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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台國小廢校的歷史與現狀

想像一下，走進一間國小，教室裡傳來念課文的朗朗聲，操場上有學生的玩笑聲，感覺這是想

當然的畫面。然而全台灣，不管是山上或海邊，甚至是平地，許多校園空蕩蕩，再也找不到孩

童的歡笑聲，並不是因為正在放寒暑假，而是國小一間接著一間裁併，而這情況只會越來越

多。

最近幾年，少子化的新聞不斷出現，使得許多國小因為學生人數銳減，而被改為分校、分班，

甚至裁併，廢校問題引起各界關注。其實根據教育部的資料，最近30年來，全台有147所國中小

被整併或廢校，若從9年國民義務教育開始實施的當年算起，包含分校、分班，至少有250所國

小被廢校，廢校問題不是現在才出現。

為了普及教育，早年在許多偏鄉設立學校，甚至曾喊出「一村一學校」的口號，然而隨著產業

沒落、重大建設設立等因素，人口外流，學生人數減少，再加上交通便利及家長擔心人少無競

爭力，偏鄉學校及小型學校更加招不到學生。為了因應這樣的情勢，除了教育部要求各縣市檢

視各國小整併問題，各縣市政府也都訂定了學校整併辦法，多數縣市是以人數來做標準，有的

是50人，有的是40人，也有的縣市為了更客觀而訂定了許多指標，如未來5年新生數、交通狀況

等等，但不管是哪一種辦法，都無法跟上少子化現象，也因此廢校越來越多。

當然這其中也有縣市體認到，多數國小位於偏鄉，是當地的文化交流中心，若貿然裁併，會讓

偏鄉更顯偏遠，於是提出其他替代方案，其中又以雲林縣所提出的優質轉型方案最為特別。雲

林縣是個農業縣，人口多數外流，留在鄉下的人口當然不多，以前動輒幾百人的學校，現在可

能都只剩下兩位數，甚至更少，但學校成立不易，又是鄉下社區的重心，為了不讓學校面臨裁

併，於是訂定辦法，將人數少於100人的學校進入優質轉型期，鼓勵各校尋找在地特色，融入校

本課程，推廣多元學習，因此如華南國小、山峰國小等，都吸引許多外地的父母將小孩轉入，

稍稍紓解廢校危機。

目前這些廢校，大致上分成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將原校舍保留轉作其他用途，即是教育部所稱

的活化，一部分則是校舍拆除，這部分不是因為校舍老舊，就是因為地主不願意接收原校舍。

校舍拆除又可分成兩類，一類是另外改建，一類則是將土地歸還地主，而地主可能是私人或者

公家單位，如國有財產局、林務局等。以澎湖南海離島為例，從民國72年水垵國小開始，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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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撤掉4間國小1間分校1間分班，剩下的6間國小也是岌岌可危。而這些廢校目前的情況，桶

盤國小已拆除，計畫改成度假村；水垵國小一度成為海巡崗哨，現在閒置荒廢；嶼坪國小改建

為東嶼坪遊客中心；西嶼分班閒置荒廢，有居民在裡面養雞；東吉國小閒置荒廢，偶而成為投

開票所；西吉分校只剩殘破房舍及校名牌，連上岸都有問題。看起來，唯一活化的只有嶼坪國

小，但因為居民不多，且沒有固定船班，一般觀光客要登島很難，難保不會變成蚊子館。而南

方四島則可能劃為國家公園，期待這些廢校會有不一樣的新風貌，並能將其歷史展現。

今年又有台北市明倫國小、南投縣神木國小、台東縣忠勇國小和花蓮縣鳳信國小加入廢校一

族，不管廢校原因為何，在可預見的未來，每年都會有學校舉辦最後一次畢業典禮，如何再利

用這些原本在社區扮演重要角色的校區，不要因廢校而荒廢，甚至社區重心的功能消失，這才

是在面對不斷出現的廢校，所應該思考的問題。至於能不能減少廢校的出現，端看政府是否願

意積極面對少子化問題，以及要用什麼樣的態度來面對小學校的存在。

全國廢併小學一覽表

台北市

萬華區 中興國小

大同區 明倫國小

松山區 粹剛國小

新北市

板橋區 忠孝國小

八里區 八里國小下罟分班、米倉國小大崁分班、米倉國小龍形分校

金山區 三和國小兩湖分校

三芝區 三芝國小埔濱分校、三芝國小陽住分校

萬里區 大坪國小溪底分校、大坪國小雙興分班

汐止區 北港國小烘內分校、北港國小八連分校、白雲國小碧雲分校

石碇區 永安國小、永定國小光明分校、石碇國小玉桂分班、碧山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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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芳區 南雅國小、濂洞國小長仁分班、猴硐國小大山分校、碩仁國小、猴硐國小小粗坑

