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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建構臺北市國民小學學校整併指標體系，透過文獻探討及文 

件分析，探究學校整併之相關理論基礎、臺灣地區、教育部、各縣市政府

推動學校整併之情形及臺北市推動國民小學整併之原則、進行過程及成效

等，藉由此過程初步建構臺北市國民小學學校整併指標體系，包括「學校

整併性指標」及「學校存在性指標」。 

   正式研究階段，即由研究者透過訪談專家學者修正初擬之整併指標體 

系及相關操作型定義，再以臺北市萬華區中興國小及福星國小之整併實例 

做案例分析，檢視每個指標之適用性，之後，正式進入問卷調查，透過專 

家問卷調查決定學校整併之可用指標及其操作型定義，最後進入權重問卷 

調查，決定各指標之相對權重，而建構完成臺北市國民小學學校整併指標 

之權重體系。 

    根據以上訪談、案例分析、專家問卷調查及權重問卷調查四階段，研 

究者逐步修正並建構完成臺北市國民小學學校整併指標之權重體系，本章

即將綜整研究者之研究結果，提出研究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節結論將分別敘述臺北市推動國民小學整併之現況、臺北市國民小

學學校整併可用指標及其操作型定義以及臺北市國民小學學校整併指標

權重體系。 

壹、臺北市推動國民小學整併之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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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評估期階段，以減少教育成本，重視教育規模經濟及強調資源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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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之相關議題為思考主軸，期待藉由學校整併策略達教育成本「節流」

及引進教育投資及民間資源，達「開源」之功效。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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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在實務推動期階段，於民國91年5月市府會議中決議確定中興國小及福

星國小之整併政策，並在民國93年7月完成整併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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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整體規劃期階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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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並積極進行「臺北市公立

國民小學學校整體發展策略」專案計畫，提出學生結構分析、師資供需控

管、資源整合探討、社區發展趨勢、精緻國教形塑及政策法制建構等策略。 

    在成熟期階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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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活化閒置校園空間方

向努力。教育局並規劃民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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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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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臺北市國民小學學校整併可用指標及其操作型定義 

    依據專家問卷調查結果，臺北市國民小學學校整併指標可區分為「學

校整併性指標」，即學校符合指標即可評估進行整併，及「學校存在性指

標」，即學校符合指標即可評估維持存在。「學校整併性指標」下轄 4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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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層級指標及 10個第三層級指標；「學校存在性指標」下轄 3個第二層級

指標及 7個第三層級指標。 

    一、學校整併性指標： 

    學校整併性指標下轄 4個第二層級指標及 10個第三層級指標，敘述

如下：      

       (一)教育經濟成本指標，包含： 

           1.全校學生人數：全校學生人數在 120人以下。 

           2.全校班級數：全校班級數在 12班以下。 

           3 生師比：生師比在 10人以下。 

        (二)學校教師素質指標，包含： 

           1.教師專業成長情形：教師近三年每年參加研習進修時數達 

36小時者佔全體教師比例 80%以下。 

           2.教師特殊表現：教師近三年參加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研究 

發展、行動研究或指導學生參加校外比賽得獎者佔全體教 

師比例 10%以下。 

        (三)社會環境指標，包含： 

            1.學區新生兒數成長率：學區最近三年新生兒人數年平均降 

低 5%以上。 

            2.學校學生數成長率：學校最近三年在學學生人數年平均降 

低 5%以上。 

            3.學校周圍社區環境：學校周圍社區環境複雜、吵雜或有足 

以影響學生身心健康或至正常發展之情形，不適宜學校未 

來經營發展。 

        (四)政策決定指標，包含： 

            1.原校區用途：學校校地已被納入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用途 

明確。 

            2.與鄰近學校重疊性：與他校鄰近，重疊性高，提供之教育 

服務可被取代。 

    二、學校存在性指標： 



 152 

學校存在性指標下轄 3個第二層級指標及 7個第三層級指標，敘述如下： 

        (一)學生受教權益指標： 

            1.學校弱勢學生比率：學校低收入戶、隔代教養、原住民、

單(寄)親家庭、新移民子女之學生佔學校總學生數 20%以

上。 

            2.學校整併後交通便利性：整併後學生至學校上學距離在 2 

公里以上。 

        (二)社區文化指標： 

            1.學校之社區文化功能：學校為社區發展中心，具有凝聚社 

區文化效果。 

            2.學校校齡：學校校齡達 80年以上。 

            3.學校歷史意義或文化保存價值：學校具有重要歷史意義或 

              文化保存價值。 

        (三)財政支出指標： 

            1.學校校舍屋齡狀況：學校校舍屋齡大部分在 25年以內。 

            2.整併後之學校教室與設備：整併後之學校需大量經費及時 

              間增建教室及充實設備。 

 

