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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中小學「大校」資訊科技應用之現況與解決策略 

—以臺中市 Happy 國小（化名）為例 
張臺隆 

彰化縣螺陽國小退休校長 

臺中教育大學兼任助理教授/教育學博士 

張文權 

花蓮縣國風國中教師 

東華大學兼任助理教授/教育學博士 

 

一、前言 

在少子化現象及教育改革的浪潮

下，舉國上下對於「少子化」和「小

班小校」非常重視，政府也花了龐大

的經費，針對這兩個議題，讓規模小

的學校之教學設備獲得改善。目前國

內仍然存在著兩百多所的中小學「大

型學校」（佔有 7％的比率）（表 1）。

這些學校存在著空間使用、資源運

用、課務安排的困境。其中資訊科技

的應用是資源運用的關鍵，也就是大

型學校亟需有效的資訊科技應用，幫

助校務行政的推動、教師的教學及學

生的學習。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及訪

談研究法，先探討大型學校現況及資

訊科技應用理論，接著再以一所學校

為探討對象，了解在中小學「大型學

校」資訊科技應用的現況與解決策

略，幫助解決這些學校的困境。 

二、國民中小學大型學校現況 

本研究為了瞭解國民中小學「大

型學校」目前的狀況，特別搜尋教育

部統計處的資料，得知國民中小學班

級數 61 班以上的學校，從 97 學年度

到 102 學年度，有 310 所到 232 所（表

1）；學生數 1800 人以上的學校，從 97

學年度到 102 學年度，有 447 所到 188

所（表 2）。雖然「大型學校」受到少

子化的影響下，學校的規模也逐漸在

縮小中，但其所佔總學校的比率也都

在 13％到 7％之間，可見國民中小學

「大型學校」仍然很多。 

(一) 國民中小學「大型學校」學校數

量統計一覽表 

表 1 國中小「大型學校」學校數量統計一覽

表（61 班以上） 

學
年
度 

國
小 

國
中 

合
計 

總
校
數 

百
分
比 

102 140 92 232 3388 6.8％ 

101 165 94 259 3397 7.6％ 

100 183 92 275 3401 8.1％ 

99 184 99 283 3401 8.3％ 

98 195 107 302 3398 8.9％ 

97 204 106 310 3394 9.1％ 

資料來源：（教育部, 2014） 

表 2 國民中小學「大型學校」學校數量統計一

覽表（1801 人以上） 

學
年
度 

國
小 

國
中 

合
計 

總
校
數 

百
分
比 

102 95 93 188 3388 5.5％ 

101 121 102 223 3397 6.6％ 

100 153 117 270 3401 7.9％ 

99 182 135 317 3401 9.3％ 

98 213 143 356 3398 10.5％ 

97 229 148 447 3394 13.2％ 

資料來源：（教育部, 2014） 

(二) 國民中小學「大型學校」相關研

究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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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為了瞭解國民中小學「大

型學校」受到重視的情形，特別檢閱

以「大型學校」為議題進行研究的論

文數量。研究者以「少子化」和「小

班小校」為關鍵詞，在「臺灣碩博士

論文知識加值系統」針對論文名稱進

行搜尋（截止 2014 年 11 月底止），少

子化相關的碩博士論文有 197 篇；小

班小校相關的碩博士論文 2 篇；少子

化相關的期刊論文 150 篇；小班小校

相關的期刊論文 19 篇。以中小學「大

型學校」為題目關鍵字，進行搜索，

只有碩士論文 1 篇（表 3）。但若以教

育部統計處的資料顯示，班級數 61 班

以上的中小學全國有兩百多所（表

1），學生數 1801 以上的有也接近兩百

所（表 2）。可見，社會上普遍關注「少

子化」、「小班小校」，對於中小學「大

型學校」的關注顯然比較少，但是這

些學校的空間使用、資源運用、課務

安排的困境卻仍然存在著。 

表 3 國民中小學「大型學校」碩博士、期刊論

文統計一覽表 

關
鍵
字 

論
文 

碩
博
士 

論
文 

期
刊 

合
計 

總
篇
數 

百
分
比 

少子化 197 150 347 369 94.0％ 

小班 

小校 
2 19 21 369 5.7％ 

大型 

學校 
1 0 1 369 0.3％ 

合計 200 169 369 369 100.0％ 

資料來源：（教育部, 2014） 

 

