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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學校競爭之意涵與衡量 

    二十世紀中期以來，由於西方各已開發國家對教育品質的日益重視，
然而卻面臨全球經濟衰退，各國財政日漸緊絀，且教育資源有限，促使各

國政府無不進行市場型教育改革來開放教育市場，藉由學校間的競爭，以

及建立評鑑制度，來減輕政府的財政支出，並期待能夠提昇教育品質。 

壹、 市場型教育改革（market-type reforms）的背景 

    近年來，「學校是否直接由政府來經營？」成為一個熱門的議題，在
不同國家都引起熱烈討論。Milton Friedman(1962)率先在美國引發討論，
他認為當時實際能掌控教育的是政府的力量，然而他也認為政府直接提供

公立學校資金，是過去時代的一個產物，因為當時的社會，為了讓偏遠地

區的學生也都能夠享有受教育的權利，所以由政府直接提供資金給公立學

校。換言之，他同意政府應資助學校的運作，但卻反對政府獨大的角色，

且質疑公立學校的辦學績效，因為公立學校往往缺乏競爭，導致績效不

佳，教育品質不良。他首先建議政府必須提供教育卷給父母，讓他們可以

為子女選擇學校，不論是私立學校或是公立學校，只要是合格的學校都可

以使用教育券，其等同於一年的學費。並主張教育券(educational vouchers）
可以激發學校為了爭取學生而競爭，而競爭能改善教育成果（educational 
outcomes）。然而，他的主張引起爭議，後來持續的被挑戰，尤其在學校選
擇方面，以及教育券、父母選擇、競爭、學校效率之間的連結關係，都在

近年來成為理論和實證研究上的焦點(Henry and Gordon, 2003)。 

    古典經濟學的觀點強調「完全競爭」，認為只要透過價格機能的運作，
勞動市場和商品市場會自動趨於平衡。在這一時期，最重要的經濟思想家

之一是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 1723-1790），他在Friedman以前，於著
作「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中就曾經發表過類似Friedman教育券
的想法，他提到：由政府提供金錢給家長去選擇教育服務，將使學校在這

開放市場中更具有競爭力，學生更能選擇符合其需要的學校（Sm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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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他也提出「一隻看不見的手」（an invisible hand）理論：若讓社會
上每個人都基於自利的動機，做最有利自己之決策，並放任買賣雙方在市

場上互相競爭，最後結果則如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其所指的就是市場

機能）在指引般，產品產量之組合、產品之分配、與要素之配置各方面，

都能達到最高之效率，所以理論上私立學校的教育成效會比公立學校來的

高。 

    然而 Gintis(1995)回顧教育市場化的概念後指出，影響英美教育改革政
策的自由市場經濟理念主要來自海耶克（Hayek, F.A）的新自由主義經濟
學說，而非上述史密斯的古典經濟學。兩者的差距主要在對於政府在經濟

上扮演的角色，兩派有不同的看法，海耶克主張政府應採取最低限度的干

預，排除影響自由市場運作的干擾因素，以維護自由市場的運作，將此自

由市場的理念運用於教育政策，就形成學校的市場選擇機能或學校選擇權

運動；而史密斯等人的古典經濟學卻主張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政府不需

要介入市場的運作（楊忠斌，民 88）海耶克的經濟自由化的主張，被視為
新自由市場經濟學家（也有人稱為新資本主義或新古典主義學家）。 

Hanson (2001)指出，九 0年代中期以來，美國社會大眾對美國公立學
校的績效強烈表達不滿，在各州議會的推動下，於是美國教育體制開始朝

向解除管制（deregulation，or freedom from the grip of institutionalized forces 
that fixed schools to the status quo）的方向發展。這樣的發展，在體制環境
上（institutional context），提供一般學校改變或變革的契機。 

市場型教育改革的提倡者(Friedman, 1979; Lowton, 1992; Sally & 
Geoff, 1996; Elmore, 1987; Chubb、Moe, 1990; Coleman, 1990; Witte,  1990; 
Tooley, 1992)相信，透過市場的兩個核心機能：家長選擇與學校競爭，可
以解決一些公立學校現存的問題，包括：促進學校改革，以提升公立學校

的教學成效，或增進教育多樣化。如此，既更能符合學生、家長和社區的

需求與期待，同時也可以減輕國家財政負擔，有效運用社會整體的教育資

源(Chubb, Moe, 1990; Coleman, 1990；Finn, 1990; 蓋浙生，2004)，所以能
提昇公立學校的品質(Arum, 1996; Dee, 1998; Goldhaber, 2001）。 

美國在 1994年，由柯林頓總統簽署的教育改革法案「公元二千年的
目標：教育美國法案」（Goals 2000：Education America Act），延續前任
布希總統的「公元二千年美國的教育政策」，將其所提出的教育目標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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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著重發展自願性國定課程和成就標準及撥款功能(Garcia, 1993：5)，
主要目的在進行全國性有系統的教育改革，讓所有學生都能接受高品質和

均等的教育，以提昇學生學術水準，俾使學生在國際競爭上居於領先地位

（林家宗，1997） 

除了美國以外，英國同樣也受到市場概念的衝擊，在 1988年通過的
教育改革法（1988 Act）的目標是提昇教育品質與效率，創造教育的社會
市場，不再強調教育機會的均等，或建構公平正義的社會，而是更重視消

費主義、創業與競爭的精神(Guthrie and Pierce, 1990)。到了一九九Ｏ年代，
透過種種機制，諸如開放入學方案、教育券計畫、城市技術學院（CTCs）
和中央經費補助學校（GMS）的產生等，將原本由地方教育局控制的學校
系統加以市場化，也促進了學校間的競爭。 

蓋浙生（2004）歸納市場化之所以成為教育改革的熱潮，主要原因有：
一、對公共部門的信心危機以及私有部門效率的再度重視。二、政府機構

希望在不必增加財務負擔的前提下，提供民眾合理的服務品質。三、受時

代潮流的影響，迫使政府重視消費者的權利與經營效益。 

貳、教育市場之結構和類型 

如同前文所述，市場型教育改革的提倡者認為，選擇與競爭為市場的

兩個核心機能，除此之外，諸多學者(Ball, 1994; Gewirtz, Bowe and Ball, 
1994; Levin, 1975；Lawton, 1992; Sally and Geoff, 1996)也認為教育市場中
最主要的組成要素，就是選擇與競爭，而不是科層式的計畫和控制。 

Oplatka(2004)指出市場理論依據一套相對明確的前提，其連結市場要
素、具體的競爭，和個別選擇。因此，教育市場的特徵就是教育裡存在著

供應和需求兩方：供應者就是教育機構以及主管當局；需求者就是家長和

學生。總而言之，教育市場要素的組成包含四要素： 

（一）選擇，是假定父母有足夠的資訊在為孩子選擇學校的時候，描述父

母無論居住在哪，都可以為孩子選擇學校的情形。 

（二）提供者間多樣性和有效的區別，說明學校間的不同可以讓父母做選

擇。當學校能符合父母的要求，學校被假定可以變的更多樣化。 

（三）競爭，例如.學校為了讓父母選擇自己，而不是其他學校，因此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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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更大的動力去追求工作表現。 

