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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臺中市各公立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由臺中市政府依據人口、交

通、社區、文化環境、行政區域及學校分布情形，劃分學區，分

區設置；其學區劃分原則及分發入學規定，亦由臺中市政府基於

就近入學精神辦理。惟因縣市合併及都市計畫重劃等因素，臺中

市許多新興區域形成並迅速興建住宅大樓、人口遷入導致部分學

校因社區學齡人口激增，出現學校學區就學人數額滿，造成居住

在學校附近學齡人口因學校滿招，而需轉介他校就讀之情形。 

貳、因應學區額滿之可行解決對策 

一、 提高學生數容量： 

(一) 商請鄰近學校協助接收轉介學生，避免學生無校收留之情形

與窘境。 

(二) 無法以 29 人以下編班(國中為 30 人)者，將以專案協助學校

函報教育部以 29-35 人間編班備查。 

二、 檢討現有校舍之教室空間： 

在不影響教學品質與壓縮教學空間之前提下，檢討校內能否適

度調整教室，以解決就近入學需求與提高學校容納學生數。 

三、 改善學生通勤方式以協助就學不便情形： 

與本府交通局研議調整公車路線或新增停靠點站牌，降低家長

接送學童之不便性，以利學生通勤就學。 

四、 積極籌措增建校舍經費： 

考量有限財源與少子化趨勢，確實評估未來人口成長情形與現

有校地增建校舍之可行性。 

五、 評估鄰近學校用地新設校可能性： 

鄰近之學校用地，本局將持續評估未來學齡前人口狀況，研議

新設學校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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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學校無法滿足學生就學需求之新興社區 

一、 南屯區溪西社區學生就學交通不便情況： 

(一) 目前溪西地區(文山里、春安里、春社里、寶山里)學生分

別就讀安和國中(文山里及寶山里)及萬和國中(春安里及春社

里)，因筏子溪與道路之阻隔，衍生交通不便問題，距離安和

國中約 4.8 公里，萬和國中約 5.6 公里。 

(二) 104 學年度文山里及寶山里學生佔安和國中全校學生人數

達 29%，春安里及春社里學生佔萬和國中全校學生人數達

22%。為方便文山里等 4里學生就學，安和國中及萬和國中提

供交通車租賃服務，以學生專車接送，提升通學的便利性，本

局亦分別補助安和國中及萬和國中年度交通車經費 118 萬

8,000 元及 79 萬 2 ,000 元，以減輕家長負擔。 

(三) 解決對策: 

1. 建議改善學生通勤方式以協助就學不便情形:  安和國中及

萬和國中業已委辦民間交通車業者協助學生上放學，惟學

生為節省交通費而選擇搭乘市公車。其中安和國中至文

山、寶山里之市公車路線主要為台中客運 27 號及 357 號班

次，搭乘需步行至校外 650 公尺處「安和協和北巷站」，目

前由交通局研議辦理改善安和國中學生通勤方式，以利學

生通勤就學。 

2. 文中 52學校之取得預定地方式:文中 52預定地尙屬未徵收

取得之公共設施保留地，已納入臺中市轄區內都市計畫公

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整體考量，作為中長程目標取

得文中 52 學校預定地之方案。 

3. 文中 52 設校期程:將依臨近南屯區春安里等 4 里當地都市

自然發展及國民教育就近入學精神，積極評估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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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地理位置如下圖所示: 

二、 北屯區廍子里 

(一) 東山高中(國中部): 

1. 105 學年度國中部班級數達 67 班、高中部班級數 30 班，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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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達 97 班，學生數達 3,000 餘名。 

2. 經戶政系統查詢東山高中國中部學區(廍子里等 8 里)0 至

12 歲單一年齡人口平均數為 653 人(約 22 班規模)，其中以

12 歲單一年齡人口數最多達 852 人(約 29 班規模)，5歲單

一年齡人口數最少為 480 人(約 16 班規模) ，目前學齡人

口數據顯示，除廍子里有增加趨勢外，其餘 7 里均為下降。 

(二) 軍功國小: 

1. 近 5 年之招生現況:104 學年度招收 7班計 199 人、103 學

年度招收 7 班計 193 人、102 學年度招收 7 班計 198 人、101

學年度招收 6 班計 167 人、100 學年度招收 6 班計 150 人。 

2. 105 學年度招生狀況:新生名冊 241 人，實際報到 222 人，

學區內尚有 20 餘人未報到，預估 105 學年度招收 8班，面

臨額滿須轉介他校之可能。 

(三) 解決對策: 

1. 東山高中(國中部): 

東山高中目前尚可容納學區內學齡人口，將依廍子重劃區人口

實際成長情形及考量區域教育資源分布狀況，評估規劃文中 3

用地設校可行性。 

2. 軍功國小: 