三、資訊科技應用的重要性、向

度與相關研究 

(一) 國民中小學「大型學校」資訊科

技應用的重要性 

大型學校在資源運用上以資訊科

技為主，因為在資訊社會中，人們都

希望藉著資訊科技讓學校產生結構化

的改變（曾錦達，2014），如美國提出

的「帶好每位孩子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NCLB）」，希望各州的績

效責任建立在同一個系統上，提高學

生學習成效（Education, 2002）。但

Papert（1993）和 Cuban（2001）的研

究，卻發現數位時代中教育組織並沒

有結構性的變化，以致於電腦教室並

沒有產生預期的效益。顯然地中小學

「大型學校」如何有效的應用資訊科

技，幫助校務行政、教師教學及學生

學習，是個重要課題。 

(二) 國民中小學「大型學校」資訊科

技應用的向度 

由於資訊科技具有「多元、不透

明及快速變遷性」（Koehler & Mishra, 

2008），因而讓資訊科技的應用「學科

內 容 知 識 」（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PCK）更複雜、可用性更

為多元，Shulman（1987）即指出學科

內容知識係為教師綜合、統整、轉換、

交融其他學科內容知識、課程知識等

不同知識類型而得。張臺隆（2009）

也指出資訊科技可運用於教師教學、

學生學習、行政領導、行政決定及組

織營造等方面，如下所示： 

1. 教學與學習方面：運用資訊科技

融入教學及利用資訊科技建構知

識內在能力之培養（謝佩璘 , 

2001）。如充實數位教材的學習內

容、應用資訊科技協助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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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政領導方面：運用資訊科技進

行「知識領導、科技領導」增進

行政效率。如建立典範學習的榜

樣、建立資訊分享平台、形塑分

享的文化與機制、組織知識學習

的社群。 

3. 行政決定方面：以核心成員為

主，藉由資料收集、儲存、分析

與運用，以改善組織效能及學生

學習效益。如建立資料庫、建立

標準作業流程、善用資料回饋機

制。 

4. 組織營造方面：利用資訊科技形

塑學習型組織。如增進「學習再

學習」的能力、進行組織內的對

話、規劃成員生涯發展、建立學

習型團隊、鼓勵成員系統性思考。 

(三) 資訊科技應用與學校規模之相關

研究 

為了瞭解資訊科技應用與學校規

模（大型學校）的關係，研究者以「資

訊科技融入教學」為關鍵詞，在「臺

灣碩博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針對論

文名稱進行搜尋，檢閱論文摘要內，

研究結論與學校規模（大型學校）有

關之論文（截止 2014 年 12 月底止）。

茲就國內相關論文整理如表 4。 

表 4 國內有關國民中小學「大型學校」資訊科技之應用碩博士論文摘要表 

研究者
（年代） 

題目研究 對象研究 
方法 

研究 
研究重點與結果 

蔡俊男 

（2000） 

高雄市國小教師運用資

訊設施教學意願之研究 
高雄市國小教師 

文獻分析

問卷調查 

一、任教於四十班以下學校、特殊班級之

高雄市國小教師，對運用資訊設施教學意

願較高。 

邱志忠 

（2002） 

國小教師運用資訊科技

融入學科教學之教學策

略研究 

高雄市國小教師 
文獻分析

問卷調查 

一、中小型學校教師，其對運用資訊科技

融入學科教學的態度較積極。 

姜禮能 

（2002） 

國小教師對於資訊融入

教學之變革關注與相關

因素研究 

『學習科技卓越計畫』

合作學校國小教師 

文獻分析

問卷調查 

一、以學校的班級數為變項，在管理關注

至在關注分量上達到顯著差異，學校的班

級數 31-36 班的變項分數最高。（大型學

校為 37 班以上） 

張臺隆 

（2004） 

中部地區國民小學校長

資訊素養與實施資訊科

技融入教學情形之研究 

中部地區國民小學校

長 

文獻分析

問卷調查 

一、中部地區國民小學規模中、大型之學

校，實施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情形比較

好。（37 班以上為大型學校） 

王筱涵 

（2004） 

台北市國民小學實施資

訊科技融入教學之研究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資

訊室成員及國民小學

資訊管理人員與一般

教師 

訪談法 

問卷調查 

一、不同規模的台北市國民小學實施資訊

科技融入教學在中型與中大型學校較小

型與大型學校感到困難。 

梁素梅 

（2008） 

彰化縣國中教師資訊科

技融入教學現況之調查

研究 

彰化縣國中教師 
文獻分析

問卷調查 

一、大型學校教師則是在教學活動及教學

評量上較高。 

二、大型學校教師在觀念與態度較高。 

（大型學校是 49 班以上） 

林世恆 

（2009） 

高雄市國小教師資訊整

合設備需求與應用情形

之研究 

高雄市國小教師 
文獻分析

問卷調查 

一、中小型學校教師資訊整合設備建置方

式符合其需求。 

二、小型學校教師認為資訊整合設備需求

影響因素符合其現況需求。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歸納

上述七篇論文中，有四篇論文明 確指出大型學校，實施資訊科技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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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時，教師的意願較低、態度比較

