國民小學小校(學校人數

100人以下)校數分配情形及表2-6各縣市96學年度國民小學小校(學校人

數50人以下)校數分配情形。 

 

 

 

 

 

 

 

 

 

 

 

 

 

 

 

 

 

 

 

 

 

 

 

 

 

 

 

 

 

 

 

 



 55 

表2-4各縣市96學年度國民小學小校(班級數6班以下)校數分配情形 

小校數 
區域 

合計 

校數 校數 % 
其他 

總計 2,651 859 32.40 1,792 

臺灣地區 2,624 837 31.90 1,787 

臺北市 153 8 5.23 145 

高雄市 87 1 1.15 86 

臺北縣 209 45 21.53 164 

宜蘭縣 76 21 27.63 55 

桃園縣 188 32 17.02 156 

新竹縣 84 32 38.10 52 

苗栗縣 120 56 46.67 64 

臺中縣 166 28 16.87 138 

彰化縣 175 46 26.29 129 

南投縣 151 93 61.59 58 

雲林縣 158 76 48.10 82 

嘉義縣 128 63 49.22 65 

臺南縣 165 69 41.82 96 

高雄縣 152 44 28.95 108 

屏東縣 166 50 30.12 116 

臺東縣 91 55 60.44 36 

花蓮縣 107 70 65.42 37 

澎湖縣 41 29 70.73 12 

基隆市 43 10 23.26 33 

新竹市 31 3 9.68 28 

臺中市 66 1 1.52 65 

嘉義市 19 0 0.00 19 

臺南市 48 5 10.42 43 

金馬地區 27 22 81.48 5 

金門縣 19 15 78.95 4 

連江縣 8 7 87.50 12 

資料來源：整理自 96學年度國中小小校縣市分佈，教育部統計處，2008d，

2008年 6月 15日，取自 http://www.edu.tw/statistics/ content.          

aspx?site_content_sn=8956。 

 

 

 

 

http://www.edu.tw/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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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各縣市96學年度國民小學小校(學校人數100人以下)校數分配情形 

小校數 
區域 

合計 

校數 校數 % 
其他 

總計 2,651 587 22.14 2,064 

臺灣地區 2,624 574 21.88 2,050 

臺北市 153 6 3.92 147 

高雄市 87 0 0.00 87 

臺北縣 209 35 16.75 174 

宜蘭縣 76 17 22.37 59 

桃園縣 188 17 9.04 171 

新竹縣 84 22 26.19 62 

苗栗縣 120 41 34.17 79 

臺中縣 166 16 9.64 150 

彰化縣 175 22 12.57 153 

南投縣 151 75 49.67 76 

雲林縣 158 39 24.68 119 

嘉義縣 128 52 40.63 76 

臺南縣 165 41 24.85 124 

高雄縣 152 25 16.45 127 

屏東縣 166 26 15.66 140 

臺東縣 91 49 53.85 42 

花蓮縣 107 54 50.47 53 

澎湖縣 41 25 60.98 16 

基隆市 43 7 16.28 36 

新竹市 31 1 3.23 30 

臺中市 66 1 1.52 65 

嘉義市 19 0 0.00 19 

臺南市 48 3 6.25 45 

金馬地區 27 13 48.15 14 

金門縣 19 6 31.58 13 

連江縣 8 7 87.50 12 

資料來源：整理自 96學年度國中小小校縣市分佈，教育部統計處，2008d，

2008年 6月 15日，取自 http://www.edu.tw/statistics/ content.          

aspx?site_content_sn=8956。 

 

 

 

 

http://www.edu.tw/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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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6各縣市96學年度國民小學小校(學校人數50人以下)校數分配情形 

小校數 
區域 

合計 

校數 校數 % 
其他 

總計 2,651 166 6.26 2,485 

臺灣地區 2,624 162 6.17 2,462 

臺北市 153 0 0.00 153 

高雄市 87 0 0.00 87 

臺北縣 209 15 7.18 194 

宜蘭縣 76 3 3.95 73 

桃園縣 188 4 2.13 184 

新竹縣 84 8 9.52 76 

苗栗縣 120 20 16.67 100 

臺中縣 166 7 4.22 159 

彰化縣 175 3 1.71 172 

南投縣 151 29 19.21 122 

雲林縣 158 10 6.33 148 

嘉義縣 128 13 10.16 115 

臺南縣 165 1 0.61 164 

高雄縣 152 2 1.32 150 

屏東縣 166 2 1.20 164 

臺東縣 91 11 12.09 80 

花蓮縣 107 21 19.63 86 

澎湖縣 41 13 31.71 28 

基隆市 43 0 0.00 43 

新竹市 31 0 0.00 31 

臺中市 66 0 0.00 66 

嘉義市 19 0 0.00 19 

臺南市 48 0 0.00 48 

金馬地區 27 4 14.81 23 

金門縣 19 0 0.00 19 

連江縣 8 4 50.00 15 

資料來源：整理自 96學年度國中小小校縣市分佈，教育部統計處，2008d，

2008年 6月 15日，取自 http://www.edu.tw/statistics/ content.          

aspx?site_content_sn=8956。 

 

 

http://www.edu.tw/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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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臺北市推動學校整併情形 

    依據臺北市95年8月14日公佈臺北市未來國中國小學生人數的推估，預

估臺北市國小新生數將由94學年度之26,883人，逐年下降至104學年度之

19,924人，10年間將減少6,959人，平均每年減少700人；整個國小階段一

至六年級學生總數亦將由94學年度之183,171人，逐年下降至104學年度之

123,579人，10年間將減少約6萬人，平均每年減少6,000人。面對此少子

化趨勢、臺北市追求精緻教育、品質教育之國民教育精神，以及臺北市市

民對都市更新再利用及休閒空間之需求，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亦先後進行

「臺北市新建國民小學的條件與設置基準之研究」、「臺北市中興及福星

國小整併專案行動研究」、「臺北市因應少子化之教育政策向及策略之研

究」、「臺北市萬華區校園空間有效利用之研究-以萬華區國民小學為例」

及「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員額需求趨勢調查評估研究」等相關專案(臺北

市政府教育局，2007)。 

    綜觀臺北市推動學校整併之過程，可依關注焦點不同而約略劃分為

「評估期—以教育經濟觀點為主軸」、「實務推動期—中興國小及福星國

小之整併」、「整體規劃期—以學校整體經營發展為主軸」以及最後之「成

熟期-逐步推動學校轉型及提供多元服務，建立優質學校及臺北城」等四

個階段。 

一、評估期—以教育經濟觀點為主軸 

    臺北市政府施政總預算近三分之ㄧ為教育預算，而教育經費中有七成

多皆用在人事費用，在財源有限之情況下，教育龐大之人事費用，將對其

它建設產生排擠，因此，以減少教育成本，重視教育規模經濟及強調資源

重新分配之相關議題成為思考主軸，期待藉由學校整併策略達前揭目的。

再者，不僅是期待採學校整併策略以達教育成本「節流」，更希透過學校

整併策略而引進教育投資及民間資源，達「開源」之功效。此外，臺北市

地狹人稠，市民常感受戶外空間之不足，影響都市整體品質，因此，為了

滿足市民休閒空間之需求，考量其他市政建設所帶來之都市效益，亦希透

過學校整併策略，釋出國民中小學校地或閒置空間做為公共共同使用之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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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民國80年代中期臺北市議會議員，就針對臺北市日漸減班所剩餘閒置