（四）對父母和學生的需求和偏好有回應(Elmore, 1987; Liberman, 1989; 
Witte, 1990; Bondi, 1991; Tooley, 1992)。 

    Mark Blaug所著的教育經濟學概論中，論及教育財供需的競爭市場所
以形成的四個基本條件是：有明智的消費者、無公共財、生產過程無內部

規模經濟、及生產和消費過程無外部經濟等。由於公共財的存在、生產過

程內部規模經濟效果、和生產和消費過程的外部經濟效果的產生，都使的

價格不能充分反應財務及勞務效用的大小，而失去其作為明晰的市場資

訊，以至於影響消費者的明智選擇（林文達，1991，頁 352-353）。 

    Calero(1998)指出，教育市場結構的類型會影響市場機能的效果，他區
分四種教育市場結構如下表所示： 

表 2-1：市場結構的類型  

      生產者(供給面) 
 
消費者(需求面) 

分散 集中 

分散 I II 
集中 III IV 

資料來源：From “Quasi market Reforms and Equity in the Financing of Higher Education,”by  

Calero, J., 1998, 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 33, 13. 

其中，類型 I是由不同的生產者提供產品給許多不同的消費者選擇，
在生產者與消費者都數分散的情況下，是最符合自由競爭特色的市場。類

型 II是由少數的生產者供應產品給許多不同的消費者，在此類型中，因為
生產者數目有限，所以容易產生生產者壟斷的情形。類型 III是有許多不
同的生產者必須爭取有限數目的消費者，在此種情況下，消費者較有選擇

的空間。類型 IV是由固定的生產者提供產品給固定的消費者選擇，最容
易產生壟斷及獨占的情形（徐聯恩等人，2005）。 

    Lawton(1992)則根據國家干預程度的多寡，將教育市場區分為六種不
同的類型： 

（一）無國家介入的完全自由市場（A Completely Free Market－No State 
Intervention）：這種教育市場是屬於較極端的一種，完全沒有國家的
干預，所以市場極其自由，學校完全是以民營化為主，即由財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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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慈善機關、私人企業…等方式經營。國家不得訂定標準，或是
以經費補助學校的方式直接或間接的干預，所以在此制度下不會有

強迫入學制度。家長只要財力允許，將擁有完全不受拘束的選擇權。 

（二）受到國家法令規範的教育市場（A Market Constrained and Regulated 
By the State）：這種類型的教育市場，是以民營的學校為主，但受到
國家法律上的規範。國家在教育市場的規範有訂定最低標準、國家

課程、師資認證，國家也有權建議關閉未達標準的學校。 

（三）由國家補助的全面民營化教育市場（A School System Which is Wholly 
Private but Subsidized or Paid For the State）：此種類型的教育市場是
基於私立學校比公立學校辦學更有效率的原則，所以主張所有學校

均由私人經營，並且避免政府官僚體制的干預，國家將會支付或補

助私立學校。 

（四）公立和私立學校相互競爭的教育市場（A System Where School－State 
and Private－are in Competition with Each Other）：此類型的教育市場
是基於私立學校的存在可避免公立學校的壟斷之概念，所以國家興

辦公力學校，私人興辦私立學校，但國家減少對公立學校的管制與

保護，將使得公私立學校間相互競爭，且公立學校間彼此也會競

爭，以迫使品質不佳的學校被迫改進。 

（五）公立學校和私立學校合作互補的教育市場（State and Private Schools 
Complementing Each Others and Co-operating with Each Other）：此類
型的教育市場是以公立學校為主，私立學校的設立是以補充公立學

校的性質為主，以提供不同的選擇機會。在此情況下，公私立學校

之間的關係是互相互補及合作，而不是互相競爭，此類型的市場主

要是隨著國家經濟發展而採取的計劃性之市場模式。 

（六）只有公立學校的教育市場（Only State Schools Permitted）：此種市場
是國家完全介入控制的類型，不允許私立學校的成立，所有的國民

都必須進入公立學校強制接受教育，家長沒有選擇的權力，此種市

場概念是基於社會公平及促進社會融合觀點之上。 

    換言之，隨著供給與需求的分散或集中，以及國家干預程度之不同，
教育市場將呈現不同之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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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國目前現況而言，中小學方面的教育市場類型近似於 Calero(1998)
所謂的第 II類型，或 Lawton(1992)所謂的公立學校和私立學校合作互補的
教育市場；然而，幼教市場大約接近 Calero(1998)的第 I類型，以及
Lawton(1992)所謂的公立和私立學校相互競爭的教育市場。 

    湯堯（1997，頁 74-76）提出教育市場模型假設及說明，如下圖 2-1。  

         

 

 

 

 

 

 

 

 

圖 2-1：自由競爭教育市場模型 

資料來源：”教育市場導向探討與省思”，湯堯，1997，教育研究資訊，5(3)，76。 

圖 2-1的教育自由競爭市場模型顯示出教育市場迴路，外環迴路為效
益面、內環迴路為成本面。它說明教育制度市場導向在經濟活動中有兩個

主要角色，首先在課程設計、教學研究中的服務市場：此時學校教育機構

與教師扮演著生產者的角色。提供適切的課程、教學、圖書設備以及師資

等，從事生產，以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另一方面在成就市場，生產者或學

校教育機構，扮演著需要者的角色，藉由社會大眾的支持、學生家長或企

業訓練部門的參與教育訓練活動，吸引其資金、時間、勞力或土地，以從

事教學生產與經營活動。因此，生產者在教育市場上扮演著各項教學的供

給者，而且也應扮演著對資源需要者的角色。就消費者的需求面而言，對

服務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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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輔導 

消費者需求 

學生、家長、企業

部門 

成就市場 

學生表現、機構附加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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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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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市場所提供之教學、課程、師資及設備應有勞務上或金錢上的支出責

任。例如：無形的學習時間付出，與實質的學、雜費、書本費、甚至交通

費等費用支出。其消費者的所得即是表現在成就市場裡的機構附加價值上

或個人學習成就表現上。 

    同樣地，該市場關係理論可用於生產者的供給面，教育機構提供課
程、教學、圖書設備及師資等勞務以從事生產獲得收益。例如：教師的成

就與薪資、學校地位等，並投入實質成本與機會成本從事教學工作以換取

學生成就表現或機構整體附加價值上。 

    在這服務市場與成就市場裡，兩種不同角色都涉及教育活動所需各種
的教學服務與生產資源，亦即教育的投入與產出的關係，而當教育機構在

為教育活動的投入與產出而忙碌時，我們可以想像，若教育機構的教學服

務不為消費者所接受，則其容易遭致淘汰命運。在成就市場裡，消費者，

尤其學生家長，因為教育機構提供之教學服務而使其獲致最大滿足，如學

生所習得之知識或技能為社會所接受且有用之成就表現，家長或公司部門

會願意提供等值成本以支付生產者提供之服務，生產者亦因消費者支付相

當成本，而獲致經營、甚至改進以維持生存。  

參、市場型教育改革之主要措施 

    政府制定教育政策和法規是為了能夠促使教育進到市場化的過程
中，透過鼓勵學校間競爭，使學校多樣化，以及增加父母為子女選擇學校

的權利（例如：教育券計畫、開放登記（open enrolment）、及特許學校（charter 
schools）等方法(Oplatka, 2004)。 

    以美國和英國為例，採取以下幾項措施來鼓勵父母選擇學校，促進學
校間的競爭： 

（一）教育券： 

美國在 1990年開始使用教育卷（voucher）的方式補助清寒家庭的家
長，減輕家長的負擔，也使得家長有更多選擇學校的機會。然而美國教育

券計畫紛繁複雜，各州之間所實行的教育券不見得都相同，以下列五種較

為有代表性（秦夢群，2002；曾曉洁、李明霞，1999，頁 23-24；陳明德，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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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市場導向的教育券模式 

