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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當大家關心「少子化」與「小班小

校」現象之際，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臺灣

還有許多中小學是「大校」的情形。所

謂'大'的定義，是在於班級數，或是學

生人數，相對於校區或校地的比例偏

高的情形。 

(一) ＂大＂定義的改寫 

你要上山?還是下山?你要去哪一

個校區?這是每天在筆者所任教的這

所森林中學中特殊且彼此熟悉的打招

呼方式。除此之外，還有在山路中彼此

巧遇時，喘氣吁吁地和同事或學生們

寒暄，談論著山林間巧遇的偶然。 

筆者所任校的是一所原本創立至

今逾 53 年的縣立國中，於民國 95 年

直接改制並更名，升格轉型為縣立的

完全中學。學校秉持的教育理念，以

「塑造動態學園，蘊育人文氣息」為目

標，努力實現六大願景：培養多元人

才、激發創意活力、拓展宏觀視野、提

升學習效能、永續鄉土特色，並符應世

界潮流。 

由於地理位置及少子化的衝擊，

社區人口逐年老化，形成國中部逐年

面臨減班的狀況，因此，學校企圖化危

機為轉機，力圖求新求變，致力於轉型

為具有特色的完全中學，班級數及學

生人數逐年擴增。成立高中部之後，除

了保留原有的普通班，另外，逐年成立

特殊藝術才能班，包括：國高中部的音

樂、美術、舞蹈、體育及英語實驗班等，

共九種班別。 

於 96 學年度招收國中部─普通

班、音樂班、體育班；高中部─普通班

2 班、音樂班 1 班、體育班 2 班。97 學

年度起，高中部另增收美術班。100 年

度招收第一屆英語實驗班。101 學年

度，招收第一屆舞蹈班。103 學年度招

收國中部第一屆美術班及舞蹈班。至

此，國高中部的藝術才能班，皆具完

備。 

目前學校規模:國中部:15 班，343

人，以及高中部:27 班，792 人。其中，

高中部的總人數逼近國中的兩倍。學

校先由高中發展特殊才藝班，再向下

延伸為六年一貫的特殊才藝班，期許

國高中的特殊才藝班的教學資源與教

學活動整合。 

學校佔地逾十四公頃，以這樣的

校地面積，比照其中所有的班級數或

學生人數，事實上並非傳統上對於大

校的定義。然而，校地廣，包含國高中

部，且其中班級多元，著實是”大”校的

另一種詮釋。 

(二) 山林野趣，跨越藩籬 

學校各校區與大自然融為一體，

渾然天成。校園中並有涼亭、流水、小

橋、噴泉等閒情雅致的人文景觀，供戶

外課程教學或師生課間小憩，在恬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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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環境中，彼此進行心靈對話。 