教室提出質詢要求教育局有效運用，或者提出計畫釋放給民間團體租用，

以符合公共教育資源全民共享之原則，並增進市庫收入互蒙利益。 

    幾年之後，少子化現象對臺北市各校漸漸產生威脅，部分學校每班僅

20餘人，惟每學年度仍係以千萬元經費運作校務，造成教育資源嚴重浪

費，市議會亦請市政府評估利用學校整併策略，重新分配教育資源，並活

化再利用釋放出之閒置校地(李柏佳，1997)。 

    臺北市政府基質於上述之教育經濟成本觀點，於民國80年代中期後，

即開始評估學校整併之可能性及各項策略，以期節少教育成本，妥善利用

教育資源。 

 

二、實務推動期—中興國小及福星國小之整併   

    臺北市第一個也是至今唯一成功的學校整併案例，當屬中興國小及福

星國小之整併案，本學校整併案係臺北市進入學校整併實務推動期之開

端，藉由本次整併經驗，亦建立起臺北市推動學校整併之相關指標。 

    中興國小及福星國小之整併計畫由來已久，惟前期推動過程招致社區

居民及校友強烈反對，在持續溝通及大環境(中興國小學區人口減少、福

星國小校舍興建、居民健康休閒場所需求增加)配合下，於民國91年5月市

府會議中決議確定兩校合併，經兩年努力及執行，終於在民國93年7月完

成整併工作。 

    兩校合併以建構師生美好發展圖像、確保兩校既有之教學品質、促進

兩校師生共融發展及整合資源營造學校新氣象為原則。並成立併校工作小

組(兩校行政、教師、家長及校友代表、本局人員)統籌併校業務之推動。 

    整併計畫包含中興國小教職員工之人事安置、併校後空間使用規劃、

兩校課程整合計畫、學生融合計畫等，以協助師生適應新成員新環境。為

促進兩校師生認識與了解，舉行一系列之兩校融合活動，如同窗共硯、校

園攬勝、琴聲悠揚校園有獎徵答滿心園、拔河比賽、記錄片拍攝、中興國

小四十五年照片回顧展、中興回顧展、併校典禮、迎新活動等。俾兩校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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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互動及融合。 

    併校後，擬定93學年度融合計畫，針對中興國小併入福星國小之學生

適應、兩校師生融合等問題，進行後續追蹤輔導與瞭解；經問卷調查研究，

兩校家長皆肯定併校之必要性及對學生學習之助益，學生心態經一學期後

亦適應良好，中興國小併校後之賸餘基金亦投入學校硬體建設改善校園教

學環境。目前中興國小校地作為萬華區市民運動健康中心使用，另每年預

估節省市府經費約新臺幣2500萬元(臺北市政府教育局，2005)。 

 

三、整體規劃期—以學校整體經營發展為主軸 

    為因應少子化趨勢，臺北市政府研考會參與審查教育局96學年度學校

班級數時，建議教育局宜針對小型學校研擬另類型之員額編制及班級業務

費核給原則，俾便兼顧成本精簡及日常教學之推動，超小型學校如何調整

轉型、或予以整併，應有中長期之規劃其構想。可說是對學校整併之具體

政策要求(臺北市政府教育局，2007)。 

    教育局於95年8月11日組成全市性整併研究評估小組(含小型學校)及

大同區學校整併工作小組，並召開開跨局處會議，已由單點之學校整併規

劃，進入以學校整體經營發展為思考主軸，並且採全區域整體思考，配合

整體市政建設發展。會中重要決議包括： 

(一)對於部分學校有整併需求者，先行組成整併小組，定期召開會議

研商併校議題，並應對學校未來經營發展有整體考量，評估規劃作業時間

以二至三年為期，整併時機點應配合學校工程完工或重要交接點時。 

    (二)部分行政區，近幾年人口外移嚴重，社區老化，學齡人口下降，

致學區內學校不斷縮減學生人數及學校規模，此類行政區學校進行學校整

併時，應同步考量市政府都市更新計畫，並且加強與社區里民之溝通，學

校整併應活絡整體行政區之發展。 

    (三)學校整併問題對於教師工作權及學生受教權益等應先優先給予

保障。惟此少子化趨勢，對臺北市教育發展而言未嘗不是發展新契機，如

何在現有環境趨勢下，發展學校成為優質學校，建構精緻教育係重要思考

課題，爰教育局積極進行「臺北市公立國民小學學校整體發展策略」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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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目的即在未雨綢繆，建立因應對策，建構前瞻思維，並有以下策略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2007)： 

    (一)學生結構分析：以臺北市未來嬰兒粗估出生率，考量學區與學校

分佈情形，並配合最適經營規模評估，分析學生結構，作為學校經營發展

規劃之依據。 

    (二)師資供需控管：參考教育部及各師資培育機構資料，預估未來十

年至十五年師資培育員額，平衡教師供需，調整教師員額及需求，並精進

教師素質。 

    (三)資源整合探討：學校各項資源包括硬體與軟體設施，依照全市性

區域分佈與重點安置考量，統整運用學校資源整合市政建設。 

    (四)社區發展趨勢：建立學校與社區之整體觀，融合學校硬體設施、

軟體課程活動及社區發展，期待透過學校整併規劃活絡社區運作及精神。 

    (五)精緻國教形塑：以「走在時代尖端、符應趨勢潮流、創造國教新

素質、形塑精緻國教新形象」為主張，希透過學校整併等策略，達成精緻

教育之目標，不以經濟效益為唯一考量，而係以學生及教師學習成長為勾

勒圖像。 

    (六)政策法制建構：透過學校整併實務經驗，法制化其內容，包括政

策規劃、執行及運作，以及後設評估之回饋，並期待學校整併由政策轉化

為法制，俾能長期發展。 

     

四、成熟期—逐步推動學校轉型及提供多元服務，建立優質學校及臺北城 

   臺北市自97年起規劃將部分學校閒置之教室挪出，作為身心障礙市民 

運動中心、警察宿舍及托兒所等。 

    臺北市長郝龍斌日前在市政會議指示教育局研議併校計畫。目前臺北

市每年約減少1,500名學生，除了降低班級人數外，也將朝併校的方向研

議，教育局曾規劃民國99年將整併2校至4校，期望101年公立國小數量從

目前141所降至126至136所。 

    臺北市教育局表示，對於整併哪些學校，目前並沒有確定的名單，惟

97年將先解決學校閒置教室問題，將有2所學校教室改為托兒所，並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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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外經營。另外，4所學校將教室改建為身心障礙市民運動中心，學校廚

房改為委外經營，桃源國中的教室改為警察宿舍等。至於併校方案，教育

局表示，除了併校，也可能改為分校(臺北市政府教育局，2008.6.21)。 

    綜上，臺北市未來推動學校整併將朝向整體性及多元性之前瞻思考，

考量學校學齡人口數、地理位置、社區發展等多種因素後，逐步推動學校

轉型，從校園閒置空間再利用，到學校經營管理方式之改變，例如引進委

外經營等，進一步將調整學校結構，將本校改為分校，再逐年推動學校整

併，並將以學生學習權益最大考量，建構完整學童學習、教師教學及學校

發展之配套措施。 

 