    1962年 Friedman出版的「資本主義與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
一書，開始倡導教育券的觀念。此在當時可說是前所未聞，但該書出版後

並未獲得太多迴響。直到 1970年代，教育券的實施才成為熱門的話題，
贊成與反對者之間的抗爭，一直持續到今日，且未有所定論。 

    Friedman的教育券主張屬於「無管制市場模式」（Unregulated Market 
Model），堅持每個學生擁有的教育券面額應相等，採取自由市場，讓學校
間互相競爭達到提昇教育品質的目的。其看法富爭議，在美國本土並未實

施，其主張常被攻擊缺乏對弱勢學生的照顧。因此，部份學者如 Sizer和
Whitten(1968)、Conn和 Sugarman(1970)、Jencks(1970)，均提出「管制市
場模式」（Regulated Market Mode）的教育理念，主張發放相當於公立學校
學生成本的教育券給學區內學齡兒童的家長，並對低收入家庭補償性給

付，給予高於基本教育券的面額，或是主張教育券之面額取決於年級之高

低、學區生活水準、特殊需求等因素（秦夢群，2002）。如下表所示： 

表 2-2：美國自由市場導向的教育券模式 
提倡者 教育券面額 允許學校索取

教育券面額不

足之處 

學生交通問題入學方式 是否允許私

立學校加入 
是否實際實

施 

Friedman

（1962） 

面額固定（約等

於公立學校學

生單位成本） 

可以追加 政府不一定要

提供 

學校決定 同意 未曾在美國

境內實施，

1980年在
智利施行 

Sizer和

Whitten

（1968） 

給低收入者較

多金額 

可以追加 政府一定要提

供 

可採抽籤方

式 

同意 未曾施行 

Coons和

Sugarman

（1970） 

面額之決定取

決於年級之高

低、學區生活水

準、特殊需求等 

學校自行決定政府一定要提

供 

可採抽籤方

式 

允許宗教學

校加入 

未曾施行 

Jencks（1970） 接納弱勢學

生，其入學可額

外獲得補助 

不索取追加額政府一定要提

供 

可採抽籤方

式 

允許宗教學

校加入 

於 1972年

加州 Alum 

Rock試行

五年，但私

校並未加入

資料來源：”市場機制或社會正義：教育券政策走向之分析研究”， 秦夢群，2002，
教育政策論壇，5：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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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hubb和Moe的「獎學金」計畫 

教育券計畫開始出現於八十年代雷根政府時期，但最初只限於公立學

校使用。九十年代初美國的兩位學者 John Chubb和 Terry Moe(1990)在他
們的「政治、市場與美國學校」（Politics，Markets and America’s schools）
一書中設計了與教育券有相類似性質的「獎學金計畫」，該項計畫明確建

議私立學校也可以參與選擇學校計畫，州政府應以「獎學金」形式向私立

學校提供支持。Chubb和Moe的「獎學金」計畫並非只是「單純的市場結
構」。他們建議州政府要提供補助給貧困學生；且學區要提供更多的獎學

金給學業困難的學生；並禁止學生的父母用自己的基金為自己的孩子提供

獎學金，Chubb和Moe的主張一經問世，便立即在理論上引起了政界及社
會其他各界廣泛關注與重視，並且對布希總統的教育券政策也產生了重要

的影響（陳明德，2000）。 

    （3）布希總統的教育券政策主張 

    1988年布希政府在推行美國基礎教育改革政策中明確支持包括公
立、私立和教會學校在內的教育選擇之「教育券計畫」。1991年布希總統
的「公元二千年美國的教育政策」就包括教育券計畫（張永金，民 81，頁
18）。在「GI BILL for Children」中，布希提出教育券的具體計畫，即為
低收入家庭的兒童提供金額為 1000美元的教育資助，以幫助他們可以在
公、私立或教會學校間自由選擇學校（曾曉洁、李明霞，1999：23）。這
一教育券計畫的出現立即引起社會大眾的熱烈迴響，美國的新聞報刊稱布

希總統「拉響了私立學校教育券這枚定時炸彈」。1992年 6月 15日，布
希總統將「GI BILL for Children」提交國會，但遭民主黨控制的國會的堅
決否決（Education USA 1992, 10, 26.）。在 1992年的總統大選中，布希總
統繼續堅持公、私立及教會學校均可參加選擇學校計畫，並在 1993年的
教育財政預算中，將 32.3憶美元用以實施包括私立學校及教會學校的教育
券計畫（張謙，1999，頁 5）。 

    （4）Milwaukee的教育券計畫 

    前兩項的教育券計畫僅是一種理論及政策的主張，真正將教育券實踐
的則是一些州的地方學區，其中，Milwaukee是第一個將私立學校納入實
施教育券計畫的地區。 

    Milwaukee教育券計畫之形成可說是一波三折，而推動最力者首推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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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議員 Annette Williams。她是四個孩子的單親媽媽，堅持拒絕將其子女用
校車送至外地就學。身為黑人，她曾經失業過，領過社會救助金，但在 1980
年，她自以黑人居絕大多數的北區脫穎而出當選州眾議員。其間，她試圖

通過法案，將其選區的所屬學區變為特許學校地區，享有完全的自主性。

然而，州參議院並未支持通過。時至 1980年末期，Williams遂將注意力轉
至教育券，主張學生可利用其進入私立學校系統，她認為公立學校已被特

殊利益團體把持，系統內極難有所改革，因此必需尋找外來途徑。私立學

校平均而言有較高的學生表現水準，應被納入計畫之中，以讓學生有更佳

的選擇（秦夢群，2002）。 

    後來，州議會在 1990年通過法案，但與原構想相比卻大相逕庭。教
育券雖可實施，然而必須有許多限制，首先，實施的對象必須是低於貧窮

收入值 1.75倍以下的家庭，而且由於名額有限，不見得有資格者都能夠如
願，且已在私立學校就讀的學生不能參加此計畫。 

當教育券計畫於 1990年開始實施的時候，遭遇到強大的反對，尤其
來自教師工會。由於美國向來採行政教分離（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規定公眾納稅不得補助具有宗教活動或課程的私立學校。後來，歷
經波折 1998年威斯康辛最高法院終於判定，認為提供教育券做為學費補
助，以讓學生得以進入私立與宗教學校的政策，並未違反州與聯邦憲法（秦

