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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些年國人都暢談「少子化」，教

育現場從幼兒園到大學院校，都受到

這波少子化衝擊而影響學校經營，然

而在義務教育階段之中小學校內卻有

學生數呈雙峰現象，有學校學生數少

到一班一或二位，也有學生數多到校

舍沒有專科教室可供教學使用，中小

學校內甚至還有一個班級超過教室規

劃之空間量體情況，形成教室只剩單

一出入口。然正值我們談論少子化的

衝擊時刻，似乎都只關切到每班人數

過少併校課題，對於每校學生人數過

多衍生之問題反而忽略了。 

本文探討國民中小學大校之經營

問題，就是對中小學校規模過大問題

的重視，尤其是校內各項教學與行政

作為，都會因規模過大而產生辦學上

及學生學習上諸多問題。就實務上，

研究者發現相關問題，分述如下： 

二、探討大校之經營問題 

有關學校規模如何區分大、小學

校呢？ 首先從我國《國民教育法施行

細則》第 2 條規定：「國民小學及國民

中學之設置以四十八班為原則，學校

規模過大者，直轄市、縣（市）政府

視實際增設學校，重劃學區」。 

又從行政院主計總處（2014）編

印之縣（市）地方總預算編製作業手

冊內容，有關各國民中小學校首長特

別費之額度係以班級數 48 班為分屬不

同額度，亦可了解大校學生人數以超

過 48 班以上為之大校。 

那中小學校最適規模為何？ 學

者湯志民（1992）研究指出，日本中

小學校以 600—900 人為標準。郭添財

（1997）也引學者黃政傑看法表示，

國內理想的國小以全校 500 至 600 名

學生最適當，每個班級人數約為 35 人

左右。吳政達（2008）也指出，學校

最適規模之人數可分為中學與小學兩

部分，中學人數以 500~900 人為最適

學校規模;小學則以 300~500 人較為適

當。賴志峰（2012）也研究發現，超

過 1000 人的學校常被歸類為大型學

校。 

因此，從學者的研究發現及國內

教育法規的規定，不難看出學校規模

超過 48 班以上者就屬大校規模。故本

研究探討之大校以每校超過 2000 人或

60 班以上之學校為之。依教育部

（2014）國民中小學校概況統計資料

顯示，全國學校內 61 班以上之中小學

校共計 232 所，如表 1。 

表 1  國民中小學校數大校總數 

    校數 

階段別 

61 班以上學

校數 
備註 

國民中學 92 分佈 16 縣市 

國民小學 140 分佈 12 縣市 

資料來源：教育部國民中小學校概況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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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為探究大校產生的經營問

題，研究者依學校內配置之處室逐一

探討，說明如下: 