第三節 學校整併的相關研究 

    本節探討學校整併相關研究，將依主題分為學校整併與最適經營規模

相關研究、學校整併與教育成本相關研究、學校整併與學生學習相關研

究、學校整併與教師工作相關研究及學校整併指標相關研究等五個部分。 

 

壹、學校整併最適經營規模的相關研究 

Hettich(1968)以美國密西根州與紐約州中小學為研究對象，發現中

學比小學有顯著之教育規模經濟，密西根州平均成本曲線呈現U型的型

式，紐約州平均成本曲線呈現L型的型式。小學學校最適經營規模之學生

人數為300人，中學學校最適經營規模之學生人數為580人。 

Wendling和Cohen(1981)以1021所紐約州小學為研究對象，發現高學

術成就學校平均人數為447人，學術成就較低之學校平均人數為776人。 

    McKenize（1983）的研究發現學校具有規模經濟的型態，平均成本呈

現U型型式，以學生人數400-499人為平均成本最低時，而學生人數過少（約 

200-299人）時及學生人數過多（超過800人）時，均會使平均成本提高。 

    Evans和Geisel(1984)研究小學最適經營規模，發現學生人數為300人 

到500人時，具有規模經濟現象。 



 63 

    日本文部省（1987）指出小學學校具有規模經濟的型態，學校規模的

過小或過大均會造成規模的不經濟，因此推行「過大規模學校之適正化」， 

將學校超過三十班以上規模過大之學校全數縮減至三十班以下。  

    Williams(1990)的研究指出小學學校最適經營規模之學生人數為300

至400人；中學學校最適經營規模人數為400至800人。 

    Fine和Somerville(1998)研究發現小學最適經營規模為350人：高中

最適經營規模為500人。 

    Hamer(2002)研究指出小學人數以400人至600人較為適宜；中學人數

以800人最為適宜。 

    Andrews(2002)針對中小學投入與產出成本進行函數研究，發現小學

最適經營規模人數為300至500人，中學最適經營規模人數為600至900人

時，較符合經濟效益。 

Maier（2002）對明尼蘇達州的高中進行研究，發現學校具有規模經 

濟的型態，其理想的學生人數為300-400人。 

    吳炳銅(1994)進行臺北縣國民小學最適經營規模之研究，採問卷調查

法探討臺北縣國民小學最適經營規模之範圍，並研析不同規模學校之教育

資源分配情形，研究結果發現無論是全縣、偏遠地區、市型、鎮型或鄉型

學校，經營規模之代表性成本曲線均為L型曲線模式，且在經營過程中均

具有規模經濟現象存在。若以決定係數增量考量，則是U型曲線模式較合

理。最適經營規模之範圍值分別為：全縣1501-2200人、偏遠地區101-150

人、市型3001-4000人、鎮型1501-2200人、鄉型501-1000人。 

    郭添財(1996)進行臺灣省國民小學最適經營規模之研究，探討臺灣省

國民小學學校及班級規模經濟效果，分析臺灣省國民小學學校及班級規模

效能差異，以估量出臺灣省國民小學學校及班級最適學生人數。研究結果

發現臺灣省國民小學經營過程中，具有規模經濟存在，最適代表性成本曲

線為Ｕ型曲線。若以教育規模經濟的觀點考量，臺灣省國民小學規模經濟

值，宜設定為學校2,073人，班級為35人。若以教育規模效能的觀點考量，

臺灣省國民小學規模效能值，宜設定為學校1,201人∼1,500人，班級規模

值為25人以下。另教育規模調整政策應兼顧考量教育規模經濟與教育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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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爰此，學校最適規模設定為 1,052人左右，班級規模34人左右。 

    葉子超(1996) 探討澎湖縣國民小學小型學校合併之可行性，經由問

卷調查法，分就「 人口數、學生數、經費增減及預估合併後經費節省層

面」、「澎湖縣 國小最適經營規模類型值層面」、「學生學業成就差異層

面」、「學校效能層面」及「社會心理層面」等方面，來探究出最適當的小

型學校合併模式，研究發現澎湖縣整體而言國小最適經營規模值第一選擇

是「151-210人」組的學校；最適經營類型值為「101-410人」組的中型學

校。 

    蘇永輝(1998) 探討基隆市國民小學經營規模效應，學校規模效應的

概念內涵包括「學校組織結構」、「教師工作滿意」、「師生互動關係」、「學

生學習環境」、「課程活動安排」五面向指標，研究過程採問卷調查及訪問

法，研究結果發現基隆市國民小學學校經營規模越小，越能達到較佳之規

模效應。另基隆市國民小學最適經營規模為每校6班、每班21－27人、學

校總人數為126－162人。 

    李雅景(2002)進行嘉義縣小學併校政策之探討，研究結果發現50人以

下之學校應可以大力裁併，且適合從平地學校開始，另理想小學人數應為

403人。 

    蔡志榮(2003)從經濟觀點探討嘉義縣國民小學之最適經營規模，分析

不同規模學校、學生經常成本和學校素質因素間之關係，並且估算國民小

學之最適經營規模學生數，研究發現： 

(一)全樣本國民小學以簡單迴歸分析，L型模式為最適經營成本曲

線，以U型模式估算出的最適經營規模學生數，約為948人；以多元迴歸分

析，L型模式為最適經營成本曲線，以U型模式估算出的最適經營規模學生

數，約為950人。 

    (二)100人以下之國民小學以簡單迴歸分析，L型模式為最適經營成本

曲線，以 U型模式估算出的最適經營規模學生數，約為84人；以多元迴歸

分析，U型模式為最適經營成本曲線，以U型模式估算出的最適經營規模學

生數，約為84人。 

    (三)超過100人之國民小學以簡單迴歸分析，L型模式為最適經營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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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線。以U型模式估算出的最適經營規模學生數，約為1045人。加上學校

素質因素後， L型模式為最適經營成本曲線，以U型模式估算出的最適經

營規模學生數，約為1051人。 

    吳政達及蕭霖2004年接受教育部委託專案進行「國中小最適規模及轉

型策略」研究案，指出國中人數在300人以下，班級數12班以下，國小在

100人以下，班級數6班以下，經營規模均屬不符經濟效益，對學生之學習

刺激及人際互動也較不利。研究結論指出，國民小學的最適經營規模為學

生數100人以上，若低於100人以下，其實已經不具最適經營規模，而應該

進行相關整合之作為。 

    侯世昌及楊銀興2005年接受教育部委託專案進行「國民小學小型學校

發展及最適學校規模之研究」，指出國小學生人數100人以下，學校經營之

成本效益及學校發展均有較不利之影響。 

    王暎淑(2006) 進行高雄縣國民小學最適經營規模之研究，分析不同

學校規模與單位學生經常成本、學校素質因素、學校效能指標的關係，並

進一步估算出高雄縣國民小學之最適經營規模學生數，研究結果發現學校

規模愈小，教師效能愈高，教師效能有隨著學校規模擴大而下降的趨勢。

而班級規模愈大，其班級效能表現愈佳，直至班級規模「26∼30人」時最

優，隨後「30人以上」班級效能又下降，高雄縣國小最適經營規模值經U

型模式估出高雄縣最適經營學生數為1666人。  

 