夢群，2002）。 

    （5）Ohio的克里夫蘭獎助金計畫 

    克里夫蘭獎助金計畫與Milwaukee教育券計畫極為類似，自 1995年
開始，Ohio州通過用公共稅款來支持兒童進入私立及教會學校相關法案，
以獎助金之形式來補助貧窮學生，希望能因此提昇教育水準。該計畫根據

家庭之不同收入，貧窮學生可獲得最高達 2,250美金（約為學費 90%）的
補助金，但條件為家庭收入必須低於聯邦所定的貧窮線 20％以下，其他家
庭境況較佳者則可獲得較少的補助，學生可用所獲得之獎學金選擇學區之

公立與私立學校（含宗教學校），甚至可以跨區至其他學區就讀，其形式

與教育券計畫十分類似，只是政府直接撥款給學生，沒有印製教育券（秦

夢群，2002）。雖然該計畫也一樣遭受到教師工會等團體的強烈反對，但
由於有州立法的支持，該計畫得以實施(Jeffrey,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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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開放入學（open enrollment） 

    以往地方教育當局為使各校均衡發展，而將新生平均分配至各校，另
一方面，學校亦可能為提高其整體教學成效而排斥某些學生，以致家長常

無法將子女送入屬意之學校，英國 1988年的教育改革法案便明文規定各
中小學採取開放入學機會(open enrollment)，地方教育當局不再像過去那樣
採取平均主義的做法，而是更加注重家長作為教育消費者的權利。法律規

定，在地方教育當局所轄的範圍內，在就近入學的條件下，家長有權選擇

其子女就讀的學校，所有的公立學校必須公開招生，直到額滿為止。如果

學校管理委員會對是否有足夠的空間容納學生的意見與地方教育當局不

同時，則可向教育或科學部申請做最後裁定（李家宗，1997）。開放入學
的實質就是地方教育當局不再負責中小學的入學分配，完全由家長自由地

為子女選擇學校。而美國在公立學校方面，已是採取此一措施。美國明尼

蘇達州在 1990-91學年度所實行的開放入學計劃即規定學生或家長可以申
請任何學區的一所學校就讀，除非學區教育委員會（school district board）
已宣布該所學校已關閉，否則一律要執行此項計畫。學校不得因學生種

族、殘疾、過去的德行和學業成就，或其他原因拒絕學生申請。這種方式，

可以激勵各校之間競爭，以提昇各校教育水準（吳清山、黃久芬，民 84，
頁 7）。 

（三）特許學校（charter school） 

    1991 年，美國明尼蘇達州（Minnesota State）通過一項授權地方學區
可設立特許學校的法案。實際上，在 1985到 1988年間，明尼蘇達州已成
為第一個通過家長對公立學校選擇權（Public School Choice）的法案，而
特許學校都是由此一法案衍生出來（張明輝，民 87）。特許學校是學區內
家長對於傳統學校以外，選擇其子女就讀的新型學校，基本上是屬於學校

教育的重建。它是由教師、家長、社區人士或有關團體，和州教育董事會

（State Board of Education）或地方教育理事會（Local Board of Education）
訂定契約而辦理的學校，它不受傳統學校科層體制限制，所以又稱為教師

主導學校（Teacher-intiated school）（吳清山、黃久芬，民 84）。設立的
目的在於改善學生的學習，它提供滿足學生各種不同需求的學習方式，鼓

勵教師採取革新的教學方法，賦予教師創新的專業機會，提供家長及學生

更多的教育選擇，並讓學校由法定要求的績效責任，走向表現本位的績效

責任（performance-based system of accountability）（鄭新輝，民 86，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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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y（1992）指出，特許學校具有許多優點：(1)賦予教師和家長更
大的權力自主；(2)能促進教育機會均等；(3)能達到成本一效益之目標；(4)
能促進學校改革。此外，特許學校的自主性相當高，可以免除州政府和地

方學區所規定之課程，可自行決定教學方法、內涵；而其性質上是屬於公

立學校，因此必須採行公開運作模式，校方應定期諮詢教師和家長意見，

行政作業上不能有宗教色彩，在種族、性別、殘障部份也不能有任何的歧

視，當人數超出額滿時，應抽籤決定。其經費是由州政府直接撥付，不再

經由地方學區之分配，校長擁有較大之人事自主和預算裁量權。而相對

地，自身要負起教育成敗責任，如未達預定績效，特許契約可以終止，一

般為五年一約（張明輝，民 87）。 

（四）磁性學校（Magnet school） 

    受到反種族隔離政策（desegregation policy）的影響，及公立學校面臨
學生高缺席率、高退學率的困境，近幾年來，美國各州普遍出現了具有學

校特色及允許跨學區就讀的磁性學校。磁性學校顧名思義，係以其辦學特

色來吸引學生，提供學生學習其所感興趣之學科，例如藝術、數理、資訊

教育或外語教學等特色課程來吸引學生，並無學區限制及入學條件之限

制，由學生自願申請入學（張明輝，民87，頁61）。 

磁性學校也有許多特性：(1)它具有特殊課程方案及教學方法來吸引學
生；(2)大部份學生自願就學而無學區限制；(3)能促進教育均等目標（Blank 
& Archbald, 1992）。 

目前美國磁性學校設置數量，在1981-1983年間，在大型都會區約有三
分之一設立磁性學校，約有1000 所中小學階段之磁性學校。1993年，則
約有二分之一大型都會區設立磁性學校或在一般學校中設磁性課程。在這

些磁性學校中，約有半數以上是由少量民族裔學生就讀，有助於推動學校

種族融合。 

由於磁性學校學生綜合表現優於一般學校之學生，其成效普遍獲得家

長支持。磁性學校和磁性課程之發展，是美國公立學校面臨招生不足與校

際競爭，而形成一種在學制上的變革（張明輝，民87）。 

（五）其他 

（1）中央補助學校（Grant-Maintained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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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年英國教育改革法案 52-104條中規定允許任何政府補助或辦理
以及私立的中、小學（但小學須以學生人數達到三百人以上者為限），均

可向教育與科學部申請改為中央直接補助學校。此項申請必須由該校管理

委員會（governors）會議決議通過後提出，或由佔學生人數百分之二十的
家長連署，並經不記名簡單多數投票通過後，由管理委員會提出。一旦獲

准改組為中央補助學校，原則上維持原有的類型，及原為綜合中學者，仍

保持綜合中學的型態；原為文法中學者，仍保持文法中學的型態。日後如

有改組之需要，再依規定向中央政府提出申請。此項規定不僅適用於一般

學校，同時亦適用於一些面臨地方教育當局要求裁撤或不願執行地方教育

當局指示的學校（李家宗，1997）。 

（2）城市技術學院（City Technology College）和城市工藝學院（City 
Colleges for Technology of the Arts） 

    由於英國國定課程中強調科學及技術，所以 1988年教育改革法案
105-119條則設立技術學院以擴大父母對子女學校之選擇權，並為子女未
來職業生涯預做準備。新的技術學院設立於都市地區，主要是為各該地區

