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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臺中市各學校預定地之興闢，係採逐年檢討與評估原則（含

學齡人口成長狀況、鄰校涵蓋服務範圍、鄰校近五年成長率、鄰

校供需比），篩選出高度需求之未設校學校用地，再納入土地權

屬、使用現況、周邊公共設施服務狀況等綜合考量後，提出優先

設校計畫與需求。 

貳、 文小 66 地理位置與現況 

一、 文小 66 地理位置 

    文小 66 緊鄰開闢中之第 13 期大慶市地重劃區與即將

辦理之九德區段徵收之邊界；其周邊交通北鄰文心南路、

南鄰環中路六段，與現有之大慶火車站(高架化)、捷運綠

線之大慶車站(G13)；藉由台 74 快速道路與中投快速道路

可迅速串聯二高，區域未來整體開發情形如下圖。 

圖：文小 66 鄰近區域未來開發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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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小 66 位於南區大慶街二段與復興北路交叉路口處(樹子

腳段、番婆段)，緊鄰南區乙種工業區，屬於樹德里之土地，

周邊有近半土地為開發，學校用地土地面積約 2.17 公頃，

其中已取得面積約 1.3 公頃，如下圖。 

圖：文小 66 地理位置圖 

二、 文小 66 現況 

    目前文小 66 為南區和平國小代管，負責定期環境清潔

與修剪雜草維護事宜。在未設校前，基於土地活化與提供

民眾運動空間，現況作為 2 面籃球場、2 面網球場及 1 面槌

球場、周邊綠美化環境，文小 66 現況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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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小 66 運動出入口及網球場 

 
圖：文小 66 槌球場與籃球場 

參、 文小 66 周邊學區發展概況 

一、 南區和平國小 

(一) 相距文小 66 之直線距離約 1.1 公里，車程時間約 3-5

分鐘。 

(二) 和平國小學區劃分範圍：工學里（1-6 鄰）、和平里（全

里）、南和里（8-11、15-16 鄰）、福平里（2-4、6-9、

14、15、17-20、27-29 鄰）、福順里（1-18、21、23-26

鄰）、樹德里、崇倫里（14-16、18、22、23 鄰）、崇

倫里（1-13、17、19-21、24-26 鄰為和平國小與大勇

國小共同學區）。 

(三) 近 5 年一年級招生情況 

1、 101 學年度：一年級計 7 班，新生人數 191 人。 

2、 102 學年度：一年級計 8 班，新生人數 221 人。 

3、 103 學年度：一年級計 8 班，新生人數 20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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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04 學年度：一年級計 8 班，新生人數 204 人。 

5、 105 學年度：一年級計 7 班，新生人數 183 人。 

(四) 近 5 年全校學生數情況 

1、 101 學年度：全校計 51 班、學生數計 1,371 人。 

2、 102 學年度：全校計 50 班、學生數計 1,357 人。 

3、 103 學年度：全校計 50 班、學生數計 1,310 人。 

4、 104 學年度：全校計 49 班、學生數計 1,263 人。 

5、 105 學年度：全校計 47 班、學生數計 1,206 人。 

(五) 未來 3 年預估新生人數 

1、 106 學年度：新生戶籍人數計 295 人。 

2、 107 學年度：新生戶籍人數計 386 人。 

3、 108 學年度：新生戶籍人數計 405 人。 

二、 南區樹義國小 

(一) 相距文小 66 之直線距離約 0.9 公里，車程時間約 3-4

分鐘。 

(二) 和平國小學區劃分範圍：樹義里、工學里(7-26 鄰)、

永興里(8-11,15-18,21,28-32 鄰)。 

(三) 近 5 年一年級招生情況 

1、 101 學年度：一年級計 10 班，新生人數 297 人。 

2、 102 學年度：一年級計 10 班，新生人數 294 人。 

3、 103 學年度：一年級計 10 班，新生人數 297 人。 

4、 104 學年度：一年級計 10 班，新生人數 288 人。 

5、 105 學年度：一年級計 10 班，新生人數 278 人。 

(四) 近 5 年全校學生數情況 

1、 101 學年度：全校計 58 班、學生數計 1,757 人。 

2、 102 學年度：全校計 58 班、學生數計 1,741 人。 

3、 103 學年度：全校計 58 班、學生數計 1,731 人。 

4、 104 學年度：全校計 58 班、學生數計 1,71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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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05 學年度：全校計 58 班、學生數計 1,712 人。 

(五) 未來 3 年學齡人口 

1、 106 學年度：新生戶籍人數計 308 人。 

2、 107 學年度：新生戶籍人數計 373 人。 

3、 108 學年度：新生戶籍人數計 306 人。 

三、 南區學齡人口成長情形 

    近年來隨著縣市合併、鐵路高架化及捷運綠線的興建

等交通改善，帶動部分區域集合住宅興建及相對市區較低

的房價，吸引人口遷入。就南區 105 年全行政區人口已達

12萬 2,848人，相較於105年全行政區人口11萬 9,461人，

已成長 3,387 人，其中學齡人口數(0-12 歲)已成長 273 人，

又以和平國小所屬之工學里學齡人口成長 148 人之最、樹

德里成長 80 人及樹義國小所屬之樹義里成長 36 人。 

肆、 文小 66 設校需求與規劃 

    為因應南區樹義里與工學里地區學齡人口逐年增加之

衍生就學問題，爰於本市已取得文小 66 之學校用地規劃興

建一所國小，以落實教育機會均等理念，並提昇鄰近各校

教學空間及環境品質。 

一、 設校需求 

    南區樹義里與工學里地區過往為縣市交界處，發展較

為緩慢，然而縣市合併後成為發展潛力區域，銜著交通利

多、都市發展趨勢與鄰近重劃區等優勢，吸引大量外來人

口進駐，集合住宅社區新建案快速增加，致學童就學人數

逐漸成長，附近樹義國小校舍已達飽和狀態，另和平國小

亦將屆飽和趨勢。同時，考量就近入學需求及減輕父母或

家人接送學童負擔，南區樹義里與工學里地區尚有設校之

必要與需求性。 

二、 期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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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局訂於 105 年開始辦理設校之先期規劃，針對文

小 66 進行地質鑽探、周邊環境評估、未來人口成長評估、

未徵收之土地取得方案、設校工程經費評估、設校工程規

劃等要項先行辦理，並配合周邊重劃區之開闢時程，據以

擬定設校期程規劃，以符合社區就學需求。 

肆、結語 

    提供適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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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文小 66 之地理位置、生活機能完善、完

整文教環境、交通條件與社區發展等因素，加上鐵路高架化與捷

運完成後將吸引更多人口聚集，實有設校之必要性，亦可能成為

另一都市發展重點區域。教育局訂於 105 年開始辦理文小 66 設

校之先期規劃，並配合鄰近重劃區之開闢與人口成長趨勢，以明

確與定位設校需求與規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