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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當眾人把目光聚焦在小班裁併廢

校的議題，相對而言天平的另一端學

校規模過大的問題在當前少子化的趨

勢下較未受到矚目。翻開教育部

（2012）統計彙編，大型學校規模國

中係以 49 班為基準，小規模學校，則

以 6 班為標準，按照此一標準，102 學

年度六班以下學校全國有 100 所，49

班以上的學校全國有 164 所，占所有

738 所的 22.22%，與 98 學年相比，49

班以上學校有 172 所，占了 23.24%，

四年之間僅降低 1 個百分點左右，大

型國中遞減的數量與比例降幅不多，

也就是說全國有五分之一以上的學校

是屬於大型規模的國民中學。從數據

資料所顯示，102 學年度其中 61 班以

上的超大型國中就有 92 所，如以國中

平均每班學生人數在 30.9 人計算（新

北市則達 31.57 人），全校可能達到

2000 多人之譜！究竟國中階段最適經

營規模為何？Lee 與 Smith（1997）、

Galletti（1999）與吳政達（2006）均

認為學生人數維持在 500-900 之間時

較佳。由此觀之，台灣目前國中學校

規模過大比例相當高，雖說學校規模

之大小，可能與學區人口成長、學校

新建與設備新穎、學校辦學成效獲致

肯定均有關聯，不過超大型學校規模

也衍生出校際之間資源不均，以及在

校內學生身心適應、學校管理、適性

教學等問題，實值得吾人進一步關注。 

 

二、酷斯拉大校-西瓜效應下校

際差異擴大 

當前少子化現象造成國中階段學

生整體人數逐年遞減，但是校際之間

遞減幅度不一，部分大型學校由於區

位佳（如在捷運站附近），設有特殊班

別（如數理資優班），教育會考與升學

表現突出，校外競賽活動屢獲佳績，

或在生活常規儀態要求嚴謹等，獲得

社區家長與學生肯定，甚至學區外部

親生也趨之若鶩，當起現代版孟母三

遷（戶籍）！越是額滿學校越想要跨

區擠進該校就學，似乎將這些大校（或

明星國中）視為前進明星高中的終南

捷徑。陳秀才（1985）、方正吉（1999）

的研究也證實規模大型學校，教學專

門化、課程廣度表現較佳。大校的吸

磁效應也推升了「西瓜效應」，大校吸

引到更多優質的學生前來就讀，頂著

明星國中光環，學生學習起點即已先

佔上風，而其家長對教育的關懷與參

與比例較高，學生與學校的文化資本

亦較豐沛，學校能獲得的經費設備、

師資人力、社會資源亦因相關補助多

以班級數、學生數為補助基礎而佔盡

優勢，在來年學生學習成效的綜合表

現又帶來正向循環，吸引更多外部家

長「用腳投票」，造成鄰近學校學生人

數減少，學生素質降低的連鎖反應，

校際之間各項資源的落差逐步擴大，

造成校際之間「強者越強，弱者越弱」

的循環。若從小西瓜學校的角度觀

之，這些大校如同酷斯拉一般龐大，

也讓這些小校面臨存亡續絕的保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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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於校務經營方面更需展現自身特