(一) 教務部分 

1. 排課涉及層面廣教務處壓力大問

題 

大家都清楚學校規模大，相對教

師編制數也多，課務的安排呈現複

雜，也因課務安排涉及專科教室(如自

然、英語、電腦等)配置，及學年共同

時間安排、彈性課程規劃等等情況，

都是學校大校排課時需考慮因素，使

得學校教學組工作壓力相對較大，教

師們較不願意兼任教學組長職務。 

2. 代理、代課教師流動頻繁易生管理

問題 

目前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控管

所屬國民中小學校代理教師員額，都

會朝向大校控管較多、小校盡量給予

專任教師足額配置之措施，形成大校

有一定量的代理、代課教師存在。 

另外，在教師扣稅減授節數政策

下，大校也多出一定數量的節數沒有

教師授課，使得學校需大量介聘代

理、代課教師協助授課。 

上述兩現象都讓大校充斥著代

理、代課教師，人員管理更形複雜。 

3. 教師間行政溝通不易問題 

學校規模過大者對學校內教育人

員進行教學視導工作因班級數多，較

不易落實教學視導，且班級數多，每

日教師請公、事、病假比例也高，學

校需經常找尋代課教師投入教學，使

教育同仁面對面溝通的機會相對少。 

另學校內各行政會議也會因教師

人數多而採代表制，讓相關會議決定

事項較無法有效轉達，且譚光鼎

（2014）也指出，大型學校組織內也

較易形成次級團體，專業領導不易。 

4. 教師易疏於教學專業成長問題 

目前縣（市）政府教育局（處），

都會指定區域內大型學校為中心學

校，負責各項教育政策的轉達與落

實，使大校扮演區域內各學校和教育

局(處)溝通之學校。諸如各項競賽、表

演、會議召開處所擇定、參訪、評鑑

等等都選定大校，使大校內之教育人

員一時間甚為忙碌，而漸漸忽略各項

辦學方向如校務發展計畫檢討、教學

專業成長等。 

(二) 學務部分 

1. 偶發事件多易生校安問題 

學校規模過大者，校內學生數

多，使得校園內的各項設施使用都需

更加注意安全性。再則因學校規模

大，校園內因應意外事故處理，健康

中心之工作量亦會增加，相關危機處

理之案件也層出不窮，又因家長意見

多，親師衝突機會也大增，校園安全

管理需更多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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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生參與校內競賽活動機會相對

少的問題 

校慶日各項校內競賽操作，在小

型學校每生都能參與各項競賽，反觀

在大校一項競賽，都需先有預賽淘

汰，校慶當日就是決賽，每生不可能

有相關競賽經驗，對學生學習上仍有

不利之處。 

3. 師與師、師與生關係較為淡薄問題 

大校教師動輒百位以上編制，教

師間認識不易，教師與學生更是如

此，彼此情感淡薄，教師間只對同年

級或同領域教師熟識，級任和科任若

辦公處所離遠些更不易接觸，且全校

二千人以上，師生關係較為淡薄甚至

難以認識。 

(三) 總務部分 

1. 設備使用、維護頻繁問題 

大校之相關設備設施使用機會

高，相對之下損壞情形也高，各項設

施設備需經常維護，才足以讓校務正

常推動。 

2. 班級配置編排難度較高問題 

大校面對各年級的班級排編不

易，尤其是校內教師們對學年能否集

中、教室樓層安排及校內有新、舊教

室配置的公平性等人為複雜層面，都

考驗總務人員對廰舍配置編排能力。 

3. 學生數多採購程序繁瑣問題 

校內學生數多，代辦事項金額也

高，相關採購程序皆需採公開招標，

手續較繁瑣，諸如校外教學、服裝、

畢業紀念冊、校刊、餐盒等，大校因

人數多，收取金額相對高，因而都需

採以公開招標方式採購，少有議價情

況。總務人員的工作量無形中變繁變

多。 

4. 校園場域空間不足問題 

校園內教職員人數多，停車空間

需求大，學生使用校園空間易受壓

縮，且需大量植栽讓校園空氣更清

新，這都是大校較會面臨校園場域空

間不足問題。 

(四) 輔導部分 

1. 接受輔導之學生數增多問題 

教師單日輔導量能有限，大校內

因學生數多，相對高風險家庭、兒少

保護個案、隔代教養、單親子女、新

住民子女等需受輔導人數多,都會影響

學校經營管理。 

2. 團輔室、諮商室、資料儲存空間不

足問題 

大校服務學生數多，相對做團輔

室、諮商室空間會有不足情況產生。

另方面因輔導資料建置量大，耗費過

多時間整理與保管，也使校園空間不

足現象浮現，因此大校易受校舍空間

不足困擾。 

3. 學生情緒焦躁浮動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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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校學生情緒較會浮動，尤其是

