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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民間參與公立學校興學之教育改革思想

脈絡 

第一節  教育改革之理論基礎 

第一項自由主義之思路 

第一款  古典自由主義 

 

思潮具有感染力，但通常肇因於各國面臨類似之困境。新自由主義為

當前最顯著之思潮，且對世界各國教育改革產生極大影響。新自由主義之

政治經濟發展模式，係以英美為核心，而逐漸拓展為國際新秩序，其主要

強調管制鬆綁，藉由自由化、市場化、私有化等主要手段，建構小而美之

政府架構，並降低社會福利之負擔，將市場視為萬能，盡可能縮減政府對

經濟之管理與干預，希望以競爭市場重建政治與經濟秩序，該思想亦延伸

至教育領域，一則設定自助努力及自己責任為學校辦學之指標，另將自由

市場、受益者付費等原理導入公教育領域，以減弱公教育之功能，藉此促

進學校教育多元化，同時推動學校選擇自由之觀念，以激發學校教育之活

力
27。 

論及新自由主義之自由，不禁令人認為宣傳自由之信念確為西方近代

以至現代重要文明之一，自由主義同時成為一股有效之歷史力量28，是以，

將自由主義視同近代西方文明之特徵，並非言過其詞29。然對自由內涵之

思索，在各個時序中，思想家有不同之詮釋，因此所謂自由，迄今亦係一

種多義之概念。自由主義之流派，一如其信仰者之眾，學者承認欲予以正

面地、積極地、實證地界定並不容易30，蓋其基本論調，固係追求自由之

主張，但對於自由之範圍、程度、內容，則各有歧見31，此係因自由主義

不斷受保守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等思想之衝擊及隨時勢經濟榮枯，

而再三質變，故所謂自由主義，可謂以變為常。英國學者約翰‧葛雷（John 

Gray）即質疑地認為，於自由主義具異質性及斷裂性之傳統中，尋求其本

                                                 
27 歐用生，日本新自由主義及其教育改革，教育資料集刊第 36 輯：教育變革與發展，2007 年 12

月，頁 81。 
28 Leonard Trelawny Hobhouse［英］霍布豪斯著，朱曾汶譯，商務印書館，1996 年 9 月，頁 27。 
29 洪鐮德，自由主義，一橋出版社，2002 年 11 月，頁 22。 
30 洪鐮德，自由主義，一橋出版社，2002 年 11 月，頁 20。 
31 洪鐮德，自由主義，一橋出版社，2002 年 11 月，頁 96。以下關於自由之討論，法學與經濟學

對於自由之涵攝範圍不同，此不完全係因政治自由與經濟自由一元論或二元論問題，簡略言之，

法學係側重於法律地位之主觀權利面，而經濟學倡議之市場自由則多偏向相當於管制密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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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係一種錯誤32。平心論之，自由主義信奉者之思想，不免有潛在傳統

之連續性，誠如家族之近似性，換言之，其根本體系中仍有其同質化之目

標，並構成現代西方世界至為重要之意識型態33。自古典自由主義學說以

降，諸家之言紛紜，本文甚難一一論述，是以，本文所得關注者，係該主

義與教育改革關係較密切，而限於法治思想及經濟思想層面之探討。 

對於新自由主義之認識，自應溯源其本，以明其初，始得進而知悉其

思想及政策之遞嬗。粗略而言，自由可區分為唯心的哲學意義之意志自由
34及現實社會中政治、經濟及法律上之自由兩種層面。從唯心觀點而言，

自由之價值不在於其所帶來之任何實質貢獻，而在於使自主之人生成為可

能，故自由無形中可賦予人生較高或較多之價值35，但此唯心論之觀點非

本文分析之重心。關於社會自由之理解，自西方自由主義之父洛克天賦人

權之自然權利權論強調自然狀態之完全自由及平等狀態成為近代自由主

義之開端後，自由主義思想挾理性批判者之身分出現，初期係擔任抵抗專

制統治及掙脫壓迫之破壞性任務，以摧毀傳統封建社會尤其係政治及宗教

中欠缺人性之禁忌與信仰結構，作為自由辯護者之消極作用為其思想之主

要核心，故自由主義者多在追求免於國家迫害之消極自由及去除阻礙人民

獲取自由保障之障礙
36，而非積極建構新文明之框架。然個人無法孤立地

實現其自我之天賦人權，為保護私人之權利及防止社會混亂，洛克以其契

約論認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間係基於社會契約鎖鍊之結合，給予政府存在

之合法性依據，而憑此言之，若有一方違約，則彼此間之契約即終止，由

此被統治者終於尋獲切割其與統治者統治正當性之合理性，並擁有革命之

權利。盧梭奠基於洛克之自由思想，除主張免除專制體制外，更提出平等

享有權利之主張，而擴大自由主義之範圍。其後，更逐漸理解欲擁有穩定

之自由須拋棄統治者之人治，應由立法機關制定社會成員共同遵守之規

                                                 
32 約翰‧葛雷（John Gray）著，蔡英文譯，自由主義的兩種面貌，巨流圖書公司，2002 年 8 月，

頁 35。 
33 其共同之信念，有學者認為法律下的自由（freedom under law）乃人類應當享有之生存環境，

而此自由之維繫有賴於政府官員對獨立組成之公意機構之遵從。顏厥安，自由主義與憲政體制之

建立，收錄於氏著，幕垂鴞翔－法理學與政治思想論文集，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5 年 6 月，

頁 236。 
34 哲學上之自由概念，又略可劃分為天賦論、意志論、能力論、選擇論及必然認識論。王振東，

自由主義法學，法律出版社，2005 年 10 月，頁 5-9。 
35 錢永祥，自由主義為什麼關切平等－當代的一個看法，收錄於瞿海源、顧忠華、錢永祥主編，

平等、正義與社會福利：殷海光基金會自由、平等、社會正義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3，桂冠圖書股

份有限公司，2002 年 12 月，頁 12。 
36 消極之自由權利係為保護個人防禦體所出現，其目的主要在賜予個人一塊別人及政府代表人無

權涉入之空間（弗利登（Michael Freeden）著，孫嘉明、袁建華譯，權利（Rights），桂冠圖書

股份有限公司，1998 年 11 月，頁 75-76。）。在無任何他人或群體之干涉下，人之行動係自由的，

因此，不受別人干涉之範圍愈大，個人所享受之自由愈廣。從核心面觀之，個人自由應有一無論

如何皆不得侵犯之最小範圍，此為人們生活中必要之獨立空間，不受任何控制，若侵犯此保留區，

不管該保留區如何偏小，其侵犯均構成一種專制。但若不提供人民運用自由之環境，自由並無任

何價值，換言之，只有具有自由之條件方能尋得真理，始能培養自由之性格。Saiah Berlin 著，

陳曉林譯，自由四論，聯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 年 9月，頁 23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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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亦即透過法治進行規範始得解除對壓迫之恐懼37。 

在立憲主義前階段時期之 17 至 19 世紀中葉，君主專制國家之行政權

尚難受法治拘束，國家以謀求人民福利為名，以警察權代表國家之公權

力，遂行其侵害人民權利之實；19 世紀受自由主義及天賦人權等思想影響

所興起之古典自由主義（classical liberalism）主要在追求個人自利之

言行自由及權利平等。自由法治主義法治觀強調國家應係有限職權之政

府，國家之權力應予減縮或分散，最少管制之國家即最好之國家，從人權

保障之思想出發，強烈主張以法治限制國家權力，於國家執行公權力方

面，則希望侷限於夜警般之治安維持，並透過法律規範對人民權利義務進

行普遍性規範，以達其平等目的，因此，或可認為國家之唯一功能係保護

公民之某些權利，特別係個人自由權及私有財產
38，資此，私有財產及交

易自由成為個人不可剝奪之基本自由。在經濟方面，因自由思想之滲透下

採取放任政策，由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1723-1790）所建構以個

人主義為核心之論述，以理性追求自利為前提之「看不見的手（invisible 

hand）」古典經濟自由市場理論，建立以完全競爭作為一切經濟自由存在

之信條，認為市場具有公私利益協調性、市場自動協調性、生產合理性及

分配公平性等機能
39，主張競爭應完全透過價格機制，並相信人為之干預

對於市場效率並無益處，除國防與治安外，必須藉由自由競爭市場中「看

不見的手」之價格自由運作，故不贊成政府介入經濟活動，學說上稱之放

任式自由主義，在此理論基礎下，強調市場機制之重視而否定國家之機

能。依照自由主義之說法，應賦予個人澈底發揮經營企業之開拓精神，故

要求政府儘量減少對人民私自活動自由之空間如經濟生產、流通與分配之

干涉，宣揚市場運作機制之自主，轉化及促成資本主義之理念、運作與擴

張
40。於該時期，此學說形成經濟及社會領域管理意識之權威，從而，市

場被假定為公平競爭之社會機制，換言之，係認為民間及社會均為市場之

經濟體，而市場為決定供需及達成最大效率之機制，國家之介入將被視為

對人民自由權利之限制，市場經濟方係保障人民自由之方式，國家成為市

場經濟活動之對立者，只有市場失靈時，國家始得例外地或許可適度介

入。古典經濟自由主義以理性經濟人作為解釋模式，相當程度係假定自

由、財產與市場間存在緊密之聯繫關係，開放市場之競爭性與靈活性被認

為具有協助迅速分工及增加經濟功能之專門化與協調關係，政府之職責在

於保障公平競爭、遵守契約、保護個人財富及國家安全，並進一步推動公

共教育，以使國民具有一技之長，足以謀生
41。以個人主義為出發，視市

民社會為其自我實現之場域，將國家權力從市民社會中劃割而出，供個人

                                                 
37 Leonard Trelawny Hobhouse［英］霍布豪斯著，朱曾汶譯，商務印書館，1996 年 9 月，頁 7。 
38 應奇，後自由主義，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 年 10 月，頁 17。 
39 王振東，自由主義法學，法律出版社，2005 年 10 月，頁 17-18。 
40 洪鐮德，自由主義，一橋出版社，2002 年 11 月，頁 55。 
41 洪鐮德，自由主義，一橋出版社，2002 年 11 月，頁 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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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其自由活動，將社會加以私有化，且凌駕於國家之上，此即表彰市場

機制業戰勝國家機制42。亞當‧史密斯思想從經濟面再回饋至法治之思想，

其在法治上之意義，係呈現在人民自知其利之所在，故應使個人在自由競

爭之市場自行逐利，社會之最大福祉及交換正義係在市場交易中顯現等主

張之上，自由主義思想表現在私法上，係國家對財產及既有權之保障現

狀，人民有契約之自由，並以法律作為形式平等之規制工具，在公法上建

構以自由權為核心之基本權，使之得以對抗國家及社會之干預。 

邊沁強調自由之核心思想為最大功利，最大之功利不應拘泥於個人自

由之發展，而有更遠大之藍圖與期許，換言之，最多數甚或全體人民所得

享有之功利，始為國家應追尋之施政指標，使最多數人民獲取最大快樂及

最少之痛苦，國家應如精算師，精確計算個別人民社經能力，合理均霑國

家資源，並承擔量能之義務，始可謂達成實質之公平，方能稱上實踐正義，

但在追求最大社會功利之際，不應採行對少數人之不合理犧牲。 

密爾（John Stuart Mill，1806-1873）稱：「個人之自由須制約在不

使自己成為他人妨礙之制約界限上
43」，此界說令人簡便地理解自由之範

疇。自由並非為所欲為之權利，而係不損害他人之事之能力，且他人亦享

有該權利，故平等受共同福利所限制。密爾認為自由並非單純之法律公式

或法律限制，自由不以個人之自作主張為度，亦不等同於容忍相反意見，

而係公正對待及認真聽取錯誤意見44；如幸福得以匙子餵哺予每個人，則

恩賜之專制主義將係最理想之制度；人若有責任感，即應使其負擔更多責

任，在此過程中或有部分危險，惟若將大部分人排斥於公民權利與義務之

圈外，危險更大，希望愈少45。密爾於晚期亦認為在社會經濟方面，於不

平等條件下所訂之契約，應予以控制，其且結合社會主義理想，承認社會

係一合作性組織，自願合作為達成合理分配之最好手段46。總括密爾之觀

點，應為追求安定與進步、自由與紀律之平衡，屬於力求平衡之自由主義

思想47。誠如霍布豪斯（Leonard Trelawny Hobhouse，1864-1927）所理

解者，天賦人權間之彼此調和係不可避免之事，但對人民自由之干涉超過

必要之調和即係一種壓迫48，自由絕非萬靈藥，或認為社會學只能建立自

由觀念之基礎上，反之，自由只是社會生活面向之一，互相幫助不比互相

                                                 
42 洪鐮德，自由主義，一橋出版社，2002 年 11 月，頁 104-105。 
43 約翰‧司徒雅特‧密爾著，程崇華譯，唐山出版社，1986 年 8 月，頁 63。 
44［英］霍布豪斯（Leonard Trelawny Hobhouse）著，朱曾汶譯，商務印書館，1996 年 9 月，

頁 58。 
45 ［英］霍布豪斯（Leonard Trelawny Hobhouse）著，朱曾汶譯，商務印書館，1996 年 9 月，

頁 56。 
46 ［英］霍布豪斯（Leonard Trelawny Hobhouse）著，朱曾汶譯，商務印書館，1996 年 9 月，

頁 56-57。 
47 江宜樺，自由民主的理路，聯經出版事業公司，2001 年 9 月，頁 166-167。 
48 ［英］霍布豪斯（Leonard Trelawny Hobhouse）著，朱曾汶譯，商務印書館，1996 年 9 月，

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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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制不重要，集體行動理論非比個人自由理論不重要49。另一方面，自由

放任理論則認為人應對自己負責，主張絕對自由之互相競爭，俾其發揮自

我最佳之能力。放任自由主義為極端之自由主義，至為強調個人基本權

利，主張國家權力應儘量縮小，唯於保護個人基本權利時，始有其必要，

故而，對於國家介入與分配正義多有批評。 

 

第二款  凱因斯主義 

 

在 19 世紀末葉，古典自由主義思想被逐漸修正，一派認為應擺脫干

涉意義之消極自由，認為國家即使以個人自由及財產權利某程度犧牲為代

價，亦應關心公民之貧困、健康不良、教育等狀況，益加強調應帶有福利

主義及平等主義色彩，而賦予國家更多積極干預之職能50，顯然現代自由

主義（modern liberalism）已分裂為新古典主義及福利自由主義兩大流

派51。新古典自由主義承襲古典思想，主張為使人民具有更大之活動空間，

鼓吹政府組織權限越小越好，國家被視為必要之惡，其只應擔任守夜人

（nightwatchman）角色，並繼續堅持市場供需所發揮之活力。相對者，

傾向福利自由主義色彩者，雖深信個人自由之價值，然不再將國家看做必

要之罪惡，反之，相信只要國家係實施正確之引導，仍可保障每人享受生

活之機會平等，以促進個人之自由。雖早於 19 世紀末之德國俾斯麥宰相

起，該國已開始實施福利政策，然自二戰後，西方受福利自由主義影響，

逐漸將自由導向平等之方向思考，跳脫古典自由主義個人自由觀，轉化為

集體自由之思考路徑，主張為社會底層提供福利，以使社會之資源與財富

公平分配，而將福利國家之理想，次第落實在免費教育、醫療、職業、失

業、災難保險、退撫、養老、育幼等津貼上
52，此亦證明依彼國斯時之實

證中，福利自由主義思想之社會法治國家已實實在在地凌駕於仍屬新古典

自由主義之自由法治國家之上。相對於自由法治國，社會法治國雖不摒棄

市場，但要求市場建構立足點平等之機制，承認國家有節制私人財產之權

力，尤其為實現人民之自由、尊嚴及實質平等，不將供需全委由市場機能

決定，反之，係藉由團體思想之社會保障制度保障人民最低限度之生存條

件及生活環境，從而，人民之基本權亦衍生出分享權，得要求國家積極提

                                                 
49 ［英］霍布豪斯（Leonard Trelawny Hobhouse）著，朱曾汶譯，商務印書館，1996 年 9 月，

頁 62。 
50 應奇，後自由主義，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 年 10 月，頁 28-29。 
51 古典自由主義之自由放任原則，於此時備受質疑，凱因斯主義亦持此態度，故而，亦有學者將

凱因斯主義列為廣義之新自由主義，亦即，將舉凡對古典自由主義之批判勢力均劃歸為新自由主

義之一份子，惟本文係採狹義之新自由主義分類，是將凱因斯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分列併論。洪鐮

德，自由主義，一橋出版社，2002 年 11 月，頁 66 以下；王振東，自由主義法學，法律出版社，

2005 年 10 月，頁 53-54。 
52 洪鐮德，自由主義，一橋出版社，2002 年 11 月，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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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付。據此觀察，社會法治國之實踐，產生權力由個人向國家移轉及個

人自由受國家限制等現象53。 

迄 20 世紀初，其他資本主義國度逐漸浮現之市場失靈（market 

failure）現象，造成嚴重之貧富差距，社會不公並導致階級間之矛盾與

對立，於民心思變過程中，潛在地強化國家責任之社會主義思想抬頭，除

積極主張國家應積極介入市場外，以滿足人民最低限度尊嚴之福利國家政

策，開始修正資本主義，藉由社會福利調整機制緩和經濟地位之差異性，

而建構出社會法治國家。20世紀之福利國之倡議，可謂自由集體主義與集

體功利主義之傑作
54。 

在市場經濟方面，古典經濟理論認為依薩伊定律，供給自行創造需

求，亦即供給等於需求，貨幣僅為買賣之交換媒介；資本供給（儲蓄）與

資本需求（投資）間之關係決定均衡之利息；勞動供給與需求間之相互作

用決定均衡之工資水準55，但受邊沁功利主義之影響，國家職權逐漸有過

大之趨勢，於 19 世紀末期至 20 世紀初期，國家所扮演之角色益加吃重，

且自 1970 年代起，資本主義造成市場壟斷、資本家利潤暴增、社會整體

資源分配不均等傾斜現象，顯現放任政策所生市場機制之失靈。前述疲態

引起世人對古典經濟理論之挑戰，反思政府應對市場失靈之匡正或修補責

任，該修正理論被稱為新古典經濟理論。屬新古典經濟學派之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認為市場不具穩定性，市場運作缺乏內在

調整因素，市場競爭本身無法使經濟不景氣自動恢復為景氣，須藉由政府

之政策始能改善經濟不景氣，政府之預算方能控制商品及勞務之總體需

求，除增加就業機會、降低稅率外，擴大政府支出即可解決國家總體需求

不足之現象，換言之，為減少失業、擴張經濟，赤字預算為必要手段
56，

故其推翻薩伊法則57，認為有效需求決定供給，投資決定於資本邊際效益58

與利率，儲蓄與投資決定就業量及國民收入，而非利率水準，貨幣之供求

方係決定利率之因素，並否定市場供需之自發力量得使就業獲得均衡，且

勞動市場之實際工資絕非決定勞工願意接受之最低工資，非自願性失業與

經濟蕭條係因有效需求不足，不能歸咎於勞工本身，而應以刺激總需求政

策替代對市場之放任自由，採膨脹性之貨幣政策及財政政策，降低實際工

資，使廠商願意擴大生產及增僱工人，增加有效需求，而工人因不致察覺

實際工資減少而形成反彈，在對外貿易方面，力主放棄自由貿易政策，政

                                                 
53 陳英鈐，「自由法治國」與「社會法治國」的制度選擇－評釋字第 472 號、第 473 號－，收錄

氏著，憲政民主與人權，學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 年 1 月，頁 297。 
54 洪鐮德，自由主義，一橋出版社，2002 年 11 月，頁 37。 
55 李任初，新自由主義－宏觀經濟的蛻變，臺灣商務印書館，1992 年 11 月，頁 19-20。19 世紀

初法國經濟學者薩伊（Jean-Baptiste Say）所提出供給自行創造需求之理論，故稱之薩伊定律。 
56 胡寄窗，西方經濟思想史，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6 年 4 月，頁 378-383；顏子魁，美國

經濟史，華香園出版社，1990 年 6 月，頁 528。 
57 李任初，新自由主義－宏觀經濟的蛻變，臺灣商務印書館，1992 年 11 月，頁 28-36。 
58 所謂邊際效益係指每增加一單位之投資所增加之收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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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應擔負進出口貿易之管理責任，以擴大出口、控制進口方式，創造貿易

順差，增加本國之有效需求。質言之，該學派對於 1930 年代嚴重失業現

象，認為應採反經濟循環週期（countercyclical）之步驟，透過政府擴

大支出及降低稅賦，以擴張需求面59，亦即政府須強力干預，國家須對市

場體系監督與操控，透過有效擴張政策與重新分配手段，以促進公共投資

及增加福利支出之經濟干預方式，提升國家之總體需求，並獲得一般均衡

（general equilibrium）。總括而言，凱因斯之思想係建立在政府擴大職

務、積極干涉經濟社會之消費及投資，在消費方面，以稅制引導消費取向，

使之朝有利人民充分就業之方向發展，在投資方面建議投資社會化，將政

府之決定用於增加生產工具之資源總量，以確保人民充分就業之前提下，

維持私人企業及個人主義就業之思維
60，在此總體經濟理論之推展上，1950

年代至 1960 年代的確發展出蓬勃之經濟。 

凱因斯否定放任自由主義轉向國家干預主義，但並不主張國家完全控

制經濟之運作，以避免流於另一極端；其所期待之國家干預適用範圍，係

將屬於社會及個人之領域予以區隔，認為國家不應與屬個人運作之領域混

淆，反應承擔尚未由私人機構或經個人妥善完成之任務
61。凱因斯主義思

想在此時期經常被等同於社會民主主義或福利主義，而與放任自由主義形

成理論上之對峙62。此自由主義思想認為自由除免除外力之束縛外，更應

實現個人潛能及使個人得充分享受有意義生活之積極力量，此積極取向之

自由觀要求每個人均有機會實現人生之意義，而帶有強烈之平等主義，在

此觀點下，國家應有之積極作為係為個人實現其積極自由之保障。1930 年

代前，西方經濟發展之信念係相信市場機制可使資源合理分配及被充分利

用，故自由放任成為經濟發展認知中最佳之選擇，凱因斯主義能拋棄自由

放任政策，強調公平分配，主張運用財政及貨幣政策調節消費與投資，對

於社經地位之弱勢者，其實係一項福音。立於此論，整體而言，其思路係

傾向強化國家機能，而遞減市場之調節機制。 

凱因斯擴大政府功能理論部分重現於 1970 年代以後新興自由主義思

想家羅爾斯（John Rawls）與德沃金（Ronaid Dowokin）之理論架構中
63。

在此同時，在北歐之瑞典，於穩定經濟、環境保護、公共消費、基礎建設

等宏觀領域採政府集權之管理及調節手段，而於生產與消費領域採分權機

制，由企業及個人決定，結合中央計畫指導市場機制，實行部分國有化，

並盡力消弭特權，促使人民獲得公開競爭機會64。在法國方面，基於其特

                                                 
59 Tomas R. Dye 著，羅清俊、陳志瑋譯，公共政策新論，韋伯文化事業出版社，1999 年 4 月，

頁 312。 
60 林鐘雄，西洋經濟思想史，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9 年 8 月，頁 395-397。 
61 顧肅，自由主義基本理念，左岸文化出版社，2006 年 10 月，頁 375。 
62 江宜樺，自由民主的理路，聯經出版事業公司，2001 年 9 月，頁 172。 
63 江宜樺，自由民主的理路，聯經出版事業公司，2001 年 9 月，頁 173。 
64 李任初，新自由主義－宏觀經濟的蛻變，臺灣商務印書館，1992 年 11 月，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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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革命民權之現代史觀，係以社會經濟學派為主流，著重市場機制與權力

機制之結合，而實施指導性計畫行政，故對於社會保障支出不斷增長，並

以建構福利國家為目標65。 

凱因斯經濟理論著重在公共部門之宏觀經濟學，對於私人部門方面並

未提出系統性說明，且忽視市場壟斷因素，同時凱因斯主義擴大干預政策

在欠缺民主基礎之國度容易惡化為集權或極權之藉口。其信徒作出部分修

正，新凱因斯主義認為二戰後英、美等工業國經濟，不單係一私人經濟，

亦非純粹公有經濟，而係兩者共同組成之混合經濟，在公共部門方面仍信

奉凱因斯所強調國家應採宏觀經濟實施各種調節措施，對私人部門則承認

應受市場競爭規則支配，非但應保持市場體系固有之高效率，然須避免整

體經濟中有效需求不足、分配不均、長期蕭條、大量失業等諸多缺陷
66。 

 

第三款  新自由主義 

 