參、臺北市國民小學學校整併指標權重體系 

    本階段專家權重問卷調查，係運用分析層級程序法(AHP法)，應用專

家團體選擇套裝軟體程式(Team Expert Choice系統)分析考驗後，產生專

家團體評定之整體指標權重分配體系。 

    學校整併性指標下轄之第二層級指標中，政策決定指標、社會環境指

標及教育經濟成本指標都有同等之重要性，第三層級指標中，則以與鄰近

學校重疊性、全校學生人數、學校學生數成長率及學區新生兒數成長率有

較高之重要性。 

    學校存在性指標下轄之第二層級指標中，以學生受教權益指標有較高

之重要性，第三層級指標中，則以學校整併後交通便利性及學校弱勢學生

比率有較高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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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學校整併性指標： 

        (一)第二層級指標按權重高低結果排序如下： 

            1.政策決定指標(30.8%) 

            2.社會環境指標(30.6%) 

            3.教育經濟成本指標(30.1%) 

            4.學校教師素質指標(8.5%) 

        (二)第三層級指標按權重高低結果排序如下： 

           1.與鄰近學校重疊性(20.8%) 

2.全校學生人數(16.3%) 

3.學校學生數成長率(14.3%) 

4.學區新生兒數成長率(11.1%) 

5.原校區用途(10%) 

6.生師比(9%) 

7.學校周圍社區環境(5.2%) 

8.教師專業成長情形(4.9%) 

9.全校班級數(4.8%) 

10.教師特殊表現(3.6%) 

    二、學校存在性指標： 

(一)第二層級指標按權重高低結果排序如下： 

   1.學生受教權益指標(68.6%) 

   2.社區文化指標(20.5%) 

   3.財政支出指標(11%) 

        (二)第三層級指標按權重高低結果排序如下： 

           1.學校整併後交通便利性(39.9%) 

           2.學校弱勢學生比率(28.7%) 

           3.學校之社區文化功能(10.6%) 

           4.整併後之學校教室與設備(7.2%) 

           5.學校歷史意義或文化保存價值(7.1%) 

           6.學校校舍屋齡狀況(3.8%) 

           7.學校校齡(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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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根據本研究之研究結果與結論，提出以下建議，供教育行政機關制定

政策及後續研究之參考。 

 

壹、對教育行政機關之建議 

一、應完備推動學校整併之法令或準則 

    推動學校整併事涉因素複雜，阻力重重，需克服事項眾多，如何判斷

決定一所學校是否需要被整併，並且清楚向大眾說明，取得大眾信服，評

估推動學校整併會對學校及學生產生更好之結果，皆係教育行政機關之重

要責任，因此應完備推動學校整併之法令或準則，建立客觀評估指標，讓

學校整併推動作業法制化，包含推動方式、策略、期程、成效評估等之明

確規範，本研究建立臺北市國民小學學校整併指標權重體系，即希望透過

本參考評估指標，供教育行政機關訂定政策參考，用以判斷學校進行整併

之需求性及可行性，惟仍有賴於教育行政機關後續訂定完整之推動法令，

讓推動學校整併作業具有明確法源及周延規劃。 

 

二、應全面由教育經濟成本、政策決定及社會環境等面向評估學校是否需 

    進行整併 

    以往評估一所學校是否有需要進行整併，秉持的觀點均係以經濟成本

之節省為最大考量，惟在學校經營發展面，關注的應該是教育的層面，畢

竟學生學習權益是難以量化的，教育成效難以立竿見影，學生學習成果、

性格陶冶及興趣養成，才是一所學校辦學的核心，而這些核心又是需歷時

甚久方能觀察到的。本研究建立學校整併評估指標，亦發現評估一所學校

是否有需要進行整併，除了教育經濟成本之考量外，政府政策決定及社會

環境亦是同等重要之考量指標，另學校教師素質亦為指標之ㄧ。 

    另外考量學校與鄰近學校重疊性經研究發現為最重要之整併性指

標，亦隱含學校整併最需考量的是原學校學生之就學權益，而評估一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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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之學生數成長率、學區新生兒數成長率及原校區用途亦為重要指標，提

醒政府當局進行政策決定時，務必縱貫瞭解學校學生數及社區人口發展趨

勢之變化，並且完整規劃原本校區用途，以提供更好之發展遠景。以上在

在都提醒教育行政單位，推動學校整併除了節省經濟成本思維外，應有更

宏觀之思考，周延全面評估學校是否有需要進行整併，以教育的思維進行

教育的政策決定。 

 

三、於評估學校整併時，應同時考量學校存在之需求性 

  思考決定任何事情，皆需要充分考量相反的兩個角度，決定學校是否要

進行整併之重大教育政策更應如此。以往教育行政單位都比較傾向於由學

校發展的不利因素，來判斷一所學校是否要進行整併，而比較忽略於對學

校存在有利因素之關注。本研究建立學校存在性指標，即係希望透過本指

標之建立，提醒教育行政單位評估學校整併時，亦須同時關注學校存在的

需求性。 

    本研究發現學校存在性指標中，學生受教權益指標佔了其七成的比

重，代表學校之經營發展及未來走向，最應該維護及在意的就是對學生學

習權益的保障，也呼應了學生才是教育主體的觀念，而不應該被經濟成本

等其他考量而覆蓋住，另外學校所代表社區文化之意義及學校校舍設備狀

況等亦為學校存在性評估之考量因素。本研究即建議教育行政單位，於進

行學校整併政策決定時，應充分考量學校存在的需求性，以兼顧學生受教

權益的維護、社區凝聚及重要文化價值之保存。 

 