按著季節出現的各式花卉，小松

鼠、紫斑蝶，滿樹的紅嘴黑鵯，甚至春

分的南路鷹都可能給學校驚喜；每年

賞鷹時期，學校師生們可以直接抬頭

仰望，真是老天爺給的得天獨厚福份。

除了天上飛的，地上爬的眼鏡蛇、雨傘

節、過山刀與南蛇等，也給師生們慣例

無奇的教學生活中，頻添新鮮的刺激。 

這所森林學校的上下課鐘聲突破

制式化的傳統，分別錄製學校中五色

鳥和竹雞的鳥囀，讓師生加以區辨，並

同時享受到置身遠離塵囂的世外桃

源。 

從第一校區沿著山徑，漫步在碎

石遍布的林蔭大道，偶然會發現黑冠

麻鷺在路邊看著；沿途聽到音樂班吊

嗓或彈奏樂器的旋律，直到二校區的

校舍是被各種標著名稱的植物花卉，

參天大樹和草地環繞的木屋所組成，

並有從前廢棄的軍營澡堂，與年歲久

遠的大樹融合為一的藝術場景，且有

美術班發揮創意，進行彩繪的驚喜。身

處其中的師生，每天沉浸在大自然的

教室中，享受著多樣化的環境教育，以

及豐富的潛在課程。 

學生的制服是酷炫的迷彩服，與

校區中棄置的軍營設施相互輝映。一

年一度學校舉辦的越野賽跑，讓學生

徹底體驗徜徉在大自然的洗禮中。 

高中體育班以縣立體育館為教

室，音樂班和社教館結盟，進行演出；

美術班與美學館合作，舉辦畫展；每年

一次的”藝齊發光”活動及舞蹈班的畢

展在演藝廳舉辦；普通班可以到鄰近

師大上課，這樣的課程安排，無形中幫

助學生的視野開闊不少。 

由於學校位處國家風景區，校內

有綠色學習營地，擁有得天獨厚的天

然資源，並有大牧場，豢養牛、羊、兔、

雞等，及豐沛的植披景觀，足以實施有

利的環境教育課程。 

校園林木成蔭，一片蒼翠自然，是

汲取知識、揮灑創意的好園地，美學館

毗鄰環境優美的綠色營區，與身處其

中的美術班及音樂班，形成一個藝術

美學聚落。而具國際水準的縣立體育

場和設有藝術廣場及表演廳的社教館

都近在咫尺，也成為學校得天獨厚的

資源。 

二、是美麗，也是哀愁 

(一) 一個學校，多個世界 

因應少子化的衝擊，學校力求轉

型及突破，同時因應十二年國教中免

試入學、就近入學方案，促進社區化及

特色化高中的發展，成立六年一貫的

特殊藝術才能班，如此亦可以鼓勵國

中部學生直升高中部，留住在地人才。 

在學校的校地規畫上另外，不僅

校區的建築風格，空間規畫，大自然環

境不一樣：校本部－新校舍與舊建築

共存，二校區－廢棄軍營改建的綠色

學習營地，三校區－水資源處旁的教

室，與鄰近社區最近，而且沒有傳統的

校園圍牆。企圖將學校原本為處山上

的劣勢，轉化為特殊的優點。 

除此之外，各校區教師與學生的

組成也不盡相同 :校本部—國高中共

處；二校區—藝術才能班及體育班大

本營；三校區—普通班與高三班為主。

因此，形成三種風格迥異且多元的校

園文化生態，也進行著不同型態的學

校潛在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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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適性輔導的原理，學校教務、