羅素於其所著權力論一書中曾言之，深知專權危險之 19 世紀，曾有

一最得意之避免方法，即是競爭67。 

福利國家為因應多樣、複雜、大量服務行政之需求，在有限國家中，

公共部門從擴充而至肥大，財政之耗費激增，赤字逐漸擴大，政府施政失

去其原有之控制能力，故遭譏諷為政府失靈。1950 年至 1960 年代因經濟、

科技發展迅速及資本家財富快速累積，由北歐瑞典開啟福利國家之窗，但

自同世紀 60 年代末至 80 年代初，西方諸國採取之市場調節政策逐漸發現

邊際效益遞減現象，失業率遽增，通貨膨脹加速，計畫性經濟失靈，形成

戰後嚴重之世界性經濟危機，論者認為係計畫經濟與市場系統發生矛盾。

因過度投資及經歷石油危機，1970 年代起則形成嚴重通貨膨脹及經濟發展

停滯，導致凱因斯理論不斷遭受到挑戰與批評，雖然英、美等國開始吸納

累進所得稅、遺產及贈與稅、縮短財政支出、將政府運用於軍事部門之資

源轉向民生、採行限制出口及鼓勵出口之對外貿易管理措施等，以平衡社

會階級間之差距，但縱使老牌福利國家之英國社會階級間相對貧困化及絕

對貧困化現象不因之縮減，經濟強國間對於日益惡化之國際貿易競爭力下

降
68，漸生畏懼，而圖謀革新，在反凱因斯主義之浪潮下，新自由主義遂

                                                 
65 李任初，新自由主義－宏觀經濟的蛻變，臺灣商務印書館，1992 年 11 月，頁 52-57。法國雖

圖以經濟政策對工業發展進行，然負責制定政策之官員對各企業幾乎無控制權，僅能制定政策對

一般公共部門之研究及發展予以支持，故該國與其他市場經濟國家之「計劃及傳統中歐、東歐式

之生產計劃並不相同。Arne Jon Isachsen、Carl B. Hamilton、Thorvaldur Gylfason 著，張

勝紀、蕭岩譯，理解市場經濟，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 年，頁 46-47。 
66 李任初，新自由主義－宏觀經濟的蛻變，臺灣商務印書館，1992 年 11 月，頁 49-52。 
67 Bertrand Russell(羅素)，靳建國譯，權力論（Power），遠流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2

年 2 月，頁 191。  
68 李任初，新自由主義－宏觀經濟的蛻變，臺灣商務印書館，1992 年 11 月，頁 7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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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因應經濟時勢興起。從而，自由市場機制成為再度燃起之希望，反對國

家直接干預與生產之經濟自由主義復甦69，以自由主義為基調之行政改革

主張，修正古典自由主義之自由放任哲學觀，建議回歸尊重個人自由及具

效率之自由市場競爭機制，在重視成本分析之前提下，限定國家從事公共

事務之領域，要求國家管制最小化及經濟直接干預最小化，準此，公共部

門應予縮小，以節約國家支出，具體之主張包含社會市場化、資本自由化

與私有化。由此觀之，新的自由思想對凱因斯主義之討戰，清楚地以自由

優先及避免干預作為其與凱因斯主義以重視平等及國家干預立場間之界

河。 

因政治經濟社會因素之變遷，自由主義思想產生動態思考，有其改革

之必要及合理性，且衍生典範融合或典範移轉（paradigm shift）。一般

而言，上開所謂新自由主義係對自由主義最新發展總體思潮之評價，非指

特定學派。誠如前述，自 1970 年代末期起，英、美等國一系列朝向小政

府思想之民營化、規制緩及行政改革，學者概認係發韌於新自由主義思

潮。原籍奧地利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海耶克（Friedrich A. Heyek）推

崇以個人主義為基礎之市場經濟，強調機會平等之自由競爭，認為計畫經

濟係對自由最大之破壞，其相信集中之計畫經濟必然損害市場機制，無法

使消費之需求獲得滿足，且扼殺基層經濟單位之主動性、創造性及責任

感，從而，導致經濟效益下降，使人喪失自由選擇之機會，形成人為之差

別待遇，且經濟上之集權必導致最專橫之統治合法化，產生政治之集權與

當代蒙昧主義，在思想方面，思想之國有化必然引發真理之末日
70。其極

力反對公有制及中央集權之計畫體制，倡導經濟自由主義，其認為市場係

傳遞與整理無數資訊及合理分配資源之有效機制，為任何人為設計之機制

所不及，因任何人無法獲得關於所有其他人需求之完備知識，為使市場得

及時做出正確之回饋與獨立決策，經濟活動者之自由選擇及自由競爭不應

受干預，惟其非自由放任主義之主張者，反係要求政府應採積極作為創造

有益競爭之條件，其亦正確地指出計畫經濟之優缺，計畫經濟固然較自由

競爭制度更容易實現特定目標，但亦可能採用不經濟之方式，且不顧其他

需求，而將資源集中於特定之目標，發生資源配置之錯誤與不經濟使用情

形，整體經濟反因計畫經濟目標之實現而降低效率，且由於個人失去選擇

之自由，同時令特定擁有管理權者擁有排他性之機會，反造成人為之差別

待遇，極端情形將形成集權主義與獨裁制度
71。同理，在個人與市場間之

關係，其認為競爭之功用，即是讓吾人認知何人最善於為自己服務72。此

                                                 
69 因此，有稱之新自由主義為新右派或新保守主義。 
70 李任初，新自由主義－宏觀經濟的蛻變，臺灣商務印書館，1992 年 11 月，頁 9；王振東，自

由主義法學，法律出版社，2005 年 10 月，頁 60-66。 
71 李任初，新自由主義－宏觀經濟的蛻變，臺灣商務印書館，1992 年 11 月，頁 82-92。 
72 F. A. Hayek 著，夏道平譯，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遠流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3 年 1

月，頁 126。 



 24

外，海耶克係程序正義論之鼓吹者，而反對社會正義論，其認為自由社會

之法律應形成普遍化之規則，而社會正義之典型特徵，係不關注保障個人

自由不受強制與干預，以使每個人均得追求其自身利益，反係專注社會機

制之特定結果，換言之，社會正義不關心程序與過程之公共性，僅對分配

結果有興趣，故指稱任何保障分配正義之努力，均難免導致兩種惡果，一

係試圖保障一種特定分配正義類型，意味有關人之目的之一套價值觀擁有

對其他價值觀之優先特權，而此與承認目的多樣化之自由社會不相容，另

一則由於該價值觀缺乏明晰性及精確性，考慮社會與道德事實上之多樣

化，試圖按照一種或數種此類標準分配產品與服務，將係一項極不受限制

之事業，並使官員手中擁有極大權力，為政府權力濫用及對公民權利粗暴

干涉提供十足之條件，故社會正義政策將加劇政府行為之隨意性及利益團

體間之衝突。其以所堅持之程序正義標準，認為市場過程本身係合法且公

正，又其對社會福利安全措施之價值定位，不在獲得更大之公正或對某些

想像中之福利權利做出反應，而係提供最低生活保障，以防止社會動盪
73。 

同時期屬芝加哥學派之弗里德曼（Milton  Friedman）係經濟自由與

政治自由結合論之主張者，其認為經濟自由制度為達成政治自由之手段，

同時其本身亦為一種制度。其相信生產過剩之經濟危機、通貨膨脹、結構

比例失調等不合規律情事，均為偶然之現象，此與資本主義生產之內部規

律無任何關係，故主張自然失業率理論，反對政府增加就業機會，反對凱

因斯主義之充分就業理論，以為消除工會之壟斷，使工人自由競爭，自然

失業率即降低；其倡議採單一規則之貨幣政策，以貨幣供給作為貨幣政策

之主要指標，並排斥以利率作為貨幣政策指標之論點。其復認為自由市場

並不排除政府之需求，但政府之必要性在制定自由市場之競爭規則，故政

府應縮小其直接參與競爭之程度；其亦主張公平分配與人身自由兩種理想

存在根本之衝突，故社會應將自由置於首位，始能獲得最大之自由及更大

之平等，任何平均分配均無法帶給生產者及社會發展刺激，其批評福利國

家政府實行結果平等政策，將結果平等置於自由之上，其結果係既得不到

平等，更無法獲得自由。在經濟方面之主張，其一改凱因斯主義要求政府

進行干涉之說法，認為政府之經濟政策應在控制貨幣之發行量，以調節工

資與物價之水準
74。 

而前此，德國經濟學者歐根（Walter Euchen）、貝姆（F. Böhm）於

1930、1940 年代在德國遭逢經濟危機時，提出社會市場經濟理論，而被稱

為德國新自由主義，當時西方世界尚充斥凱因斯主義75。社會市場經濟理

論仍相信自由競爭係通往經濟繁榮之必經道路，故主張憲法保護私人佔有

                                                 
73 顧肅，自由主義基本理念，左岸文化出版社，2006 年 10 月，頁 379-388。 
74 顧肅，自由主義基本理念，左岸文化出版社，2006 年 10 月，頁 390-393；王振東，自由主義

法學，法律出版社，2005 年 10 月，頁 66-72。 
75 李任初，新自由主義－宏觀經濟的蛻變，臺灣商務印書館，1992 年 11 月，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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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資料及其他財產之權利，但其行使須有利於社會，雖提倡自由競爭，

然反對自由放任及一切壟斷，認為國家應積極而有效履行社會市場經濟所

賦予之經濟職能，並以全民福利作為市場經濟之基本目標，是其有別於自

由放任之市場經濟，而強調國家應制定並維護市場之競爭規則，並在此基

礎上充分發揮市場主體之自由，換言之，社會市場經濟理論並不如古典經

濟自由主義般反對國家對經經濟之干預，而係反對跋扈之國家干預，其具

體之社會經濟政策主要有取消經濟管制、實行貨幣改革、實施反拖拉斯

法、控制貨幣增長率、穩定物價水平、保持預算平均之財政政策、採與勞

工生產率相關之工資政策及對外貿易自由與經濟一體化
76。 

美國雷根之經濟復興計劃採取之供給居首、貨幣穩定政策及預算平衡

均為新自由主義之基本政策思考77。雷根政府實施增加就業、減稅、削減

預算支出、放寬政府對企業之管制、實施緊縮性貨幣政策，以消除通貨膨

脹、扭轉經濟衰退，並實現穩定增長之目標，使其經濟政策的確創造二戰

後第一次連續 7年之經濟成長，故而，英、法、瑞典等國亦根據其國情起

而效尤78。雷根政府經濟顧問弗里德曼、英國柴契爾夫人政府之幕後推手

海耶克幾乎同步實施自由化政策，放寬金融管制，解除以往限制資本活動

之屏障，使市場獲得最大之自由及最少之干預，由市場自行節制；法國政

府則跟隨彼國新自由主義奠基者阿萊（M. Allais）腳步，進行改革。繼

之，美國柯林頓政府強力推展之 WTO 機制，亦係在新自由主義波瀾下之成

功產品，WTO 所欲排除國際間商品與資本流通之障礙。誠如韋伯所言，任

何統治者永遠需要合理化其自身特權之一套神話，近年間之西方主要國家

已覓得新自由主義作為其施政哲學之主要正當化理論。 

總結上述新自由主義之觀點，係否定國家干預與福利國家之效能，而

回歸於古典經濟理論，強調市場係合理且有效之機制，只有在市場自行運

作之結果不如政府干預之效果時，政府始有插手餘地，政府須積極創造或

維護有利於競爭之市場環境，但公共財（public goods）
79乃社會所必需，

                                                 
76 李任初，新自由主義－宏觀經濟的蛻變，臺灣商務印書館，1992 年 11 月，頁 112-128；王振

東，自由主義法學，法律出版社，2005 年 10 月，頁 72-76。 
77 值得注意者，美國雷根總統及其後之老布希總統在政治上均對自由主義加以撻伐，但歐洲學者

仍堅稱其執政思想為新自由主義，此認知上之顛倒，或可解為政治自由主義與經濟自由主義為彼

此分立之思想。Immanuel Wallerstein 著，彭淮棟譯，自由主義之後，聯經出版事業公司，2001

年 6 月，頁 94。 
78 李任初，新自由主義－宏觀經濟的蛻變，臺灣商務印書館，1992 年 11 月，頁 208-230。 
79 經濟學上，一般將產品區分為私有財、公共財及準公共財，其區分之重要準據為該產品取得方

式競爭性與消費方式排他性之有無。私有財同時具有消費之競爭性與排他性，公共財正與之相

反，公共財具有多數人共享而不損及其他人效用之非競爭性，及不排除他人利用之無排他性，介

於此二者間者，只具排他性者，則稱之準公共財（張清溪、許嘉棟、劉英釧、吳聰敏，經濟學：

理論與實際（上冊），自版，2004 年 8 月，頁 321）。公共財具有利用他人消費時搭便車（free rider）

免費地享受之性質，人們雖有需求，但隱藏其偏好，俟他人購買後，可坐享其成（毛慶生、朱敬

一、林全、許松根、陳昭南、陳添枝、黃朝熙和著，經濟學，華泰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8 年 5

月，頁 238），且因需求者隱瞞或低報其願意支付之公共財價格，造成實際市場需求偏低，而無

法獲得充足之公共財數量，無法使公共財分配具有效率（莊奕琦，經濟學原理，智勝文化事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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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無法藉由市場生產，更不應由市場分配，此部分則應由政府壟斷，然不

可形成擴大官僚體系，而造成國家更重財政負擔，亦即要建設小而能的政

府。 

經濟學者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將經濟行為與政治行為加以

聯繫，否定經濟與政治之二元論，並將經濟分析中之經濟人（economic man）

成本分析法導入公共選擇領域，分析政府行為之動機及行為方式，並導出

政府失靈及支配人們政治行為及經濟行為之動機本質為一致等結論，並認

為人們之政治行為及經濟行為均以自利作為準則。長久以來，西方之經濟

學假定個人受利己心之支配，故人之一切經濟行為均朝追求個人利益之最

大為前進，此即其所謂之經濟人，而政治過程乃超脫於個人之公益活動，

政府係專為公眾謀福利而無自身利益之組織，布坎南對此長久以來固有理

論所採取之經濟分析與政治分析脫勾之二分法，不以為然。在其眼中，無

論市場領域或政治領域，人們總基於個人成本收益間之計算而做出決定，

利己之心不因選擇之環境不同而有異，經紀人不僅係市場選擇且係政治選

擇之主體，故經濟制度與政治制度、市場與政府、私部門與公部門間，實

難畫出一清楚界限，民主政治如同市場一般，皆係出於自願契約交換之制

度，均為取得各自之利益，絕非為實現其自身價值判斷外之「共同目標」，

政治交換之秩序結構為市場交換得以進行之必要條件，市場交換過程中交

易者之權益至為清楚，但政治交換過程則涉及相關群體之所有成員，屬較

複雜之交換結構。布坎南發覺官僚體系係為政府官員帶來個人利益之最佳

方式，官僚主義解決問題之手段及使用社會資源之效率均遠低於市場解決

機制，官僚體系越龐大，官僚攫取之物越多，從而，亦反對凱因斯主義擴

張政府權力及實施膨脹性財政與貨幣政策。由上可見，其思路實與新自由

主義所見，日趨一致
80，而其最大成就，在於不認為市場係無條件地有效，

且提出市場失靈時之政治解決方案，及說明個人自由之公共領域限度，並

在制度上解決外部不經濟問題81，簡言之，其認為政府對經濟活動之過多

干預必然使社會資源知使用效率低於市場機制之效率，故須大力減少政府

干預，盡力發揮市場功能，政府之干預永遠為第二選擇，祗有政府缺陷明

顯小於市場缺陷時，始可選擇適當之政府干預82。 

 

                                                                                                                                            
限公司，2003 年 4 月，頁 332）。政府之所以提供公共財係因政府為前述需求者表達其對公共財

之需求，以替代消費者隱藏之需求，不一定須由政府負責公共財之生產，具體言之，政府提供公

共財之意義為政府購買公共財，而不必然由政府生產公共財（毛慶生、朱敬一、林全、許松根、

陳昭南、陳添枝、黃朝熙和著，經濟學，華泰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8 年 5 月，頁 247）。基於

以上之認知，是可推論吾人雖可以排他性及競爭性之有無判斷財貨是否為公共財，但前述標準不

足作為該財貨應由公部門或私部門提供之判斷依據，換言之，政府所提供之財貨並不必然為公共

財（莊奕琦，經濟學原理，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3 年 4 月，頁 329）。 
80 李任初，新自由主義－宏觀經濟的蛻變，臺灣商務印書館，1992 年 11 月，頁 187-206。 
81 顧肅，自由主義基本理念，左岸文化出版社，2006 年 10 月，頁 416-421。 
82 王振東，自由主義法學，法律出版社，2005 年 10 月，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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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款  小結 

 

自由非不可限制，貝林（Saiah Berlin）曾言：「我吾期望成為自己

王國之主人，但因邊境綿長而不安全，為減少或消除易受攻擊的地方，吾

將國度縮小。」83 

自由主義對於解放人民遭國家迫害之宿命及建構自由權利保障、平等

社會制度，可謂功不可滅。就政治權利而言，法治主義者向以追求最大自

由為職志，是以，亦以自由為其核心價值及中心思想，從而，仍以自由主

義為核心，但法治主義論間對於國家之機能，尚有不同之理解，自由法治

主義者認為國家之權力應有限度，並進行最少之管制，主張最少管制之國

家即最好之國家，相對者，社會法治國則更傾向對人性尊嚴之實踐，及追

求實質之平等，以福利國家為架構，增加對弱勢之扶助，以追求社會正義。 

在經濟權利方面，處於資本主義社會之中，市場早為被容許之社會機

制，將市場之交易架構分析出權利之保護模式，同為法治主義者努力之課

題，然由經濟學者之觀點，係更著眼於國家對市場之管制密度。經濟理論

關注現實之市場現象，已有長久歷史。亞當‧史密斯以降之古典經濟自由

理論，認為價格為控制市場之「看不見的手」，惟全然委諸市場，放任而

不予克制，貧富差異之日益惡化，及階級間矛盾與對立之擴大，是歷史亦

係現實。凱因斯主義者雖不排斥市場競爭之經濟價值，但更深切體認市場

之不穩定性，故而，主張擴大形成社會平等功能之國家干預措施，間接地

為國家擴大政府部門之理論依據。從人性面觀察，凱因斯主義為社會平等

之貢獻及建構經濟之理論基礎，係經濟自由主義者中最具良知良能之學

派。惟國家之有限性，不僅可由國家權力容許性寬窄深淺之設定言之，就

國家可得運用之公共財源而論，亦具有限性。國家為履行憲法保障人民人

性尊嚴承諾而實施之社會保障制度，亦須斟酌當前財政。因逢戰後經濟不

景氣，故受批評。新自由主義者之論調係否定國家干預及福利國家之效

能，建議回復古典經濟理論對市場之尊重，及採行小政府之政府結構，並

架構政府機能社會化、市場化、自由化及私有化之正當性。 

對於以上自由主義之認識，有助於個人權利意識之開展，及釐清國家

對於資源分配之決定對策是否符合正義，此適與法學所追求者，已非形式

之法治，而係符合正義之實質法治國。對於自由主義思想之認知，尤其自

由主義就市場之剖析，更可使吾人發覺自由權利與市場間之聯繫關係。從

純經濟面言之，尊重市場，並由供需均衡決定正確之市場價格，在理性選

擇之理論模型下，可反應真實需求之選擇及交易成本，國家亦得更正確做

成施政之決定；又賦予市場發揮其應有之靈活性及競爭性，復可改善僵化

之公部門機能及減縮國家之公共負擔。惟追求自由競爭及維繫社會正義均

                                                 
83 Saiah Berlin 著，陳曉林譯，自由四論，聯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 年 9 月，頁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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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國家不可輕忽之核心價值，從而，究竟應賦予市場如何之功能及國家應

進行強度若干之干涉，凱因斯主義及新自由主義除以對立態度相抗衡外，

實更應費心於研究二者之均衡點，以免市場失靈及政府失靈交互成為循環

之惡夢，始為黎民之福。 

現代法學之發展，自始即奠基於自由主義保障人民自由權利思想之基

石上，近代再受以經濟市場為核心觀點之凱因斯學派及新自由主義學派之

衝擊後，提醒法學之研究應再積極探索自由之內涵、實踐途徑及與國家之

結構性關係，特別係關於憲法基本權客觀面向之國家保護義務之界定。質

言之，目前法學對基本權之自由權討論係著重在對國家主觀防禦權及客觀

化之制度性保障、組織與程序保障等功能，較少進一步分析個人自由於社

會整體環境中之價值、自我決定之可能暨其實踐之機制，及如何防免國家

藉由分配正義之決定偏好
84而使其自由權利反遭輕忽之事實。跳脫自由係

個人與國家間之兩面關係，而改以個人、國家及社會三面關係之認知，則

自由之實現，不僅可藉由號稱維持正義公平機制之國家體制完成，亦可能

透過充滿選擇與競爭之市場達成一定之分配功能，若此認識無誤，則吾人

當可廣泛承認私部門在逐利之情境下，亦有為他人實現自由之可能性，從

而，於現代法治國家中，於行政組織或行政作用中擴充私部門之功能，亦

為國家增益人民自由權利可利用之重要管道。此即意謂，提供選擇亦為實

踐自由之重要機制。擁有選擇之權限，即表徵多元之存在。故而，姑不論

凱因斯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對國家干預密度之容許程度，廣義之自由主義提

供法學最明顯之資訊係多元對於自由之內涵及實踐，乃極其重要之事。而

在尊重多元之前提下，必然產生民主之概念，蓋由獨裁與專制決定人民之

權益及決定，人民充其量祗係牧者馴服下之綿羊，只有接受之義務，而無

選擇之權利。是以，唯有在民主之環境中，方有多元，自由始得開展。 

新自由主義之思想變動帶給國民教育之意義，係國家非當然應為一切

教育給付之給付者，由自由市場提供仍為一重要之給付途徑，古典自由經

濟主義及新自由主義一再強化此意念，惟凱因斯主義之呼籲，更值朝向資

本主義發展之社會反省，以公平維繫社會正義始為國家真正存在之意義，

即便所謂之公平係可以不斷被檢證者。依此理解，在教育給付資源欠缺

時，國家即應積極介入以提高教育給付之能量，俾彌補市場自發力量之欠

缺，方得維護教育機會之實質平等。反之，新自由主義亦不無可取，亦即，

若發生國家給付之教育體系不當擴大，或威脅國家財政資源之合理分配，

或教育給付遭國家壟斷，或教育內容僵化等情事，則檢討改造即為必要，

而加速開啟市場競爭，應係可資參酌之調控機制。 

西方民主國家如英美等國，基於其歷史背景，擁有長期且穩固之私立

                                                 
84 福利主義最為人所詬病者，即係基於偏好所形成之支配關係。關於偏好與政策決定，參見凱斯‧

R‧孫斯坦（Cass R. Sunstein）著，金朝武、胡愛平、喬聰啟譯，自由市場與社會正義，中國

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 年 1 月，頁 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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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教育系統，反之，我國則欠缺此現實環境，從而，我國關於國民教育

之提供，尚難全委由市場進行分配，然目前辦學由政府寡占之現象至為明

顯，教材內容雖因教科書編輯權開放，而略有改善，惟公立學校概以選定

其一版本教科書教學，故與教育之多元距離尚遠，公立學校組織結構統一

化，開展之空間彈性不足，諸此種種，開創市場競爭環境，以促進其積極

改善，已見其必要。 

 

第二項 公共行政學觀點 

第一款  學理發展歷程 

 

在全球化之趨勢下，全球競爭之焦點不但由企業層次轉為國家層次，

競爭範圍亦由經濟成長轉為整體之國家競爭力85，而國家行政運作正係國

家競爭力展現之重要一環，公立學校之教育行政給付亦不脫其公共事務之

性質，故有自公共行政理論之觀點加以究明之必要。 

早期國家之公共行政係建立在官僚主義之基礎上，而韋伯於 20 世紀

初即指出：「官僚制度係現在社會之世界性命運」，即官僚制度將進入一切

社會結構，包括政治性及非政治性之機構，此已非預言，而係對當時社會

發展趨勢所下之結論
86。顯然韋伯係認為現代官僚結構基本上具系統之合

理性，其合理性之基本特徵在於官僚具有專業知識，且具有確實、持久、

紀律、密集及可信賴等性質，而管理上之分工原則並促成官僚結構日益發

達之原因87，然其亦具有系統之不合理性，而僵化之精神即其最欠缺合理

之處，如同韋伯指摘官僚主義所稱「雖有生命，卻像一件沒有生命之機器

般僵化」88，因此，官僚體系之不合理性屢屢遭受時代之挑戰。 

概觀美國 20 世紀中各時期對官僚體制之改革思想，與上述自由主義

發展具密切關係，但亦有其學術之獨立性格，約言之，於 1900 年至 1940

年間認為有效率之政府即好政府；於 1940 年至 1970 年間主要著重控制成

本之預算；於1970年 1980年間目標在強化效率及有效管理之政府；於1981

年至 1992 年間從事民營化與小政府之改造；而自 1992 起之政府改造則揚

起企業家精神改造公部門之風帆
89。由於 1970 年代之經濟危機，造成美國

及西歐人民對政府計畫有效性之質疑，轉而循功利個人主義（Utilitarian 

                                                 
85 江岷欽、劉坤億，企業型政府－理念․實務․省思，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 年 5 月，