分班

平溪區 東勢國小、十分國小平湖分班、十分國小大華分班

雙溪區 泰平國小、雙溪國小三港分校、柑林國小三叉坑分校、牡丹國小燦光分校、牡丹

國小金山分班、雙溪國小丁蘭分校、泰平國小灣潭分班

貢寮區 吉林國小、和美國小金沙灣分校、福連國小萊萊分校、豐珠國小

坪林區 闊瀨國小、漁光國小虎寮潭分校、坪林國小金溪分校、坪林國小尖山湖分校

烏來區 信賢國小

石門區 石門國小山溪分班、乾華國小草里分校

三峽區 三峽國小茅埔分校、三峽國小弘道分校

基隆市

七堵區 瑪陵國小瑪西分班、瑪陵國小瑪東分班、復興國小港口分校

暖暖區 暖暖國小暖東分班

桃園縣

大溪鎮 新峰國小

復興鄉 高遶國小、奎輝國小嘎色鬧分校、高坡國小

關西鎮 仁和國小、玉山國小新山分班

橫山鄉 豐鄉國小

北埔鄉 內豐國小

峨眉鄉 獅山國小

苗栗縣

卓蘭鎮 內灣國小白帆分校

南庄鄉 鹿場國小

頭屋鄉 文星國小、鳴鳳國小

公館鄉 北河國小

泰安鄉 清善國小、龍山國小

通宵鎮 福興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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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灣鄉 東山國小

台中市

大里區 大里國小夏田分校

大雅區 大明國小員林分班

新社區 大林國小永豐分班

石岡區 石岡國小龍興分校

東勢區 中山國小中新分校

沙鹿區 北勢國小福興分校

和平區 梨山國小佳陽分校、梨山國小松茂分校、梨山國小福壽山分校、平等國小勝光分

校、中坑國小橫流分校、博愛國小公誠分班、新山國小、八仙國小、自由國小三

叉分校

北區 建國國小

太平區 頭汴國小北田分班

彰化縣

芳苑鄉 新街國小、路上國小頂部分校

南投縣

竹山鎮 文田國小、竹山國小中心崙分校、竹山國小香圓分校、延平國小延山分校、延平

國小鹿仔坑分班

水里鄉 新山國小、興隆國小、車埕國小大觀分校

魚池鄉 光明國小

中寮鄉 永樂國小粗坑分班

鹿谷鄉 隆田國小

仁愛鄉 紅葉國小梅林分班

信義鄉 神木國小

雲林縣

四湖鄉 三崙國小廣溝分校、南光國小湖寮分班

水林鄉 水林國小後寮分班



專文 060

麥寮鄉 橋頭國小施厝分校

崙背鄉 崙背國小五魁分班

元長鄉 仁德國小崙仔分班

虎尾鎮 大屯國小三合分班

嘉義縣

東石鄉 三江國小永屯分校、下揖國小鰲股分校、下揖國小揖源分校、港墘國小圍潭分

校、港墘國小洲子分校

六腳鄉 六美國小三義分班、六美國小魚寮分班、蒜南國小、六腳國小崩山分校

朴子市班 竹村國小崁後分校、竹村國小新庄分

太保市 南新國小埤鄉分班、南新國小麻寮分班、新埤國小瓦厝分班、新埤國小田尾分

班、太保國小後潭分班

布袋鎮 正義國小、貴林國小下庄分校

義竹鄉 信義國小、龍皎國小、溪洲國小、過路國小新富分校

新港鄉 月眉國小中洋分班、文昌國小大潭分班

溪口鄉 溪口國小游東分校

大林鎮 龍岩國小、三和國小中坑分班

竹崎鄉 仁壽國小、仁壽國小仁光分校、文峰國小、培英國小、文光國小

中埔鄉 中崙國小、石硦國小、三層國小、中正國小

番路鄉 公興國小、公田國小

阿里山鄉 十字國小多林分班

大埔鄉 大埔國小南寮分班、大埔國小埔頂分校、大埔國小坪林分校、大埔國小康朗分校

台南市

北門區 永華國小

將軍區 廣山國小、將軍國小玉山分校

七股區 頂山國小、西興國小

學甲區 頂洲國小紅茄分班、頂洲國小新芳分班、東陽國小美和分校、東陽國小文化分校

鹽水區 汫水國小、大豐國小、中莊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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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港區 西港國小溪埔分校