學務管理，以及各班導師的班級經營，

甚至任課教師的教學方式，會隨著國

高中部學生，普通、藝術才能班、或語

言實驗班，而做調整。當多元多樣的學

生共處在同一個校區或校園，難免會

產生互相觀摩學習，或是爭競比較的

心理。 

尤以國高中部共處的校本部來

說，因著上課時間差了五分鐘，會互相

干擾，偶會影響教師們的班級經營。尤

以段考和模擬考等大型考試的時間安

排的互相影響為甚。另外，囿於校地規

畫及行政安排，常有國高中部需要分

開朝會的情形，因此，常可見行政人員

趕場進行朝會，或是國高中部因著進

行朝會，而干擾到另一方上課的窘境。 

(二) 數大便是美？ 

學校佔地十四公頃，全校師生的

活動空間遠較一般其他學校的師生大

得許多，而在其中的教育資源豐富且

多元，形成文化刺激廣泛。 

與大自然融為一體的教學情境，

提供全校師生難得且殊異性的潛在課

程，透過學校校舍與建築的安排，產生

具有教育性的情緒地理，使師生每天

賞心悅目地，共同倘佯在豐富多元的

情緒地景中，有益於進行多元文化的

學校環境教育課程及教學。 

美術班在班級外牆或教室內精心

的塗鴉，與周遭美麗的大自然，相互輝

映，好不熱鬧；音樂班偶爾上課中吹彈

的樂器聲，或是柔美的合唱聲響，與鳥

鳴天籟完美合鳴，對全校師生隨時隨

地進行美的教育與饗宴。 

每年舉辦一次的”藝齊發光”表

演活動，需要集結各方人力資源：英語

班-話劇表演；音樂班-演奏會；美術班

-靜態作品展覽；體育班-協助道具搬運

等。其活動耗時費力，往往考驗著師生

們的默契及彼此互動配合的程度，也

是體現學校各種特色課程與教學的最

佳表演活動。 

由於校區分布極廣，班級種類多

樣，教師任教班群的差異性及變動，造

成一些班群學生及教師之間不常碰面

的情形，因而讓彼此情感逐漸疏離。 

學校位處山上，學生需要搭乘校

車或家長接送；學生在校內依規定，不

允許騎乘腳踏車。因此，當學生有需要

轉換校區上課；教師或行政人員需要

於下課十分鐘交辦業務時，往往必須

辛苦地上下山，造成時間上的壓力或

事務上的耽延。尤其當遇到段考巡堂

或是榮譽競賽評分時，常看到各個老

師穿梭於山區之間的急忙身影。 

如此，一個學校中，卻共存著多元

多樣的文化生活型態，或許是”數大

便是美＂的另一種詮釋，但著實有其

不美的一面。 

(三) 多元文化彼此崢嶸或消長 

本校所成立的各種藝術才能班，

恰能符應十二年國教中所宣揚—適性

揚才，成就每一個孩子的理念。落實五

育均衡發展，強化「適性輔導」，使每

一位同學都能「選其所愛，愛其所選」，

在教學的過程中達到「有教無類、因材

施教、適性揚才、多元進路、優質銜接」

的目標。 

學校中多元班級，基於教學相長

的原則，可以刺激各種特質類型的師

生多樣性及多元化的發展。另外，因應

各種特殊藝才班和體育班的屬性及需

求，形成師資豐沛且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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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高中學生成員的多樣性，增加