    綜上，眾多研究結果均發現國民小學經營過程中，確具有規模經濟存

在，最適代表性成本曲線則為Ｕ型曲線，另研究者在評估學校規模經濟之

過程中，所考量之變項除包含一般學校經營成本及每生單位成本外，亦皆

會考量到學校經營素質，包含學生學習成就、教師素質及教師滿意度等，

可見探討學校規模經濟時，關注成本之虞，亦不能忽略教育事業之目的及

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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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校整併與教育成本的相關研究 

    Dodson 和Garrett(2004)以美國阿肯薩斯州學區為研究對象，探討學

校規模經濟與教育成本之間的關係，研究變項包含每生費用、交通費用、

教師薪資、課程提供、學生人數、測驗分數、學生輟學率、學區貧窮家庭

數等，研究發現學校整併可以節省上述學校成本之34%，在州的層次，鄉

村學區之學校整併毎年可節省政府4千萬美金，然而，學校整併後會增加

對學生及社區之隱藏成本。 

    Adams和Foster(2002)研究美國肯塔基州教育花費和學區學校整併之

間的關係，研究發現透過學區小型學校之整併無法減少州教育之經費支

出，因為州教育花費實與學區學校之富有程度有關，並非是學校規模。學

區富有程度會影響當地教育經費支出，並進而影響到州政府的教育經費負

擔。 

    Lyson(2002)以紐約學區為研究對象，探討學校整併對城鎮財政和經

濟之影響，研究發現城鎮如果完全沒有學校，會影響到該城鎮之稅收及居

民就業或休閒，而有較差的財政及社會經濟影響，因此，成功的學校整併，

應該在每個學區都至少保留一間學校。 

    Eyre和Finn(2002)研究以故事敘說方式，闡述維吉尼亞學區學校整併

後，學生必須每日花費較長的交通時間才能到達學校，雖然整併似乎節省

了學校部分的教育成本，但是卻增加了學生交通花費及時間成本。 

    Lewis(2004)研究西維吉尼亞州之學校整併，發現學校整併會增加隱

藏的學生學習成本，因為學生必須花費很長的時間進行適應，融入新校園

生活，另外部分學生也會有焦慮及不確性感，影響其學習成果。 

    吳炳銅(1994)進行臺北縣國民小學最適經營規模之研究，採問卷調查

法探討臺北縣國民小學最適經營規模之範圍，並研析不同規模學校之教育

資源分配情形，研究結果發現設定之師生比、每生平均校地、每班平均學

生數、教師平均年資、學士以上教師比例、合格教師比例、教師平均任教

科目數、教職員工平均薪資、每生平均圖書冊數、每百生團隊數等因素，

均為臺北縣國民小學經營過程中對單位學生平均經常成本的有效變項，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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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縣國民小學在教育資源運用方面，因學校規模之不同，每生所享有的

教育資源，分配有明顯不均現象，市、鎮型國民小學之每生平均校地明顯

不足；單位學生平均經常成本隨學生人數的增加而遞減。但全縣、市型、

鎮型國民小學，人數達1001人；鄉型國民小學學生人數在501人以上時，

即漸趨穩定，不再有明顯變動。 

    張夏平(1994) 進行臺灣省公立小學小型學校合併與每單位學生平均

經常成本之關係之研究，研究結果發現每單位學生平均成本隨著合併規模

之增大而降低；五種學校規模類型比較之下，1-10 人以下之類型成本明

顯偏高；41-50 人之類型成本明顯較低；11-20人，21-30 人，31-40 人

則無明顯差異，另外不管合併與否，單位學生平均經常成本、正式合格師

資百分比、平均班級學生數、人事費佔經常支出百分比、教學事務費佔經

常支出百分比、提供社團活動的種類數、每生平均佔用校地面積、每生平

均享有未被建築設施所占用之空間面積等方面均無差異。 

    陳憶芬(1994) 探討屏東縣小型山地小學合併與成本效益之關係，研

究結果發現在不增加額外之員額編制及學校設施之下，合併可帶來極大的

經濟效益。 

    葉子超(1996) 探討澎湖縣國民小學小型學校合併之可行性，經由問

卷調查法，分就「 人口數、學生數、經費增減及預估合併後經費節省層

面」、「澎湖縣 國小最適經營規模類型值層面」、「學生學業成就差異層

面」、「學校效能層面」及「社會心裡層面」等方面，來探究出最適當的小

型學校合併模式，研究發現推行小型學校合併是必要的教育政策；合併後

可節省龐大經費。 

    黃淑英(1997)探討屏東縣小型山地小學合併與每生單位成本之關

係，研究結果發現合併與未合併者之間，班級單位成本沒有明顯差異，但

學生單位成本因學校人數多寡而改變；合併之小型小學每生單位成本高於

合併之大型小學與未合併之大型小學；合併之大型小學每生單位成本高於

未合併之大型小學，規模過小的山地學校，學生成本過高，學校合併後在

學校經費運用之原有問題有所改善。 

    何肯忞(2003)進行屏東縣國民小學合併的可能成本與最佳規模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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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研究，研究選取36所不同大小的學校樣本，設定10項生產要素以多元迴

歸預測全縣國民小學的生產函數，然後模擬合併鄰近的二校為18個合併

區，並以合併前生產函數公式預測合併後的產出與成本走向。經實證分析

結果發現二所100人以下的學校合併時，合併成本曲線驟然劇降，合併後

成本比合併前節省62%；2所1000人學校合併則僅節省8%，換句話說合併規

模愈大，成本節省率愈少，只有小型學校合併才有顯著的成本降低。 

    蔡志榮(2003)從經濟觀點探討嘉義縣國民小學之最適經營規模，分析

不同規模學校、學生經常成本和學校素質因素間之關係，研究發現單位學

生經常成本與學校規模的關係是顯著負相關。小型學校之單位學生經常成

本最高，其次是中型學校，以大型學校最低，且三種類型學校之單位學生

經常成本的平均數均有顯著差異。再者，教師平均學歷、師生比、平均班

級學生數、合格師資比，以大型學校比例最高，小型學校最低。教師平均

服務年資以中型學校最高，小型學校最低，大型學校居中。教師平均任教

科目、單位學生圖書數、單位學生校地面積、單位學生建築面積、單位學

生電腦數，以小型學校最高、中型學校次之、大型學校最低。合格師資比、

單位學生圖書數、單位學生建築面積小型和中型、小型和大型學校達顯著

差異。師生比、平均班級學生數、單位學生電腦數在各類型學校間均有顯

著差異。 

    王暎淑(2006) 進行高雄縣國民小學最適經營規模之研究，分析不同

學校規模與單位學生經常成本、學校素質因素、學校效能指標的關係，研

究結果發現單位學生經常成本隨著學校規模擴大而下降，並出現規模經濟

的現象。學校素質因素與學校規模間的關係上，學校規模愈大，「教師平

均學歷」、「合格師資比」愈佳；學校規模愈小，在「師生比」上愈佳，「平

均班級學生數」愈少。    

 

    綜上，眾多研究均承認國民小學學校整併將節省教育財政支出，小型

學校整併後所節省之經濟成本較大型學校整併後所節省之經濟成本更為

顯著。另國外研究亦關注到學校整併雖節省帳面上之財政成本支出，卻反

而會增加運輸成本及學生學習適應之機會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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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學校整併與學生學習的相關研究 