頁 5。 
86 吳庚，韋伯的政治理論及其哲學基礎，聯經出版事業公司，1993 年 5 月，頁 81。 
87 吳庚，韋伯的政治理論及其哲學基礎，聯經出版事業公司，1993 年 5 月，頁 83-86。 
88 吳庚，韋伯的政治理論及其哲學基礎，聯經出版事業公司，1993 年 5 月，頁 90。 
89 ［美］尼古拉斯․亨利（Nicholas Henry）著，張昕等譯，公共行政與公共事務，中國人民大

學出版社，2002 年 4 月，頁 287-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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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vidualism）思路發展，強調效用之動機（motives of utility）、

成本效益權衡及選擇之利弊計算。尤其在美國文化中，對於管理之信仰，

遠重於德國所強調公民服從（German－Prussian civil obedience）及法

國之公共利益維護（etatist）觀念，亦即相信唯有效用及效率之管理，

方能提供給個人主義者作為財貨消費者（無論公私部門）之最有利選擇90。

繼此發展之公共事務民營化，從其實踐過程可發覺協力觀念已逐漸主導公

私部門之價值觀、關係及框架，而由雙方共同推動公共政策及公共事務成

為 21 世紀兩部門互動之重要走向，且構成歐美先進國家自 1980 年以來之

新公共管理思潮91。而在新公共管理理論之衝擊及挑戰下，行政組織及行

政組織法受民營化及內部組織再造等思潮之影響，構成巨大之改變壓力92。 

相當程度上，其他各國自 1980 年代以降，亦以政府再造描繪為文官

體系提升績效之改革聖杯，甚至轉化為象徵治理能力之政治圖騰93。自 1980

年代起，各方對公部門之抨擊，舉凡公部門之規模（scale）、行政範圍

（scope）及其行事方法（method），無所不包，蓋政府規模過於龐大、消

耗過多稀有資源，且政府亦介入過多活動，導致官僚體系之平庸及無效率

等，業為人詬病；再者，不論現有之行政組織模式、資源管理策略、管制

手段均不乏更精進之替代方案，準此，傳統官僚體制不禁令人留下屬不受

歡迎社會組織形式之印象
94。 

公共行政學與經濟理論具有相近之發展歷程，1970 年代崛起之新公共

行政學派（New Public Administration）一反傳統公共行政學過度重視

經濟與效率之價值之期許，而傾向主張政府應關懷社會弱勢族群，以建立

公平之社會95。然自 1980 年代以降之新發展，則朝向以市場為導向之新公

共管理（New Public Management）96。市場之所以獲得政府之信任，主要

在市場係以消費者為導向，並具有競爭性、平等性及開放性等特性97，新

公共管理理論將公共服務化約為經濟之一環，強調市場機制，以價格作為

維持秩序與協調之工具，其核心價值為競爭、理性、交易、效率、回應力

                                                 
90 詹中原，新公共管理發展之歷史系絡，2002 年 6 月 20 日，內政(評)091-141 號，

http://old.npf.org.tw/PUBLICATION/IA/091/IA-C-091-141.htm 
91 黃榮護主編，公共管理，商鼎文化出版社，1999 年 4 月 10 日，頁 594（吳英明執筆部分）。 
92 林明鏘，中央政府再造與組織法制變革，收錄於馬漢寶教授八秩華誕祝壽論文集；法律哲理與

制度－公法理論，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6 年 1 月，頁 155。 
93 江岷欽、劉坤億，企業型政府－理念․實務․省思，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 年 5 月，

頁 11。 
94 Owen E. Hughes 著，林鍾沂、林文斌譯，公共管理新論，韋伯文化事業出版社，1999 年 10

月，頁 12-13。 
95 黃榮護主編，公共管理，商鼎文化出版社，1999 年 4 月 10 日，頁 19（余致力執筆部分）。 
96 新公共管理運動基於不同觀點而被冠以相異之學理名稱，諸如管理主義（managerialism）、以

市場為基礎之公共行政（market-based public administration）、企業型政府（entrepreneurial 

government）、新右派（New right）、新治理（new governance）模式等。孫本初，公共管理，

時英出版社，1997 年 11 月，頁 2。 
97 丘昌泰，政府與市場：從行政科學典範變遷論「小而能政府」的建立，收錄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主辦，行政現代化兩案學術研討會論文集，1999 年，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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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98。尤如美國雷根政府及英國柴契爾夫人政府或被稱為新右派，一方面

界定國家為鼓勵獨占、壓抑創新精神、限制自由選擇、過度生產、浪費及

無效率，另一方面將市場解為鼓勵競爭、具企業精神、重視自由，故而要

求政府應朝向市場決定論，採擴大選擇及增進效率之政策。是以，新右派

之行政革新或政府再造，顯露出對市場導向及企業型政府之偏好，承此，

乃極力期待將企業精神、市場競爭機能及顧客導向等觀念引進公部門
99。

繼而美國前總統柯林頓政府所提出之國家績效評估報告（Report of 

National Performance  Review）亦指出企業型政府之政府再造行動，應

遵行刪減法規及簡化程序、顧客至上及民眾優先、授權員工及追求成果、

撙節成本及提高效能等原則100。歸結其特質，包括重視成本效益關係、重

視績效評估、重視選擇與競爭、主張創新與改革、主張法令鬆綁及主張顧

客導向101。顧客導向之行政管理觀點，係一改原本傳統行政組織運作所強

調「命令─服從」之模式，取而代之者，係以「供應者─顧客」合作關係

之行政組織文化，而此所指之顧客（customer）並非狹隘地指位於組織外

部使用組織最終產品或服務之人員，同時亦指組織內部由於分工形成之單

位，是其範圍兼含內在顧客與外在顧客102，從而，在政府再造時，須先界

定顧客之範疇，並依其需求之優先順序予以滿足103，以此為基礎所逐漸發

展出之公私合夥關係，使治理模式由國家強勢且單獨治理蛻變至國家社會

共同治理，而此公私合夥範式，其成功條件乃彼此互利互信、目標清楚、

責任明確、分工確實104。 

公共行政理論模式可概分為三種面向，其一之公共行政理論偏向層級

節制治理模式，及以權威作為主要之協調機制；其二之公共管理理論偏向

市場治理模式，以價格作為主要之協調機制；其三之公共服務理論偏向社

群治理模式105，以信任作為主要之協調機制106。比較前者與後二者之別，

                                                 
98 吳瓊恩、周光輝、魏娜、盧偉斯，公共行政學，北京大學出版社，2006 年 3 月，頁 305（吳瓊

恩執筆部分）。 
99 江岷欽、劉坤億，企業型政府－理念․實務․省思，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 年 5 月，

頁 67。 
100 孫本初，公共管理，時英出版社，1997 年 11 月，頁 309。我國政府再造之思考方向，亦然。

林嘉誠，創新服務與政府改造，收錄於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編，政府改造，2003 年 12 月，

頁 475-486。 
101 林水波，政府再造，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 年 9 月，頁 41-44。 
102 孫本初，公共管理，時英出版社，1997 年 11 月，頁 61、64。 
103 孫本初，公共管理，時英出版社，1997 年 11 月，頁 282。 
104 丘昌泰，政府與市場：從行政科學典範變遷論「小而能政府」的建立，收錄於臺灣大學政治

學系主辦，行政現代化兩案學術研討會論文集，1999 年，頁 108。 
105 所謂社群係由具有共同屬性者主導各種關係之組織，即由一群具共同性者願以相同之方式行

動，如共享規範及價值（吳瓊恩、周光輝、魏娜、盧偉斯，公共行政學，北京大學出版社，2006

年 3 月，頁 324 吳瓊恩執筆部分）。社群主義從社群、市場、國家三個向度分析公共行政問題，

但社群主義之正面價值已被自由主義吸納，而其負面價值在民族主義中已過多（顏厥安，溝通、

制度與民主文化－由哈伯瑪斯的法理論初探社會立憲主義，收錄於瞿海源、顧忠華、錢永祥主編，

平等、正義與社會福利：殷海光基金會自由、平等、社會正義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2，桂冠圖書股

份有限公司，2002 年 12 月，頁 38），且此部分與教育改革之關聯亦不密切，故本文暫略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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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在舊式官僚典範下，行政組織經常被界定為設定功能、授予權威與正

式結構之組合，通常意味由上而下之主從關係，企圖將個人置於權威及功

能之系統中；後二者所立基之後官僚典範觀點，乃認為組織係由一群富有

活力之人組合而成，努力促使社會價值之完整體現，組織部門應由任務、

服務、顧客、結果等觀念，取代曩昔之觀點107。有別於以往科層體制之官

僚體系論點，後二者新理論融入市場經濟之精神，使現代官僚組織以準市

場之競爭方式遂行行政作為，將國家擬制為企業，人民為國家產品之消費

者，提醒國家必須即時反應顧客之偏好。新公共管理理論建立在小政府大

社會之前提下，即應將高度集中之公共權力分散，轉移至市場領與或公民

社會領域， 

國家應將傳統之一元權力結構，進行權力轉移與分合，轉化至政治領

域、經濟領域、社會領域三元系統。具體而言，欲實現新公共管理理論之

治理結構，即須模糊公私機構間之界限及責任，不能再堅持職能之專屬性

與排他性，且須更加強化國家與社會之合作與信賴關係。而將新公共管理

理論引入教育系統之目的，係為借鑑治理理論處理政府管理經濟之方法，

創新政府管理教育之方法，補充政府管理與市場調節不足所產生之社會管

理方式
108。以下，本文將討論近年間主要之學術理論及實務發展。 

 

第二款  公共選擇理論 

 

誠如學者之一般體認，官僚體制無效率之主要原因，在於其係公共產

品或公共服務之唯一提供者，缺乏市場競爭環境，因此，官僚體制中之成

員常有怠職情形，同時爭取過多之預算，且官僚慾望、偏好及與授權人之

人民所設定目標更經常不相符合109。1970 年代由經濟學者布坎南所創之公

共選擇理論（public choice theory），將個體經濟學運用至政治及社會

科學理論110，以個人主義之分析方法，從個人選擇探討到集體選擇，由探

                                                                                                                                            
106 吳瓊恩、周光輝、魏娜、盧偉斯，公共行政學，北京大學出版社，2006 年 3 月，頁 298（吳

瓊恩執筆部分）。 
107 江岷欽、劉坤億，企業型政府－理念․實務․省思，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 年 5 月，

頁 47-48。 
108 學理上，高等教育系統亦得引進新公共管理理論以改善高等教育之治理模式（伍復康，新公

共管理理論與調整大學和政府之間的關係，收錄於袁振國主編，中國教育政策評論，2005 年 9

月，頁 207-213。）此在高等教育方面，所展現之意義係政府管理與大學自治間之均衡點平衡點，

可設定於提高政府管理校譽與服務水準，使大學更服從及服務於公共管理之目標，而在大學方面

強調系統內部管理對象之參與，重視管理系統內部組織之自主性，使行政權與學術協調運作。 
109 吳瓊恩、周光輝、魏娜、盧偉斯，公共行政學，北京大學出版社，2006 年 3 月，頁 204（吳

瓊恩執筆部分）。 
110 Owen E. Hughes 著，林鍾沂、林文斌譯，公共管理新論，韋伯文化事業出版社，1999 年 10

月，頁 14。而相同之論理，政治學者鄧肯‧布萊克（Duncan Black）於 1948 年提出中間選民理

論（median voter theory），並於 1958 年發表委員會與選舉理論一書（The Theory of Committees 



 33

討集體選擇之必要性與制度缺陷，說明傳統大型官僚組織拙於反映人民偏

好。該學說以個人為分析本位，假定人之自利（self-interest）與理性

（rationality），相信人之行為均出於有限可用之手段，而理性選擇其可

達成目標之最有效途徑，且認為市場係最具效率之機制；依其分析，由於

人民對政府並無監督之誘因及缺乏市場競爭機制予以有效制衡，因而自利

之官僚得罔顧公益，反而追求其個人權位暨利益，因此提議減少政府職

能，建議以民營化、簽約外包方式，建構準市場機制（quasi-market 

machanisms）如使用者付費原則調和供需關係，以達成有效之資源配置
111。

由此觀點言之，官僚體制之運作將不盡人意，因個別官僚所在乎者，係企

圖由機關付出成本，而使自己之效用極大化，應非誠心追求公共利益，誠

如政治人物之不可信任，亦在於汲汲營營其獲取個人選票及金錢之極大

化。從而，公共選擇理論一般所推斷之最佳結果，係市場動力所扮演之角

色極大化及政府所扮演之角色極小化，故應允許競爭及選擇，儘可能將各

種活動交予私部門處理
112。從結論言之，布坎南公共選擇理論之自由主義

思想被歸類為反政府管制理論者。 

公共選擇所關心之重點係基於公共立場所作之選擇113，主張政治過程

本身亦係一種「交換」，而所謂之交換，則有兩層意義，第一層次指個人

交付某種程度之稅捐，以獲得某些公共財，第二層意義係指個人守法納

稅，以換取其他人同樣守法納稅。政治過程隱含可觀之利益，故吸引各式

各樣之競租者，在選民理性無知及尋租（rent seeking）114者逐利之交互

作用下，政府將日愈龐大，政府控制之資源日益增加115。公共選擇理論揭

露政府尋租行為之動機及可能性，所謂尋租係指私利追求者與代理人間之

資源交換，企業追求利潤須在合法合理之市場競爭環境中進行，而由於只

                                                                                                                                            
and Elections）。布坎南及圖洛克於 1962 年發表之 The Calculus of Consent 乙書被認為係公

共選擇理論之始祖，或稱其學說為政治經濟學。 
111 黃榮護主編，公共管理，商鼎文化出版社，1999 年 4 月 10 日，頁 21（余致力執筆部分）。 
112 Owen E. Hughes 著，林鍾沂、林文斌譯，公共管理新論，韋伯文化事業出版社，1999 年 10

月，頁 15-16。承襲布坎南學派思想之公共行政學者歐斯洞（Ostrom）另提出政府組織之民主式

行政典範（democratic administration paradigm），以權威分散（fragmented authority）及

轄區重疊（overlapping jurisdictions）原則，取代傳統韋伯之科層結構之集權運作（黃榮護

主編，公共管理，商鼎文化出版社，1999 年 4 月 10 日，頁 22 余致力執筆部分）。蓋層級管理模

式通常係由統治者決定公共利益之內容，並將權利義務分配予被統治者，其治理風險在於統治者

若對於統治問題之本質與因果關係無法詳細理解，將喪失其控制能力，而為改善官僚怠職之制衡

方法，係設計多核心之治理結構，由人民自行選擇服務較佳之政府，或提供服務外包（吳瓊恩、

周光輝、魏娜、盧偉斯，公共行政學，北京大學出版社，2006 年 3月，頁 300、306 吳瓊恩執筆

部分）。 
113 熊秉元，公益彩券、制度經濟學、公共選擇，收錄於氏著，約法哪三章？－法律及制度經濟

學論文集（一），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2 年 5 月，頁 148。 
114 或稱為競租，最傳神之說法，莫如鑽營乙詞。張清溪、許嘉棟、劉英釧、吳聰敏，經濟學：

理論與實際（上冊），自版，2004 年 8月，頁 386。 
115 熊秉元，保險與個人，收錄於氏著，天平的機械原理－法律及制度經濟學論文集（二），元照

出版有限公司，2002 年 5月，頁 68-69；氏著，，「市場之尺」和「心中之尺」，收錄於同書，頁

107-109；同氏著，，論布坎楠和寇斯的異同，收錄於同書，頁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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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政府始有決定競爭規則之權力，故企業往往以促使政府做出不利於競爭

對手之規定，以獲取額外之利益之謂116。在結合市場經濟與政府之相關研

究中，的確可發現市場經濟與政府同時存在時，政府人員亦係政治分贓與

市場特權之來源，政府人員與其他市場參與者一般，均在追求特權之壟

斷，故係出於理性私利而為，於此情境下，部分資源必遭浪費，致市場經

濟效能遞減，並使政府效率低落之政府失靈。明顯事例，係官僚體系中經

常發生對公共財之不正確觀念、施政過度消費及為私利競租等官僚體制失

靈現象，以致產生悖離社會之危機
117。公共選擇學派主張在組織與制度設

計上予以改進，增加人民直接參與公共決策的機會，而對政府權力予以設

限，以及政府組織與管轄權予以多元化118等，以推動民主行政。易言之，

公共選擇學者主張透過政府與政府間、政黨與政黨間、政府與私部門間等

競爭，以提昇官僚對人民需求之反映與行政效率。 

由於公共選擇理論屬理性模型之一種，其理論基礎建構在理性自利之理性

選擇（rational choice）假設上，認為自利為每一行動者行動之主要動

機，並致力追求自我效用之極大化，而行政官僚與常人無別，仍以自身利

益為行動之優先考量，是以，得據此分析出激發官僚潛能之誘因
119。惟此

說對個人理性之假定顯然過於全面性，忽略諸多從事公共事務者係存有利

他精神之事實120。另就公共選擇理論之民營化或外包等建言，是否真能提

更政府施政效率，學者間非無質疑，且基於公部門不如私部門之假設，不

僅可能成造成官僚構成員情緒上之難堪與理智上之排斥，亦另外衍生出對

民營化及契約管理等之其他管理上問題121。再者，依據公共選擇理論在教

育部門所實施之教育券，固然可使教育資源有效利用，然事實上窮者在控

制支出成本之考量上，通常無選擇學校之意念及能力，故教育券制度祗係

建構富者得因選擇而獲取更佳之教育而已，無形中，不過徒以犧牲窮者為

代價，致擴大社會之分裂122。此外，公共選擇非總能促進社會經濟之效率
123，蓋反映社會個體偏好之公共選擇，其必要條件不可能被同時滿足，故

公共選擇可能促成社會效率，但亦可能不能促進社會效率124；且依公共選

                                                 
116 吳瓊恩、周光輝、魏娜、盧偉斯，公共行政學，北京大學出版社，2006 年 3 月，頁 306（吳

瓊恩執筆部分）。 
117 江岷欽、劉坤億，企業型政府－理念․實務․省思，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 年 5 月，

頁 32-35。 
118 即主張不同公共事務，應由不同層級政府負責。 
119 林水波，政府再造，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 年 9 月，頁 347。 
120 林水波，政府再造，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 年 9 月，頁 347；Owen E. Hughes 著，林

鍾沂、林文斌譯，公共管理新論，韋伯文化事業出版社，1999 年 10 月，頁 16。 
121 黃榮護主編，公共管理，商鼎文化出版社，1999 年 4 月 10 日，頁 22（余致力執筆部分）。 
122 Owen E. Hughes 著，林鍾沂、林文斌譯，公共管理新論，韋伯文化事業出版社，1999 年 10

月，頁 16。 
123 Robin Paul Malloy 著，錢弘道、朱素梅譯，法律和市場經濟－法律經濟學價值的重新詮釋，

法律出版社，2006 年 1 月，106。 
124 Robin Paul Malloy 著，錢弘道、朱素梅譯，法律和市場經濟－法律經濟學價值的重新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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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理論之見解，認為行政機關亦在追求其自身之利益，但因行政機關並不

享有契約自由，而行政管制之目的亦不允許行政機關以自身利益極大化作

為其選擇自由之優先考量，故法學者依然強調行政機關應受依法行政及公

益原則之拘束，無論行政任務或選擇之行政手段，均應受到法律之引導與

決定125。 

 

    第三款  代理人理論 

 

代理人理論（principle agent theory）之立論主要假定授權人與代

理人間之關係係建立於契約之上，雙方處於平等地位，代理人依授權人意

思行事，授權人則給付代理人報酬，並認為公部門中政府與人民間之關係

亦可依此邏輯推論，即政府與人民間之關係亦建構在契約之上，政府由法

律及政策中獲得人民授權而行使權力及使用資源，利用特定方法達成公共

目的，人民則由政府提供服務得到無法透過市場機制滿足之需求。該理論

之貢獻，一為在人民與政府間之關係結構，強調政府須對其顧客即人民服

務，對行政官僚應予課責（accountability），官僚之心理應由迎合上級

主管或監督者之意志，轉移至迎合人民之需求；其二為政府與廠商間之關

係上，政府可將部分業務以契約外包方式委託私人負責，政府則基於監督

立場控制其品質，藉此縮減政府組織之規模與責任
126。 

此理論試圖為代理人找尋誘因結構，以符合授權人之利益127，然其理

論之最大困境，係於資訊欠缺或不對稱（asymmetrical information）之

情況下，將有代理人牟取個人利益之道德危險（moral hazard），及授權

人缺乏資訊或專業知識，以致無法選擇適當代理人為其服務之逆選擇

（adverse selection）128現象，套用於政府及其組織成員間之關係，其道

德危險係其成員在保障制度下，未能善盡善良管理人責任，而逆選擇效果

即政府無法聘得合適人才129。 

 

    第四款  交易成本理論 

                                                                                                                                            
法律出版社，2006 年 1 月，頁 107。 
125 陳英鈐，行政法院作為行政程序的守護神－評臺北高等行政法院對 ETC 案裁判，月旦法學雜

誌第 132 期，2006 年 5 月，頁 162-163。 
126 林水波，政府再造，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 年 9 月，頁 348。 
127 Owen E. Hughes 著，林鍾沂、林文斌譯，公共管理新論，韋伯文化事業出版社，1999 年 10

月，頁 17。 
128 林水波，政府再造，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 年 9 月，頁 348。逆選擇及道德危險源自

保險理論，前者，係指保險人與被保險人間資訊不平等，若對於具不同風險者採取相同之保費，

風險較低之者不願加入保險，而風險較高者則爭相投保；後者，係指被保險人主觀上為領取保險

給付，而從事保險原因成就之行為。 
129 黃榮護主編，公共管理，商鼎文化出版社，1999 年 4 月 10 日，頁 69（徐仁輝執筆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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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易成本理論（transaction-cost theory）係由公共行政學者威廉

遜（williamson）所發展而出，亦假定個人均屬自利取向，同時認知權威

（authority）之重要性，尤其係資訊權威（information authority）之

掌握對交易地位之影響力，同時考慮為經濟學者所忽略如制度、組織文化

等社會結構與社會變數，主張為求效率及獲利，組織將利用各種方法降低

成本，包括生產、資訊蒐集、談判、品質檢驗等成本，就公部門而言，應

檢驗其所提供之產品或服務是否高於私部門，再決定其由公部門主導該產

品或服務之生產或分配，抑或市場之自由競爭機制提供。此理論將交易成

本引進公部門，並擴充成本之內涵，包括經濟成本及括政治、社會成本
130。

以此邏輯推論，公部門以市場測試方式決定其行為模式，並不排除可發現

內部提供方式屬較佳者之可能131，但其理論之缺憾係政府組織之層級節制

不見得沒有效率或成本過高132。 

 

    第五款  企業型政府理論 

 

企業型政府意指更具效率、彈性及回應力之公共政策及行政系統133，

其具有型塑導航型之政府、授權公民參與監督政府、鼓勵公共服務提供者

間之競爭、以目標及任務為導向而非以法規命令為策力、以實際成果為施

政重點、滿足顧客要求、強調開源而非一味節流、具防範未然之能力、講

求分權且鼓勵參與式管理、市場機能優於官僚體制等特質134。欲理解企業

型政府理念，須先瞭解美國政府大量使用私部門及準私部門執行公共政策

為該國之特有現象，而其深層之意義係此現象與美國政治文化所特有之信

仰有關，亦即在美國對私人存有「企業更好」之信念，相信私人企業於完

成工作方面較大政府更具效率及效能135。 

然經由學術研究發現，從內部言之，政府部門在推動企業型政府理念

之過程中，經常衍生反制企業精神（contrapreneurship）之現象136；而在

                                                 
130 林水波，政府再造，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 年 9 月，頁 348-349。 
131 Owen E. Hughes 著，林鍾沂、林文斌譯，公共管理新論，韋伯文化事業出版社，1999 年 10

月，頁 19。 
132 林水波，政府再造，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 年 9 月，頁 349。 
133 Robert B. Denhardt、Joseph W. Grubbs 著，黃朝盟、許立一、曾介宏、夏道維譯，五南圖

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 年 1 月，頁 399。 
134 江岷欽、劉坤億，企業型政府－理念․實務․省思，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 年 5 月，

頁 73-77；Robert B. Denhardt、Joseph W. Grubbs 著，黃朝盟、許立一、曾介宏、夏道維譯，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 年 1月，頁 400-402。 
135 ［美］尼古拉斯․亨利（Nicholas Henry）著，張昕 等譯，公共行政與公共事務，中國人民

大學出版社，2002 年 4 月，頁 550。 
136 江岷欽、劉坤億，企業型政府理念的省思，收錄於銓敘部編，行政管理論文選輯第十七輯，

銓敘部發行，2003 年 7 月，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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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方面，相較於市場失靈、政府失靈，由消費者主權之企業型政府仍可