永康區 龍潭國小車行分校

麻豆區 總爺國小

白河區 崎內國小、關嶺國小南寮分校、玉豐國小蓮潭分班、內角國小甘宅分班

東山區 水雲國小、青山國小李園分班

六甲區 大丘國小、湖東國小九重分校

大內區 鳴頭國小、鳴頭國小明山分校、鳴頭國小頂蘭分校、二溪國小吉林分校

龍崎區 土崎國小、石曹國小、龍船國小大坪分校、龍崎國小楠坑分校

左鎮區 澄山國小、岡林國小、岡林國小草山分校

新化區 礁坑國小、大坑國小

下營區 大屯國小

高雄市

旗山區 廣文國小、中寮國小、大林國小、旗山國小旗峰分班

甲仙區 中興國小

杉林區 木梓國小

六龜區 龍興國小大津分校、新發國小新開分校

岡山區 筧橋國小、兆湘國小劉厝分班、嘉興國小大莊分校、前鋒國小本洲分班、前鋒國

小石潭分班、前鋒國小福興分班、嘉興國小崗德分校

仁武區 烏林國小仁福分校

茂林區 茂林國小萬山分校

大樹區 九曲國小竹寮分班

大寮區 永芳國小拷潭分班

田寮區 田寮國小、田寮國小七星分校、田寮國小南安分校、古亭國小、古亭國小鹿埔分

校

鼓山區 柴山國小

旗津區 中和國小

桃源區 樟山國小梅山分校、寶山國小爾集分校、寶山國小藤枝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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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

三地門鄉 口社國小安坡分校、口社國小馬兒分校、三地國小達來分班

霧臺鄉 阿禮國小、阿禮國小去露分班、霧台國小佳暮分校、霧台國小伊拉分校、好茶國

小

瑪家鄉 瑪家國小、三民國小、涼山國小、筏灣國小、排灣國小

高樹鄉 田子國小日新分校、田子國小南麂分班、

泰武鄉 武潭國小興山分班、萬安國小瑪士分校、泰武國小佳興分校

來義鄉 來義國小大後分班

枋寮鄉 玉泉國小、枋寮國小新龍分校

枋山鄉 成功國小

獅子鄉 楓林國小竹坑分校、內獅國小中崙分班、內文國小

車城鄉 保力國小竹社分校

牡丹鄉 旭海國小、牡丹國小東源分校、石門國小大梅分班

滿州鄉 九棚國小、九棚國小港仔分校、長樂國小八瑤分校

恆春鎮 墾丁國小社頂分班

新園鄉 鹽埔國小中興分校、鹽洲國小五房分班

宜蘭縣

頭城鎮 大溪國小內大溪分校、龜山國小

員山鄉 自強國小、大湖國小雙連分校

三星鄉 清水國小

大同鄉 大元國小、太平國小、土場國小

南澳鄉 蓬萊國小東澳分校、蓬萊國小海岸分校

蘇澳鎮 永樂國小西帽山分校、北濱國小

花蓮縣

萬榮鄉 馬遠國小東光分校

光復鄉 大全國小、東富國小

瑞穗鄉 瑞祥國小、鶴岡國小安野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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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里鎮 東豐國小、安通國小

卓溪鄉 古風國小石平分校、太平國小大舜分校

富里鄉 富南國小、羅山國小、永豐國小四維分校、永豐國小豐南分班

鳳林鎮 山興國小、鳳信國小、中興國小、森榮國小、月眉國小米棧分校、南平國小、

壽豐鄉 吳全國小、水漣國小芳寮分校、鹽寮國小、

豐濱鄉 豐濱國小泰來分校、磯崎國小、豐濱國小八里分校

秀林鄉 和平國小和中分校、文蘭國小重光分校、水源國小嵐山分校

花蓮市 民族國小

台東縣

池上鄉 萬安國小富興分班

海端鄉 霧鹿國小下馬分班

延平鄉 永康國小、鸞山國小竹林分校

鹿野鄉 寶華國小、永安國小永隆分校

東河鄉 尚德國小、尚德國小銅礦分班、尚德國小七塊厝分校、隆昌國小

長濱鄉 南溪國小、忠勇國小

太麻里鄉 多良國小、秀山國小、華源國小、華源國小新吉分班、香蘭國小溪頭分班

金峰鄉 壢坵國小、新興國小森川分校

大武鄉 大竹國小、大武國小加羅阪分校、南興國小

卑南鄉 富原國小、樂山國小、初鹿國小山里分校、美農國小、嘉豐國小

達仁鄉 森永國小、安朔國小南田分校

蘭嶼鄉 東清國小野銀分校

綠島鄉 公館國小溫泉分校

澎湖縣

馬公市 桶盤國小

湖西鄉 湖西國小南寮分校

白沙鄉 員貝國小、大倉國小



專文 064

西嶼鄉 小門國小

望安鄉 嶼坪國小、嶼坪國小西坪分校、東吉國小、東吉國小西吉分校、水垵國小

金門縣

金湖鎮 金湖國小新湖分校、溪湖國小、多年國小大地分班

金寧鄉 國礎國小、金寧國中小安美分班、金鼎國小后盤山分校、

金城鎮 金水國小、愛華國小、莒光國小、珠山國小

烈嶼鄉 上歧國小上林分校、黃埔國小、東口國小

烏坵鄉 烏坵國小

連江縣

南竿鄉 介壽國小福澳分校、復興國小、中心國校、津沙國小、馬祖國校珠螺分校、馬祖

國校四維分校、清疇國小（馬祖國校）、仁愛國小梅石分校

北竿鄉 禎祥國小、禎祥國小大坵分校、興詩國小、坂里國小白沙分校、塘歧國小后沃分

校

莒光鄉 吳航國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