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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根據記載，我國古代針對不同教

育對象分“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

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

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孟子．

滕文公上」）。每個學校的設立，各有

其重要的教育意義與使命。 

近年來，因少子化日益嚴重的現

象，造成學校規模的變化，對教育現

場產生了重大衝擊（王金國，2012；

黃宗顯、劉健慧，2010）。就國民小學

的學校規模而言，漸有「大者恆大，

小者恆小」M 型化的情形發生。學校

面臨超額教師、減班、裁併校的情形，

時有所聞。大、小不同規模類型的學

校，各有其須要面對的教育問題。此

種問題的翻轉，也是學校經營者將面

臨的新挑戰。 

本文特別邀請三位曾經服務於大

型學校（超過 60 班），擔任過教師或

主任多年的國民小學初任校長（甫任

校長，然尚未滿四年之現任校長），就

國小大型學校相關實務問題提出其自

身的經驗與看法，經歸納整理如下所

述。 

二、國民小學大型學校形成之因

素 

國小大型學校形成的因素，自有

其個別的脈絡與背景。經三位初任校

長的陳述，歸納出以下幾個因素： 

(一) 地理位置的優勢 

大型學校通常位於市中心交通便

利人口密集區,或者具有較高的工作機

會的地區。此外，有可能是因為新市

鎮的開發，而新設立的學校。相對而

言，此區域家長社經地位較高，人口

較密集。 

(二) 學校辦學績效優異 

學校辦學績效優異：學生人數

多，各項的表現優異學生人數相對較

多，教師的教學專業深獲肯定，學校

行政團隊完整，讓教師可以專心投入

教學不用負擔行政相關工作。優良校

風的形成，讓百年的大型學校可見

（如：即將百年的彰化民生國小，前

身即為彰化女子公學校，成立於

1916）。國小大型學校之畢業生，報考

國中資優班或私立中學錄取學生數較

多，此點亦是家長選擇大校的一種思

維。 

(三) 家長和社區的支持 

家長會及班親會的組成具經濟優

勢，家長社經地位高且願意投入教育

資源，學校辦理學生活動沒有經費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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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壓力。家長和社區都支持學校，

人力資源充沛，志工的招募與組織較

容易。 

(四) 教育政策的支持 

大型學校肩負設立特殊班的任務,

或者負責辦理大型縣（級）或全國（級）

活動，學校知名度高。例如：設立資

優班、音樂班等特殊才能班，辦理全

國科展、全國語文競賽等。大型學校

更能發揮磁吸效應，讓家長趨之若

鶩，爭先恐後想盡辦法擠進該校。 

(五) 傳統刻板印象的影響 

傳統刻板印象的影響：一般而

言，家長認為大型學校學生人數多競

爭力較強，對於學生的學習較為有

利，對大校的迷思,促使了越區就讀人

口倍增。 

三、國民小學大型學校之問題分

析 

上述所探究之國小大型學校形成

因素，亦即大型學校的優勢。綜而言

之，包括了：學校位處優勢的地理位

置、辦學績效優異並發揮磁吸效應、

家長和社區的支持財力人力不虞匱

乏、教育政策的持續支持、家長傳統

的刻板印象，認為大校較具競爭力

等。相對而言，大型學校可能面對的

問題則包括了，以下幾點： 

(一) 每位學生可使用空間相對狹小 

學生人數多，相對每人可使用的

活動空間將更為有限。國小階段的學

生，多屬於需要大肢體活動的學齡兒

童，活動空間的限縮，將使學童安全

的維護較有疑慮產生。 

(二) 把每個學生帶上來將有困難 

大型學校學生 M 型化更為明顯，

包括：家庭背景、學業能力、學生才

藝等。針對弱勢生的補救教學與優勢

生學習的加深加廣，在「拔尖、固本、

扶弱」之間取得平衡，落實因材施教，

將是教師一大挑戰。 

(三) 學校重要關係人（stakeholder）多 

大型學校不僅學生多、教師多、

家長相對也較多，學校必須考慮之層

面和中小型規模學校不同。教師權益

的兼顧須考量；家長期待與要求須重

視；社區的參與與協助須尊重。在重

要關係人重多的情形下，要溝通協商

取得共識誠屬不易，這也是學校經營

者重要的挑戰。此外，大型學校因學

生人數多，經費的收支，金額與數量

均大，廠商彼此競合的利害關係將更

加敏感。 

(四) 學校科層體制較明顯 

學校規模大，行政科層體制與教

師教學專業之間取得平衡，是大型學

校的重要任務。學校現場時有耳聞，

大型學校常為人詬病的行政作為「推-

拖-拉」。把事情推給別人做，遇到事情

拖延不辦理，若當事人沒再問就算

了，官僚作風易成氣候。如何讓「行

政支援教學，教學支持行政」，進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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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校整體效能，才是教育的根本。 