十一至十八歲不同能力者提供教育機會，經常門經費由教育與科學部支

應，資本門經費由教育與科學部及工、商業界共同分擔。城市技術學院之

課程設計以科學與技術為主，城市工藝學院之課程則以工藝為主（李家

宗，1997）。 

肆、市場型教育改革的爭議 

    延伸市場力量進入教育領域，原是構想引進學校競爭，革新學校行
政，進而提高教育品質，帶動學校的多元發展，為學生提供更多樣化、適

性的教育。然而真正實施以後，包括改革後的實際效果，以及改革帶來的

直接或間接的影響都受到大家的關注和討論。其中最為人所爭議的部份，

包括以下幾個層面： 

（一）學校效率和教育成效 

    營利性的組織，效能的高低是直接由顧客所決定的，若顧客的需求得
到滿足，則會繼續提供組織所需要的資源。因此在理想的市場環境下，組

織的產出目標和系統運作目標是緊密聯繫的（Scott, 1992; 黃婉儀等譯，
2001）。而學校屬於非營利組織，其效能乃決定於學校在運用所有的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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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力、財力等等的資源後，所能達到或完成預定之教育目標的程度（劉姵

君，民 94）。 

    沈經洪（1994）研究發現，非營利機構若採行市場導向將有助改善員
工反應、目標顧客反應、贊助者反應與機構使命的達成等組織的經營成效。 

    Caruana, Ramaseshan和 Ewing (1998)認為教育機構（高等教育）就如
同商業組織一樣，需要去監控和適應政治、經濟、社會及科技環境的持續

性改變。而市場導向在教育機構的導入，正可以幫助教育機構能夠迅速回

應市場環境的改變。他們研究發現，市場導向與學校整體績效表現之間有

顯著的關係存在。此外其他研究結果也顯示出，市場導向跟學校最近五年

獲得非政府機關之資助上有顯著的正向關係存在。因此根據此研究結果，

不可否認市場導向在教育機構的導入確實有助於教育機構整體績效表現

的提升（劉姵君，民 94）。 

    Hoxby(1994)研究發現學校間較高的競爭壓力時，會導致學生有較高的
學業成績、較高的畢業率，以及較低的教育成本。她還發現在以郡為單位

的地方層級當中，公立學校和私立學校之間如果有較高的競爭，便會有較

高的教育成就和工資。 

在兩個利用私立學校註冊率當作競爭指標的研究當中，研究結果都發

現在競爭和學生表現當中會有正向的關係(Borland and Howsen, 1992; 
Couch、Shughart and Williams, 1993)。 

然而，也不是每一項研究都抱持正面肯定的。Smith 和Meier(1995)
在佛羅里達州的研究當中，發現就讀公立學校的學生比率和他們的表現是

負向的或是沒有差異的關係。也有研究認為採取共變數分析將學生的社經

地位因素排除之後，發現有無參與學校選擇權的學生在學業成就上並無明

顯差異(Cookson, 1994：73)。 

此外，由於各種促進市場化改革的措施當初的實施都是採取試辦的性

質，因此擁有充沛的教學資源、優良的師資，以及大家的期待，無形中造

成實驗者效應，高估了改革的措施有助於學生的學習表現(Cookson, 1994：
83-87)。 

從體制論（institutional theory of organization）的角度觀察，認為父母
選擇學校時，對學校的評估也是基於信仰、觀念，以及印象的建立，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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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並非是學校的效率問題，而是體制論所一再強調的，合理化迷思

（rationalized myths）和學校結構中的規則(Oplatka, 2004)，所以學校不需
要為了吸引學生而想辦法改變效率。Meyer等人(1992)提出：「無論在教育
上或是在社會上，一個成功的學校必須是每個人都認同他為一個學校；一

個失敗的學校則是沒有人認同他是學校」。Fitz等人(1993)也發現，許多學
校為了確保生存避免倒閉，所以會促使自己成為高聲望的學校。在這情況

下，為了要在競爭中生存，學校在教育市場的環境裡，必須維持他們身為

學校正當合法的地位。 

然而，即使有這麼多爭論，還是有支持者對市場型教育改革的成果充

滿信心。Teske和 Schneider(2001)嘗試對這些研究做說明，他們說：「當不
是所有的研究都支持選擇可以強化學生表現時，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知道究

竟何者是最好的。因為也沒有任何一個研究可以證明選擇學校和低成就之

間有顯著相關」。 

（二）社會公平 

有些研究採用社會學的觀點，聚焦在不同社會階級的家庭，他們認為

父母通常會依照他們的社經地位優勢來選擇子女的學校(Adler, 1997; 
Cookson, 1994; Gorard, 1997; Lauder et al., 1999; Taylor, 2001)，如此一來將
會產生社會公平的問題，甚至會強化社會階級與種族隔離。 

Connell 等人認為，教育中的市場，在教育系統和社會階級之間，是
一種新的文化、武斷（arbitrary）以及「關係」概念(Ball, 1994)，市場力量
的運作過程和結果，已使得不同社會階級和不同種族之間，在入學機會產

生差異（劉靖國，2003）。 

許多實施教育選擇權的國家發現，中產階級是最積極地學校選擇權的

參與者，實施學校選擇權對他們來說比較有利，因為他們有較佳的管道獲

取訊息、交通上的便利及較活躍於公共事務的參與…等，因此 Chubb和
Moe(1990：221)在提出學校選擇權計畫時，便主張應由政府設立家長資訊
中心（Parent Information Center），且蒐集各學校完整的資訊，以最簡易迅
速的方式提供給家長知悉並做相關的資訊服務，以為子女選擇適配的學

校。 

Ball(1993)認為引進市場力量進入教育是階級複製的一個機制，也使的
在地方上中或是高階級的族群優勢增強及合法化。在這一個系統化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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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將會不利於勞動階級的家庭，而是有利於中產階級的族群(Gewirtz 
et al., 1995）。 

Apple, M.(1993)指出市場化的運作結果只會更加忽視教育的目的及產
生隔離，也因市場力量使得權力再分配，使的原本處於不利的弱勢族群更

加不利；Bernstein, B.(1990)更指出市場化雖然強化了家長選擇的權力，但
實際上是一種假的民主參與，使的原本就不利者更不利，使原本高社經地

位者可以冠冕堂皇地利用經濟和文化上的優勢為下一代取得更大的利益

（引自Morrison, 1994）。 

相對的，也有歷史證據顯示，讓貧窮的學生選擇學校可能促使社會整

合和減少社會兩極化；1990年早期，紐西蘭、英國和威爾斯的去除區域劃
分，可以減少學生間的種族隔離(Gorard and Fitz, 1998; Gorard, 2001; 
Harrison, 2004: 226–29;Tooley, 1999)。美國也有證據顯示私立學校和特許
學校比公立學校更少有種族隔離的情況；Greene (2000)對公、私立學校的
調查結果表示：獨立私立學校的種族結構，類似於在寬廣社區的學校，比