四、推動學校整併應有完整配套措施 

    推動學校整併時應考量因素眾多，於確定一所學校要進行整併後，即

需充分考量相關可能產生的影響，而擬定完整的配套措施，俾利整併工作

的順利進行及達成預估成效。 

    本研究結果提出的整併性指標及存在性指標，即可提供教育行政單位

作為檢視學校整併時之應考量因素，並據以訂定完整配套機制，包括整併

後學生交通車接送、補助、社區居民運動休閒場所安排、弱勢學生補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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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課後照顧、全校學生課程融合規劃、教師融合及專業成長、學校校舍

空間規劃等等。 

    另於政策決定權衡評估後，對於未能兼顧之整併指標，更應深入訂定

配套策略，以減緩整併阻力，並發揮整併後之正面教育效益。 

 

五、推動學校整併應採長期、階段及漸進式方式及策略進行 

    推動學校整併應於進行完整評估後，訂定周延配套措施，建立推動學

校整併之長期工作期程，階段性目標，具體執行項目，漸近完成學校整併

工作。 

   為爭取教師、家長及社會大眾之認同，弭平可能之抗爭或是反對，並

逐步試驗整併後對教育規劃之影響，以逐步調整改善，建議教育行政當局

可採學校改分校、改分班再裁併校之方式逐步進行學校整併。 

  

六、應追蹤學校整併後達成預期效益情形 

    完成學校整併亦只是完成階段性工作而已，真正重要的是關注整併後

學校校地空間運用、課程規劃、行政融合、教師教學、學生學習與適應、

社區互動等之情形，以中興國小及福星國小之整併成功個案來看，建議教

育行政單位藉由整併後之效益評估，逐步調整修正各項整併後之配套措

施，透過資源有效分配協助整併後學校之經營發展，建立學校整併政策完

整回饋機制。可採用之方式包括引導學校辦理大型親師生活動、定期舉辦

全校教師專業成長進修活動、班級群組教學、學生融合活動、學生補救教

學、學生適應輔導、學生評量、家庭經費補助、行政規劃及校園閒置空間

利用等等。 

 

貳、對後續研究之建議 

一、研究學校整併性指標及存在性指標之權重比率，判斷學校是否需要進 

行整併 

  本研究建構臺北市學校整併指標及其權重體系，個別學校可以以此指

標來驗證並計算權重分數，以評估其被整併之必要性及存在之需求性，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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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學校之整併性指標權重分數及存在性指標權重分數比率達到多少則

有需要進行整併，並未於本研究進行探究。 

  建議後續研究可以探討個別學校符合整併性指標之權重分數與存在

性指標之權重分數之比率，確立比率大於多少則可以判斷學校有需要被進

行整併，俾利學校整併指標於實務運作上之操作及推廣。 

 

二、透過不同研究方法修正學校整併指標 

  本研究以訪談法、德爾菲問卷調查法及層級分析法（AHP）建立臺北

市國民小學學校整併指標權重體系，研究對象為 24位具有學校整併豐富

知識或經驗之教授、臺北市教育行政人員、校長及教師，各研究對象均依

本身主體經驗及知識進行整併指標之篩選及權重評定，因此，本研究雖企

圖融合個別研究對象之主觀意見，統合建立學校整併性指標及權重，惟難

免有受個別研究對象之非獨立或主觀而影響指標客觀性之問題。建議後續

研究對象可採用不同研究方法，驗證並修正本學校整併指標權重體系。 

 

三、建構適合不同背景區域之學校整併指標 

  本研究以臺北市為研究場域，建立臺北市國民小學學校整併指標，因

此本指標不適用於其他背景條件之外縣市，建議後續研究可以以其他縣市

為研究場域，建立其學校整併指標，探究不同背景下，學校發展經營與轉

型之條件及判斷基準，俾利各縣市整併指標之互相對照及比較。 

 

四、針對被整併學校進行個案研究，驗證整併指標適用性 

  本研究以臺北市為研究場域，通盤建立國民小學學校整併指標體系，

建議後續研究可以採較深入之個案研究方式，以本研究之學校整併指標，

探究個案學校進行整併或維持存在之需求性，並瞭解個案學校可能遇到之

問題及瓶頸，藉以驗證本整併指標之適用性，並深入探究個案學校面臨學

校整併時之相關問題。 

 

五、探究臺北市學校整併其他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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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主要係建構臺北市國民小學學校整併指標權重體系，其他相關

推動學校整併之問題、可行策略、方式、學校轉型、閒置校地空間利用等

議題，均不在本研究之研究範圍內，建議後續研究可探究臺北市推動學校

整併之這些相關議題，俾利建構學校整併實務推動之完整理論基礎，提供

教育行政機關推動學校整併時之策略參考，亦提供學校面對學校整併時之

轉型準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