     Self(2001)研究俄亥俄州的學校整併，探討Mendon和Parkway的學區

整併在8年後(研究當時)學生學習及教師教學的情況，研究發現高中學生

比國中及小學學生從學校整併中獲益較多，最主要的好處是整併後學校能

提供更多元豐富及高階的課程與社團活動，亦有較豐富的財政資源來充實

學校設備與器具，讓學生有更豐富的學習和成長機會。 

    張夏平(1994)進行臺灣省公立國民小學小型學校合併之研究，藉由問

卷調查法之方式，分就學校經濟效益層面、學校心理層面和社會心理層

面，來探討臺灣省國民小學小型學校合併之適當模式，結論發現不同經營

規模的小型學校在學生學習安排方面差異不大，但是已合併的小型學校在

學生學習參與方面，優於未合併的小型學校。 

    葉子超(1996) 探討澎湖縣國民小學小型學校合併之可行性，經由問

卷調查法，分就「 人口數、學生數、經費增減及預估合併後經費節省層

面」、「澎湖縣國小最適經營規模類型值層面」、「學生學業成就差異層面」、

「學校效能層面」及「社會心裡層面」等方面，來探究出最適當的小型學

校合併模式，研究發現澎湖縣國小不同學校規模類型六年級學生國語和數

學科學業成就有顯著差異；澎湖縣國小不同學校規模類型之學校效能有顯

著差異，中型學校優於小及大型學校；所以小型學校合併成中型學校，是

可行的。 

    黃淑英(1997)進行屏東縣山地小型小學合併後，學生學業成績之成效

評估，研究結果發現合併是否對學生學習成就具有提升作用，難以定論，

但學生學習成就因合併而拉近則可作為可能的解釋；另學校合併後，學生

學習方面有明顯改善，家長的教育觀與照顧、教師對學生的要求與期望是

影響孩子成就之重要因素，合併後，學生具有較大的活動空間從事各項活

動。 

    李雅景(2002) 進行嘉義縣小學併校政策之探討，研究結果發現併校

後學生功課因同學競爭力增加而進步；學生因獲得更多元、豐富之學習課

程與活動課程而感受到自我成長；同學多，因此學生在群性、資訊流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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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均有所提升；學生在功課、師生互動、學習參與、同儕互動、學習態度、

應對禮節、體育方面，及面對新環境等因素有正向發展；另外併校後亦產

生部分對學生學習之負面影響，包括部分學生適應不良，因而在同儕互

動、師生互動、學業成績方面感到沒有成長；受併學生容易被其他同學以

異樣眼光看待而影響學習，且學生因通車時間太長而感到不方便。 

    何肯忞(2003)進行屏東縣國民小學合併的可能成本與最佳規模之分

析研究，試圖以量化方式預測產出量並分析其與成本和規模大小之間的關

係，在產出量的量測上，研究採取經過標準化程序的國語與數學測驗為研

究工具進行施測，結果發現屏東縣國民小學小型學校的學業成就分數平均

低於大型學校，尤其是規模小於200人的學校其學業平均成績較整體平均

數為低。以合併前生產函數預測模擬合併後之產出結果，學校規模愈大，

產出之平均成績愈佳，但是增加比率隨著規模之擴大而減少，亦即規模愈

小增加比率愈高。 

    李國賢(2005) 進行屏東縣學校整併後教育資源運用與學生學習成效

現況之研究，其採用問卷調查法及訪問調查法為研究方法，並以屏東縣21

所受整併學校之教育人員為研究對象，研究發現採合併方式整併後之學

校，其教育資源運用有正向之發展，而學生學習成效受到教育資源運用的

正相關影響，並以體育層面之學習成效最為顯著。 

     

    綜上，大多數研究均肯定學校整併後，能提供學生更多同儕互動、競

爭及觀摩學習之機會，並提供教師較大彈性安排豐富課程與社團活動，因

此，學生普遍於學習成效上有所提昇，惟仍不能忽略少數學生因適應新環

境產生之焦慮、緊張，進而產生之學習或人際互動障礙。 

     

肆、學校整併與教師工作的相關研究 

    Self(2001)研究俄亥俄州的學校整併，探討Mendon和Parkway的學區整

併在8年後(研究當時)學生學習及教師教學的情況，研究發現不僅學生在

學校整併後，因更多元豐富及高階的課程與社團活動獲益良多，教師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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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高的工作滿意度，教師為了教授更多元高階的課程，不斷精進本身專業

能力，為了提供學生豐富社團活動，亦培養專長及興趣，另教師可負擔較

少的行政工作，專心投入教職。 

    張夏平(1994)進行臺灣省公立國民小學小型學校合併之研究，藉由問

卷調查法之方式，分就學校經濟效益層面、學校心理層面和社會心理層

面，來探討臺灣省國民小學小型學校合併之適當模式，結論發現臺灣省國

民小學小型學校在教師工作滿意度及師生人際互動方面並未隨著學校規

模大小而有差異，但是已合併的小型學校在師生人際互動、教師對學校環

境滿意度方面，均優於未合併的小型學校。 

    李雅景(2002)進行嘉義縣國小併校後之成效評估，研究結果發現併校

有助於教師間的互動、提升教師素質、穩定教師異動頻率，且學校設備、

器材更完備，教學更便利；但班級人數增加，部分教師無法細心為學生課

業解答，教師亦必須給予受併學生更多的輔導與關心。 

    張國輝(2005)進行小型學校面臨整併的反應與因應策略之個案研

究，以一所面臨整併的國民小學為研究對象進行個案研究，透過參與觀

察、訪談以及文件分析等方式收集資料，以了解個案學校的校務實際運作

情形，以及面臨整併的反應與因應策略，研究發現：組織編制員額數會影

響學校運作，個案學校因編制數有限，教師均須同時負擔教學與行政工

作，但在其中任一方面獲得支援的前提下，學校仍能維持良好的運作。在

教學情境方面具有小班教學的優勢。另個案學校參與者對於整併之原因及

過程都有不滿的反應。 

    蔡淑婷(2006)探討屏東縣國民小學教師之學校整併效益認知評價高

低，以及其對學校整併之意見，藉由實地觀察及個案訪談之方式來探討屏

東縣國民小學學校整併政策之實施情形，研究結果發現屏東縣國民小學教

師對學校整併效益認知評價持肯定態度。另將分校(班)併入本校，較能激

發教師人力資源整合效果，且學校整併對教師工作之影響，依校長、主任、

教師之個人感受而不同。 

 

    綜上，大多數研究均肯定學校整併後，教師有較多與其他教師交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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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摩學習之機會，也會因有較多彈性安排課程及社團之因素，進而提升本

身專業能力，另教師因可以負擔較少之行政工作，而更能專心投入於班級

教學上；惟仍不能忽略少數教師面對新環境產生之焦慮、不安，面對大班

級學生教學感到手足無措及無法兼顧所有學生學習需求等負面影響。 

 