較沒有種族隔離情形發生。在美國的教育券政策下，持教育券的學生比那

些仍然就讀公立學校的學生較少可能就讀種族隔離的學校，顯示階層的整

合無論教育券的實施與否，都明確的調節促使整合。再者，美國的私立學

校學生待在比較少種族隔離的班級，他們是：多一倍的機會，能夠在種族

結構相似於國家種族結構平均數的班級就讀、較少可能處於種族同質的教

室；多一倍的機會，能夠坐在種族混合的團體中享用午餐、更有可能有不

同種族的朋友、以及少一半的機會就讀於種族衝突問題的學校(Peterson, 
1999; Greene, 2000)。 

（三）促使學校多樣化與創新 

延續經驗取向對教育市場的批評，理論取向的人也出現反對引進市場

進入教育中，認為教育在基礎上和其他交易不同，所以當正常的運作時，

市場平衡和自然檢驗會失敗（Cookson, 1994; Grace, 1994; Henig, 1994）。他
們主張教育應該被視為公共財，而不是市場的產品(Grace, 1994)，也認為
學校和主流商業有所不同，所以不需要延伸至符合顧客的需求。 

公共財的效用是外延的，不會因為某一消費者的消費而減少（無排他

性），因此不易在競爭市場上決定一個明確的價格，其供需自不能由競爭

市場來決定，所以滿足競爭市場經濟的最重要條件應為無公共財存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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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市場缺乏明智的消費者，也未有一個充分明確的教育價格，是不符合

競爭市場條件的（林文達，民 80）。正如同McMurtry(1991)所言，在教育
過程、目標和市場之間，存在很深的矛盾。 

市場概念的提倡者認為家長選擇主要是透過學校間競爭，可以促進學

校的多樣化、使學校對家長以及學生更有回應，以及促使學校有改變的動

機，進而改善教育品質(Bondi, 1991; Chubb and Moe, 1990; Coleman, 1990; 
Finn, 1990; Liberman, 1989; Tooley, 1992)；於是競爭最根本的定義被認為是
「供應者努力的吸引消費者來選擇他們的服務或是產品，而不是選擇其他

供應者。」(Woods et al., 1998）。最近的研究針對理論的批評和教育市場，
嘗試用體制論的觀點，挑戰潛在於父母教育選擇的改革和教育市場下的基

本前提（Oplatka, 2004），認為市場導向的概念忽略了構成學校組織的一個
很重要的要素---學校必須遵行一些外在的規則。 

    Oplatka(2004)認為學校組織符合了構成體制論的四個主要因素： 
（一）符合體制規則：學校要生存，必須著重在社會認同，而不是提高技

術。 
（二）同型演化（Isomorphism）：學校與學校之間彼此都很相似。 
（三）以退耦（decouple）作為緩衝原則：學校內的系統被認為是較為鬆

散的連結。 
（四）以規範為基礎的決策：決策者做大家認為應該要的決策，其個人的

想法被限制。 

    所以根據體制論的觀點，體制的規範和價值，影響組織的改變和創
新，在教育組織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Rowan, 1982)。學校的教育創
新和活動傾向得到合法性，以及社會價值的認同，例如得到文化信仰和主

管機關的支持（Mcycr and Rowan, 1978；Meyer et al., 1992）。於是為了生
存，學校會致力於創新改變，並使自己符合法令規章，他們的組織結構以

及過程皆反應社會上得規範、觀點和價值，並且做到社會上對「學校」的

期待（Hoy and Miskel, 1996；Meyer et al., 1992）。 

如同上述，體制論的觀點認為父母選擇學校時，對學校的評估是基於

信仰、觀念，以及印象的建立。因此，學校所做的創新，是基於符合公眾

的期待而去做的改變和革新，而這個改變並不是基礎上的改變（例如教學

方法），而是形象上的改變(Oplatka,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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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為了迎合市場上不同學生的需要，所以競爭基本上被期待能夠帶
來學校的多樣性(Finn, 1990)，但卻也有一些研究發現學校之間彼此非常的
相似，缺乏多樣性(e.g. Adnett and Davies, 2000; Blackmore, 1995; Cookson, 
1994; Gewirtz et al., 1995; Gorard, 1999; Hirsch, 1994)。這可能是因為組織為
了符合體制規則，導致在同一個體制環境中，組織彼此之間很相像（Rowan 
and Miskel, 1999）。DiMaggio 和 Powell’s(1983, 1991)特別針對同一個部門
裡，組織間的一致性和同型演化觀察和說明，指出組織中有很大的壓力，

使的他們從事同樣形式的活動，因此讓他們彼此看起來或是做起來很相

似。 

    DiMaggio和 Powell(1991)認為有三個機制促進體制裡的一致：強制的
一致、規範的一致、模仿的一致， Scott(1995b)補充了另一個途徑---文化
的途徑。 

（一）強制的一致是來自於政策的影響以及法律上的問題。其取決於政府

具有強制力。學校在一些規定上面受到政府的控管，學校必須符合

政府所定訂的標準，才能夠具有合法性。 

（二）模仿的一致來自於凡是組織都會有趨善避惡的情形。學校會朝向標

竿學習，模仿成功的楷模，來使自己更符合正當性，增加成功的機

會。 

（三）規範的一致傾向於組織取得專業證照。例如.教師必須取得一些形式
上及認知上的專業知識，才能知道如何成為一個專業的老師。 

（四）Scott(1995b)再補充文化系統，提供醫院、財團法人、學校等組織一
個模式，他認為這些機構本質上必須具備某些特性，而有能力去符

合文化的樣板和社會的期待。 

    另外，Scott R. Sweetland(2002)提到今日許多人以為透過市場機能，可
促使公立學校更有效率更具回應力，認為市場機能將解決目前公立學校的

問題，但其卻忽略了其實公立學校也解決了許多潛藏於自由學校教育市場

的問題，例如過去自由學校教育市場並無法服務所有家庭裡的所有學童、

挑戰隔離與歧視，或是服務在身心方面有特殊需求的個體，因此轉換學校

教育完全回歸自由市場，只是強化利益的追求，並不一定有益於教育的發

展及革新（顏秀如，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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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學校競爭之衡量 

    學校在面對教育市場化的環境，為了生存，出現了學校間互相競爭的
現象。因此，學校競爭即是指在一自由之教育市場上，學校間的競爭

(Belfield & Levin, 2002)。學校競爭的概念，乃假定學校間的競爭會促進個
別學校提升品質，並在市場內產生汰弱留強的結果，換言之，學校競爭將

促使整個教育市場品質的提升。 

教育經濟學中一般在討論學校競爭時，關心的是學校之間競爭程度的

高低，而不探討學校間的競爭行為(Belfield & Levin, 2002; Hoxby, 2000, 
2001; Levacic, 2001)，並使用私立學校學生的註冊率代表市場的佔有率和
以 Herfindahl指數代表產業集中程度來衡量學校競爭程度（Borland & 
Howson, 1992; Blair & Staley, 1995; Belfield & Levin, 2002; Jepsen, 2002） 