消極、學生學習比較不專注、資訊整

合設備比較不符合（林世恆, 2009; 邱

志忠 , 2002; 姜禮能 , 2002; 蔡俊男 , 

2000）。只有王筱涵（2004）研究發現，

實施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時，中型與中

大型比較小型與大型學校感到困難。

另外兩篇，將大型學校的區分為 37 班

以上及 49 班以上，不符合本研究所定

義大型學校為 60 班以上（張臺隆 , 

2004; 梁素梅, 2008），故不列入考慮。 

四、大型學校資源應用存在的困

境 

(一) 中小學「大型學校」校務發展的

困境 

1. 學校基本資料 

(1) 學校校名：Happy 國小（化

名）。建校時間：民國 44 年。 

(2) 學校位置：臺中市。校地面

積：2.97 公頃。學校建築呈口

字型。 

(3) 班級數：59 班（含幼兒園 3

班）。學生數：1579 人。 

(4) 教師人數：87 人。 

2. 學校發展困境 

研究者第一階段先分析臺中市

Happy 國小，學校自我評鑑報告書，發

現該校校務發展有行政工作、鐘點教

師、社會大環境、課程評鑑、教學設

備等困境：在行政方面，行政工作複

雜且負擔沈重；在鐘點教師，鐘點代

課教師造成校務運作困難；在社會大

環境方面，少子化、人口老化影響校

務發展；在課程評鑑方面，課程實施

缺乏成效評鑑，學校課程評鑑機制尚

未建立，教師執行課程評鑑的能力也

較缺乏。在教學設備方面，學校設備

老舊：部分校舍老舊亟需更新，但是

目前只有建物拆除經費，並沒有新建

經費。學校光纖網路配線凌亂，與網

路電話相互干擾；視聽教室亟需整

建；雖然家長會協助增設班級單槍投

影、電子白板設備，但是部分班級尚

未有該項設備。 

為了解決學校發展困境，校長的

簡報及學校提供的書面資料中，看到

該校自我改善計畫的第一項，就是「善

用資訊科技強化知識管理」。可見學校

資源運用上最關鍵的是資訊科技（電

腦、網路及通訊設備）的運用。 

(二) 中小學「大型學校」資訊科技應

用困境之分析 

經過上述書面資料分析後，研究

者發現資源運用以資訊科技是最急迫

的，於是擬定開放型的訪談大綱，進

行第二階段訪談。訪談對象為該校五

位成員，第一位是該校校長（A01），

第二位是現任家長會長（A02），第三

位是該校總務主任（A03），第四位是

該校設備組長（A04），第五位是該校

資訊組長（A05）。從訪談中發現行政

工作、鐘點教師、社會大環境、課程

評鑑、教學設備等困境中，以資訊設

備最為受訪者關注。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5，4（2），頁 31-38 

 

中小學大校問題  主題評論 

 

第 35 頁 

1. 訪問大綱 

(1) 請問您，貴校最迫切的發展困

境有哪些？ 

(2) 請問您，貴校老師如何應用科

技於教學或行政上？ 

(3) 請問您，貴校線上維修通報系

統的運作如何？ 

(4) 請問您，貴校電腦與網路的維

修情形如何？ 

2. 訪問資料分析 

(1) 資訊科技設備方面 

a. 關鍵字 

設備老舊、單槍投影機、電子白

板、單槍投影機「燈泡」、光纖網

路、網路電話 

學校最迫切的發展困境是設備老

舊，我們急需班級用的單槍投影機和

電子白板，協助教師進行教學（A01）; 