色理念，關照學生多元適性學習，並

能積極廣納校內外資源，拿出辦學績

效，以力爭社區家長與學生支持。 

唯小型學校其先天體質不佳，有

時連校長都是新手上任，教育當局應

以垂直公平之視野，積極提供額外的

資源與物力協助，或提出教學特色計

畫方案協助調養體質與「轉骨」，若任

由小西瓜學校自力更生，獨自面對市

場化的競爭與挑戰，要其翻轉突圍難

上加難，最後可能只能任其自生自

滅，加速淪為弱勢學校之境地，而校

際之間的 PK 賽就此勝負底定，卻是教

育機會均等與十二年國教校際資源均

質化的最大諷刺！吳昭儀（2011）研

究即發現高雄市學生有集中少數特定

學校之趨勢，主要分佈於人口衰退的

市中心，一所學校規模之消長可能與

多所學校有關，顯現家長擇校行為越

加明顯。郭美秀（2005）則發現規模

成長型學校在教育輸入、歷程與結果

因素部分具有較佳之優勢。其他都會

地區這樣的大校吸磁效應戲碼亦屢見

不鮮，在西瓜效應之下校際差異越加

擴大。 

三、選擇酷斯拉大校就讀之利弊

得失 

如從個別學生學習角度而言，擠

進大校就讀真的是第一首選嗎？俗諺

「寧為雞首，無為牛後」，孩子在小型

學校中可能獲得更多師長的關注，有

更多參與校內外比賽活動之機會，扮

演領導者、主導者、自治幹部的機會，

在比馬龍效應的牽引下也提升自我期

許與對未來的想像空間。但是換做大

型學校情境，可能僅是大池中的小

魚，學校人數多，競爭自然大增，在

學科、才藝、體能各方面強中自有強

中手，雖說多了相互觀摩，同儕激勵

之效果，但是個人的特質與潛力，受

限於場地空間、群星雲集，個人才華

與潛能是否能充分開展不無疑義。尤

有甚者，如身處學習低成就者，在這

樣的大型學校處境能夠獲致的補救教

學與學習關注可能更加稀少。此外，

擔任大校的行政同仁常需面對接踵而

來有關人員溝通、課務編排、活動聯

繫、學生管教與家長投訴等問題，有

時一個不小心即可能釀成校園危機，

備極辛勞，如要進一步關照每一位學

生適性學習，做到差異化教學，翻轉

全校學習氛圍，難度更高！另外就學

校組織文化之氛圍而言，大校中校長

與教師較易成為上下從屬而非同僚，

校長只能從事行政，不易進行教學領

導（牟中原，1995）。因此大校如何改

善學生個別化照顧，關心教師社群連

結與專業成長，避免在大校環境無人

性化之感受，是需要持續努力之課題。 

四、結語：回歸國中最適規模，

以小班中校落實適性揚才之

理念 

最適規模之學校在教育資源統籌

運用、師資人力專門化能維持一定的

水準，國中階段各領域師資均能聘

足，同科老師有更多形塑學習社群之

機會，在段考出題、補充教材設計、

特色課程之研擬，更能發揮同儕教師

協同教學之分工效益。而在全校學生

人數適中，學校行政同仁與教師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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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力進行精緻化的教學與輔導，關照

到學校中少數弱勢低成就的學生，或

對於一些特殊專長學生提供更多的教

學資源與指導，諸如開設多元社團活

動、校隊培訓或科展專題指導等，無

形之中師生互動與信任感增加、同儕

觀摩學習之中競相成長，更增進對於

學校的向心力與認同感！ 

由酷斯拉大校對於校際資源與受

教公平性之傾斜，以及對校內學生整

體學習之影響，追本溯源，應讓這些

酷斯拉大校逐步瘦身。如需調整現有

學校規模，綜合方吉正（1999）、郭添

財（1995）、黃服賜（1995）與吳忠泰

（1995）之建議，需先依據現有班級

數、校地面積估算學校規模適切度，

並推估未來幾年入學人口可能之增減

情形、土地資源規劃管理全方位思

考，最後經由學區重劃、併校或設立

新校處理，期間有關人事安排、學生

交通、家長意願均需詳加考慮。另外，

就當前酷斯拉大校之現況，教育當局

亦應針對不同規模學校提供不同補助

重點，並逐步調整教育規模至最適經

營規模範圍，比如維持 600-900 位左右

的學校規模，每班以 30 位國中生計

算，全校約計 20-30 班內，也較為符應

小班中校規模，兼具均衡各校之資源

與發展，確保學生適性揚才理念能具

體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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