Hess，Maranto，和Milliman(2001)將教育市場的競爭區分為供給和需
求兩個層面。所謂需求面的競爭，是指學校間互相爭取學生而競爭，這種

競爭有助於促進學生表現的效果，因為學生會選擇他們所偏好或感到光榮

的學校就讀；當學生的偏好不同時，需求面的競爭對學校較為有利。所謂

供給面的競爭，則是指學校間在效能方面的比較和競爭，這種競爭有利於

促進學校經營的效能，也就是會促使學校更有效率地運用學校資源，例如

甄選較佳的師資。換言之，不論學校是在需求面、供給面或兩者皆有的競

爭壓力下，似乎都能產生良性的競爭效應（徐聯恩等人，2005）。 

根據經濟學上 S-C-P模式（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市場結構
的不同會再進一步影響到供給者的市場表現，競爭大致可區分為競爭的結

構和競爭的行為兩種類型，但由於競爭行為較難界定且不易觀察，通常藉

由競爭的結構來表示競爭的程度(Levacic, 2001)。在衡量學校競爭程度時，
通常會界定市場區隔的方式和使用的衡量指標（徐聯恩、李敦義，2003）。 

（一）市場區隔的方式 

十多年來，英、美教育改革情境下有關學校選擇的論辯焦點，主要集

中在私立學校所帶來的競爭壓力及公立學校間彼此競爭所形成的壓力，是

否有助於提高公立學校的教育品質。這類研究在衡量學校競爭程度時，因

其市場區隔的方式不同，競爭意涵也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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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整體市場做為市場區隔的方式，大多以行政地理疆界法（geopolitical 
boundaries）做為界定市場範圍，其競爭意涵係指某一區域範圍內，整體的
平均競爭程度。在探討學校競爭的文獻中(Jepsen, 2002)，若採用行政地理
疆界法做為市場區隔的方式，一般會將教育市場區分為學區（school 
district）、郡（county）或標準都會統計區（MSA）三種區域範圍，亦即
在衡量學校競爭程度時有的採用學區、郡或標準都會統計區等三種區域範

圍的整體平均競爭程度。 

然而，以整體市場做為市場區隔的方式，同一區域範圍內全體學校所

面臨到的競爭程度是相同的，但市場範圍會因市場區隔和策略群組的不

同，個別學校感受到的壓力並不相同，因此，也有學者以個體為單位的市

場區隔方式來探討競爭所帶來的影響與因應之道（徐聯恩、李敦義，

2003）。 

以個體做為市場區隔的方式，大都以半徑方圓區域法（a radius measure 
around school）作為界定競爭範圍的方式，個體通常指的是學校，其競爭
意涵是指個體各自承受的競爭壓力。這種以個體做為考量的競爭分析，顯

然不同於以整體市場為考量的競爭分析（田月枝，2000；劉嘉玲，1994）。 

（二）衡量學校競爭的指標 

一般用來衡量市場競爭程度的指標主要有二，一為市場佔有率，另一

為產業集中程度，而教育經濟學者在衡量學校競爭時，常以私立學校學生

註冊率代表市場佔有率和以 Herfindahl指數代表產業集中度，另外尚有一
些替代性的競爭指標(Borland & Howson, 1992; Blair & Staley, 1995; 

Belfield & Levin, 2002; Hoxby, 2000; Jepsen, 2002; Martinez-Vazquez & 
Seaman, 1985)。而指標會因競爭的市場結構、市場範圍、競爭者的界定和
競爭標的的不同，其所代表的競爭內涵也有所不同。根據市場區隔方式的

不同，衡量學校競爭程度的指標可區分為兩種類型（徐聯恩、李敦義，

2003）： 

（1）以整體市場為考量的指標 

    以整體市場為考量的競爭，代表的是某一區域範圍內全體學校感受到
的競爭壓力，並不再細分出每一所學校所感受到的競爭壓力是否有所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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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erfindahl指數 

    Herfindahl指數(Herfindahl concentration index)代表市場上的產業集中
度，指的是指在某一市場範圍內每一所公立學校學生數佔該區域範圍內公

立學校總學生數之比例的平方加總，其值介於 0~1之間，愈接近於 0，表
示產業結構愈分散，公立學校間競爭程度愈激烈；愈接近於 1，表示產業
結構愈集中，公立學校間競爭程度愈緩和。其計算方式如下： 

  Si是指 i生產者在某一區域範圍內的市場佔有率 

    區域範圍的界定一般都以學區或郡為範圍，若以學區為範圍，Si 是指

學區內每一所公立學校入學人數佔該學區公立學校總入學人數之比例的

平方加總；若以郡為分析單位，Si是指郡內每一學區公立學校入學人數佔

該郡公立學校總入學人數之比例的平方加總。 

    絕大部份的學校競爭相關研究上，在標的界定大都以人數做為計算的
標的，極少部份以區域面積做為計算的標的(如 Hoxby, 2000)；另外，市場
地理範圍會因市場區隔和策略群組的不同，Herfindahl 指數並無法精細的
區分出個別學校感受到的競爭壓力，Borland & Howsen(1992)就發現如郊區
學校的 Herfindahl指數有別於都會區學校。  

2.私立學校學生註冊率 

    私立學校學生註冊率（private schooling enrollment share）是一種市場
佔有率，指在一區域範圍內私立學校學生數占該區內全體學校總學生數的

比例，其比例值介於 0~1之間。當私立學校學生市場佔有率愈高，則代表
區域內公立學校面臨私立學校的競爭愈激烈；私校學生市場佔有率愈低，

表示公、私立學校間的競爭程度則愈趨緩和。所謂區域，依其範圍的不同

可分為學區、郡或為都會標準區（metropolitan areas，簡稱MSAs）三種區
域範圍，而區域範圍的不同，計算私立學校學生註冊率也會有所差異。另

外，私立學校可泛指一般非公立學校，包括私立學校、教會學校、一些另

類學校（如特許學校、磁性學校）等。 

    但是有少部份學者注意到（如Maratnto, Milliman & Stevens, 2000； 
Hoxby, 2000, 2001b），雖然以私立學校學生註冊率代表的公立學校面臨到
私立學校的競爭，但因為未考量到家庭社經地位的差異，造成低社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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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選擇私立學校的能力上不如高社經地位者，因此，有少部份學者再依

社經地位、種族等因素的不同，各別探討其學校競爭的效果（Hoxby, 2000, 
2001b ；Maratnto, Milliman & Stevens, 2000）。 

  3.區域範圍內的學校數 

    該指標競爭內涵同於產業集中度，只是以學校數的多寡做為衡量競爭
壓力的標的，若一區域範內的學校數愈多，代表該區的整體平均競爭壓力

愈大，而區域範圍可以是學區、郡或都會標準區。 

    4.私立學校數佔該區學校數的比例 

    該指標如同私立學校學生註冊率一樣代表市場佔有率，是以學校數為
計算單位，其計算方式為在某一區域範圍內私立學校占該區全部學校數的

比例，該指標意旨為區域範圍內公立學校面臨私立學校競爭的程度，比例

值愈大，公、私立學校間的競爭程度愈激烈；反之，則相反。 

5.鄰近區域同類型學校的校數 

    代表某一區域面臨鄰近區域競爭的程度，意指某一區域毗連鄰近區域
的學校數愈多，代表某一區域面臨到的競爭壓力愈大。區域依可區分為學

區、郡或為標準都會統計區三種區域範圍。 

    6.鄰近學區的學業表現 

    代表某一學區面臨鄰近學區的競爭程度，指某一學區與鄰近學區學業
表現的差異比較，若鄰近地學區的學業表現愈佳，表示其所面臨壓力愈大。 

    7.供需比例 

    代表某一學區內的學校和學生之間，供給和需求的比例，若供過於
求，則競爭程度較大，若需求大於供給，則競爭程度較小。 

（2）以個體為考量的指標 

    由於以整體市場為考量的指標，無法細分出每一所學校感受到的競爭
壓力，少部份學者（如 Jepsen, 1997）改採以個體為考量的指標，來代表各
校所感受到的競爭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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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鄰近同類型學校的校數 