學校光纖網路凌亂與網路電話線

相互干擾，是學校急需改善的（A03）。 

因為學校急需單槍投影機，所以

這學期我們家長會提供 17部單槍投影

機，老師和學生都很高興，但是遺憾

的是還有七個班級沒有單槍投影機

（A02）。 

學校目前最大的問題是有些老舊

的單槍投影機要更換「燈泡」，因為燈

泡很貴，學校沒有經費（A04）。 

b. 小結 

從關鍵字中，本研究發現學校最

大的發展困境是設備老舊，學校急需

班級單槍投影機與電子白板，協助教

師進行教學。另外幾個問題，是學校

的光纖網路凌亂與網路電話線相互干

擾；比較老舊的單槍投影機「燈泡」

需要更換，費用相當多。由此可見，

學校的資訊科技設備是不足的。 

(2) 教師資訊科技素養方面 

a. 關鍵字 

廠商提供的、數位教材、電子書、

電腦不能開機、忘記插上電源 

學校的老師都有使用廠商提供的

數位教材（電子書）進行教學。（A04）。 

我們學校班級數多，有關電腦的

大小事都要我處理，我實現忙不過

來，更過份的，還有一次老師找我處

理電腦不能開機的問題，竟然是忘記

插上電源。我明年不要做了（A05）。 

b. 小結 

從關鍵字中，本研究發現，班級

教師只是使用書商提供的數位教材及

電子書進行教學，另外一般老師連電

腦不能開機的基礎問題都無法解決。

由此可見，學校教師的資訊科技素養

（電腦素養及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素

養）是不足的。 

(3) 學校資訊應用環境資源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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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關鍵字 

設備線上維修通報系統、電腦故

障、一個人、維修工作負擔沈重 

學校線上維修填報系統中，分為

一般設備維修和電腦維修。一般設備

是事物組負責，您看到 9 月份尚未維

修的是電腦故障，該項業務是屬資訊

組長負責的（A03）。 

我們學校班級數多，有關電腦的

大小事都要我一個人處理，雖然損害

大一點的有請外面廠商維修，但光是

平常基礎維修的事就很多，而且我還

要上課，所以我實在忙不過來，更過

份的，…（A05）。 

b. 小結 

從關鍵字中，本研究發現學校最

大的發展困境是設備老舊，學校急需

班級單槍投影機與電子白板，協助教

師進行教學。另外幾個問題，是學校

的光纖網路凌亂與網路電話線相互干

擾；比較老舊的單槍投影機「燈泡」

需要更換，費用相當多。由此可見，

學校的資訊科技設備是不足的。 

(4) 結論 

綜合上述分析，本研究發現資源

應用的重心在於資訊科技的應用。目

前國民中小學大型學校資訊科技應用

困境有三個面向，第一個面向是設

備、第二個面向是人員、第三個面向

是環境：設備方面的困境是單槍投影

機不足、電子白板不夠、光纖網路及

網路電話線凌亂、老舊的單槍投影機

「燈泡」亟需更換，也就是資訊科技

設備不夠；在人員方面，班級的教師

不能有效的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一般老師對於電腦的素養不足，也就

是教師資訊科技素養不足；在環境方

面，處室人員之間無法互相支援、造

成「線上維修通報系統」缺少管理，

難以發揮應有功能，也就是學校資訊

應用環境資源不足。 

五、資訊科技應用之解決策略與

省思 

(一) 解決中小學大校資訊科技應用之

策略 

1. 資訊科技設備的經費補助 

縣市政府在政策上應於予重視，

編列經費給予補助，充實中小學「大

型學校」的資訊科技設備，如單槍投

影機、電子白板等，以利教師教學與

學生學習。 

2. 善用學習社群及線上學習 

增進教師的資訊素養，讓老師得

以妥當的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並

且能妥善的應用資訊科技設備。除此

之外，更建議應善用現今的線上學習

社群資源，鼓勵教師參與網路學習社

群，精進教學專業品質。 

3. 善用資訊科技強化知識管理 

學校宜運用資訊科技工具建立 E

化知識管理制度，例如：學校網站、

教師共享檔案伺服器、學務系統、雲

端硬碟、教師 blog、網路討論區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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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強化行政同仁之檔案分享與知識

管理，落實行政工作經驗的傳承與分

享，簡化重複性之行政工作，減輕行

政負擔，促進友善的學校資訊科技環

境。 

(二) 省思與後續研究 

「大型學校」資訊科技應用，有

設備、人員及環境的問題，本研究發

現設備不足是最大的困境，但因只就

一所學校進行研究，不足以看到全部

大型學校的問題。何者才是大型學校

的關鍵成功因素，有待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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