能因契約競標機制不足、提供服務選擇性之不夠，以致無法滿足民眾多元

及異質之需求，而發生準市場建構之失靈，同時亦可能因顧客缺乏資訊而

無法進行正確選擇，產生偏好錯誤，再者，提供與需求面不一致時，偏好

替代之可能性減少，而產生偏好替代失靈，使消費者選擇主權受影響137。

另外，企業型官僚所擁有之自主性愈高，確實愈讓民主之課責性難以發揮

制衡力量138。為使外部監督機制獲得改善，學者 H. Schachter 認為企業型

政府透過代理人途徑，不應將必然之公共利益寄託在偶然之政治慈悲上，

且應進一步認為公民並非政府之顧客，而係政府之所有人，始能更有意願

進行監督政府139。 

政府之公共政策須展現其獨特之公共價值，實現公共目標，凸顯公共

利益，而不可能成為以營利為目的，以利潤為目標，以私益為導向之企業，

因此，僅能將企業家之管理精神與策略引進公共組織中，以建立一高效能

之政府，職此，政府再造運動所希望建立之企業型政府，並非意指將政府

改頭換面為新興大型企業，而係指政府應澈底改變體質，創設準市場機

制，以提高行政效能
140。另從長遠之眼光而論，政府之企業精神應與民主

價值間之衝突應尋求其均衡點，並逐步修正為更具公共性之企業型政府141。 

 

    第六款  績效理論 

 

績效（accountability）理論係參採新公共管理強調政府企業管理之

價值理念，而其核心概念係綜採公共選擇理論、代理人理論、交易成本理

論等之主要思路，仍假定人性之自利及市場具效用最大化之功能，強調競

爭價值、著重顧客服務、將行政人員轉化為企業家、集合自我利益形成公

共利益。因強調競爭價值，故在提供公共服務方面，不僅認為公私部門間

應有競爭，私部門亦向公部門競爭公共契約，同時公部門間且須相互競

爭，讓市場指導個人選擇，最後決定社會之方向。此一競爭觀念，意味政

府應儘量減政釋權，政府之主要功能係導航，而非划槳者；顧客導向之政

府須聆聽顧客－人民之聲音；尋求企業精神，以新方法利用資源，擴大行

政效能。質言之，由自利之經濟活動過程，經由市場形成之均衡狀態，達

                                                 
137 李宗勳，政府業務委外經營：理論與實務，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2 年 10 月，頁 98-99。 
138 江岷欽、劉坤億，企業型政府理念的省思，收錄於銓敘部編，行政管理論文選輯第十二輯，

銓敘部發行，1998 年 2 月，頁 41-47。 
139 江岷欽，企業型政府新銓，收錄於銓敘部編，行政管理論文選輯第十七輯，銓敘部發行，2003

年 7 月，頁 21-22。 
140 丘昌泰，政府與市場：從行政科學典範變遷論「小而能政府」的建立，收錄於臺灣大學政治

學系主辦，行政現代化兩案學術研討會論文集，1999 年，頁 99。 
141 江岷欽、劉坤億，企業型政府理念的省思，收錄於銓敘部編，行政管理論文選輯第十二輯，

銓敘部發行，1998 年 2 月，頁 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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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最適量之社會公益，政府則由供給者之直接功能，轉化為管制、監督及

評估之間接功能142，官僚體系由控制導向之古典管理轉化為結果導向及顧

客導向之績效管理143。從本質而言，績效管理係組織達成目標之一種控制

程序，從確立標準、衡量績效、檢測績效至修正偏差，一以貫之；又績效

管理亦可作為政府與議會、人民間之政治溝通工具，並由績效管理產生引

導作用144。 

在實務之發展方面先進國家中於 1990 年代陸續採用類似之公共策略

規劃暨責任預算制度者，至少包括美國（Government Performance and 

Results Act of 1993）、加拿大（Expenditure Management System）、英

國（Medium Term Financial Strategy）、紐西蘭（Strategic Management）、

澳洲（Financial Management Improvement Plan）及瑞典（Three-year 

Guidelines）
145。惟如同其他理論一般，績效主義亦非無可批評之處。績

效主義之結果導向及顧客導向可能導致政府短視近期或個別人民之利

益，而忽略公共利益；尤其在解除管制之過程中，常因欠缺公眾參與，致

降低民主原則之拘束及程序限制（procedural constraint）之效果，引

發民主正當性益顯不足之危機，不僅易使公務員閃避其應盡之責任，一般

民眾復難發揮有效之監督，因此公共契約之績效愈發模糊且難以測度，同

時該理論亦忽略公共行政之人文取向，一旦弱勢族群之福利大量減縮，則

公部門之公共性價值將逐漸降低
146。 

 

第七款  政府再造理論 

 

透過前述市場經濟理論之分析，顯然可斷言固守傳統官僚體系之運作

模式已不符合時勢，政府進行再造已無可避免，而政府再造絕不得止於改

善行政資源之互換與管理等浮面表象而已，而應深化為公共行政理所當然

之深層結構
147，換言之，政府再造（restructuring government）非祇係

組織結構之解構或調整，更重要係應形成創新之官僚文化，準此而論，應

                                                 
142 吳瓊恩、周光輝、魏娜、盧偉斯，公共行政學，北京大學出版社，2006 年 3 月，頁 315-316

（吳瓊恩執筆部分）。 
143 丘昌泰，政府與市場：從行政科學典範變遷論「小而能政府」的建立，收錄於臺灣大學政治

學系主辦，行政現代化兩案學術研討會論文集，1999 年，頁 112；孫本初，政府績效管理的新思

維，收錄於銓敘部編，行政管理企業型政府新銓，收錄於銓敘部編，行政管理論文選輯第十七輯，

銓敘部發行，2003 年 7 月，頁 200。 
144 孫本初，政府績效管理的新思維，收錄於銓敘部編，行政管理企業型政府新銓，收錄於銓敘

部編，行政管理論文選輯第十七輯，銓敘部發行，2003 年 7 月，頁 197-200。 
145 黃朝盟，評論政府績效成果法草案，http://www.npf.org.tw/particle-966-2.html 
146 吳瓊恩、周光輝、魏娜、盧偉斯，公共行政學，北京大學出版社，2006 年 3 月，頁 315-322

（吳瓊恩執筆部分）。 
147 江岷欽、劉坤億，企業型政府－理念․實務․省思，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 年 5 月，

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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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改變行政組織任務、俸給制度、責任歸屬、權力分配及行政文化等事

項，重構行政部門之運作形式及內容；政府改造不全然侷限於減少公帑之

浪費、浮報及濫用；政府再造不能簡約為政府精簡之同義詞或等同於民營

化148。從另一角度而言，政府改造應致力於創設公私部門共贏之賽局，形

成二部門互相支持之組織性網絡，將雙方互動過程建構在平等互惠、共同

參與及責任分擔等關係架構上，為此，政府改造之作為應建立於移轉

（devolution）、民主化、分權化、解除管制、發展等基礎上，並將活化

參與、運用民營化、營造協力環境作為公共行政之行政原則149。 

學者認為當前之政府再造運動，當以體制內改革之新右派主張為經，

以市場經濟、企業精神為緯，透過標竿學習（benchmarking）方式，萃取

成效卓著之案例經驗，借用成功之企業經營技術，重構行政文化、公務人

力、權責歸屬、獎懲制度及目標任務，活化文官體系，大幅提高效率效能、

適應能力、革新能力及治理能力，促成行政組織澈底轉型，實現政府之公

共目的，有效擴增公共利益
150。新構之政府其再造目的不在期待明星型公

共企業家領導者之誕生，而係企求將企業家精神內化於公務員之服務過

程，透過組織調整及行政管理企業化，提供足夠之誘因與機制，激發公職

人員創新及改革151。 

在政府改造之技術上，民營化途徑為不可忽視之一環，前已略有論

及。1980 年代後對於國家功能之過度擴張及經營之無效率，期望國家回復

其應有角色，成為諸多國家無形之共識，世界銀行等國際組織亦發出政府

須在市場能自行運作或得合理運作之領域中減少干預，而促成各國之民營

化機制
152。惟對於民營化取向之檢討方面，當吾人觀察美國政府之所以選

擇民營化，由以契約外包予私人形式提供公共服務，其所獲益處，諸多與

政治靈活性（poblical flexibility）有關，諸如外包工作實驗失敗，可

終止契約，而不致遭受公眾激烈反彈；民營化允許雇用程序專家，而不須

關注通常或有時不便之人事程序與政策；契約外包允許政府自現有自願或

慈善組織受益，並提升其行政服務素質；可節省經費，人員不問維持原狀

或減少，均可增強政府精簡之形象；運用民營化，政府可承擔更多政治風

險，政府成為間接介入之角色，可以規避諸多風險
153。不過，美國民營化

之成果，是否確實證明商業比較好，美國政府本身所呈現之答案，並不明

                                                 
148 江岷欽、劉坤億，企業型政府－理念․實務․省思，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 年 5 月，

頁 17-19。 
149 黃榮護主編，公共管理，商鼎文化出版社，1999 年 4 月 10 日，頁 598-615（吳英明執筆部分）。 
150 江岷欽、劉坤億，企業型政府－理念․實務․省思，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 年 5 月，

頁 19-20。 
151 黃榮護主編，公共管理，商鼎文化出版社，1999 年 4 月 10 日，頁 592（吳英明執筆部分）。 
152 Mark Tumer，David Hulmer 著，倪達仁、席代麟、王怡文譯，政府再造與發展行政，韋伯文

化事業出版社，2001 年 11 月，頁 187。 
153 ［美］尼古拉斯․亨利（Nicholas Henry）著，張昕 等譯，公共行政與公共事務，中國人民

大學出版社，2002 年 4 月，頁 552-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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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而且拋開細微缺失不言，民營化引發之貪污問題，業已浮出檯面，而

在聯邦政府中大量運用私人顧問或智庫執行公共政策，形成服務外包與顧

問性質之混亂情狀，構成官僚晦暗之領域，更實質面問題係一項由聯邦總

會計局對四個主要聯邦機構就服務外包契約之審查發現，似乎超過五分之

一之契約內容，本質上係應由政府執行之功能154。 

 

第八款  小結 

 

公共行政主要之議題鎖定於公部門官僚體系之運作，及其合理性與不

合理性之探討。針對不合理性之改造，公共行政學以不同之思路參與其解

構與重構。公共選擇理論參酌經濟學之自利與理性假設，發覺官僚逐利之

主觀面，故期使市場角色極大化及使政府角色極小化，亦即主張強化各層

面之競爭功能及尊重公眾對市場供給面之選擇，並鼓吹國家事務民營化及

外包。代理人理論側重人民之主體地位，強調人民為公共行政權限之授權

人，政府須為滿足人民而存在。交易成本理論從成本角度，解析公共行政

最經濟之作為，公部門應檢視由其提供公共服務所需成本是否高於私部

門，以決定是否改變策略，由透過市場機制提供。績效理論主張國家應將

人民視為顧客，傾聽人民聲音，施政以滿足人民權益為重，又國家應為導

航者，藉由程序控制，達成施政績效設定之目的。企業型政府理論講求公

共政策及行政系統之效率、彈性及回應力，主張政府應引進企業經營之精

神及理念，以使政府更具效率效能，以滿足人民之需求。政府再造理論主

張重構公部門運作之形式及內容，以成就公私部門共贏之局面。以上理

論，針對最低限度國家、管理再造、解除管制等價值選擇，雖各有不同之

策略取向，然就政府運作應改善其權威性架構，並改採鬆綁化、彈性化、

市場化及私人參與等政策，以活化政府、提高效率效能，則多有共識。 

上開公共行政學學理運用至法規範結構中，應有之作為乃實質法治國

之國家行政須以人民自由權利之實現為其核心，國家法制應相信私部門即

使有自利之嫌，然因私部門係存活於競爭環境中，尋求效率及效能為其本

能，故而，知悉成本之控制，並能以績效取勝。準此，國家行政於行政組

織及行政作用中若融入新公共管理概念，對於行政效能之提升必有極高之

助益。 

同理，將前述公共行政學理念導入國民教育，則可資建立之信念，乃

學生始為學校教育給付行政之真正主體，學校之經營亦應注意成本分析，

並達成應有之績效，除應不斷引進企業經營理念改善辦學，亦不排除進行

改造，以建構現代型之教育，而為創造辦學之競爭環境，容許私人加入競

                                                 
154 ［美］尼古拉斯․亨利（Nicholas Henry）著，張昕 等譯，公共行政與公共事務，中國人民

大學出版社，2002 年 4 月，頁 564-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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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成為不可忽視之途徑，公立學校民營化自為非不可能之事。 

 

第三項  教育理論觀點 

第一款  市場理論之導入 

 

將市場機制引入政治領域，替代政府直接供給，讓公共產品不再透過

政府選擇之方式提供予社會，改由市場機制調控，或將部分產品透過政策

與制度之轉化為私人物品，利用市場機制提供，在政府部門引入競爭機

制，以提供有效率之供給此為前述市場理論之大要。尤其近年大興其勢之

新自由主義主張國家對市場採取最低限度之干預，排除影響自由市場運作

之干擾因素，以維護自由市場之運作，強調自由市場價值、個人理性選擇、

績效責任、功績制、個人主義與自由、資本主義等之概念應用至教育，即

形成教育市場化之趨勢
155。英美教育政策採用市場化機制，主要係受到全

球經濟衰退及新右派之新自由主義影響156，日本最近之教育改革，亦係受

新自由主義之影響，其他國家亦紛紛因財政困窘、教育品質不佳、學生學

習成就不彰、追求國際競爭力等因素，採行市場理論改造其教育體制157。

教育市場化主要包括二個層面，一係教育機構將學術產品對外行銷，一係

教育機構重組，將企業原則應用於其行政158，前者可謂係由內而外之市場

化（marketisation inside-out），後者則為由外而內之市場化

（marketisation outside-in）159。市場化教育政策在教育改革上，大多

強調中央教育權下放、教育系統向下授權、加強機構自主與學校本位、加

強家長選擇與社區參與160、運用績效制度、法令鬆綁等。 

基於自由化及全球化係無可避免之潮流，我國在顧及國內教育發展及

維護教育政策自主之原則下，幾經與 WTO 其他會員國談判減讓，於 1998

年與紐西蘭達成開放教育服務業議題協商，其後雖有澳、美、英、加等國

對我國教育服務業提出關切，然皆在紐國要求之範圍內，其協議內容大略

如下：（1）開放外國人設立高中職及其以上之學校；（2）開放遠距教學；

                                                 
155 李敦義，市場化理論分析及對臺灣中小學教育改革的啟示，教育研究資訊第 8卷第 6期，2000

年，頁 65-66。 
156 詳參謝廣錚，英國 1988 年以降官方教育政策之研究－以新右派市場機制理論分析，國立臺灣

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2001 年 6 月。 
157 李敦義，市場化理論分析及對臺灣中小學教育改革的啟示，教育研究資訊第 8卷第 6期，2000

年，頁 67-68；日本則同時受新保守主義抬頭之影響，歐用生，日本新自由主義及其教育改革，

收錄於教育變革與發展季刊 36 輯，2007 年 12 月，頁 81 以下。 
158 王瑞賢，To be or to have－自由經濟下臺灣教育重建論述，教育研究資訊第 9卷第 5期，

2001 年，頁 1-16。 
159 翁福元，教育政策社會學：教育政策與當代社會思潮之對話，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7 年 2 月，頁 338-339。 
160 歐用生，課程改革，師大書院有限公司，2000 年，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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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開放設立短期補習班；（4）開放留學服務業161。以上承諾，固未超過

現行私立學校法規定162，然本於我國已係 WTO 會員國之故，將市場邏輯導

入教育行政領域，已無可倖免，從而，教育勢必與市場進行更深度之互動

與對話。教育在憲法之定位，可能被迫須從準公共財之定性再往私有財之

光譜位移，且憲法對於教育之規制法則，勢必由準市場規則朝向市場規則

逐步修正。可預見者，教育在 WTO 之架構下，其現今之命運已然自傳統命

盤中驟轉。面對時勢物換星移，憲法並未改變其賦予教育之最神聖使命，

卻未使國家應盡之教育給付行政於與國際間之競爭市場中獲得過多之規

制優惠，資此，迎向教育任務者係日益嚴酷之考驗。教育，未來可能自然

構成市場系統，迄該情狀時，國家除須尊重市場機制外，應更側重建設接

受公平教育機會之環境，始不致使教育之最終人文價值遭物化。 

基於國際法義務之遵守，包括基礎教育在內，各級教育均已成為市場

之一環，學校教育應接受市場調節及適應社會需要，且將面臨國際之競

爭。在國際競爭之趨勢中，為永續發展教育，無分公私立學校，皆須體認

改善自身經營體質之重要性。縱使義務教育階段之公立學校，其教育財政

主要係由國家提供，但在興學主體多元化後，其學校辦學團隊若因辦學成

效欠佳，可能遭家長選擇權所排除，或為競爭市場所淘汰，而喪失其繼續

辦學之正當性，學校之主事者或教師就其維護工作權身分保障基本權之主

張，即乏其合理性，故無論學校之興辦者或教師均應強化其自身專業及競

爭能力。 

行政組織改革為整體教育改革之重要一環，教育學者與行政學者有相

同之感受與期許，認為教育改革中之組織再造工程，亦須追求合理調整組

織結構、持續創新組織文化、落實分層負責制度、提升組織成員素質等改

善
163。舉凡改革必然撼動向來穩定之價值觀與社會機制，而建立新價值觀

與社會機制，同理，教育改革方向之決定，涉及教育價值觀之選擇。傳統

之公立學校體系因具穩定性，故而造成一封閉之社會系統，然社會價值常

隨時空變易，不免處於流動之狀態，是以，不可能一成不變，資此，教育

體系不能墨守窠臼，而全然對社會價值之變動一律不予因應。應值注意

者，教育改革之目的有別於其他公共行政之改革係以國家機能層面思考，

真正之教育改革應以使學生自我實現獲得最適發展終極目的，亦即以提供

學生最佳學習內容為最終目標。換言之，無論係廣義教育行政組織中之教

育行政體系及學校行政體系二者，其體系定位及改造均應以支援教學體系

而存在，以使學生獲得最充分人格發展為其鵠的。 

                                                 
161 教育部教育部國際文教處：我國加入世界貿易組織後對教育發展之衝擊與因應之道， 

http://rs.edu.tw/bicer/wto/wto.doc 
162 吳政達，教育政策分析－概念、方法與應用，高等教育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 年 6 月，頁

10。但私立學校法草案對於私立學校設校法人外國人董事比例之限制規定，業予刪除。 
163 吳清山，教育革新與發展，師大書苑有限公司，1999 年 12 月，頁 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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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篇幅考量，本文無從就教育改革中之相關理論一一評述，下文祗

就與特許學校最為相關之家長選擇權及績效理論在教育體系之運用為簡

略敘述。 

 

第二款  家長選擇權 

 

家長選擇權（父母選擇權、parents choice）或稱為學校選擇權（school 

choice），一係自選擇主體稱之，一則就選擇之客體而論。家長選擇權乃

由市場理論中消費者選擇權概念轉化而成，是其可謂教育市場化論述之典

型主張164。亦即，在開放之教育市場觀念下，使家長擁有選擇子女就讀學

校之權利，吾人即可假設當家長愈要求品質完美之教育產品時，學校之教

學即愈難令其滿意，故可促使學校間之競爭愈激烈165。美國就此制度之發

展，起初係深受弗利德曼教育券（或稱教育代金、education voucher）

構想之影響166。美國在此方面之教育改革歷程，除前述教育券制度外，舉

凡開放跨區入學167、所得稅扣抵學費額（tuition tax credit）、在家教育

（home schooling）、衛星學校、另類學校（alternative school）、磁力

學校（magnet school）168、校中校（school-within-school）、新式學校

（new American school）、理念聯合學校（coalition of essential 

school）、特許學校均隱含前述選擇權之觀念。以加州為例，該州自 1980

年代末期、1990 年度初期，甚至認為學校選擇權為公共利益之一環，越來

越多學區持續增加容許家長有更多機會為其子女選擇進入公立或私立學

校就讀之機會，立法部門亦相應配合，諸多法案提案允許家長替其子女選

擇在學區或學區外之公立學校註冊入學，或以教育代金即州之經費補助入

私立學校就讀，甚至 1993 年通過之法案，同意家長或學生之監護人送其

                                                 
164 蘇峰山，教育鬆綁的雙重詮釋：市場經濟 vs.市民社會，收錄於國立中正大學教育學院主編，

新世紀教育的理論與實踐，麗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 年 5月，頁 35。 
165 張志明，公立學校制度改革的新途徑，收錄於國立中正大學教育學院主編，新世紀的教育展

望，麗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 年 2 月，頁 56。 
166 范熾文，美國家長教育選擇權對學校革新之啟示，收錄於高強華主編，學校變遷與學校革新，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1999 年 4 月，頁 266-268。 
167 Minnesota 州於 1988 年首開美國各州之開放註冊之自由登記入學制度，此可謂開創「公立學

校彼此競爭」之先例，允許家長為子女選擇就讀學校，而不硬性規定學生被分發至戶籍所在地之

學校，以增進公立學校之競爭力，亦即學童之受教機會不為父母居住社區之學校品質所現制。該

州前州長 Rudy Perpich 更自豪此為該年州立法之最高成就，並認為是根本改革教育系統之良方。

姚振黎，學校教育選擇權的理論與實施－美國明州的經驗，清雲學報第 26 卷第 1期，2006 年 3

月，頁 4。 
168 磁力學校係依據美國 1965 年小學及中學教育法第 3章（Title Ⅲ of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ct of 1965 簡稱 ESEA）規定設立，以避免公立學校對少數族裔學生之隔

離，依自願就學或學區入學方式，達成少數族裔學生在公立學校之入學配額，另一方面強調以特

別之課程或教學內容吸引學生與家長。張明輝，美國磁力學校計畫及其相關研究，收錄於氏著，

學校行政革新專輯，國立臺灣師範大學，1998 年 6 月，頁 14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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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女至其工作所在地之學區就讀169；而在特許學校方面，該州亦有立法，

並進行興辦。 

允許家長對學校選擇之機會，將促使學校注意其教育品質及單負起教

育效果之績效責任170，而此選擇之前提，即需有多元學校之存在，若所有

學校之教育給付內容單一化，家長縱有選擇權，至多祗係選擇不同之教育

給付提供主體而已，又即若如此，僅可迫使學校間互為競逐學生之成就而

已，然針對改善學生成就之課題，家長本得促成子女現所就讀之學校積極

回應，而不應反使家長無奈地使其子女離開該學校，另增勞費之成本及使

其子女承擔再適應一新教育環境之風險。基此，吾人業可體認此選擇權之

真正重要性，並不在市場化之價值，而在其教育之功用，且家長亦應瞭解，

沒有一所被稱之最好學校可適合每位學生之需求，準此，該選擇權不過係

促成使不同需求之學生獲得提供較適當之教育，易言之，選擇權機制須與

多元及學校革新緊密聯結，始具其價值
171。 

 

第三款  教育績效理論 

 

公部門提高效率與有效性之努力，必須以績效測量（performance 

measurement）為基礎172，而經過多年教育改革呼籲後，美國決策者決定更

加嚴格地採取相關措施獎勵辦學成功及懲罰辦學不力之學校，以確保所有

學童受到良好教育，故而績效責任問題更受重視，且成為美國近年教育改

革之重點工作173，如依 1998 年美國國會通過高等教育法（Higher Education 

Act）修正案，教育部學生資助局（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s Office 

of Student Financial Assistance）174成為以績效為基礎建立聯邦機構之

首例，而 1994 年美國目標兩千年教育法（Goals 2000：Educate America 

Act，簡稱Goals 2000）及1999年學童教育卓越法（Educational Excellence 

for All Children Act of 1999）成為美國 1990 年代推動績效責任制度

之法令驅動中樞，進入 21 世紀後，現任小布希政府通過之 2001 不讓任何

                                                 
169 沈六，美國加州中小學教育改革，收錄於中華民國比較教育學會主編，文化傳統與教育的現

代化，師大書苑有限公司，1994 年 12 月，頁 213-214。 
170 張德銳，我國中小學學校組織變革的新方向，收錄於國立中正大學教育學院主編，新世紀的

教育展望，麗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 年 2 月，頁 409。 
171 張志明，公立學校制度改革的新途徑，收錄於國立中正大學教育學院主編，新世紀的教育展

望，麗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 年 2 月，頁 464。 
172 ［美］尼古拉斯․亨利（Nicholas Henry）著，張昕 等譯，公共行政與公共事務，中國人民

大學出版社，2002 年 4 月，頁 284。 
173 劉慶仁，美國教育改革研究，國立教育資料館，2000 年 4 月，頁 12。 
174 ［美］尼古拉斯․亨利（Nicholas Henry）著，張昕 等譯，公共行政與公共事務，中國人民

大學出版社，2002 年 4 月，頁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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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落後法（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of 2001，NCLB）175確立該國全