校園中不同文化之間，彼此互相激發

成長的機會，透過欣賞不同藝術才能

班的專長，增加彼此鑑賞的能力。 

教師因班群性質，參與主題型課

程或活動，彼此間增加討論及互動的

機會，經由大家共同參與對話，進行大

型活動，藉此培養出師生間濃厚的革

命情感。這樣的師生互動教學模式，很

適合發展出學校本位的主題式統整課

程，還有教師社群之間的協同教學法。 

透過不同的班級屬性，形成數種

不同的學校次級文化，不同班群之間

的師生偶有彼此競爭，產生不同的文

化藩籬，彼此形成干擾或削弱的效應。

這種情況會凸顯在學校舉辦的各樣類

型比賽，或是藝術才能班專有的成果

發表會上。 

在課程與教學的層面來說，因應

適性教學、差異化教學、多元評量、補

救教學，以及有效教學的十二年國教

五堂課，恰能實際應用在本校國高中

部，以及多元藝才班的學生身上，進行

多樣多元的課程教學實驗及研究，有

利於激發各學科與藝術才能科教師之

間腦力激盪，進行教學創新；另一方

面，因著學校的發展取向，教師們應培

養以術科為導向的統整課程。 

然而，就著教學實務面來說，同一

任課教師，若是分配到多種班別，甚或

有同時配到國高中課程者，無疑在同

一個老師身上形成複雜多樣的備課壓

力，也難以避免地因為教師個人時間

有限，產生同一教師在各個任課班級

之間的授課狀況彼此消長。 

(四) 行政人力的負擔 

除了學校本身是完全中學外，又

因為班別種類繁多，因此舉行校務會

議時，形成事項宣布及討論上的多樣

性及複雜度，造成行政業務的負擔。因

應不同班級屬性學生的會議及活動；

各任課教師也要因應學校複雜的行政

業務，定期召開領域會議、課程發展會

議等會議。學校行事曆上，也排滿了多

樣多元的各式各樣會議。 

以筆者自己參與校務會議來說，

當拿到會議手冊時，即開始要做區分

國高中事務的分類，因此，建議將全校

性事務置前，再區分為國高中兩種校

務會議版本。然而，若是有需要國高中

都一起需要參與的事務，又必須要所

有老師討論其中細節的問題，無形中

增加學校中各式會議的複雜性；尤有

甚者，當主管報告國高中不同面向的

事務工作時，會發現國高中部的同事

們有著不同的著眼點及看法。 

在推動學校的行政事務上，由於

學校分三個校區，山上、山腰及山腳；

其中，行政處室位於制高點，相對來

說，其他校區取得資訊的時間相對地

慢，產生時效性的問題。 

由於校本部在山上，各校區偶爾

也會產生資源分配的問題，形成學校

有些區域邊陲化的情形。例如：合作社

販售的產品及時間，以及保健中心人

手的調度等等問題。 

以地理因素來說，由於校區幅員

廣大，分為三個校區，因此，造成公告

事項或是聯繫上的不方便，造成處室

工作量的增加，學生管理上的困難，形

成校園安全死角的問題。 

由於學校分為三個校區，幅員廣

大，造成機動性不高，常常需要危機處

理時，會有某種程度上的困難。尤以分

配到三個校區皆有課的高中部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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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需要穿梭於校區之間上課，造成

師生之間聯繫上不方便，還有高中部

導師班級經營上缺乏即時性，偶會影

響師生關係的經營。 

另外，借助現代網路科技的幫忙，

學校行政人員或領域召集人皆是倚賴

電話、電子郵件或是 line，手機等通訊

軟體，克服時間及空間的限制。然而，

全校行政人員及教師們往往因行政、

課程及教學需要，往返奔波於各校區

之間，常常會有顧此失彼的窘況。 

(五) 教師勞逸分配及校園公平正義 

由於國高中班級種類繁多，其中

國高中部老師所要負責的教學及學生

管教的重點不同；普通班、藝才班的任

課老師所要負擔的班級數或任教科目

的重要性不同。因此，產生教師們彼此

之間班級經營和工作分配上的權責問

題，其中尤以藝才班中的學術科導師

為甚。 

以任教普通班、藝才班、或是體育

班的同一科目老師來說，也因著班級

屬性產生的教學需求不同，授課方式，

備課負擔，命題重點差異，區分為普、

語、藝、體等四類，加上爾後在審卷、

閱卷及檢討試題時的不同工作量，進

而產生教師們勞逸分配不均的情形。 

因為學生的不同屬性，在教材教

法、範圍及考題考法也兼具多樣性，無

形中增加任課老師的負擔。從適性化

教學的角度來看，因應不同班級屬性

的學生，教師除了調整教學範圍及進

度，還有出題方式與內容，因而，會讓

不同族群的學生們產生觀望或比較心

理，而覺得不公平。 

社會主流的價值，無形中也滲入

校園。第二外語學習或是英語遊學團，

礙於人數限制，會以英語班學生優先。

至於英語歌唱比賽，則是英語班最佔

優勢，其次是音樂班，美術班次之。再

以教學資源來說，學校也自然而然地

優先考量英語班，普通班，藝才班，最

後才是體育班。以題目的難易度，也是

呈現這種令人玩味的層次差異。因此，

反應在平時成績或是段考成績上，卻

是不能顯現學生原本的程度差異。這

其中無可避免地衍生出社會公平正義

性的問題。 

三、結語 

誠如校訓所言：「這是一所有靈性

的學校，在這裡的每一步都在創造歷

史。」本文就著學校轉型為完全中學，

並致力於發展為社區化的特色高中為

緣起，在參與創造這段歷史的過程中

發現‘大’的定義被改寫，‘數大也

便不見得是美’，反有其哀愁。 

筆者的學校得天獨厚地坐擁山

林，是與大自然結合為一的森林中學，

有著令外人稱羨的芬多精與清新空

氣，卻也有著令人害怕厭惡的蛇虺蚊

蚋。因此，這樣的天然地理環境，加上

學校發展的特殊狀況，影響教學的許

多層面，其中所產生的利弊得失，是我

們身在其中的師生們，才能‘如人飲

水，冷暖自知’。這箇中滋味，正如: 

    蘇軾－題西林壁：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