(1) 轉介他校：預計 105 學年度招收 8班，各班級學生

容量滿額數為 29 人(必要時，專案協助學校函報教育

部以29-35人間編班備查)。商請鄰近學校(建功國小、

新平國小、大坑國小)協助接收轉介學生。 

(2) 加速四期校舍工程：學校刻正規劃第四期校舍工

程，預計新建一棟大樓(10 間教室)，工程經費已協助

學校提列 106 年先期作業送審。現有專科教室優先提

供作為普通教室，以提供足量教室供師生使用。 

(3) 評估臨近文小用地新設校可能性：鄰近軍功國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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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小用地，尚有文中 3（已取得）等學校用地，本局

與學校將持續評估未來學齡前人口狀況與遷進人口

成長情形，研議新設學校(國中小)之必要。 

(四) 地理位置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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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太平區新光重劃區(新光國小) 

(一) 近 5 年之招生現況:104 學年度招收 7班計 181 人、103 學年

度招收 5班計 128 人、102 學年度招收 5 班計 141 人、101

學年度招收 4 班計 111 人、100 學年度招收 4班計 118 人。 

(二) 105 學年度招生狀況:新生名冊 263 人，實際報到 202 人，

預計 105 學年度招收 7 班，目前已額滿造成須轉介他校之情

形。 

(三) 解決對策: 

1. 招收班級數與學生數容量提高：每學年度招收 5 班，學校

已於 104 學年度招收 7 班，預計 105 學年度再招收 7班，

各班級學生容量額滿數為 29 人(必要時，專案協助學校函

報教育部以 29-35 人間編班備查)。商請鄰近學校(新平國

小、力行國小、進德國小)協助接收轉介學生。 

2. 加速二期工程：原訂工程進度為 106 年 1 月 18 日竣工，目

前由本局管控工程進度且超前進度，教室結構已完成，刻

正進行內部裝修工程，預計 105 年 10 月完工，以提供優質

與安全之教學環境。現有專科教室優先提供作為普通教

室，以提供足量教室供師生使用。 

3. 積極籌措三期工程預算：為滿足學校需求，未來第三期工

程，將以 42 間普通班來規劃，並積極尋求本府相關預算，

以儘速完成第三期工程並提供學校之足量校舍。 

4. 評估臨近文小用地新設校可能性：鄰近新光國小之文小用

地，尚有太平區文小 6（已取得）等土地，本局與學校將持

續評估未來學齡前人口狀況與遷進人口成長情形，研議新

設學校之必要。 

(四) 地理位置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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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南區樹義里(樹義國小) 

(一) 近 5 年之招生現況:104 學年度招收 10 班計 288 人、103 學

年度招收 10 班計 297 人、102 學年度招收 10 班計 294 人、

101 學年度招收 10 班計 297 人、100 學年度招收 10 班計 290

人。 

(二) 105 學年度招生狀況:新生名冊 305 人，實際報到 275 人，

預計 105 學年度招收 10 班，暫無額滿須轉介他校之情形。 

(三) 解決對策: 

1. 招收班級數與學生數容量提高：每學年度招收 10 班，各班

級學生容量滿額數為 29 人(必要時，專案協助學校函報教

育部以 29-35 人間編班備查)。商請鄰近學校(和平國小、

信義國小)協助接收轉介學生。 

2. 評估臨近文小用地新設校可能性：鄰近樹義國小之文小用

地，尚有南區文小 66（目前為簡易球場）等土地，本局將

持續評估未來學齡前人口狀況與人口遷進成長情形，研議

新設學校之必要。 

(四) 地理位置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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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沙鹿區沙鹿國小 

(一) 近 5 年之招生現況:104 學年度招收 8班計 216 人、103 學年

度招收 9班計 254 人、102 學年度招收 8 班計 217 人、101

學年度招收 8 班計 227 人、100 學年度招收 8班計 202 人。 

(二) 105 學年度招生狀況:新生名冊 232 人，實際報到 235 人，

預計 105 學年度招收 9 班。 

(三) 解決對策: 

1. 調整現有教學空間：為方便學生就近入學，由學校檢討現

有校舍學空間，調整教室以收容更多學生。 

2. 申請撥用國有土地：刻正撥用學校對面之國有土地，規劃

幼兒園遷出事宜，以妥適規劃國小與幼兒園之空間。 

肆、結語 

提供健全的教學空間與滿足學區就學需求向來是教育局落實就

近入學的目標，面對近年來新興社區學齡人口激增，造成部分學

區額滿之情形，教育局已研擬具體、可行解決策略，包含提高學

生數收容量、檢討現有校舍之教學空間、改善學生通勤方式、籌

措增建校舍經費與評估鄰近學校用地新設校等 5 項對策，並依臺

中市各都市計畫興闢之情形逐年檢討各校新生招收狀況，以因應

及紓解學區滿額之現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