每日下課時更為明顯，因而也比較會

有意外事故或學生間糾紛發生，對學

校輔導工作都是一大考驗。 

4. 學生家庭問題多考驗教師專業問

題 

大校學生問題多，背後衍生係家

長問題，弱勢學生、需輔導學生、特

教生等人數也會增多。若教師關懷學

生敏感度低，易造成師生衝突，進而

影響校務，所以教師在大校內的班級

經營策略需有別於小校。 

三、解決大校經營問題之策略 

從上述分析學校各處室面對大校

之經營問題後，研究者從法制面、財

政面、編制面、管理面、專業面等面

向提出相關解決策略如下： 

(一) 法制面 

為使規模過大之中小學校行政工

作量能有所減輕，從法制層面可朝增

修「國民教育法」，赋予一定班級數或

學生數之學校設副校長。另總務主任

一職得由職員出任等法源依據。讓大

校內有副校長協助校長辦學，總務採

購工作由精熟法令人員執行，行政效

率較易提高。 

另大校內配置之技工、工友數也

一併檢討，尤其大校內之設施因學生

數多，相對物品維修機會亦會增加，

充實足夠的人力有必要性，因而相關

之行政命令亦一併檢討。 

所以，為有效解決大校經營問

題，從法制面可著手修法或行政機關

修行政規章，讓大校內之職務職稱有

別於小校，有利學校運作順暢。 

(二) 財政面 

學校經費編列，直轄市、縣（市）

政府會以學生數多寡計算業務費數

額。然近年來有因少子化問題，使大

校學生數有下降些，但仍是 60 班以上

規模。惟預算經費編列卻易受學生數

減少而減少數額情況。實務上學校仍

會將閒置教室闢為專科教室、教師研

究場域或會議室，因此，校內固定經

費支出改變不大。所以，從財政面來

解決大校經營問題，不宜就學生數一

減少，就立即經費緊縮，以免影響辦

學。 

另方面，也適時檢討當大校承接

很多教育局（處）交辦或委辦事項，

各項經費補助到校時，宜有效控管經

費使用，以免產生浪費經費情事。 

(三) 編制面 

從上述學校內各處室面對大校帶

來之問題發現，不外乎是行政人員編

制員額少、代理代課教師多、空間量

體不足、教師間專業成長受限等因素

困擾學校經營。面對這現象，研究者

建議從法制面改變，諸如學校超過

2000 名學生或 60 班以上者，處室間應

能設置副組長編制或小學端給予公務

員編制人力擔任庶務或總務工作，讓

大校能妥適解決校務經營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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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針對中小學校超過 100 班

以上或 3000 名學生者，得設一名學術

副校長，協助校長推動教師專業成長

事宜，以免學校規模過大，校長控制

幅度也大之情況下，而疏忽教師們的

專業成長。另譚光鼎（2014）也指出，

在較大型學校裡，老師們因各信念、

專業背景不同易形成次級團體。所

以，專責專人襄助校長處理教師專業

成長有討論空間。 

(四) 管理面 

面對大校，校長、主任需採走動

管理策略，經常性的在校園內走動，

尤其是與教師間保持一定良性互動。

目前大校未減班情況，易發生設備不

足，一旦減班嚴重又會遇到空間、 設

備閒置課題。這相關問題能否提早預

測發現，校長、主任辦學更需採走動

管理方式，適時掌握校園氛圍，即早

因應變化。 

(五) 專業面 

大校校內師生多，衍生問題複

雜，尤其是輔導知能提升有迫切性，

學校應有計畫性的增強教師輔導知

能。方法上可從社群成立到鼓勵薦送

教師修習輔導學分，達專長註記目

標，讓大校內之教師輔導技術與知能

強化，有助解決多元家庭問題和學生

學習困境。 

四、結語 

綜上所述，從大校經營問題及解

決策略分析，研究者彚整兩者間之對

照如表 2。顯示，大校問題是繼大家都

熱烈討論少子化課題，同時並存的一

個教育現象，值得省思。尤其大校的

經營和規模過小學校一般，都怕教師

專業、熱忱不足而使學校經營產生困

頓。 

為使困境有效消彌，適時投入人

力、經費、空間場域，讓大校內之學

生也能受到適切的教育品質，也讓大

校內教師兼行政工作人員壓力減輕

些，更讓學校同仁教學專業適時關

注，共同努力經營學校。 

表 2  大校經營問題與解決策略對照分析表 

解決策略 

大校經營問題 

解決問題 

策略分類 

備
註 

排課涉及層面廣教務處壓力大問題 法制面、編制面  

代理、代課教師流動頻繁易生管理問題 編制面、管理面  

教師間行政溝通不易問題 管理面  

教師易疏於教學專業成長問題 法制面、專業面、管理面  

偶發事件多易生校安問題 編制面、管理面  

學生參與校內競賽活動機會少的問題 專業面  

師與師、師與生關係較為淡薄問題 管理面、專業面  

設備使用、維護頻繁問題 管理面、財政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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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配置編排難度較高問題 管理面  

學生數多採購程序繁瑣問題 管理面、財政面  

校園場域空間不足問題 管理面  

接受輔導之學生數增多問題 專業面  

團輔室、諮商室、資料儲存空間不足問題 管理面、專業面  

學生情緒焦躁浮動問題 管理面  

學生家庭問題多考驗教師專業問題 管理面、專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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