國一致性之學校績效責任要求176。 

美國柯林頓總統主政期間，國會於 1994 年修訂小學及中學教育法改

稱為改革美國學校法（Improving America＇s Schools Act，簡稱 IASA），

並頒訂目標兩千年教育法，該法提供聯邦政府擴張教育權限之法源依據，

聯邦教育部依此法案訂定國家教育目標，公布主要學科內容之標準，藉由

補助方式，鼓勵各州參與全面性教育改革。其後，美國聯邦於 1999 年公

布之學童教育卓越法第 11 章即教育績效責任法（Education 

Accountability Act）規定，期透過一套績效責任措施，要求學校、學區、

教師及學生堅守高學業標準及確保州、學區提供學生高品質之教育，前述

措施適用於領有中小學補助款之所有州及學區,該法同時提供州政府創新

教育之機會，鼓勵家長及學童選擇磁力學校或特許學校，大力增進家長選

擇權之機會。至於 2001 不讓任何孩子落後法除補助州政府改善學生學業

成就、儲訓及聘用高品質之教師及校長外，亦延續家長選擇權之改革方

案，並賦予州及其地方學校在符合學校績效責任之前提下，允許彈性運用

聯邦補助專款，最高可達百分之 50
177。配合績效責任之邏輯，對於教師之

採用政策亦必須跳脫以往同工同酬之思維，改以功績給付制（merit pay）

及教師職級制（career ladder），並強化教師之在職進修178。以加州為例，

該州即訂定課程標準及評量系統，以達聯邦標準及確保各學區學生之成就

績效，又該州並將辦學績效之重心由學校之系統績效移轉至學生表現作為

評鑑基礎，另於 1988 年 11 月通過法案，設計學校教學改進及績效基金179。 

英國則在柴契爾主義之市場化意識，反應於教育改革，包括教育之自

由競爭與確保投資效益原則、開放入學機會、家長學校選擇權、學校財政

自主、強調學校經營效率、成本效益分析180，亦即在強調政府對選民教育

                                                 
175 http://www.ed.gov/policy/elsec/leg/esea02/107-110.pdf 
176 蔡菁芝，英美學校績效責任及其對我國的啟示，臺北市立教育大學國民教育研究所博士論文，

2006 年 1 月，頁 174。關於 NCLB 之立法背景，參見 Frederick M. Hess,Michael J. Petrilli,No 

Child Left Behind primer,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N.Y.,2006,P3-26. 
177 劉慶仁，美國教育改革研究，國立教育資料館，2000 年 4 月，頁 12；黃美芳，美國學校教育

績效責任制及其在我國實施可行性之研究，臺北市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2002 年 1

月，頁 33 以下。 
178 江芳盛，一九八○年代以來美國教育改革政策研究，收錄於國立中正大學教育學院主編，新

世紀教育的理論與實踐，麗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 年 5 月，頁 174。 
179 沈六，美國加州中小學教育改革，收錄於中華民國比較教育學會主編，文化傳統與教育的現

代化，師大書苑有限公司，1994 年 12 月，頁 208、213、222-223。以往所稱之政府績效，幾係

政府預算控管之同義詞，從而，就此波之學校改革績效要求，姑稱之新績效主義，以與傳統之政

府績效主義區隔，並強調學生之學習成就及弱化管制等意涵。Herdman, Pual A. Underatanding 

the Basic Bargain:A Study of Charter School Accountability in Massachusetts and Taxa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New Orleans, LA, April 4, 2002)New American Schools Development Corp. p.33. 
180 李家宗，英國教育改革法案中的市場機制，收錄於李奉儒主編，英國教育：政策與制度，濤

石出版社，2001 年，頁 3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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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之提升責任外，認為政府有負擔教育市場產品多樣貌之提供責任181。 

 

    第四款  小結 

 

教育在全球化之強勢風潮下，已被迫逐漸傾向私有財市場化之方向修

正，因此，國家在維繫教育機會平等之憲法誡命下，仍須充分認識市場機

制，俾一方面改善現有教育環境，另一方面培養迎向國際競爭而具不敗之

勢之實力。受市場化之影響，教育改革策略可交錯運用法令鬆綁、充分授

權、強化學校自主與學校本位、加強社區參與及家長選擇、運用績效等手

段，而與特許學校息息相關者為家長選擇權及教育績效制度。國家應創設

多元之教育環境，並在多元之前提下，擴大家長選擇之自由，以符合其子

女教育之需求；對於辦學不佳之學校應課予績效責任，確實要求改善，以

免損及學生受教權，同時，績效之達成可作為交易之籌碼，即以設定績效

確實達成為條件，依法容許將官僚之層層管制予以鬆綁，以換取辦學之自

主。 

    基於對家長選擇權概念之釐清，吾人可進而更清楚界定家長教育權、

學生受教權之自由權利意涵，及確立家長教育權、學生受教權與國家管制

間之法制結構關係。而針對市場理論導入教育部門之事實，法制規範應儘

速且積極地確立各教育事務之事物本質，建立合理之教育市場法制，以兼

顧競爭與公平。在國家教育給付之提供方面，教育績效理論則提供法制面

之評鑑基準，使教育相關基本權利之客觀化有更具體之依憑。 

 

第二節  特許學校改革運動之萌芽與發展 

  第一項  美國 

 

我國教育理論深受美國之影響，且多參考該國之理論發展，且隨其腳

步改革。而只要對於教育有所期許，教育改革即不斷進行，以美國為例，

於 1980 年代，美國政府部門、專家、學者對於公立學校辦學績效不信任，

故強化對公立學校之要求，乃再次興起教育改革熱潮，美國雷根總統政府

於 1983 年發表之「國家在危機中（A nation at risk）」更將教育政策之

核心價值由前一階段之「公平（equity）」扭轉為該時期之「卓越

（excellence）」
182，將國力提升作為教育改革之目標183。 

                                                 
181 謝廣錚，英國 1998 年以降官方教育政策之研究－以新右派市場機制理論分析，國立臺灣師範

大學教育學系碩士論文，2001 年，頁 164。 
182 楊巧玲，美國教育政策的發展及其啟示：沒有任何孩子落後，資料集刊第 36 輯：教育變革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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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府與民間不斷提出改革方案，其中公立中小學學校組織再造一

向係熱門話題，因此，促成中小學學校系統更具彈性化與多樣性，在公立

學校、私立學校及在家教育外，相繼創設衛星學校、另類學校、磁力學校、

校中校、新式學校、理念聯合學校，迄 1980 年代末及 1990 年代學校選擇

權觀念興起，家長為選擇最適當學校之權利受重視，跨區入學及教育券等

理念再度衝擊教育組織之改造運動，加上教育專業自主之呼聲日隆，強調

專業自主之教師與不滿當下公私立學校辦學理念之家長相結合，遂因應興

起特許學校之創建
184，特許學校並成為美國正式學制系統185。特許學校為

學習型學校（learning school）之一種186，其一方面具有公平、公正、低

學費之優點，一方面有私立學校重視經營績效，且可激發各種創新之教育

實驗，同時可透過競爭壓力，刺激一般公立學校提升學校經營及教學品

質，而成為美國新世紀學校之另一典型187。此階段之改革，主要目的在改

變學校組織之形式，重新建構學校，在執行上，採由下而上策略，並以專

業取向模式，對整個學校系統進行根本性改革188。 

特許學校理念之萌芽，雖早於 1970 年代，但歷經近 20 年之努力，美

國明尼蘇達（Minnesota）州開創性地於 1991 年制定首部特許學校法，次

年，加州（California）亦跟進189。而特許學校之開辦實務，則係明尼蘇

                                                                                                                                            
發展，2007 年 12 月，頁 161。 
183 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Excellence in Education（USA），A Nation at Risk：The 

Imperative For Educational Reform（April 1983），

http://www.ed.gov/pubs/NatAtRisk/risk.html 
184 林天祐，特許學校－公立學校組織再造的新機制，收錄於氏著，教育行政革新，心理出版社，

2001 年 1 月，頁 275-276。特許學校係學區內家長對於傳統學校以外，選擇其子女就讀之新學校，

故特許學校基本上屬於學校教育之重建，主要係由教師主導之，而基於共同理念及訂定之課程經

營學校，不受傳統學校科層體制限制，為一教師主導學校（Teacher-intiated school），此種限

於學區內之選擇權相對於 Minnesota 於 1990-1991 學年度所實施之開放入學計畫（open 

enrollment plan），容許家長依據其子女需要，得選擇任一學區之學校就讀而言，前者可稱為學

區內之教育選擇權，而後者可稱之跨學區之教育選擇權。吳清山、黃久芬，美國教育選擇權之研

究，收錄於吳清山著教育革新研究，師大書院有限公司，1998 年 4月，頁 80-82。 
185 林天祐，特許學校－公立學校組織再造的新機制，收錄於氏著，教育行政革新，心理出版社，

2001 年 1 月，頁 283。 
186 學習型學校以提升學校教育品質及效能為教育改革之訴求，其係運用學習型組織或組織學習

之概念，意味學校係透過組織之不斷學習，以運用系統思考模式，嘗試各種不同問題解決方案，

以強化學校成員之知識及經驗，並改變學校組織之整體行為，增進學校組織之適應力及革新能

力，亦即藉由學校組織之不斷轉型，以適應學校組織之變革。張明輝，跨世紀的學校－「學習型

學校」，收錄於林玉体主編，跨世紀的教育演變－孫校長抗曾先生百齡華誕祝壽論文集，文景書

局有限公司，1998 年 11 月，頁 387、404；吳清山、林天祐，教育名詞－學習型組織，教育資料

與研究，1997 年 9 月，頁 61。。 
187 林天祐，特許學校－公立學校組織再造的新機制，收錄於氏著，教育行政革新，心理出版社，

2001 年 1 月，頁 285。 
188 張鈿富，教育政策的制定與執行，收錄於臺灣研究基金會編，臺灣的教育改革，前衛出版社，

1994 年 12 月，頁 175。 
189 陳成宏，政治系絡中的公平、卓越、自由三價值：一個了解美國特許學校的複合三角，慈濟

大學人文社會學刊，第 3期，2004 年，頁 112；王如哲，學校公辦民營之法律問題與制度設計，

收錄於潘慧玲主編，教育改革的未來－國科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發展處教育學門成果發表論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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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Minnesota）州聖保羅市立中學（St. Paul City Academy）於 1992

年取得特許權，成立全美第一所特許學校190，迄 2006 年止，全美於 40 個

州及哥倫比亞（Columbia）特區完成立法，並約有 4,000 所學校分布於，

約有總數 1,000 萬名學生於特許學校入學。 

     

  第二項  其他國家之觀察 

     

英國目前並不採特許學校制度，惟其教育改革亦有其特色。該國自 1870

零年制定初等教育法，為開啟義務教育之先驅國，但當時公立學校反係私

立學校之補充，亦即在教會未設校之區域設立小學。1944 年教育法強化國

家對學校之管制，私立學校由國家公費高額補助或全額維持，但仍係進行

國家與教會雙重管制體制，教會所司教區為其學區，與各縣之教育委員會

轄區併立。部分英國私立學校仍沿襲舊名，稱之「公學（public school）」

或文法學校，其所謂 public 乃指公共場所面對公眾進行之教育，表明其

招生對象並無任何限制，乃相對於貴族家庭聘請家庭教師教育子女之私人

教育而言，亦即與在家庭中所接受之教育區別，然不在表示由政府提供或

公款支持而進行之學校
191，至私立學校若稱之「獨立學校（Independent 

school）」，則在表徵雖向英國教育暨科學部登記之私立學校，但不受公款

補助，即由收取學費自負盈虧，除須依法註冊及接受檢查外，學校之管理

不受國家行政約束，惟為減輕此類學校學生及家長負擔，前述 1944 年教

育法第 100 條第 1款規定，教育大臣得以獎學金資助此類學校學生，地方

教育當局得對該等學校財政資助，但其資助措施及方式須經教育大臣認可
192。 

自 1980 年代起之學校教育改革風潮，英國所創設之中央經費資助學

校（Grant Maintained School），如同美國特許學校般具有增進家長選擇

權之意涵，且係為引進教育市場導向之競爭機制，在傳統上學校公私二元

中導入新型態之學校，期許得創造新的競爭情境，讓原有公立學校可注入

新活力，俾帶動學校教育之革新與進步
193。另一類型學校改革模式，係基

                                                                                                                                            
高等教育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2 年 12 月，頁 85-86。 
190 同州於 1997 年修正之特許學校法更容許營利公司參與特許學校之經營。林天祐，特許學校－

公立學校組織再造的新機制，收錄於氏著，教育行政革新，心理出版社，2001 年 1 月，頁 27、

276。 
191 J. S. Brubacher 著，林玉體譯，西洋教育史－教育問題的歷史發展，教育文物出版社，1980

年，頁 652；李春華，90年代中美公立學校委託承辦現象比較研究，收錄於魯松庭主編，浙江民

辦教育探索，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年 12 月，頁 204-205。 
192 李守福，私立學校制度初探，比較教育研究 1994 年第 2期，1994 年 2 月，頁 27。 
193 王如哲，學校公辦民營之法律問題與制度設計：以美國為例，收錄於陳伯璋主編，教育改革

的未來：國科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發展處教育學門成果發表論文集，國立師範大學教育研究中心，

2002 年 12 月，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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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達成教育機會均等、改善教育環境不利地區學生低成就，均為政府所必

要之干預之態度，於 1998 年 9 月由工黨政府為照顧文化貧乏或不利環境

學生對象，依同年學校標準及架構法（School Standard and Framework 

Act,1998）所提出之教育行動區（Education Action Zones）方案194，亦

即若有 70﹪之家長認為自己辦學更佳，即可選擇退出公立學校，地方當局

不參與管理，並有義務將學校之財政撥款予家長，由家長自行經營195，換

言之，政府允許企業、學校、家長、地方教育當局及其他機構組成聯合體，

向中央教育主管大臣申請教育行動區，接管學生學校表現不佳之學校；教

育行動區之學校得與私立學校般不受國家統一課程之約束，在人士、資源

及經費上靈活運作，進行改革實驗。換言之，係依據契約接管辦學失敗之

學校，成為公立私營合作模式之契約學校
196。每一教育行動區所屬學校總

數不超過 20 所，通常包括 15 所小學及 3所中學，教育行動區申請時，須

提交 3至 5年期之行動計畫，內容包括階段性目標及具體革新措施，營運

過程中，與私立學校般不受國家統一課程之約束，人事上，亦不受現行全

國性教師聘任法令拘束，提供靈活且優厚之契約條件吸引校長與教師，在

經費方面，政府於日常學校預算外，每年向每一教育行動區提供 100 萬英

鎊之追加撥款，其中四分之三為政府部門預算，其餘四分之一則來自私人

之募款，自 1998 年實施迄今，至 2000 年止共成立 25 個教育行政區，迄

今已成立逾 60 個教育行動區
197。 

又該國於 2005 年 10 月發表之學校白皮書引進屬公辦民營之信託學校

此重要教育改革，信託學校係一自我管理之法定團體，其目標係為給予學

校更多獨立與自主，故對人事、財務、入學標準擁有更大之自主權，不受

地方主管機關過多之干預，經營團體以其專長管理學校，並任命合適之學

校理事監督學校之運作，而為確保家長在學校運作中之參與，三分之一之

學校理事須由目前就學中之家長擔任
198。一所學校變更為信託學校前，學

校理事會須根據學校之屬性及需求，評估其所欲合作之法人，此法人或為

目前已設立之非營利機構，或為成為合作夥伴而設置信託之法人，學校理

事會決定信託前，亦須徵求家長及相關人士意見，再提出一正式提案，若

地方主管機關評估該合作對象對提高學校品質應無幫助，則該提案將送交

                                                 
194 在此之前，於年尚有教育優先區方案（Education Prioruty Areas scheme），其關注重點及

對象在學前教育及初等教育學童，且側重於都市貧窮地區或部分相區地區，惟此為短期之實驗性

質方案，未成為當時英國教育科學部之正式施政方案。楊瑩，教育機會均等，收錄於國立中正大

學教育學院主編，新世紀教育的理論與實踐，麗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 年 5 月，頁 19-20。 
195 有學者因此稱之為選退學校。胡衛、劉國永，基礎教育公辦學校體制改革的路向及發展思考，

教育發展研究 2003 年第 9期，2003 年 9 月，頁 23。 
196 蔡克勇，21世紀中國教育的走向，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年 7 月，頁 88。 
197 楊瑩，教育機會均等，收錄於國立中正大學教育學院主編，新世紀教育的理論與實踐，麗文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 年 5 月，頁 19-20；林根東主編，北京教育發展研究報告 2001 年

卷－積極推進首都教育現代化進程，紅旗出版社，2002 年 5 月，頁 211-212。 
198 劉慶仁，英國當前的學校教育改革，教育資料集刊第 32 輯：教育變革與發展，2006 年 12 月，

頁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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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仲裁單位進一步審核。惟目前英國對於信託學校並無特定之藍圖，設

立信託學校者包括大學、學院、企業基金會、教育慈善基金會、社區團體

或其他地方有關人士，信託之合作模式與合作對象可由一學校與一信託合

作，亦可數學校與一或信託合作，或散居各地之數學校與一信託合作。所

有學校均可依意願決定是否申請成為信託學校，故非所有學校均須變更為

信託學校，但若學校表現不佳，設置信託即成為地方主管機關協助方法之

一。地方主管機關係以相同標準設立信託學校與一般學校，資此，信託學

校不比一般學校取得更多或更少之補助，合作夥伴亦不被要求應捐獻辦學

經費。雖然反對人士認為信託學校可能設置門檻篩選學生，導致入學不公

平現象，英國中央亦體認該問題之重要性，惟由辦學成果觀之，依經驗所

見，信託學校學生成績有顯然進步
199。而一般公立學校，該國中小學亦採

入學開放政策，除學生數已飽和，否則不得以任何理由拒絕學生申請入學
200。 

加拿大對於以市場化方式解決教育問題，比起英美兩國之普遍性低

多，如美國普遍運用特許學校增加家長之教育選擇權措施，在加拿大僅亞

伯達（Alberta）省引進，其他省則付之闕如。然亞伯達省之家長教育選

擇權措施，除提供包括公立學校、天主教學校、法語學校、私立學校及特

許學校等供學生家長作為教育場域選擇之對象外，並採用在家教育、網路

教學、補充學習方案等教育實驗方案，促進教育內容之充實及選擇受教育

之方式
201。 

在歐洲，類似美國學校自主性改革之發展為德國之自主性學校（或稱

獨立學校，Selbstständige Schule）實驗計畫，其理念與德國百年間之

另類教育核心精神相當一致，具有脈絡之銜接性202。德國教育界於 1970 年

代初期針對僵化之學校體制，即有學校自主之主張，期望透過賦予學校更

彈性之組織，以建構適合不同區域學子之教學，但未獲重視，故各地之實

踐成果相當分歧及緩慢，迄 1990 年代新自由主義於歐洲風吹草偃，德國

之教育成果亦遭質疑，故前述主張始受正視。1995 年北萊茵－威斯特法倫

（Nordrhein-Westfalen）邦政府提出「教育之未來－未來學校（Zukunft 

der Bildung-Schule der Zukunft）」之教育改革，主張擴展學校之經營

及形塑自由（Gestaltungsfreiheit der Schule），並以學校自主及自我

負責為核心，重視課程品質提升及自我管控、發展地方願景為主軸之教育

政策。但各界對此計畫之意見仍至歧異，且遭受橫阻，該邦教育部乃與貝

                                                 
199 劉慶仁，英國當前的學校教育改革，教育資料集刊第 32 輯：教育變革與發展，2006 年 12 月，

頁 151-152。 
200 張鈿富，各國教育改革政策之探討，收錄於國立中正大學教育學院主編，新世紀教育的理論

與實踐，麗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 年 5 月，頁 157。 
201 吳美娟，加拿大教育改革之現狀及措施，教育資料集刊第 32 輯：教育變革與發展，2006 年

12 月，頁 267。 
202 馮朝霖、王佑菁，德國「自主性學校典範計畫」教育實驗，教育資料集刊第 36 輯：教育變革

與發展，2007 年 12 月，頁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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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曼基金會（Bertelsmann Stiftung）簽訂自 1997 年 8 月至 2002 年 7 月

為期 5年，號稱「學校與合作（Schule & Co）」之實驗計畫，由該邦 Herford

縣與 Leverkusen 市共 52 所各類型學校，此計畫係基於新自由主義理念，

將自決、授權、自我負責、去中心化、去管制、民營化、經濟化及市場競

爭等概念導入學校之經營，以給予學校自由空間、容許差異及發展學校特

色、共負教育責任作為自主學校發展之基本原則，透過合作契約，將邦教

育部、學校監督局（Schulaufsicht）及學校三者間傳統之階層之下命關

係轉換為具共同目標之扁平化合作夥伴關係，惟此改革方案，於德國僅侷

限於此邦，而非全國性之教育改革
203。前開實驗計畫在去管制化之理念下，

自主學校實驗嘗試利用讓國家得以瞭解及控制其教育品質之受管制自主

（regulierte Selbstregulierung）原則，將學校行政自法律管制下鬆綁，

該邦於 2001 年底通過學校發展法（Gesetz zur Weiterentwicklung von 

Schulen）204，該法第 1條之開放條款（Öffnungsklausel）賦予學校自主

之法律空間，包括各校簽訂之合作契約內容得不適用現有教育法規之規

範、人事經費可彈性調整、課程組織與設計之自主，並鬆綁部分之學校財

務法，且授權教育主管機關依前述任務修正相關行政命令之義務，同法第

2章規定，復修正學校財政法、校務參與法、邦人事法、地方自治法及地

方財稅法
205。受前揭計畫之導引，德國各邦已陸續修訂學校法或制定學校

改革法，或進行修正草案，諸如柏林市於 2004 年新制定學校法，漢堡市

於 2006 年 2 月 1日通過學校改革法，均強調自我責任之學校發展，將學

校改革聚焦於學校自主及負責之創意性學校運作206。 

日本近年之教育改革亦深受新自由主義之影響207，故彼國基於此新自

由主義之教育改革論調益發強調規制緩和及民營化之主張，而教育場域導

入市場原理及競爭與選擇之自由，最鮮明之主張即為廢除學區制度208，然

尚無特許學校法制，但在近年之教育改革實務中，亦採擴大學區範圍及准

許跨學區就讀等方式，增加家長選擇之自由209。在改進學校經營模式之教

育實驗中，有著名者，莫過於東京都杉並區立和田中學校長之選任，於 2003

年 4 月起係聘請企業界出身而無校長及教師資格之藤原和博擔任之，此為

日本教育界對於公立學校進行市場原理改造之實驗首例。在藤原校長改造

                                                 
203 朱啟華，德國的 PISA 研究，教育研究月刊第 112 期，2003 年 8月，頁 163。 
204 中文譯文，參見馮朝霖、王佑菁，德國「自主性學校典範計畫」教育實驗，教育資料集刊第

36 輯：教育變革與發展，2007 年 12 月，頁 265-270。 
205 徐曉菁，獨立學校－學校自主在德國的實驗，教育研究月刊第130期，2005年 2月，頁136-137、

141。 
206 馮朝霖、王佑菁，德國「自主性學校典範計畫」教育實驗，教育資料集刊第 36 輯：教育變革

與發展，2007 年 12 月，頁 254。 
207 世取山洋介，新自由主義教育改革と教育の公共的性格，法学セミナ NO.595，2004 年 7 月，

頁 50-53。 
208 堀決尾輝久，教育基本法改正問題めぐる狀況，法律時報 73 卷 12 號，2001 年 11 月，頁 8。 
209 張鈿富，各國教育改革政策之探討，收錄於國立中正大學教育學院主編，新世紀教育的理論

與實踐，麗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 年 5 月，頁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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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之框架中，其大膽地變更學生原上課時間，並予以延長，學生上課時

間超過文部科學省所訂之標準，該校且設計週六英語課程，供社區有意願

之學生自由參加210。此外，目前日本部分地區係以「教育特區（教育構造

改革特別區域」名義實施教育改革，包括由公司或非營利組織（NPO）以

公設民營方式經營公立學校之解禁，向為教育特區所期待實現之學校改造

計畫，惟文部科學省迄平成 14 年（2002 年）底，始一定限度地承認公司

或非營利組織得參與學校教育，其後，於平成 15 年 5月 15 日對中央教育

審議會關於日後初等中等教育改革推進方策之答詢時，亦觸及前述學校經

營參與方式，並表示甫進行因應新時代之學校管理營運方式
211。又教育特

區所進行之學校選擇制、學校暨教師評鑑制度仍屬現行體制外之教育改

革，日本官方於平成 12 年 12 月 12 日行政改革推進本部貴至改革委員會

就規制改革之見解乙節，曾以「增進學生學校選擇權觀點出發，基於多元

教育理念，促進設置各類私立中小學為今後要務」之角度提案檢討212；又

於平成 17 年 11 月「規制改革‧民間開放推進會議」第二次答申報告書中，

亦強調自學生及家長立場所推展教育改革之新構想。前述教育改革引發之

正反意見，猶然兩極。贊同者認為可使學校及教師互相切磋，以提升教育

品質，透過學校選擇制進行學校之淘汰或合併，一方面降低成本，一方面

合乎效率；立於反對之見解，則認為學校選擇制顯示之市場原理主義、消

費者主義、菁英主義、能力主義等，將導致義務教育階段學校間出現好學

校及壞學校之排序，致義務教育落差制度化，形成不公平之社會，及將優

越感及劣質感帶入兒童世界之危險性
213。在小泉純一郎內閣時代，日本於

2005 年 11 月 30 日宣布雖繼續維持義務教育國庫負擔制度，但國庫負擔之

比例由二分之一降為三分之一，增加之負擔轉由地方政府處理214。然日本

構造改革特別區域法下，教育特區中擴大股份有限公司或 NPO 法人得作為

學校設置主體，在以營利為目的之公司雖被認為其所設立之學校仍有「公

之性質」，但其如何與學校具公共性之原理相連結，學者間則多有質疑215。 

在亞洲國家中，有較近似特許學校之制度者，係中國大陸之轉制學

校。所謂轉制係改制之意，然此非法律用語，而係實務辦學之學校類型216。

                                                 
210 翁麗芳，日本的教育改革，教育資料集刊第 32 輯：教育變革與發展，2006 年 12 月，頁 54。 
211 藤田健一，学校教育の民営化の論点と展望－－英国手掛りとして，レファレンス，2004 年