伍、學校整併指標相關研究 

    張夏平(1994)進行臺灣省公立國民小學小型學校合併之研究，藉由問

卷調查法之方式，分就學校經濟效益層面、學校心理層面和社會心理層

面，來探討臺灣省國民小學小型學校合併之適當模式，結論發現臺灣省國

民小學合併需考量因素中，以社會心理方面的因素重要性較高，前十大因

素可參考作為學校整併之重要考量指標，分別為：須先與地方人士溝通、

合併的阻力大小、城鄉教育是否均衡、合併後學生上下學之交通安全、教

師教學品質、學生同儕學習情形、學生的學習效果、學校對社區居民的重

要性、學生的學習成就以及家長對學校的信賴程度等。 

    陳賢舜(1999)進行南投縣小型國民小學合併之研究，依據學校經營規

模、小型學校合併與學校合併指標等理論與實務之分析，企圖建立小型國

民小學校合併可用指標，並確立指標權重，以量化的方式對南投縣國民小

學之實證資料進行學校合併評估，針對評估結果提出適宜合併的小型學

校，並規劃學校合併的優先順序。本研究運用問卷調查，獲取並整合學者

專家意見，藉以決定小型學校合併可用指標；並以分析層級程序法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建立指標相對權重，經過研究程

序所建構的指標涵蓋兩大層面：一、學校不利指標（負向指標），包括下

轄第二層級4項指標，以及第三層級10項指標；二、學校需求性指標（正

向指標），包括第二層級2項指標，第三層級4項指標。此外，整體層級的

學校合併指標與權重，由高而低依序為： 

（一）「隔代教養及單親家庭比率偏高」（13.0％） 

（二）「位於偏遠交通不便區」（10.9％） 

（三）「弱勢族群比率偏高」（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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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距離併入學校過遠」（7.9％） 

（五）「位於土石流危險區」（7.7％） 

（六）「學區學齡人口流失嚴重」（6.8％） 

（七）「學校學生數流失嚴重」（6.6％） 

（八）「代課教師比率偏高」（6.4％） 

（九）「位於活斷層」（5.6％） 

（十）「單位學生平均經常成本偏高」（5.5％） 

（十一）「教師流動率偏高」（5.2％） 

（十二）「總學生數偏低」（5.2％） 

（十三）「位於地層滑動區」（4.8％） 

（十四）「生師比偏低」（3.8％）。 

    張早(2005) 進行模糊理論應用於小型學校合併經營之研究，依小型

學校合併經營的四個構面:「學校經營成本與績效」、「家庭學區地理環境

交通考量與人口變化」、「學校提供社教功能」與「學校財政支出與成本效

益」，以及第二層級合計 16項評估指標，進行學者訪談專家問卷，運用層

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簡稱 AHP)進行資料分析、計算

權重與一致性檢定，建構完成小型學校合併經營評估指標的權重架構。 

    資料分析結果顯示: 小校之學區的區域特性「地理環境、家庭社經情

況、交通與人口變化」權重最高（38%），其次為小校目前之「經營成本與

績效」（29%），「學校提供社教功能」（22%），第四是「學校財政支出與成

本效益」（11%）。全面檢視第二層級評估指標權重，「弱勢家庭比率」與「地

理環境不利」和「學生學習成效」優先順序為前三名，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維護偏遠地區和弱勢族群兒童的受教權是規劃擬定教育政策的最重要的

考量。     

    蘇龍輝(2006) 進行臺南縣小型國民小學合併意見之調查研究，研究

兼採問卷調查法及半結構式訪談法，研究結果發現各界人士在學校合併須

考慮的經濟成本、社區關係、學校效能、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方面，分別

認為「學校資源能有效利用的程度」、「與地方人士的事先溝通」、「學校組

織氣氛的和諧程度」、「教師教學品質」及「學生在校內的生活適應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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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各界人士在小型學校可合併或不可合併之條件裡，均認為以「學

生學習是否有幫助」為首要考慮，另小型學校若要與其他學校合併時，最

需要考慮的原則是「補助交通運輸費用或設專車接送」及「併入交通方便

與離家近的學校」。 

    蔡振發(2007)進行南投縣國民小學教育人員及家長對小型學校合併

態度與需求之調查研究，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方式，研究對象為 95學年度

南投縣國民小學百人以下的小型學校及鄰近較大型的中心學校之校長、主

任、組長、教師、家長，研究結果發現對小型學校合併需求層面，在「合

併方式」上以「配合社區發展，以轉型方式，發展學校特色」之需求程度

為最高；在「學生配套措施」上以「對學生做好心理輔導工作」之需求程

度為最高；在「學校配套措施」上以「併校後充實學校軟硬體設施，建設

為社區的文化中心」之需求程度為最高，其上可以作為本研究建構學校整

併指標之參考。 

    教育部曾於 83年度補助臺灣省教育廳試辦教育優先區計畫經費八億

元，針對具有：「地震震源區或地層滑動區」、「地層下陷地區」、「山地及

離島地區」、「試辦國中技藝教育中心」及「降低班級人數急需增建教室」

等五項指標（特殊問題）之學校予以專款補助，用以改善師生安全衛生及

健全身心發展的教育環境，並充實其教學設備，以期能營造較為合適的教

育條件，進而達成適性發展之教育目標。 

    沿承 84年度教育優先區的試辦經驗，教育部自 85年度起開始審慎規

劃，擴大辦理「教育優先區計畫」，並擬訂十項教育優先區指標。此十項

指標為：「原住民及低收入戶學生比例偏高之學校」、「離島或特殊偏遠交

通不便之學校」、「隔代教養及單（寄）親家庭等學生比例偏高之學校」、「中

途輟學率偏高之學校」、「國中升學率偏低之學校」、「青少年行為適應積極

輔導地區」、「學齡人口嚴重流失地區」、「教師流動率及代課教師比例偏高

之學校」、「特殊地理條件不利地區」、「教學基本設備不足之學校」等。 

    教育優先區計畫，從試辦到正式推動迄今，已屆滿十三年。期間已針

對計畫之指標及補助項目，作多次的檢討與修正，期能平衡城鄉教育差

距，實現「教育機會均等」與「社會正義原則」的精神。此指標顯示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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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小型學校發展所面臨的問題，可以作為訂定學校合併指標之參考。以

97年度指標為例，六項指標內涵說如下(教育部推動教育優先區計畫，

2008)： 

一、原住民學生比率偏高之學校。     

    (一) 一般地區、都會地區、特偏及偏遠地區學校，原住民學生合計

佔全校學生總數 40％以上者。 

    (二) 一般地區學校，原住民學生合計佔全校學生總數 20％以上者。 

    (三) 都會地區學校，原住民學生合計佔全校學生總數 15％以上者。

(都會地區學校係指位於院轄市、省轄市及縣轄市之學校) 

    (四)全校學生中，原住民學生合計達 35人以上者。 

二、低收入戶、隔代教養、單(寄)親家庭、親子年齡差距過大、新移民子

女之學  生比率偏高之學校。 

(一)低收入戶、隔代教養、單(寄)親家庭、親子年齡差距過大、新移 

民子女等之學生合計人數，佔全校學生總數 20％以上之學校。 

    (二)低收入戶、隔代教養、單(寄)親家庭、親子年齡差距過大、新移

民子女等學生人數合計達 60人以上之學校。 

三、國中學習弱勢學生比率偏高之學校。 

    該校前一學年第一次基本學力測驗總成績百分等級(PR值)在 25以下

之學生 人數佔畢業生總數達 40％以上者。 

四、中途輟學率偏高之學校。 

    係指該學年度經通報有案之中途輟學學生人數，佔當學年度在籍學生

人數之  3%以上者。 

五、離島或偏遠交通不便之學校。 

    (一) 離島以政府核定有案之各級離島為準【臺灣省政府 80.6.21(80)