(五) 承辦過多的上級交辦業務 

學校行政團隊的負荷以及各處室

的業務承載量有其限制性。近年來，

因教師的流動性以及師資的新陳代謝

已經停滯一段時間，長期累積的行政

工作的壓力以及相對權利義務的變

革，也讓學校行政人員漸生「不如歸

去」的現象。學校行政人員（主任、

組長）難覓，已經成為目前學校的另

一挑戰。 

四、面對國民小學大型學校問題

的作法 

針對大型學校所可能面臨的問

題，根據本研究所訪問三位初任校長

的陳述建議，提出以下幾點作法，供

參考： 

(一) 凝聚全員共識，發展學校願景 

凝聚教職員工的共識，發展出學

校的特色。化繁為簡，去蕪存菁，將

教師的教學活動與學校特色和願景結

合。 

(二) 力行學校行政 SOP 

建立各項行政事件處理的 SOP，

例如：偶突發事件處理、危機管理等。

強化各處室的行政服務功能。 

(三) 鼓勵教師發展專業學習社群 

國小教師的責任較屬於「包班

制」，教師的分科與專長不似國中教師

明確。形成不同功能的教師專業團

隊，提升教師專業能力，重燃教師教

學熱情是當務之急。教師專業學習社

群可以促使學校產生一股由下而上

（bottom-up）的教育改革動力，促使

學校組織變成專業學習型組織，提升

學生的學習成效以及改進學校的績效

（張新仁、馮莉雅、潘道仁、王瓊珠，

2011；Barth,1988；Hord,2004）。 

(四) 構築學生多元展能舞臺 

國小階段是孩子啟蒙與探索的最

佳時機，開展學生多元智能，創造學

生高峰經驗。學校若能運用資源，提

供學生多元社團的學習機會，成就每

一位學生（success for all），將指日可

待。 

(五) 合作教育夥伴與鏈結社會資源 

讓學校每一位重要關係人成為學

校的助力與志工，重視溝通與協調，

健全家長委員會使成為學校的重要教

育夥伴。 

五、結語 

學校之規模形成與演變有其特殊

的背景與脈絡，國民小學大型學校之

存在自有其意義性。國民小學組織目

前仍屬於 Carlson（1965）所形容的養

護 型 組 織 （ domesticated 

organization），其生存獲得法律的保

障，面對外在環境變遷的反應較為遲

緩，然這亦正是危機之所在。如何讓

大型學校之功能充分發揮，讓每位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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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都能適性揚才，避免落入傳統大型

學校之窠臼，發揮學校教育的功能，

是我們教育現場工作者重要的責任。 

參考文獻 

 王金國（2012）。少子化的教育問

題與因應。臺灣教育評論月刊，1（5），

38-43。 

 張新仁、馮莉雅、潘道仁、王瓊

珠（2011）。台灣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

啟動。教育研究月刊，201，5-27。 

 黃宗顯、劉健慧（2010）。少子化

對國民小學的衝擊及其因應策略：香

港的經驗與啟示。教育政策論壇，13

（2），159-196。 

 Barth, R. S. （1988）. School: A 

community of leaders. In A. Liberman

（Ed.）, Building a professional culture 

in schools（pp. 129-147）. New York: 

Teacher College Press. 

 Carlson, R. （1965）. Barriers to 

change in public school. In R. Carlson et 

al. （Eds.）, Change processes in public 

schools. Eugene, OR: Center for the 

Advanced Study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University of Oregon. 

 Hord, S. （2004） .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ies: An overview. In 

Hord S.M. Hord（Eds.） . Learning 

together, leading together: Changing 

schools through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ies,（pp. 5-14）. New York: NY: 

Teacher college P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