1 月，頁 74-86。 
212 藤田健一，学校教育の民営化の論点と展望－－英国手掛りとして，レファレンス，2004 年

1 月，頁 75。 
213 翁麗芳，日本的教育改革，教育資料集刊第 32 輯：教育變革與發展，2006 年 12 月，頁 53-54。 
214 翁麗芳，日本的教育改革，教育資料集刊第 32 輯：教育變革與發展，2006 年 12 月，頁 55-56。 
215 阪田仰，改正教育基本法の成立と課題－学校教育における價值の教え込みに寄せて，法學

教室 no.320，2007 年 5月，頁 44。 
216 轉制學校在各地之實踐情況不一，以北京市為例，轉制學校可詳細區分為新建小區配套校、

依託重點中學改造基礎薄弱學校、原有公辦學校整體改制、企業所辦學校改制、直接改造薄弱學

校、利用富裕教育資源辦學等六種不同態樣。林根東主編，北京教育發展研究報告 2001 年卷－

積極推進首都教育現代化進程，紅旗出版社，2002 年 5 月，頁 205。中國大陸自 1993 年起試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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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陸之教育仍以社會主義作為中心思想，但因教育供給面顯然不足，

故近年乃採相對開放態度，容許與西方國家私立學校相近之民辦學校加入

辦學行列，以滿足教育之需求。民辦教育促進法係其現行民辦學校辦學之

法核心規範，主要在引進社會力量及民間資金投入教育事業，並結合市場

機制發展教育。民辦學校之經營模式，不僅以私人興學之勢，發揮與公立

學校競逐於教育市場之效應，亦滲入公立學校之改善計畫中，換言之，部

分公立學校仿效民辦學校精神，其辦學並加入民辦之要素，成為事實上而

非法制上所稱之轉制學校。轉制學校酌採學校選擇權觀念，在學生家長負

擔一定程度之較高學費負擔為前提下，得選擇就讀轉制學校，公立學校之

教育資源產生變動及重整現象，該學校之性質，已非純然之公立學校，亦

非法制上之民辦學校，由此，而係介於公辦學校及民辦學校間之第三類

型。轉制學校欠缺縝密之法規範，對於實踐結果，則正反評價亦不一
217。 

 

第三項  我國 

 

我國整體政治社會之發展及教育改革之社會結構脈絡與英、美等國不

同，但關於教育改革之基本理念及原則卻有與其相同之爭議218。臺灣自1980

年代起，因政治、經濟、社會結構之變遷，受政治民主化衝擊、經濟富裕

化之追求、文化精緻化提升及社會秩序化重建等因素影響，帶動我國民間

                                                                                                                                            
轉制學校，北京市則從 1996 年起試辦，至 1999 年止，北京市共有 35 所，占全部民辦中小學之

51.5﹪（胡衛、唐曉杰、方建鋒、何金輝、謝錫美，試論公立中小學轉制政策的產生、效果與走

向，教育發展研究 2005 年第 8期，2005 年 8 月，頁 18）至 2003 年止有 49 所學校，其後有 2

所學校轉為傳統公辦學校，迄 2005 年共有 47 所，以 2005 年為計，在校生共約 6.6 萬人，校平

均學生達 1400 餘人（呂貴珍，北京市公辦中小學體制改革試點校發展分析，收錄於時龍、吳岩

主編，北京教育發展研究報告 2006 年卷：戰略與重點，北京出版社，2007 年 9 月，頁 213）。在

高等教育方面，如浙江省萬里學院係因浙江農技師專因經營困難，而交由浙江萬里教育集團經

營，採所有權與辦學權分離，學校之國有性質不便，但改變投資主體，引用民營機制，實行董事

會領導的院長負責制，為公立大學併入私立性質教育機構之首例（鄔大光，市場化：中國私立高

等教育的選擇與回應－兼論私立高等教育市場化政策，收錄於戴曉霞、莫家豪、謝安邦主編，高

等教育市場化－台、港、中趨勢之比較，高等教育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2 年 12 月，頁 321-322）。 
217 其他國家之教育改革研究，參見林貴美、劉賢俊，法國最近的教育改革：費雍教改，教育資

料集刊第 32 輯：教育變革與發展，2006 年 12 月，頁 157-176；張家倩，芬蘭教育改革的歷史及

其現況，教育資料集刊第 32 輯：教育變革與發展，2006 年 12 月，頁 201-216；鍾宜興，俄羅斯

聯邦教育改革與發展，教育資料集刊第 32 輯：教育變革與發展，2006 年 12 月，頁 217-238；江

愛華，澳洲高等教育改革政策框架解析，教育資料集刊第 32 輯：教育變革與發展，2006 年 12

月，頁 279-300；馬健生、滕珺，二十一世紀初中國課程改革中的市場力量，教育資料集刊第 36

輯：教育變革與發展，2007 年 12 月，頁 47-62；崔榮杓，韓國當代教育改革動向，教育資料集

刊第 36 輯：教育變革與發展，2007 年 12 月，頁 63-78；張鈿富、王世英、葉兆祺，美、日、德、

法、英國家教育政策分析，教育資料集刊第 36 輯：教育變革與發展，2007 年 12 月，頁 121-152；

黃昌誠，二十世紀末俄羅斯教育理念革新的發展趨勢，教育資料集刊第 36 輯：教育變革與發展，

2007 年 12 月，頁 321-338。 
218 蘇峰山，教育鬆綁的雙重詮釋：市場經濟 vs.市民社會，收錄於國立中正大學教育學院主編，

新世紀教育的理論與實踐，麗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 年 5月，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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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之步伐219，政治體制之轉型後，更提供教育改革之環境，並激勵

教育改革之種子萌生220，改革訴求之理念包括推動教育現代化，強調現代

化教育應尊重個人自主發展與創造，重視族群與弱勢之主體性教育，並由

此發展多元文化教育政策，同時健全教育環境，提供教育資源，使每個人

得透過其自由選擇，求取最大之內在發展，且鼓勵人民接受完整之現代教

育，而非加以限制，另強調推動教育之自由化，亦即基於國民自由權之理

念，強調政府應尊重國民之自由選擇，減少對教育之介入
221。 

除回歸私人興學原貌之教育改革主張日盛外，多元教育興革之民間意

見，亦期待由理論落實至實踐，期望透過階段性之教育實驗外，得延伸至

公立學校公辦民營之私人參與公立學校興學改革呼聲亦日隆。政府對學校

教育委託民間辦理之最早之法制規定，係民國73年12月17日公布之特殊教

育法第5條第3項規定：「各階段之特殊教育，除由政府辦理外，並鼓勵或

委託民間辦理。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對民間辦理特殊教育應優予獎助；其獎

助對象、條件、方式、違反規定時之處理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由中

央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定之。」
222然此似非對前述教育改革呼籲之回應，而

係囿於政府辦理特殊教育軟硬設備人才欠缺、設備不足及投入意願缺缺。

繼之之法制規定，尚可見於臺灣省政府以民國82年1月21日以(82)府法四

字第150056號令修正之臺灣省獎勵興辦公共設施辦法223第3條第5款規定，

該辦法將文教設施納入鼓勵民間興辦之範疇，但同辦法並未清楚定義文教

設施為何。其次，政府較全面性呼應民間參與之改革聲音，且明確規範民

間參與公立學校辦學之具體法制，則為臺灣省政府於民國86年1月31日以

（86）府教研字第142149號函訂頒之臺灣省政府試辦鼓勵民間參與投資經

營教育事業實施要點
224，其第3點始規定鼓勵民間參與投資經營之教育事業

                                                 
219 高承恕，臺灣新興社會運動結構因素之探討，收錄於徐正光、宋文理編，臺灣新興社會運動，

巨流出版社，1989 年，頁 9-19；黃昆輝、楊國賜，我國跨世紀的教育改革，收錄於林玉体主編，

跨世紀的教育演變－孫校長抗曾先生百齡華誕祝壽論文集，文景書局有限公司，1998 年 11 月，

頁 91-92。較重要之教育改革運動，包括由（1）人本教育基金會、主婦聯盟等 32 個民間團體於

1988 年 1 月 31 日所召開之第一屆民間團體教育改革會議；（2）由民間團體於 1994 年 4 月 10 日

發動之大遊行，並成立「四一○教育改造聯盟」，積極主張落實小班小校、廣設高中大學、推動

教育現代化、制定教育基本法等；（3）由教育部於 1994 年 6 月召開第七次全國教育會議係以推

動多元教育、提升教育品質、開創美好教育遠景為主題，於次年做成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教育白

皮書；（4）1994 年 7 月 28 日行政院通過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該委員會並於同年 9月

21 日成立，由當時中央研究院院長李遠哲博士擔任召集人，該委員會共提出 4期諮議報告書及

總諮議報告書，提列修訂教育法令與檢討教育行政體制、改革中小學教育、普及幼兒教育與發展

身心障礙教育、促進技職教育之多元化及精緻化、改革高等教育、推動民間興學、建立終身學習

社會等八大優先重點事項，並成為我國教育改革之重要依據；（5）1997 年 12 月行政成立跨部會

之教育改革推動小組。 
220 吳清山，教育革新與發展，師大書苑有限公司，1999 年 12 月，頁 25。 
221 吳清山，教育革新與發展，師大書苑有限公司，1999 年 12 月，頁 33-34。 
222 同法於 85 年 5 月 14 日修正時移列至第 8條第 3項，但此之立法，顯然非基於前述效能與效

率之教育改革理念，而係考量政府提供特殊教育軟硬體條件之不足。 
223 該辦法於民國 91 年 10 月 1 日廢止。 
224 臺灣省政府於 88年 6月 29日以 88府教研字第 141759 號函發布自同年 7月 1日起停止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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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包括參與經營或興辦特殊教育學校或特殊教育班、興辦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參與經營管理已設立完成之體育場所、縣市立小型學校裁併後之

再利用。 

然在此期間之義務教育公立學校之教育改革，多為課程教學之實驗改

造，如臺北市之田園小學、現代教育實驗班、教學評量改進班、北政國中

等、臺北縣之開放教育學校，而由民間發起挑戰制式教育之改革風潮，陸

續興辦諸多體制外學校（或稱非傳統學校、另類學校），如森林小學、種

籽學苑、雅歌小學、全人青少年社區學校（全人中學）、融合中小學、苗

圃小學等，屬公辦民營者，則如臺北市景美國小啟智班公辦民營實驗
225。

而以學校經營改革理念為初衷之教育法制改革，要屬民國 88 年 2月 3日

公布之國民教育法第 4條第 3項修正為：「前項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得

委由私人辦理，其辦法，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定之。」同 6年 23 月

日公布之教育基本法第 7條第 2項前段復明定：「政府為鼓勵私人興學，

得將公立學校委託私人辦理」，部分地方就此訂定地方法規資為適用
226，依

地方法規實際辦學者現有慈心華德福中小學、人文中小學、諾瓦小

學等 3 所學校。至於廣泛性鼓勵民間參與公共建設之立法，即促進民間

參與公共建設法（下稱促參法）於民國 89 年 2月 8日公布施行，該法固

將文教設施列為促進民間參與之公共建設，該法施行細則第 10 條第 2款

亦規定，公立學校屬該法所稱之文教設施，惟國民中小學承擔憲法所課予

之國民教育國家義務，暨原則上對學童具強制性，此與一般性公營造物之

公教設施（如圖書館、社教中心、文化中心、文藝表演場地等）係提供一

般民眾無強制性之行政給付，或與公立高中、大學非強制性教育等均屬有

間，並具特殊性，故促參法該規定是否妥適或將其法制結構逕予移用於國

民教育法領域是否妥當，殊為可疑。 

檢視我國對於民間參與公立學校辦學之改革運動，並非與一般行政組

                                                 
225 目前尚存少數之代用國中為民國 57 年政府辦理九年義務教育時，因財源短缺，而徵召私立中

等學校改制，以類似管理契約方式，使其與一般公立國中共同擔負國民中學之義務教育，而在學

校全銜中冠上「代用」作為區別，目前則已取消，並多數已轉型為私立中學，僅餘雲林縣私立淵

明國中、東南國中、臺南縣私立昭明國中、屏東縣私立南榮國中。其與一般私立學校之區別為，

係由學生按戶籍劃定之學區入學，學校依一般公立學校運作，政府補助每班二位老師之人事費，

比照公立國中八折發給，並無校長、職員、校工之人事費，且無任何考績獎金、年終獎金，自然

增班所生學校硬體不由政府補助（秦夢群、曹俊德，我國義務教育公辦民營制度之可行性研究，

教育與心理研究第 24 期，2001 年，頁 31），本文就此特殊期間所產生之變形學校型態，暫不予

討論。 
226 地方政府訂定相關之自治條例或法規命令，包括高雄縣鼓勵民間參與經營教育事業自治條例

（民國 89年 5 月 23 日公布）、臺南市獎勵私人興學自治條例（民國 89 年 10 月 2 日公布）、宜蘭

縣屬國民中小學委託私人辦理自治條例（民國 90 年 1月 9日公布）、臺中縣政府鼓勵民間參與經

營教育事業自治條例（民國 90 年 1月 16 日公布）、桃園縣公立學校委託民間經營自治條例（民

國 92 年 1月 14 日公布）、臺北縣國民中小學委託民間辦理自治條例（民國 92年 2月 24 日公布）、

臺中市立中小學委託民營自治條例（民國 92 年 7月 21 日公布）、嘉義縣學校委託民間經營自治

條例（民國 94 年 4月 14 日公布）、新竹縣則訂定新竹縣立各級學校委託私人辦理試辦計畫（民

國 91 年 8月 1日發布）。至其立法技術及內容之妥當性，留於第五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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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改造運動同步，反係居於搶先之步履。更值玩味者，其風潮係由民間吹

向政府部門，一路引導行政與立法，相較於近年我國行政組織法之改造運

動，係由上而下，且態度猶豫、進程緩慢之改革態勢，有令人刮目之處。

細繹其背景，無非係認為公立學校經營績效欠佳、主張減少科層體制束縛

及民間興學呼聲日高之故227，換言之，新一波教育改革係看重學校公辦民

營將具有績效性、競爭力、革新性、解放性、彈性化等優點228。然真正以

特許學校作為上開教育改革發展模式者，僅宜蘭縣，而依此辦學之學校則

有2所。 

 

  第四項  小結 

 

比較各國教育改革之現狀，不難發覺特許學校之公立學校改造風潮並

非世界通例，或可認係美國教育法制之特色。獨具一格之學校法制特色，

並不當然成為他國移植或效尤之典範，但亦不因其未蔚為多國爭仿之制，

即祗存懷疑論，而遽為否定其價值。諸多國家不循美國特許學校作為改革

公立學校之途徑，正如各國間互有獨特制度而為他國所無般，實乃各有其

社會、經濟及法制背景，是有不同需求，乃進而有迥異之實施方案。本文

借鑒美國特許學校法制，正係以其為核心，以檢驗於行政改革氛圍下，揉

合經濟理論、公共行政理論、教育理論及法理所建構之教育法政策修正，

對國民教育公立學校辦學融入民間參與，所生受國民教育基本權實踐及地

方自治辦學之影響，並評析在公私合作強度及法令鬆綁密度差異下，學校

組織及教育作用改造之必要性及合理性。既須求諸特許學校之優，同時務

避其害。尤其，我國已有特許學校經營之例，辦學者有永續經營之意，而

呼應之家長熱忱亦尚未減，就此初萌之教育興革，亟需適其所用之法制予

以協助。相關法制之整備，須宏觀及微觀地審視，始得促其既符學生個人

之受教權獲充分保障，並合整體社會之公平與正義。 

 

第三節  本文基本論點 

 

資本主義政經系統迅速發達及演化，造成生活世界之殖民化現象，我

國亦難脫遭逢此現象之困境229，諸如我國法律制度與學說發展係移植自外

國，教育理論亦多踏著先進國家路徑，一路尾隨。然而，於繼受西方世界

                                                 
227 吳清山，教育革新與發展，師大書苑有限公司，1999 年 12 月，頁 100-101。 
228 吳清山，教育革新與發展，師大書苑有限公司，1999 年 12 月，頁 101-102。 
229 顏厥安，溝通、制度與民主文化－由哈伯瑪斯的法理論初探社會立憲主義，收錄於瞿海源、

顧忠華、錢永祥主編，平等、正義與社會福利：殷海光基金會自由、平等、社會正義學術研討會

論文集 2，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2 年 12 月，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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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學說理論或法制時，則不應全然漠視本土環境及真正之需求。首須清楚

認識者，西方先進國家於建構民族國家之歷程中，深受自由哲學思想之薰

陶，從古典自由主義至現代自由主義，以迄新自由主義，無不沁入其國家

統治作為及人民心靈。即使臺灣曾受日本殖民之歷史經驗，與美國原為英

國殖民地般，均有被剝削之血淚蛩音，即使臺灣因發展國際經濟而與世界

接軌，眼下業無法自外於全球政治經濟發展之漩渦，但不可否認者，我國

近半世紀之各方發展，諸多作為概係基於國家一時之需，而選擇性地掠美

當下先進國家之時論，而非長期受特定思潮之浸淫，故無西方國家演化之

史跡。 

吾人所面對之新自由主義，此派經濟學家接連獲取諾貝爾經濟學獎，

在學術桂冠之加持下，與其對話，著實難能滔滔雄辯。從現實面觀之，固

然可說成市場機制中之自由與其他自由一般，如可滿足人之基本需求，即

可證明其正確有效性，反之，即有充分之理由予以改變
230。然而，風吹草

偃之市場邏輯不斷擴張，受新自由主義影響所及之國家，該思想被宣傳為

當代想當然爾甚或天經地義之看法，並逐漸形成市場結構性暴力，且不免

令人懷疑，市場規則僅係強者制定之遊戲規則，甚或國家顯然係與大企業

成為交互逐利之共謀者，財閥成為合法暴利之壟斷者，進而掠奪國家整

體。質言之，市場機能戴著現代化之面具，但並不能構成真正均質平等之

市場，在國際間，更屬經濟強國開闢貿易市場之工具，眼前之經濟強國根

本不在意其經濟市立直接或間接造成弱勢國家經濟與文化各層面之衝擊

及侵擾。即便對於內國而言，以數理計算為核心之經濟理論作為國家施政

之唯一核心價值，其實有其侷限性，如人民所感受之痛苦，並無法真實計

入經濟理論之社會成本。效率效能之黃金律，倘運用不當，則不過為利益

邏輯之工具。 

約翰‧葛雷批評新自由主義者盲從一種枯索、無生命力之實證主義意

識型態
231，可謂一針見血。新自由主義之潛在意識，具有隱含取消社會福

利國家中人民不易爭得之社會權益之意念，惟福利國家象徵國家維護人民

人性尊嚴最低生活水準之諾言，對福利國家論之信服者而言，國家之社會

福利政策，單因政府對市場機制之信念及渴望，即遽予削減社會福利，足

足造成社經地位不穩固族群對於國家實踐公共利益之絕望，因而產生國家

公共任務被摧毀之疑懼，進而構成對國家之信心危機。國家及企業不斷瘦

身，美其言，為提高效率，已然忽略勞動者或基層公務員對於職務危墜之

不安，且無形中，增加其員工之工作負擔，換言之，其實質所得已降低。

國家得以節省支出之藉口，犧牲國家原應履行之部分社會機能或鎮壓人民

                                                 
230 約翰‧葛雷（John Gray）著，蔡英文譯，自由主義的兩種面貌，巨流圖書公司，2002 年 8

月，頁 21。 
231 約翰‧葛雷（John Gray）著，蔡英文譯，自由主義的兩種面貌，巨流圖書公司，2002 年 8

月，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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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福利政策需求之意念，但此並不符合國家之正義圖像，尤其讓國家作用

由提供者退居規劃者及監督者角色，推至極端之情況，國家恐縮小至僅剩

警察之功能，其實亦屬一種國家功能之退化232。任由市場邏輯套用於國家

作用之上作為建構國家施政之理想典範，隱藏著經濟領域中強者邏輯為施

政單一法則之謬思，福利國家思想與其不易建構之社會保障制度即將遭到

埋葬，人民之社會權漸遭瓦解，不難想像。 

以比較觀察之態度，亦可發覺在柴契爾主義下之英國人未產生強力之

反彈，其重要原因之一，係英國之工作合約乃習慣法下之契約，與法國法

係受國家保障，性質上並非相同
233，何況即使在英國，柴契爾主義亦著實

導致勞動者及小資產階級之不安全感234，而以新自由主義思想作為國家願

景之臆斷，使法國政府開始放棄對社會領域之介入，結果爆發各種社會問

題，影響所及，不止於原本貧窮者受打擊而已235。由此借鑒，是否適宜推

展新自由主義經濟措施，除衡量世界時勢外，須澈底瞭解國情，深切反思，

否則難免東施效顰。 

新自由主義思想對市場充滿信心，惟從人性尊嚴維護之角度而言，因

自由主義實無從以睥睨之眼光將福利國家之思想視為保守主義或落後思

想，社會福利更不應被假想為市場運作機能之絆腳石。在法制層面，於自

由法治主義與社會法治主義之選擇上，毋寧取其後者，此不因係法制之實

然
236，亦係回歸自由主義保障人權之應然。本文無意否定市場機能，而係

持國家須兼顧奮鬥而得之基本權。市場的確具有激發效率效能之機能，但

不足輕信市場必然帶來正義。實則，造成個人社經地位低下，雖可能與其

主觀之因素有關，卻無法排斥社會制度與結構傾斜使然為其根源之假設。

在自由主義法治論分裂為平等主義論與放任自由主義論之選擇中，不管從

行政法或教育之觀點，基於對正義與基本人權之關懷，平等主義論均應作

為論點之首選。作為負責任之國家，國家之經營政策應同時斟酌物質與精

神上之全部成本，數理上之利益計算不能為為國家行政之唯一指標。若無

福利制度賦予人民積極之自由，則市場消極自由之價值極為有限
237。況且，

                                                 
232 Pierre Bourdieu 著，孫智綺譯，防火牆：抵擋新自由主義的入侵，麥田出版社，2002 年 8

月，頁 57-58。 
233 Pierre Bourdieu 著，孫智綺譯，防火牆：抵擋新自由主義的入侵，麥田出版社，2002 年 8

月，頁 59。 
234 Pierre Bourdieu 著，孫智綺譯，防火牆：抵擋新自由主義的入侵，麥田出版社，2002 年 8

月，頁 61。 
235 Pierre Bourdieu 著，孫智綺譯，防火牆：抵擋新自由主義的入侵，麥田出版社，2002 年 8

月，頁 56。 
236 我國憲法規定充滿濃厚社會主義味道，而非以古典自由主義思想為核心，而釋字第 472 號解

釋，多數大法官意見亦採自由法治主義色彩之見解。陳英鈐，「自由法治國」與「社會法治國」

的制度選擇－評釋字第 472 號、第 473 號－，收錄氏著，憲政民主與人權，學林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2004 年 1 月，頁 296、300。 
237 約翰‧葛雷（John Gray）著，蔡英文譯，自由主義的兩種面貌，巨流圖書公司，2002 年 8