府人 四字第 72694號函頒布】。 

    (二) 偏遠交通不便之學校係指經地方政府核定有案之特偏、偏遠地 

區學校，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1.學校所在地區，無公共交通工具到達者。 

     2.學校距離公共交通工具站牌，達五公里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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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學區內之社區距離學校 5公里以上，且無公共交通工具可抵達學校

者。 

     4.公共交通工具到學校所在地區每天少於 4班次者。 

    (三) 91學年度(91年 8月 1日)以前，因裁併校後，學區幅員遼闊須

交通接送學生上下學之學校。 

四、教師流動率及代理教師比率偏高之學校。 

(一)學校最近三學年度教師(含實缺代理)流動率，平均在 30％以上。 

(二)學校最近三學年度實缺教師代理比率平均在 30％以上者。 

    教育部於 95年度研擬小型學校發展評估指標供縣市政府參考運用，

作為縣市政府評估小型學校整併與否的篩檢工具，俾用於規劃學校整併計

畫。       

    其研擬之小型學校發展評估指標如表 2-7，分為一般指標及特殊條件

指標兩類，一般指標指學校的一般性條件，如評分愈低，即表示學校愈應

考慮進行整合。特殊條件係指不宜整併之因素，只要學校符合其中任何一

項指標，即表示學校不宜進行整合。 

 

表 2-7教育部小型學校發展評估指標 

分數 
區分 

5 4 3 2 1 

1.學生數 
81人

以上 

61-80

人 

41-60

人 

21-40

人 

20

人

以

下 

一
般
性
指
標 

 

2.學生數趨勢 遽增 
緩增

中 
穩定 

遞遞

中 

遽

減 

 

一般性指

標 

(權重得

另做調

整) 

3.社區結構 

社區人

口 

成長中 

  

社區

人口 

穩定 

  

社

區

人

口 

外

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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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距公立學校 

3公里

以上 

2.1-3

公里 

1.6-2

公里 

1-1.5

公里 

1公

里

以

內 

4.與鄰近學校

間有無公共

交通工具 

無       有 

5.校齡 
81年

以上 

61-80

年 

41-60

年 

21-40

年 

20

年

以

下 

6.整合後之學

校是否需再

增建教室及

充實設備 

需大量

增建教

室及充

實設備 

需增

建少

數教

室 

  

僅需

充實

部分

教學

設備 

完

全

不

需

增

建

教

室

或

設

備 

7.小型學校大

部分教室屋

齡 

5年以

內 

6-10

年 

11-15

年 

16-20

年 

20

年

以

上 

8.原校區之用

途 

十分不

明確 

不明

確 
  明確 

十

分

明

確 

9.社區對學校

之依賴度 
高   中   低 

10.其他           

1.該鄉鎮只有一所小學(100%) 

2.原住民地區學校(100%) 

3.到鄰近學校交通有重大安全顧慮(如經過土石流危險區

域)(100%) 

特
殊
性
指
標 

4.其他 

 

表 2-7(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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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本節探討國民小學學校整併與學校最適經營規模、教育成本、學

生學習、教師工作及學校整併指標之相關研究，茲將相關研究整理於下表

2-8，討論變項內容可歸納為「學校整併性指標」及其第二層級指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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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會環境指標」與「學校存在性指標」及其第二層級指標為「學生受教權益

指標」、「社區性文化指標」、「政策決定指標」「整併阻力指標」共 8個面

向。 

 

 

表 2-8 學校整併相關研究整理 
研究方法 討論變項內容 

學校整併性指標 學校存在性指標 

研究者 
(年代) 

研究對象 

訪
談 

問
卷
調
查 

教
育
經
濟
成
本 

學
生
學
習
成
效 

教
師
工
作
滿
意
及
素
質 

社
會
環
境 

學
生
受
教
權
益 

社
區
性
及
歷
史
文
化 

政
策
決
定 

整
併
阻
力 

Hettich 
(1968) 

美國密西
根州與紐
約州小學 

 v v v v      

Wendling&Cohen 
(1981) 

美國紐約
州小學 

 v  v   v    

McKenize 
(1983) 

美國學區  v v v v      

Evans&Geisel 
(1984) 

美國學區  v v v v      

Wulliams 
(1990) 

美國學區  v v v v      

Fine&Somerville 
(1998) 

美國學區  v v v v      

Self 
(2001) 

美國俄亥
俄州學區 

v v  v v      

Hamer 
(2002) 

美國學區  v v v v      

Andrews 
(2002) 

美國學區  v v v v      

Maier 
(2002) 

美國明尼
蘇達州高
中 

 v v v v      

Adams&Foster 
(2002) 

美國肯塔
基州學區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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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8 (續1) 
研究方法 討論變項內容 

學校整併性指標 學校存在性指標 
研究者 
(年代) 

研究對象 
訪
談 

問
卷
調
查 

教
育
經
濟
成
本 

學
生
學
習
成
效 

教
師
工
作
滿
意
及
素
質 

社
會
環
境 

學
生
受
教
權
益 

社
區
性
及
歷
史
文
化 

政
策
決
定 

整併
阻力 

Eyre&Finn 
(2002) 

美國學區 v  v    v    

Lyson 
(2002) 

紐約學區  v v        

Dodson 
&Garrett 
(2004) 

美國阿肯
薩斯州學
區 

 v v v v v v    

Lewis 
(2004) 

美國西維
吉尼亞州
學區 

v v v    v    

吳炳銅 
(1994) 

臺北縣公
立國民小
學 

 v v v v      

張夏平 
(1994) 

臺灣省公
立國民小
學 

 v v v v v     

陳憶芬 
(1994) 

屏東縣國
民小學 

v v v v v v v v  v 

郭添財 
(1996) 

臺灣省縣
市國民小
學 

 v v v v      

葉子超 
(1996) 

澎湖縣國
民小學 

 v v v v  v v  v 

黃淑英 
(1997) 

屏東縣國
民小學 

 v v v v      

蘇永輝

(1998) 

基隆市國

民小學 

v v v v v      

陳賢舜  

  (1999) 

南投縣國

民小學 

v v v v v v v v  v 

李雅景

(2002) 

嘉義縣國

民小學 

 v v v v  v   v 

何肯忞

(2003) 

屏東縣國

民小學 

 v v v v      

蔡志榮

(2003) 

嘉義縣國

民小學 

 v v v v      

吳政達 

(2004) 

臺灣省國

民小學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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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討論變項內容 
學校整併性指標 學校存在性指標 

研究者 
(年代) 

研究對象 
訪
談 

問
卷
調
查 

教
育
經
濟
成
本 

學
生
學
習
成
效 

教
師
工
作
滿
意
及
素
質 

社
會
環
境 

學
生
受
教
權
益 

社
區
性
及
歷
史
文
化 

政
策
決
定 

整併
阻力 

李國賢

(2005) 

屏東縣國

民小學 

v v v v v      

張國輝

(2005) 

臺南縣國

民小學 

v   v v v v v  v 

侯世昌及

楊銀興 

(2005) 