月，頁 21-22。 



 59

國家行政凡事高舉績效，難保國家機器亦流俗地傾向短期利益之偏好。 

經濟學理論雖清楚地說明市場機制係一種有效之資源分配機制，任何

不按市場競爭機制，而貿然主觀地任意指定生產者與分配消者將誤導及扭

曲資源使用，不但不具效率，且帶來社會福利無謂之損失238，但市場主體

於追求其自身利益最大化時，必然自利且千方百計地透過資訊不對等之手

段，使市場失靈，而政府存在之目的，除經濟效率外，無可否定地應發揮

之經濟功能尚包括經濟安定及經濟公平239，政府介入市場之目的非為取代

市場經濟，而係彌補市場經濟之缺陷，使政府功能及市場機能得相輔相成
240，此適可證明政府選擇及市場選擇同應具備合法性、合理性及有效性。

尤其以市場失靈解釋政府存在，隱含市場與政府均為運用資源之僅有方

式，然事實上解決系統尚包括風俗習慣、家族系統、營利或非營利組織等

社會系統，尤其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市場規模有限，可能不存在市場失靈，

從而，市場失靈與政府間並不具有必然關聯，政府之存在不在因應市場失

靈，而係為其他理由，政府與上述其他組織同係具組合及運用資源功能之

組織，「政府」之設立乃具功能性內涵之工具性安排，透過政府此工具，

相關人期望以其達成某種目的
241。準此，徒因政府失靈，即全然倚仗市場

機能解決國家行政之缺失，並不符合真正之理性。市場機制之運作可增進

人之福祉，市場使目標及利益各不相同或互不相容之個人與社群可以彼此

交易，達到相互之利益，促使每一社群以互利之競爭取代毀滅性之衝突，

並藉以促進個人之自主性及社會之多元主義，但市場並非自立的，毋寧係

須併由法律、文化制度等共同協力，始能增進現代人自主性及社會多元主

義之條件，從而市場機制亦須與其他非市場性制度接榫。 

固然有見解認為追求平等與公平係人類自然而生之心聲，但平等不可

能完全實現，不管係福利平等、所得平等、資源平等或最基本之機會平等
242；在海耶克之思緒中，唯一之平等為法律面前之平等，經濟上之分配平

均化被認為與正義無關243，或認為過度強調平等，事實上亦隱含人們間之

一致性及同質性，而漠視人類間確有差異性之存在244，且忽略責任之權利，

呈現於社會福利方面，容易造成資源競奪及貪得無厭245，亦即此類之權利

                                                 
238 莊奕琦，經濟學原理，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3 年 4 月，頁 14。 
239 毛慶生、朱敬一、林全、許松根、陳昭南、陳添枝、黃朝熙和著，經濟學，華泰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1998 年 5 月，頁 256-257。 
240 毛慶生、朱敬一、林全、許松根、陳昭南、陳添枝、黃朝熙和著，經濟學，華泰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1998 年 5 月，頁 258。 
241 霍德明、熊秉元、胡春田、巫和懋合著，經濟學，雙葉書廊有限公司，2003 年 8 月，308 頁。 
242 江宜樺，自由民主的理路，聯經出版事業公司，2001 年 9 月，頁 202。 
243 陳奎德，海耶克，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9 年 6 月，頁 150。 
244 古允文，平等與凝聚－臺灣社會福利發展的思考，收錄於瞿海源、顧忠華、錢永祥主編，平

等、正義與社會福利：殷海光基金會自由、平等、社會正義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3，桂冠圖書股份

有限公司，2002 年 12 月，頁 93。 
245 古允文，平等與凝聚－臺灣社會福利發展的思考，收錄於瞿海源、顧忠華、錢永祥主編，平

等、正義與社會福利：殷海光基金會自由、平等、社會正義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3，桂冠圖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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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護者行為並不等於維繫正義，是以，在強大社會福利國體制下，對於重

新找回個體性之呼喚，並非全無道理；甚且有學者提醒社會法治國主義並

非無可挑剔，福利國家主義之法典範在國際上已逐漸喪失說服力，各國更

紛紛尋求第三條道路，眼前我國之憲法解釋已不能無視政治現實之變遷，

故而，在追求國際化及自由化之我國當不能無視於當前時代之挑戰，否則

將使法規範與現實間之距離遭到掩蓋
246。然吾人相信德沃金之判斷，其認

為自由與平等不但不相矛盾，且自由能否實現須視每個人是否擁有與他人

同樣平等之資源247，其認為資源平等與福利平等更合理之處，在於考量個

別差異，且係以一個人擁有某資源對他人所構成之機會成本衡量該資源之

價值248。同時哈伯瑪斯（Habermas）亦正確地指出新自由主義寄望於取消

社會福利國家體制，回復至小政府之時代，並冀求找回已失去之古典自由

市民社會與自主個體性，在當前社會係行不通，哈伯瑪斯指引之道路為社

會福利國體制既不能率由舊章地延續下去，亦不能因此中斷，而須以更社

會性及環保性地重塑資本主義之體制結構，並在以行政權為工具時，基於

效率觀點，應放棄過於直接之干預，而改以間接調控之手段為主，而在正

當性之角度上，則將溝通引進行政權之運作過程，儘可能免於非正當合法

權力之操弄
249。羅爾斯（John Rawls）在其「正義論」中並揭櫫正義之真

正意涵，其表示財富、權威及社會機會之不平等，僅於對每個人提出補償，

尤其係對處於最不利地位之社會成員，始可稱為正義。所謂正義原則並非

認為某人之困境得因總體之善而獲得補償，從而，須將該制度正當化，但

犧牲某人使他人更佳富裕，稱不上正義250。循此論點，福利國家提供公民

社會福利供給及相關之經濟性干預政策，被視為係一社會分配正義之實

現，以作為矯正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在創造經濟繁榮之同時所產生之貧

窮、失業及不平等等秩序動亂因子251。教育更係如此，所有之教育改革固

                                                                                                                                            
有限公司，2002 年 12 月，頁 90。 
246 陳英鈐，「自由法治國」與「社會法治國」的制度選擇－評釋字第 472 號、第 473 號－，收錄

氏著，憲政民主與人權，學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 年 1 月，頁 301。 
247 江宜樺，自由民主的理路，聯經出版事業公司，2001 年 9 月，頁 192。 
248 江宜樺，自由民主的理路，聯經出版事業公司，2001 年 9 月，頁 194。 
249 顏厥安，溝通、制度與民主文化－由哈伯瑪斯的法理論初探社會立憲主義，收錄於瞿海源、

顧忠華、錢永祥主編，平等、正義與社會福利：殷海光基金會自由、平等、社會正義學術研討會

論文集 2，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2 年 12 月，頁 32-33。 
250 John Rawls，A Theory of Jutice，Cambridge：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P14-15. 
251 張世雄，自由主義、社會福利與公民習性，收錄於瞿海源、顧忠華、錢永祥主編，平等、正

義與社會福利：殷海光基金會自由、平等、社會正義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3，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2002 年 12 月，頁 28。值得注意者，吾人須誠實面對之現實係我國以往之福利措施支出超過

七成以上乃支用於軍公教身分之人民，致產生極不平等之現象，成為實質社會不義之典型象徵，

此種不平等現象遲至 1980 年代中期之社會運動興起，始得較清晰地揭露（古允文，平等與凝聚

－臺灣社會福利發展的思考，收錄於同上書，頁 81-82），嚴格言之，我國根本非可謂已進入晚

期之資本主義階段，更非福利國家（蘇峰山，教育鬆綁的雙重詮釋：市場經濟 vs.市民社會，收

錄於國立中正大學教育學院主編，新世紀教育的理論與實踐，麗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

年 5 月，頁 37），但不公平福利制度之事實，至今尚未消失，準此，我國若率採福利政策否定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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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係為改善現狀之缺失，但社會正義仍係不可揚棄之核心價值252。 

自由與平等究係互斥之選擇，抑或可企圖共同實現之價值，此爭辯隨

個人對自由與平等之不同界定與評價，將無從止歇。惟即若自由係自由主

義所優先肯定之價值，但平等仍為不可抹滅之價值。縱自由蘊含按己意行

動之最大程度決定空間，然為達實質之平等，亦不得不對自由之行動有所

限制甚至干預之道理
253，實不難理解與接受254。在平等關懷與尊重為原則

下之自由主義，與放任自由主義、效益主義及福利主義對自由主義之詮

釋，就堅持個人之道德平等（相對於放任自由主義僅重視形式之機會平

等）、尊重個人及其選擇（相對於效益主義只重視效益而忽視個人）以及

要求個人對於自由選擇負責任（相對於一切以福祉或滿足為著眼之福利主

義取向），以平等為基礎原則之自由主義更切實地繼承自由主義之傳統關

懷
255。 

雖有學者批評將自由市場視為基本人權之衍生物，基本上係錯誤之觀

點256，惟應進一步說明，自由主義思想之射程不侷限於經濟議題，於二戰

後之冷戰時期，自由主義思潮同時係與共產主義意識型態對抗之哲學基

礎，且一向左右教育政策之思想結構。如密爾即曾強調公教育，認為傳播

基礎教育予一般大眾，並不適用自願提供（voluntary provision）原則，

國家應藉由提供國民學校或提供資金支援國民學校之方式滿足人民之教

育需求，以使貧窮家庭之子女亦得受教育。當然密爾仍強調政府之教育提

供與強迫教育法律均不得違反個人之自由，其反對國家具終極支配地位之

教育控制權，以壟斷教育，且主張個人應有選擇之自由，以避免國家成為

控制心靈之專制體系
257。弗里曼則強調市場之核心為消費者主權，在教育

方面即學生主權，其嚴厲批評以往學校生產者主權破壞市場運轉之核心，

犧牲學生及家長之利益，同時滋長公立學校之惰性，造成其喪失發展及創

                                                                                                                                            
將成為十足之不義國家。至於社會分配是否公平，其簡單之判準係社會中最弱勢及最需外在協助

者是否已獲得妥適之照顧（王國羽，福利與權利－普遍平等的公民地位與社會福利政策實踐的特

例，收錄於同上書，頁 145）。吾人所追求之社會福利，其本質不在使弱勢者擁有何享受，而係

欲透過社會資源之再分配，以求取實質之社會公平，而成就其實踐憲法所應保障之真正自由權利。 
252 國內之四一○教育改造聯盟對教育改革之主張，即宣示係以社會正義作為其教育改革之基

點。四一○教育改造聯盟，民間教育改造藍圖－朝向社會正義的結構性變革，時報文化出版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1996 年 10 月，頁 28。 
253 錢永祥，自由主義為什麼關切平等－當代的一個看法，收錄於瞿海源、顧忠華、錢永祥主編，

平等、正義與社會福利：殷海光基金會自由、平等、社會正義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3，桂冠圖書股

份有限公司，2002 年 12 月，頁 6。 
254 此由我國憲法第二三條規定，人民之自由權利，除為「……增進公共利益所必要者外，不得

以法律限制之」之反面解釋，亦可見一斑。 
255 錢永祥，自由主義為什麼關切平等－當代的一個看法，收錄於瞿海源、顧忠華、錢永祥主編，

平等、正義與社會福利：殷海光基金會自由、平等、社會正義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3，桂冠圖書股

份有限公司，2002 年 12 月，頁 3。 
256 約翰‧葛雷（John Gray）著，蔡英文譯，自由主義的兩種面貌，巨流圖書公司，2002 年 8

月，頁 21。 
257 朱敬一、葉家興，臺灣「私人興學」現況檢討與政策建議，收錄於臺灣研究基金會編，臺灣

的教育改革，前衛出版社，1994 年 12 月，頁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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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之動力258，國家僅得強制國民受基本程度之教育及由國家提供教育補

貼，但不能因之同意教育機構之管理亦應國家化，由國家負責，其遂主張

以教育券制度，由人民自由選擇學校259。新自由主義壓縮公教育支出及民

營化等主張，在教育改革上，具體建議擴大選擇權與市場化、學力水準提

升與學校績效責任、教育內容保守化與目標從屬於經濟目的等，因此，不

但要求在預算與人事等方面授權學校自理，並再三主張學校資訊公開，令

家長得參與學校之運作與決定，並在公教育方面採行二元理論，對於社經

地位較高者，依據市場原理，提供民營化之多元選擇機會，對下層者，認

為提供最低限度保障之學校即可
260。 

在此，須先回歸認識教育在經濟理論架構上地位。教育係須有政府介

入並提供資源之領域，此並非自由主義論所排斥之見解。而一般經濟學者

亦認為權利之界定會影響資源運用之效率，因此，一旦有外部性

（externality）261問題出現時，政府即應介入，當外部性使資源運用受到

扭曲時，政府得以稅收或管制等懲罰性措施予以校正。經濟學者寇斯（R. 

Coase）認為資訊不足係造成交易成本之重要原因，因此，在存在競爭性

市場、資訊充分、無策略性行為、無所得效果之條件下，當事人如放棄各

自之立場或利益，而評估所有當事人之整體利益，以單一主人或財富極大

化（single owner/wealth maximizetion）之思考模式下，將效率作為資

源運用之評估指標，在「沒有交易成本」之世界裡，權利之界定不會影響

資源之運用，而可藉由彼此之溝通、協商、約定，使資源會流向價值最高

使用途徑，政府亦毋庸介入，此即所謂寇斯定理
262。 

前述所見之市場經濟，係理性經濟人透過價格、競爭、供需等機制，

使產品在不同主體間平等且等價地獲得交換，個人可自由且合法地追求自

身之最大利益，並使資源獲得最佳之效用與最好之分配。惟市場並非無任

何缺失，經濟學者認為資本主義市場之缺失，主要包括市場之欠缺與市場

之不完全性。前者，係指具非排他性、非競爭性之公共財貨或公共服務無

法在市場提供或供給困難之情形，如國防或警察等；後者，係指財貨或服

                                                 
258 胡衛、唐曉杰、方建鋒、何金輝、謝錫美，試論公立中小學轉制政策的產生、效果與走向，

教育發展研究，2005 年月 8期，頁 16。 
259 羊憶蓉，教育的權利與義務，收錄於臺灣研究基金會編，臺灣的教育改革，前衛出版社，1994

年 12 月，頁 51-52。 
260 歐用生，日本新自由主義及其教育改革，教育資料集刊第 36 輯：教育變革與發展，2007 年

12 月，頁 82。 
261 所謂外部性，弗里德曼稱之鄰居效果（neighborhood effect）。所謂外部性，依經濟學之一

般定義，係指某人從事之特定活動直接影響他人之權益，卻未獲補償或懲罰，質言之，即經濟活

動相對人以外之不相干第三人所受非價格因素原因而由市場作用傳遞出之效果。外部性包括正外

部性及負外部性，前者係指產生正效果，反之，則為負外部性，政府可藉由政府管制、課稅、補

貼等手段矯正前述外部性。 
262 熊秉元，全民健保、寇斯定理、預算程序，收錄於氏著，天平的機械原理－法律及制度經濟

學論文集（二），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2 年 5 月，頁 8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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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之生產、流通、消費有外部效力以致市場經濟難以適切提供之情形263。

簡言之，依經濟學之分析，市場僅具有限之能力，市場失靈現象通常包括

經濟社會非處於完全競爭市場、公共財無法透過市場經濟提供、經濟行為

發生外部效果264。 

多數學者認為學校教育具有一定之公益性，但具備部分私有財之特

質，故有學者認為教育非公共財265，而係由私有財過渡至公共財間之準公

共財266，因教育服務在消費時既非獨占，但亦非人人均得共享，具有一定

程度之排他性與消費上之競爭性，教育產品受益之非排他性，表現於教育

之社會效益上；作為準公共財之教育，其資源配置方式係按計畫與市場併

存之方式為之，透過市場分配教育資源，可要求學校提供具特色及具備品

質之教育服務，令家長及學生選擇其消費，惟基於教育準公共財特質，若

完全由市場程序提供，將造成某程度投資偏低現象
267。另有學者認為義務

教育為公共財，而其餘之教育則為非公共財268。本文認為學校教育產品之

定性，應依其教育給付內容定之。從義務教育至高等教育，其公共產品屬

性逐漸減少，私人產品屬性漸次增強義務教育之公立學校踐行國家之憲法

上教育給付行政義務，同時係為實現憲法上保障人民受教育之受益基本

權，人民獲取國家所建立之義務教育，具有消費上之非排他性及取得方式

之非競爭性，故為公共財之一種；至其他各級、各類學校教育則為準公共

財。 

從經濟學之微觀觀點以言，公部門提供一般公共勞役之給付行政與提

供教育之給付行政間，實有明顯且重要之經濟效益差異。前者如國家對垃

圾之清理，其主要為個人家庭受益，較無累積效果，而後者則具有濃厚之

正外部性，蓋獲得教育之益處不只受教育之個人身心獲益、促成個人於社

會層級間流通或調整其所得分配，同時使國家社會同獲文化提升之效果。

國家及社會既然為受益者之一，理應分擔其必要之教育成本，而不能全由

受教育者負擔，否則與市場給付對價之機制不合。義務教育為國家之憲法

義務，我國憲法且明定免費教育為其價值決定，無非在排除受益對價之計

算
269。然而，學校教育所生之正外部性甚難以貨幣精細計算，故可能因此

                                                 
263 蔡秀卿，從行政之公共性檢討行政組織及行政活動之變遷，月旦法學雜誌第 120 期，2005 年

5 月，頁 24。 
264 毛慶生、朱敬一、林全、許松根、陳昭南、陳添枝、黃朝熙和著，經濟學，華泰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1998 年 5 月，頁 238。 
265 蓋教育所涉師資及設備等資源，於多數情況下，具有排擠之效果，故確實具有競爭性，又教

育得以收取學費及選課方式排除他人之參與或學習，故亦具排他性。朱敬一、戴華，教育鬆綁，

遠流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6 年，頁 13。 
266 朱敬一、葉家興，臺灣「私人興學」現況檢討與政策建議，收錄於臺灣研究基金會編，臺灣

的教育改革，前衛出版社，1994 年 12 月，頁 122、137。 
267 朱敬一、葉家興，臺灣「私人興學」現況檢討與政策建議，收錄於臺灣研究基金會編，臺灣

的教育改革，前衛出版社，1994 年 12 月，頁 137。 
268 莊奕琦，經濟學原理，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3 年 4 月，頁 329。 
269 在高等教育方面，其對社會人文價值之創設與延展、對科學之研發等，對整體國家、社會之



 64

造成受益與負擔間之判斷脫節，而欠缺支付相當價格之機制，本身已違反

經濟公平之內在要求，反之，若完全取決於價格決定之市場機制，經濟之

弱勢者將無法獲取較高或較昂貴之教育，與教育所追求之傳統公平價值悖

反，是以，有學者主張如公立學校學費考慮使用者付費原則，則須另配合

其他政策上目標。就目前之實況而言，學生支付學費並不等於給付受教內

容之全部教育成本，理論上，學費之收取應設法接近「市場」之交易，蓋

如受教育之成本過低，將導致過度需求，因此，公私立學校應採相近或相

同之收費水準，同時提供獎助學貸款或工讀機會協助中低收入家庭，使學

生及其家長認真考慮教育成本及效益，令教育資源及受教育者之資源自動

選擇流向價值較高之事務，藉此可提高整體社會資源之運用效力。其根本

理由，係透過教育市場供需雙方公開及自由之協商或溝通，其教育市場最

後所決定之規則與選擇之結果，均屬最有效率者
270。惟現實之市場機能，

隱含一套繁複之價格體系，諸如資源之流動、調節、歸屬均由價格決定271，

若市場機能失靈，則弱勢者無不希望憑藉「非市場」之安排，以增進其自

身福祉272。準上，在教育給付行政上尋求市場利益與公共利益之均衡點，

有其必要，繼此而論，應建立合理、妥適之之市場機制及行政機制交錯控

制機制，同時防免國家失靈與市場失靈替換發生之窘境。 

國民教育於經濟學領域具有深具投資價值之「殊價財」（merit goods）

之性質，但依其辦學性質甚難，故而國家通常須規劃其他稅收支應273，由

此而見，純粹從經濟角度思索國民教育之辦學，恐係以管窺豹。再者，而

除經濟學之觀點外，亦可由法律學角度理解公共財。公共財之提供具有發

揮人權保障之部分功能，是為國家任務之一，因此，國家將屬於公共財之

公共設施市場化，恐發生人權保障之緊張關係，若國家自公共財之提供全

面撤退，則係違反國家目的，乃屬違憲之舉。何況學校係一經濟理性特質

較弱之組織，其所追求者不全然係經濟效益，有時對其他社會價值之重視

遠超過其經濟成本考量
274，此可從我國憲法第 159 條規定之國民受教育機

會平等及基於憲法第 21 條、第 7條規定之受國民教育基本權之分享權等

                                                                                                                                            
貢獻益發重要，但一般而言，大學並無法獨立負擔所有教育成本，因此國家與社會對高等教育成

本之支援，復具其必要性，並較符合經濟學上之公平性 
270 熊秉元，「使用者付費」觀念的探討，收錄於氏著，天平的機械原理－法律及制度經濟學論文

集（二），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2 年 5 月，頁 7-8。 
271 熊秉元，保險與個人，收錄於氏著，天平的機械原理－法律及制度經濟學論文集（二），元照

出版有限公司，2002 年 5月，頁 59。 
272 熊秉元，保險與個人，收錄於氏著，天平的機械原理－法律及制度經濟學論文集（二），元照

出版有限公司，2002 年 5月，頁 61。 
273 熊秉元，「專款專用」和經濟理論，收錄於氏著，天平的機械原理－法律及制度經濟學論文集

（二），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2 年 5月，頁 36。 
274 江岷欽、林鍾沂，公共組織理論，國立空中大學，1999 年，頁 165；江芳盛，一九八○年代

以來美國教育改革政策研究，收錄於國立中正大學教育學院主編，新世紀教育的理論與實踐，麗

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 年 5 月，頁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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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價值決定，顯然亦非單純著重於經濟學上市場價格決定之思考275。惟

上述經濟學對國民教育之辦學，亦有重要之指引作用，換言之，即若經濟

學不能全然套用於國民教育，從市場之競爭技術上而論，仍可建立公立學

校所有權及管理權仍分離之概念，亦即，國家對國民教育之參與方式，除

傳統上由其自己作為生產者或改以提供補貼，其參與之目的無非在維繫教

育給付行政之最低水準；義務教育之公立學校縱由國家提供辦學成本，不

能因而導出國家有壟斷之經營權，而逕予排斥民間合作與參與之空間。總

言之，無論教育係公共財或準公共財，雖皆表徵出國家參與之重要性，然

不因此意謂國家應包攬一切之學校教育投資。 

    其次，觀之前述公共行政學各家理論，實不難發現行政革新理論有三

種主張類型：（1）最低限度國家論，具有反官僚化之傾向，此係以公共選

擇理論為主軸，主張國家職能應儘量縮小，轉由市場機能及企業經營方法

運作，堅持最小政府即最好之政府，政府之目的在於有限度地提供公共財

及公共服務，主張屬公私部門均能提供之財貨或服務，應由具市場機能之

企業部門提供，民營化即其一政策，而須由非市場機制供應者，則主張課

以嚴密之財政控制，以降低成本及避免無效率；（2）管理再造政府論，強

調公職人員應具企業化性格，組織應扁平寬鬆，不強調特定之結構配置，

主張藉由可實際達成結果之管理程序取代傳統嚴格控制目標達成之管理

系統；（3）解除管制政府論，主張為提升政府績效，應刪除或簡化不合時

宜或繁瑣之規制，給予實際處理實務之行政人員擁有較多規劃政策之空

間。以上三種理論模式，固然均以去除官僚化現象為目標，但各有其相異

之意識型態及理論背景，故各自選擇不同改革策略
276，從而，其等策略將

呈現市場化政府、參與式政府彈性化政府與鬆綁式政府等不同特質277。 

誠如一般之認知，市場制度係以交換關係作為基石，而政府則多以權

威關係作為其統治基礎。藉由權威而非市場之政府結構，固然在某些方面

得有效地完成市場所不能完成之事，但此類政府組織在某些方面係臃腫笨

拙，是以，權威之制度猶如只有粗大之拇指而無其他手指般278。國家行政

任務負荷過重及存在龐大之行政組織，造成政府對社會問題應有之及時感

知、回應能力及財政負擔加劇等後遺症，已係不爭之事實，尤其在行政無

法一一瞭解社會細節時，通常係以現實中不存在之平均值作為官僚施政自

我設定之指標；況且政府若不尊重市場機能而採取強制力，或以權威選定

                                                 
275 當然，分享權之具體化，無可避免受到財政可能性之侷限。陳英鈐，「自由法治國」與「社會

法治國」的制度選擇－評釋字第 472 號、第 473 號－，收錄氏著，憲政民主與人權，學林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2004 年 1 月，頁 320。 
276 江岷欽、劉坤億，企業型政府－理念․實務․省思，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 年 5 月，

頁 78-82。 
277 江岷欽、劉坤億，企業型政府－理念․實務․省思，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 年 5 月，

頁 82-84。 
278 Charles E. Lindblom 著，王逸舟譯，政治與市場：世界的政治－經濟制度，桂冠圖書股份有

限公司，1994 年 8 月，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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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目標，即有可能產生失誤或方向之偏差，以致扭曲資源之分配。 