臺灣省國

民小學 

 v v v v      

張早 

  (2005) 

彰化縣國

民小學 

 v v v v v v v  v 

王暎淑

(2006) 

高雄縣國

民小學 

 v v v v      

蔡淑婷

(2006) 

屏東縣國

民小學 

v v  v v  v v  v 

蘇龍輝

(2006) 

臺南縣國

民小學 

v v v v v v v v  v 

蔡振發

(2007) 

南投縣國

民小學 

 v     v v  v 

教育部推

動教育優

先區計畫 

  (2008) 

全國國民

小學 

   v v v v    

教育部 

(2008) 

全國國民

小學 

  v   v v v v  

總計  10 33 31 30 20 9 15 9 2 9 

 

第四節 國民小學學校整併指標之建構 

    綜合本章文獻對學校整併理論基礎、整併類型、整併策略及方式、遇

到之問題、整併應考量因素、我國推動學校整併之現況、臺北市推動學校

整併之情形、學校整併與最適經營規模、教育成本、學生學習、教師教學

及指標相關研究之探討，本研究以臺北市個殊情況，並考量 AHP權重建立

之需要，試擬臺北市國民小學合併之指標，包括第一層級之「學校整併性

表2-8 (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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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學校存在性指標」，下轄第二層級之 8項指標，及第三層級之 22

項指標： 

壹、學校整併性指標 

    學校整併性指標係本研究初擬之第一層級指標，下轄四個第二層級指

標，分別為教育經濟成本指標、學生學習成效指標、教師工作滿意及素質

指標及社會環境指標，內涵分敘如下： 

一、教育經濟成本指標 

   （一）全校學生人數較低：參酌臺灣省教育廳民國 76年頒佈「小型學

校合併處理原則」、民國 83年 5月召開「臺灣省小型學校辦學規模」檢討

會會議結論，及教育部 95年研擬之小型學校發展評估指標，本研究定義

全校學生人數於 80人以下，則視為學生人數較低。 

    (二) 每班學生人數較低：參酌「臺北市公立國民小學新生分發及入

學辦法」第五條規定，國民小學每班學生人數，以教育局每學年 

度訂定之基準為原則。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97學年度訂定之班級人數基 

準，則以國小一、二年級每班 32人為上限，國小三至六年級每班 35人為 

上限；另依「臺北市國民小學教職員員額編制基準」第三條敘明，本市各 

國民小學，每班學生人數以三十人為原則，至多不超過三十五人。爰本研 

究定義每班人數於 29人以下為班級學生人數較低。 

  （三） 班級數較少：參酌國民教育法施行細則及教育部國民中小學設

備基準規定，國民中小學之規劃，以不超過四十八班為原則，學校規模過

大者，應增設學校，重劃學區。爰本研究定義班級數於 48班以下者為班

級數較少。 

  （四） 每生平均享有校地面積值較高：參酌教育部國民中小學設備基

準，國小每生最低應享有校地面積為 12平方公尺，爰本研究定義每生平

均享有校地面積 13平方公尺以上為較高。 

  （五） 生師比較低：參酌臺北市各校實際學生人數及編制內教師人數，

本研究定義生師比於 15人以下者為較低。 

二、學生學習成效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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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學生成績表現較差：參酌臺北市辦理國民小學基本能力測驗情

形，本研究定義以學校學生參加臺北市國語文及數學基本能力檢測，20%

以上學生僅達「基礎級」及「未達基礎級」程度者，為學生成績表現較差

之情形。 

  （二）學生社團參與性低或學校提供社團數較少：參酌臺北市各校實際

情形，本研究定義以平均每生參加社團或課後活動數，未達 0.5項以上者

為學生社團參與性低或學校提供社團數較少之情形。 

三、教師工作滿意及素質指標 

  （一）代理教師比率偏高：參酌教育部教育優先區指標內涵及臺北市實

際各校情形，本研究定義以學校最近三學年平均實缺教師代課率高於 10%

以上者為代理教師比率偏高情形。 

  （二）教師流動率偏高：參酌教育部教育優先區指標內涵及臺北市實際

各校情形，本研究定義以學校最近三學年平均教師流動率高於 10%以上者

為教師流動率偏高情形。 

四、社會環境指標 

  （一）學區學齡人口逐年降低：參酌教育部 95年研擬之小型學校發展

評估指標，本研究定義學校連續三年新生入學人數持續降低者，視為學區

學齡人口逐年降低。 

  （二） 學校學生數逐年流失：參酌教育部 95年研擬之小型學校發展評

估指標，本研究定義學區設籍人口連續三年有逐年外移趨勢者，視為學校

學生數逐年流失。 

  （三）學校位於土石流危險或地震滑動區：參酌教育部教育優先區指

標，本研究定義學校曾遭受土石流侵害或曾因地震滑動受損，或學校臨近

土石流威脅區、地震滑動威脅區為有此種情況。 

   (四) 都市計畫已通盤考量學校及社區之發展：市府經整體考量區域之

未來發展後，已有明確都市計畫政策，將裁廢學校或整併學校，以利於使

用學校土地，整體發揮區域利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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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校存在性指標 

    學校存在性指標係本研究初擬之第一層級指標，下轄四個第二層級指

標，分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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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涵分敘如下： 

一、學生受教權益指標 

   （一）低收入戶、隔代教養、原住民、單(寄)親家庭、親子年齡差距

過大、新移民子女之學生比率偏高之學校：參酌臺北市各校實際情形，本

研究定義學校低收入戶、隔代教養、原住民、單(寄)親家庭、親子年齡差

距過大、新移民子女之學生佔學校總學生數 20%以上者為比率偏高之情形。 

    (二) 學校整併後交通不便或距離過遠：參酌教育部 95年研擬之小型

學校發展評估指標及教育部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規定，本研究定義與鄰近

學校無公共交通工具或徒步通行至學校花費時間超過半小時者為學校整

併後交通不便或距離過遠情形。 

二、社區性文化指標 

   （一）學校係社區發展中心，凝聚社區文化：參酌教育部 95年研擬之

小型學校發展評估指標，本研究定義社區對學校依賴性高者為此種情形。 

   （二）學校具備深厚歷史傳統背景：參酌教育部 95年研擬之小型學校

發展評估指標，本研究定義學校校齡於 80年以上者，視為學校具備深厚

歷史傳統背景。 

三、政策決定指標  

   (一) 都市法規及徵收計畫對學校土地之限制使用：市府都市法規或當

初徵收學校用地計畫，已明確限制學校用地之使用，並侷限學校之未來之

其他發展者。 

   (二) 學校整併後之原校區規劃難以達成或發揮成效：參酌教育部 95

年研擬之小型學校發展評估指標，整併後之學校需投入長期時間及大量經

費，重新增建空間及充實設備者為此種情形。 

四、整併阻力指標 

   (一)學校進行整併遭家長及校友強力反對：學校若進行整併，經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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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校家長、社區民眾及畢業校友溝通後，仍遭到強烈反對者。 

   (二)學校進行整併遭教師強力反對：學校若進行整併，經長期與學校

教師溝通後，仍遭到強烈反對者。 

   (三)學校進行整併造成社會強烈負面觀感：學校若進行整併，經長期

政策說明後，仍遭致社會強烈負面觀感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