政府在實施公共事務或制定其政策時，往往在效率與公平之兩大價值

間作取捨，政府經常須在諸多民主程序與限制及媒體嚴格檢視下，追求相

互衝突之價值與目標，並解決高難度之公共問題，面對如此艱難工作，欲

追求卓越之績效，且受大多數人民肯定，並非易事279。英國工黨於 1997 年

勝選後所提出之「第三條路」理念，修正新舊左派思想，提出政府調控機

制與市場調控機制、經濟發展與社會公正、權利與責任、國家利益與國際

合作等之平衡280。基於此新趨勢，吾人更應堅信行政組織存在之理由，須

能達成充實國民之生活及符合人權、民主主義與自治之保障281。從導入民

間活力觀點所開展之大幅度行政事務分割與民營化，及由行政減量角度所

導出行政機關之重構，將一定部門或行政業務之減縮、民營化、民間委託

為無可避免，但對行政組織存在價值之評價，公共性（publicness）分析

係不可欠缺282，且應以公共性可作為行政組織及行政行為之正當化基礎。

行政機關為政策決定之中心，故行政機關做成之行政政策應與公共性分析

結合。質言之，行政過程中雖須隨時進行利害調整，惟行政政策之判斷終

究應由憲法價值之具體化觀點，就個別具體行政存在理由即時為公共性之

分析283。 

而面對與國民教育法制息息相關之教育學言之，前述諸多教育改革，

均建立於公立學校之無可救藥之假設，故極力策劃改革，使其得選擇讓子

女得進入最佳之學校就讀，但上開選擇之概念，經常係棄公平、教育及憲

法精神於不顧，亦即，至為不幸地，結果證明前揭改革計畫係一零和遊戲，

終極地僅有少數人可進入所謂優良學校
284。事實證明，依據弗利德曼教育

市場化理論以降之磁力學校或教育選擇計畫，祗有高社經地位家庭之子女

始能負擔起該高額學費，該不合理之高學費與僅能負擔免費公立教育學生

所能達成之目標，難以相牟285。 

於社會轉型過程中，隨公共教育權力轉移與市場經濟制度日益成熟，

                                                 
279 黃榮護主編，公共管理，商鼎文化出版社，1999 年 4 月 10 日，頁 9、10（余致力執筆部分）。 
280 馬忠虎，「第三條道路」對當前英國教育改革的影響，比較教育研究 7，2001 年月，頁 50-52。 
281 原野翹，行政の公共性と行政法，法律文化社，1997 年 11 月 30 日，頁 61。 
282 原野翹，行政の公共性と行政法，法律文化社，1997 年 11 月 30 日，頁 39。 
283 原野翹，行政の公共性と行政法，法律文化社，1997 年 11 月 30 日，頁 52-53。公共行政學

以至行政法學所堅持追求之公共性係相對於私人性（privateness）而言，如何界定公共性固為

棘手問題，但套用公共行政學者之體悟，有其便捷性。公共學者認為區別二者，應運用行為者

（agency）、利益（interest）及可進入性（access）三個向度。前二者較容易理解，而所謂可

進入性係用以區別公共性與私人性間之開放程度，包含可參加之活動、可利用之空間、可獲得之

資訊及可獲取之資源。［美］尼古拉斯․亨利（Nicholas Henry）著，張昕 等譯，公共行政與公

共事務，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 年 4 月，頁 71-72。 
284 Robert M. Hardaway,America goes to school:Law,reform,and crisis in public education 

(Connecticut: Westport, 1995),p45. 
285 Robert M. Hardaway,America goes to school:Law,reform,and crisis in public education 

(Connecticut: Westport, 1995),pp45-46.教育券僅能抵充私立學校高額學費之一部分，因此對

於貧困家庭子女仍難以因此選擇高學費之私立學校就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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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因素及經濟因素將日愈介入教育領域286。學者指出教育市場化之主要

指標，包括自負盈虧、市場之興起、國家提供者角色減少、採納市場管理

原則、市場主導課程、院校創收、內部競爭、強調效益287，而亦有學者同

意自由競爭之市場制度係提供最佳教育品質與最有效率之方式288，但市場

取向之公共論述，其最大之危機在於無益於社會公正之實現，且過度執著

於成果導向，可能傷害社會長遠利益，將公民轉換為顧客而導致公民理想

性格喪失289。為追求利潤而存在之市場，通常具有生產性、規模性、營利

性等構成要素，教育之公益性基本價值，與市場之營利性相悖。依古典教

育理論，即使私立學校之辦學亦不應以營利為最終目的，否則與教育之內

在要求不符合，從而，教育一向被認為具市場不完全性之性格290。 

學校教育具社會、文化功能，有其基本價值，且為縮短社會文化經濟

地位差異及統合社會之重要機能，欲保障教育之良性發展，而得繼續承擔

教育之使命，有賴於教育核心規律之受遵循。若將教育置於市場中，教育

將朝商品化、工具化、世俗化發展，其最優化之情境，固然亦可能獲取教

育之公平與效率、效能間之均衡，然此理想之均衡狀態，恐非易於實現，

資此，吾人主張應堅持公平之優先性，而不宜過度神話市場之功能
291。即

使學校教育領域不可能全然排除功利之想像與實際，但教育一味驅從於市

場之功利價值，可能毀滅教育之人文價值。學校雖非人文與理性發展之唯

一基地，但卻係最重要之觸媒，辦學若祗關注眼前經濟利益之現值價值取

向，而漠視人文、理性、基礎科學研究及社會價值之發現與開發，將弱化

社會價值之永續開展，其自我之創造與學術研究極難獲得開展，實係慢性

謀殺公立教育結構。歸結之，在完全市場化之教育，將產生教育追求之精

神價值與經濟價值、公益目標與經營目標相互之矛盾
292。是故，教育縱定

性為一產業，亦必是一特殊產業，教育之市場化不應形成教育公益性之拋

棄。準此以觀，教育之價值如惡化為只有市場價值一種判斷－交換價值，

                                                 
286 劉復興，政府選擇、市場選擇與公民社會選擇的博奕－當代我國教育制度變革的價值選擇，

收錄於袁振國主編，中國教育政策評論，2005 年 9 月，頁 58。而經濟介入教育領域，對於教育

之效益與公平之認識，益增其複雜性。胡衛、劉國永，基礎教育公辦學校體制改革的路向及發展

思考，教育發展研究 2003 年第 9期，2003 年 9 月，頁 24。 
287 莫家豪、羅浩俊，市場化與大學理治模式變遷：香港與臺灣比較研究，收錄於戴曉霞、莫家

豪、謝安邦主編，高等教育市場化－台、港、中趨勢之比較，高等教育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2

年 12 月，頁 187。 
288 秦夢群、曹俊德，我國義務教育公辦民營制度之可行性研究，教育與心理研究第 24 期，2001

年，頁 22。 
289 許立一，新公共管理的省思：以黑堡觀點為基礎，公共行政學報第 6期，2002 年 3 月，頁 29

以下。 
290 蔡秀卿，從行政之公共性檢討行政組織及行政活動之變遷，月旦法學雜誌第 120 期，2005 年

5 月，頁 24。 
291 如有學者認為市場係改進教育管理體制創新之根本動力及實現有限管理之靈魂。馮增俊，引

入市場機制與教育管理體制創新，收錄於袁振國主編，中國教育政策評論，2005 年 9 月，頁 47。 
292 別敦榮、郭冬生，大學市場化矛盾解析，收錄於戴曉霞、莫家豪、謝安邦主編，高等教育市

場化－台、港、中趨勢之比較，高等教育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2 年 12 月，頁 239、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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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否定或忽略人本之人格教育，教育之社會、文化功能將遭澈底瓦解。若

此可信，則教育服務顯然非可遽謂係等價之市場交換。教育市場化，隱藏

著對學校經營者之信心危機，惟倘若將學校教育降格為與一般商品無異之

地位，又可能損害教育之本質，因之，不能過度強調經濟效益與效率，尤

其市場隱藏不穩定性及無秩序性等嚴重風險，是否可完全依賴市場操作教

育，確值商榷。本文認為在教育領域所需要者乃準市場，各級及各類學校

之市場化需求及合理性不同，在此準市場中，國家與市場間具有相輔相成

之關係，故有良性互動之空間，國家原則上亦應尊重及恪守市場法則，在

市場失靈時之干預作用，係為恢復市場之正常機制及彌補市場之缺陷。市

場法則對於學校教育而言，套用經濟學之理論，教育給付行政所追求之公

益性原則，可謂在追求教育正外部效益之最大化－教育給付行政效用之最

大化，易言之，謀求公益性之最大化為教育之根本宗旨。 

教育改革經常被關注之事項為教育財政負擔日益遽增之困境，但吾人

相信，經費不足將造成教育之危機。國家之財源有限，不可能無限度地投

入教育，尤其非義務教育之高等教育，職此，引入市場或非政府力量，可

能為解決教育財政負擔重要策略之一。自 1980 年代起，各國政府依據需

要，更積極關注教育品質與績效責任，朝向放鬆教育管制，引入市場邏輯

之教育市場化，其一重要因素，毋乃為緊縮政府投資規模。即使係經濟強

國之日本，於教育改革中，亦採行縮小國家教育經費支出，強調個人自由

與自我責任，以促使學校之統合再編、學校間差異化與階層化、採行規制

緩和及容許民間教育產業進出，將教育視為商品，透過供給主體之多樣化

之彼此競爭，而進行新自由主義市場原理之改革
293。 

受新自由主義經濟理論之影響，在企業全球化及市場自由化之趨勢

下，多數國家對於市場之發展及運作儘量採取最少干預之政策，受此思潮

之影響，教育發展亦朝向教育市場開放與自由競爭二個面向發展，而有教

育私有化之現象。各國於制定教育相關政策時，多以市場化為準則，市場

－經濟學所稱看不見之手，已牢牢控制教育政策之擬定與發展
294。尤其在

WTO 架構下，強調無歧視貿易、經由談判逐步開放市場、經由對關稅與農

業補貼之拘束及服務業市場開放之承諾等建立市場開放之可預測性、促進

公平競爭、鼓勵發展與經濟轉型等五項基本理念與規範準則295。又依據 WTO

服務貿易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GATS）296第

13 條規定：「除由各國政府徹底資助之教育活動外，凡收取學費、帶有商

                                                 
293 足立英郎，檢証「改憲實態」－教育基本法改定と改憲問題，法學セミナ－No.634，2007 年

10 月，頁 19。 
294 翁福元，教育政策社會學：教育政策與當代社會思潮之對話，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7 年 2 月，頁 305。 
295 經濟部國際貿易局網站

http://cwto.trade.gov.tw/webPage.asp?ctNode=127&BaseDSD=7&CuItem=11541 
296 前此，依據 WTO 之前身即關稅暨貿易總協定 GATT 之分類，教育事務早被歸屬於服務部門之產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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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性質之教學活動均屬教育貿易服務範疇，包括基礎教育、高等教育、成

人教育與技術培訓，所有成員國均得參與教育服務競爭。」297教育服務被

納入服務貿易範疇後，會員國間酌可採取最惠國待遇、市場進入或國民待

遇處理雙邊或多邊間之教育服務競爭。而 WTO 所指之教育服務活動方式，

依服務貿易總協定中第 1 條第 2 項規定，GATS 協定所稱服務貿易，係指：

（1）自一會員境內向其他會員境內提供服務（即跨國提供服務，

Cross-border supply）；（2）在一會員境內對其他會員之消費者提供服務

（即境外消費，Consumption supply）；（3）由一會員之服務提供者以設

立商業據點方式在其他會員境內提供服務（Commercial presence，即商

業據點）；（4）由一會員之服務提供者以自然人呈現方式在其他會員境內

提供服務（Presence of natural persons，即自然人呈現）。準上以觀，

教育乃屬前述之服務，惟依同條第 3項第 2款規定，前述所指之服務，包

括各項之服務，但執行政府功能而提供之服務，不在此限。職此，足見 GATS

有意排除非商業性及競爭性之教育服務項目，至於何謂執行政府功能而提

供之教育服務，WTO 並無統一規定，自應依各國法律規定，一國之義務教

育通常被解為係該國國家執行政府之教育功能。屬上開服務項目者，依市

場進入與國民待遇，上開約款並非一般承諾，各國可另基於水平承諾、特

定承諾表
298。上依據該國國情予以具體承諾，除墨西哥、紐西蘭、賴索托

及部分東南亞國家外，包括英、美、日、法等國在內近 72﹪之 WTO 會員國，

對開放教育市場之態度，仍持謹慎態度，特別在教育服務處於劣勢的發展

中國家，更唯恐危害國家教育主權而不敢輕舉妄動，大多只開放高等教育

及成人教育作有限度地開放市場，義務教育仍然被視為禁區299，然此已正

式宣告教育已難逃市場機制之控制300。WTO 不單使教育產業性更加突出301，

                                                 
297 依半島教育網報導，於 WTO 之 143 個成員國中，僅 40 國簽署該協定，且其中 30 餘國係採有

限開放本國市場，如以議訂或對等方式互為承認學歷、學位、開放成人教育、技術培訓等領域之

外資辦學，或取消某领域教育活動之營利限制等。

http://www.bdedu.com.cn/news/out/tiaokuanguiding.htm 
298 水平承諾（horizontal commitments）為整體承諾表前之一項承諾，適用於各項服務之承諾；

特定承諾表（schedule of specific commitments）係依 GATS 第三篇所規定，各國針對各項分

類服務項目承諾開放市場之內容、國民待遇及額外承諾等所為之承諾。 
299 鄔志輝，教育全球化－中國的視點與問題，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年 1 月，頁 62。基於

國際化及自由化係無可避免之潮流，我國在顧及國內教育發展及維護教育政策自主之原則下，幾

經與 WTO 其他會員國談判，而於 1998 年與紐西蘭達成開放教育服務業議題協商，其後雖有澳、

美、英、加等國對我國教育服務業提出關切，然皆在紐國要求之範圍內，協議內容如下：（1）開

放外國人設立高中職及其以上之學校；（2）開放遠距教學；（3）開放設立短期補習班；（4）開放

留學服務業。足見，義務教育並不在減讓承諾之範圍。教育部教育部國際文教處：我國加入世界

貿易組織後對教育發展之衝擊與因應之道，http://rs.edu.tw/bicer/wto/wto.doc 
300 面對 WTO 外部條件之衝擊，有學者認為教育內部系統與外部環境間可以透過均衡模型或適應

模型解決。孟繁華，教育管理決策環境模型，首都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2002 年第 1期，頁

103-107；吳遵民，教育管理學，收錄於葉瀾主編，中國教育學科年度發展報告‧2002，上海教

育出版社，2003 年 11 月，頁 152-155。 
301 方建鋒，加入 WTO 對中國民辦教育的影響，收錄於（中國大陸）教育部發展規劃司、上海教

育科學研究院編，2002 年中國民辦教育綠皮書，上海教育出版社，頁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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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由於對於教育服務之承諾，教育已不能繼續在一封閉環境中營運，反

之，將受其他國家辦學思考模式不同程度影響，並將市場化觀念融入教育

實踐中302。 

新自由主義之教育改革理念係相對於由國家基於其資金提供教育之

思維，將教育之提供部分委由市場，認為國家可提供資金，但應參採類似

以競爭為基本原理之市場提供，促使學校體系及教育內容多樣化，並減縮

國家之負擔。以此為根源之教育改革論係將資金供給主體與教育供給主體

加以區隔，政府之分工限於資金之提供，接受政府作為資金主體之市場或

類似之架構提供教育
303。基此論調，公共領域市場化中之教育，有必要將

國家之功能由提供者角色，轉向監察者之地位，將國家任務界定在資源之

公平分配工作上，學校教育之給付行政可由國家傳統任務中被部分解放，

而可能成為國家與社會、私人共治之社會領域，並因在此公共領域中，引

入自由競爭及自由市場之供需法則，而創設教育市場之內部競爭

（internal competition）機制。不過，市場化不能為解為弱化國家對教

育品質監控之功能，及成為國家為減少投入教育之藉口或手段。引進社會

資源對教育之投入，除取決於公眾對於教育之認知與參與熱情外，難以排

除利潤之考量。因此，強調學校教育亦為市場化延伸之領域，不能等同於

要求國家完全退出教育，而應係強調市場需求引導學校運作之理念，其正

面之意義在於學校教育之運作不可忽略資源利用之有效性及引進競爭概

念。 

加入市場要素，可強迫公立學校自我增進對成本觀念之認識與實踐。

資源有效利用，首重辦學之成本效益分析，但此所指之效益，並不侷限於

財政觀點，除直接成本（direct costs）外，尚必慮及間接成本（indirect 

costs）。學校教育為長遠之投資行為，有滯後性及最後成果之抽象性等特

殊現象，是以，其對國家整體之經濟、文化、社會促進功能及貢獻，無法

在短期內顯現，且甚難具體實證，然不因之排除部分辦學措施成本效益分

析之可能
304。吾人相信，從培養國家人才之長遠眼光，國家實不宜緊縮教

                                                 
302 程方平主編，中國教育問題報告－入世背景下中國教育的現實問題和基本對策，中國社會科

學出版社，2002 年 11 月，頁 55。 
303 世取山洋介，新自由主義教育改革と教育の公共的性格，法学セミナ NO.595，2004 年 7 月，

頁 50。 
304 近年，因辦學成本飆升，以高等教育為例，無分公私立學校，盡由提高學雜費解決資本缺口。

不可否認者，教育市場與學生間之交易困境乃在欠缺價格競爭機制，而目前各級各類學校之收

費，須報請主管機關核准，顯然仍採嚴格之價格管制手段，承此，學校教育市場比較不易形成真

正之價格競爭機制因此，縱各大學間收取之學費並非劃一，然學費因素仍難構成其於教育市場之

競爭作用。本文認為，必要之教育投資為教育發展之必要條件，國家不應將教育財政全然或過度

轉嫁予受教育者及其家庭，學費之收取僅可作為教育成本合理分攤之手段，而非最終手段。對於

學費可能造成學生在教育市場選擇之障礙，針對國家不直接給付之教育服務，基於公平原則，於

財政許可下，得以獎助學金、學生貸款、教育券等方式直接補助學生，以彌補因選擇權而造成其

經濟之過度負擔。此外，由大學自籌辦學經費，並不具收入之穩定性，蓋學校獲得社會及校友之

捐助祗係單純之學校財政反射效果，對於欠缺歷史、規模、知名度之大學，甚難有所斬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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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財政支出，反應逐年增編為是，政府應控管資源之浪費，方是正務。 

在建立學校間競爭機制方面，包括公立學校與私立學校間之外部市場

競爭，公私立學校同一系統間內部市場亦應有良性之競爭。為迎合市場挑

戰，學校營運可採企業化經營精神，而企業化與學校教育追求公益性非當

然立於敵對關係。為活絡自由競爭，須有配套之環境，諸如避免教育體制

僵化、建構公開公正之競爭機制及學校內部人員激勵機制、允許競爭系統

中教師交流等。固然教育機制之決定，除教育學之原理及歷史因素外，不

乏政治決定與社會力之選擇
305，從市場觀點，現代之教育機制應儘可能降

低非理性之政治決定干涉，而摻入因應市場之調節機制，諸如引進之合併

程序，擴大規模，增強競爭力，又如採取有效之退場機制，減少教育給付

品質之惡化，及降低整體社會成本之浪費；再如高等教育由菁英教育轉向

大眾化教育，此環境改變造成高等教育本身之結構變化，大學應逐漸形成

其教學特色，以達成市場區隔；義務教育由傳統之國家寡占，可思考興學

主體及興學形式之多元化。 

以上係由教育市場之供給面觀察，若自需求面分析，接受教育對受教

者之學生或其家長而言，不僅係一投資行為，且為消費行為之一種。將教

育置入市場，其目的主要在回復國民受教育之消費者主權
306，亦即將學生

視為教育市場之消費者，係為確立學生在教育市場之交易主體地位。學生

在教育市場中，應有獲取完整資訊之權利，俾其正確選擇，並促進學校間

之良性競爭，使學校在學校市場中得以相同成本創設最優良之教育給付。

基於資訊完整之需求，故而，應在法制上建立學校資訊之公開與透明化，

此所指之資訊包括學校自身教育經營及政府教育財政等內容。惟教育具有

育人之人文性質，不應將之物化，因之，即使教育可被解讀為商品服務之

一種，學生係顧客，教師被擬制為教育給付商品之載體，仍不宜認為學校

與學生間僅係一直接交換關係。另一方面，在市場中，受教者係消費者，

但國家既有支出成本，其自亦得為教育服務之購買者，代表消費者選擇教

育服務供應者，故國家可依學校教育給付之良莠，決定其經費補助多寡之

標準
307。 

                                                 
305 在提高受高等教育機會之教育改革社會運動下，近年不斷擴張之高等教育規模，即係行政部

門鼓勵職業學校升格，同時降低大學院校設校門檻之結果。 
306 竹內俊子，教育行政における「民間化論」，收錄於原野翹、浜川清、晴山一穗編，民營化と

公共性の確保法律文化社，2003 年 5 月 10 日，頁 99。 
307 此與晚近發展之行政學新治理理論（New Government）有異曲同工之處，新治理理論係以「主

人－代理人理論」（The Principal-Agent Theory）作為理論構築，主張政府不親自實施特定作

用，而藉由資金之提供，由政府以外之主體予以實施，採著眼於間接政府型態之擴大，政府外之

主體須貫徹政府之意志，而採取必要之手段與政府所需之內容，其彼此間係基於契約關係，而非

階層關係。惟事實上無法被理解其彼此上確係互為平等關係之當事人，蓋政府以外之主體受國家

金錢支配之制約，所為者不過係代理人之行為。日本國立大學法人化為其適例外，中等以下學校

亦因適用間接政府理論，於學校與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間導入契約關係，不過，如全然貫徹政府

為主人之理論，則須使教師之勞動全面適用從屬性。世曲山洋介，新自由主義教育改革と教育の

公共的性格，法学セミナ NO.595，2004 年 7 月，頁 5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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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機制改革論中，對私人企業經營效率之嚮往為其一強調之價值，

然吾人須誠實地認知，我國之私校制度實難與英美之著名私立學校相比

擬，在嚴格之教育管制下，私立學校之教學內容與公立大學間之差異不

大，故多未發揮英美國家私立學校之辦學特色，因此，英美對於私立學校

優良評價之論述，不應全然移植於我國，而於我國教育改革思維上作為同

一信念，此由在學術成就之評價上，以高等教育而言，頂尖之大學院校普

遍優於私立學校，足見一斑。至於社會對於高等以下私立學校所謂之辦學

績效，仍著墨於升學與校內成績之追求，但私立學校頻生之財務問題不時

遭揭露，亦為不爭之事實，從而，將教育多元及公私立互為競爭相互導引

作為教育民營化與公辦民營之論點，如何避免成為華而不實之主張，為公

立學校開放民間參與時所應切實注意者。易言之，若一味稱許私立學校之

經營效能效率高於公立學校，顯忽略部分私立學校財務藏污納垢及執迷於

升學率心態之扭曲教育價值，除非在將公立學校經營型態加入市場競爭元

素之同時，亦對家長以考試教材作為子女學習成就之迷思等客觀變因一併

予以洗心革面。 

教育改革可能涉及最根本之教育哲學，同時觸動社會學、心理學、行

政學等面向
308，就以教育學之觀點言之，教育改革係打破相對穩定之教育

價值觀，予以重塑，並在既有基礎上建立新的教育價值觀309，惟教育事務

常包含諸多非經濟性之考量，諸如我國教育傳統上所強調之有教無類，對

於特殊教育教師編制與必要之教學輔助設備等之投注，並不以經濟效能為

基調，故於實施教育改革時，必須防免造成另一種教育機會不公平、獲得

利潤重於教育目標達成等潛在危機。今日之學校組織再造，一方面應就學

校內部系統加以改革，亦即不應拘泥於舊有學校組織之調整或改善而已，

而應更著眼於深層之價值建構，故尚應及於包括學校領導、權力分配、價

值觀念、激勵、決定、文化、課程與教學、效能等層面暨其關係，依此而

論，學校組織再造係指學校內部權力之重新分配，不受過去傳統科層體制

之束縛，強化教師與家長參與校務決定之權力，塑造學校成員新觀念，以

建立學校組織運作新機制，轉化學校新經營型態，以提高學校組織之適應

力及其效能，是以，現階段之學校組織再造應由權力控制轉向權力分享，

由封閉系統走向開放系統，從教師專業束縛轉化為專業自主
310。    

另一方面，針對外部環境結構之再造，引進市場機制、學校教育公辦

民營及管制鬆綁為最常見之調整思考模式311。其中，將學校公辦民營導入

                                                 
308 林天祐，教育改革的理念、課題與策略，收錄於氏著，教育行政革新，心理出版社，2000 年

1 月，頁 12-21。 
309 林天祐，教育改革的理念、課題與策略，收錄於氏著，教育行政革新，心理出版社，2000 年

1 月，頁 13。 
310 吳清山，教育革新與發展，師大書苑有限公司，1999 年 12 月，頁 76。 
311 呂生源，國民小學行政組織再造之研究，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2000 年 2

月，頁 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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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之公私二元體制中，除一般所理解係信賴私人或企業化經營所帶來之

效率與效能外，更係確認由「自由」演繹而出之多元價值。此之自由不全

然等同於權利或基本權觀點之自由權，而係任何事物發展之自由，舉凡具

有自由之氛圍，創意與作為均有無限之可能。時至今日，政府之任務應係

提供充足之資訊，以利人民就其認知作最適之自我抉擇，而非越俎代庖地

取消人民之選擇權。縱使公辦教育誠然在近代國家發展中居功厥偉，然隨

就學率普遍提升，現代國家之教育使命、目標與理想均應動態地予以調

整，應認為國家教育權祗具輔助性之工具性價值，不應取代國民教育權之

倫理性價值，是以，由政府接辦所有教育事業之主張，不具決定之合理性
312。 
 

 

 

 

 

 

 

 

 

 

 

 

 

 

 

 

 

 

 

 

 

 

 

 

 

 

                                                 
312 朱敬一、葉家興，臺灣「私人興學」現況檢討與政策建議，收錄於臺灣研究基金會編，臺灣

的教育改革，前衛出版社，1994 年 12 月，頁 1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