代表某一學校面臨鄰近學校競爭的程度，指某一學校在某一區域範圍

內的同類型學校總數，鄰近的學校數愈多，代表某一學校面臨競爭壓力愈

大。 

    2.鄰近學校的學業表現 

    代表某一學校面臨鄰近學校的競爭程度，指某一學校與鄰近學校學業
表現的差異比較，若鄰近地學校的學業表現愈佳，表示其所面臨壓力愈大。 

    3.離最近競爭者學校間的距離 

代表某一學校與競爭學校的最短距離，距離的計算方式有的以交通時

間做為計算的單位，有的以地理空間距離做為計算的單位，距離愈近，其

面臨的競爭壓力愈大。教育經濟學中常以距離最近私立學校(主要為天主教
學校)的距離做為公立學校面臨私立學校競爭的程度（徐聯恩、李敦義，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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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組織創新之意涵 

     

延續本章第一節的討論，提到市場型教育改革帶來促使學校多樣化與

創新的爭議。Harrison(2005)認為教育市場化使學校間為了爭取學生而互相
競爭，因此為了滿足顧客的不同需求，學校會變得更多樣化，讓家長有更

多的選擇機會。Nick Adnett和 Peter Davies(2000)也指出增加選擇和多樣化
是促進以市場為基礎之地方教育改革的動力。 

伴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創新成為全球的熱門議題，創新一詞也

不斷的在各種領域當中出現。有些學者認為，創新之於 2000年代，有如
品質管理之於 1970年代，變革改造之於 1990年代，是當代最重要的組織
議題（陳靜怡，民 93）。管理大師杜拉克曾言：「一個組織的目的乃在於創
造顧客，而行銷與創新則是一個組織的兩個基本功能」。Robbins(1996)在
「組織行為」一書中認為無論訪談管理者，或是閱讀時下的商業期刊，可

以發現 1990年代學者們關切重要變遷的議題之一，就是激發「組織創新
性」（蔡啟通，民 86）。由此可知，創新是當代相當重要的組織研究與實務
議題(Wolfe, 1994)。 

壹、組織創新的定義 

組織創新一詞的意涵相當廣泛，無論是組織進入新的策略領域，或是

改變其對現有顧客或利益關係人的服務型態或方式，均可謂是組織創新

(Daft, 1982; Damanpour, 1987, 1991; Pierce & Delbecq, 1977)。組織創新的例
子包括：提供新產品、新服務、採用新生產流程、新科技，或採用新的管

理方法或修正組織的策略方向(Watkins, Ellinger &Valentine, 1999)，換言
之，組織創新的面貌是多樣的(Cheng & Van de Ven,1996；林義屏，民91)。 

普遍來說，組織創新的定義可大別為產品觀點、過程觀點、過程與產

品觀點、多元觀點等四種觀點(蔡啟通，民86；賴姿蓉，民87)，以下將分
別介紹： 

一、產品觀點 

該類學者重視的是創新產生的具體產品，強調組織產生或設計出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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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Burgess ,1989)，且該產品可以獲取得獎或成功上市(Blau & McKinley, 
1979)。 

Zaltman、Duncan和Holbek(1973)認為創新是一種意念、實行或是有形
的加工品，其在採用上被知覺成是新的。 

Scheuing(1974)將創新定義為在顧客的眼中是不同於現有的產品，並讓
他們會想嘗試去購買的一個新產品。 

此外，Kelm 等人(1995)更具體化創新的定義，他們以華爾街期刊索引
的檔案資料為依據，計算組織宣布上市的新產品之成功數量來界定「組織

創新」的定義(賴姿蓉，民87)。 

二、過程觀點 

    持這類觀點的學者認為創新是一種過程，包含了用以創造和採用新
的、有用的事務之知識或相關過程(Holt, 1983)，換言之，是以一系列的歷
程或階段來衡量創新。Kanter(1988)認為組織創新可包括產生創意、結盟創
意、實現創意、創意遷移等四個過程。 

Kimberly(1981)認為組織創新乃組織在創新的過程中，所採取的新活
動。 

Drucker(1985)認為創新是一個過程，是一項有組織的、有系統的、且
富理性的工作，任何改變現存資源、財富創造潛力的方式，都可稱之為創

新。 

而Amabile (1998)進一步地將過程依序分成設定議程、設定程序、產生
創新、創意測試與實施、結果評估等五個階段。 

三、雙元觀點 

    產品和過程觀點皆從單一角度定義創新，而雙元觀點則融合上述兩種
觀點定義創新。Tushman & Anderson(1986)指出評斷創新必須以結果和過
程為依據，缺一不可，對事業單位而言，組織創新是任何新的產品、或程

序的創造。此外，Dougherty &Bowman(1995)認為創新是一項複雜的問題
解決過程，涉及範圍廣泛，包括產品設計、產品創新功能、部門協調、公

司資源及結構、策略之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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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多元觀點 

    持這類觀點的學者認為上述三種觀點，都只著重在「技術創新」的層
次，將焦點置於產品、過程及設備等，而忽略「管理創新」的層次，故主

張除了技術創新外，也應將管理層次的系統、政策、方案及服務等納入創

新的定義。 

Damanpour(1991)認為組織創新指的是組織內部自然產生或組織向外
購得的某項活動之採用，而該項活動對於採用的組織而言是新的。該項活

動可以是設備、系統、政策、方案、過程、產品、服務等。 

Robbins(1996)認為創新是一個新的意念，該意念可運用在啟動或增進
某項產品、過程、或服務。組織創新是同時包括產品創新、新的生產技術、

新的結構及管理系統、新的計畫及管理方案…等。 

Watkins, Ellinger &Valentine(1999)也認為，組織創新是採用某種新事
物的一種改變的形式，而所謂的新事物可能是一種產品、服務或是一項技

術，或者也可以是新的管理或新的行政活動或是組織中其他部分的改變。 

此外，Oates (1997)更提出創新的原則包含策略、科技及管理三方面，
策略創新會提升對顧客滿意度、新產品、新服務及新市場的重視；科技創

新代表產品的卓越；管理創新指工作實務、訓練與教育、如何對新意念形

成的文化有所貢獻。 

貳、組織創新的類型 

除了對於組織創新的定義，學者們有不同的看法之外，對於組織創新

的分類上，學者們也有不同的看法。在此，本研究根據所蒐集到的相關文

獻，將組織創新的類型分為以下四大類（引自 陳靜怡，民93）： 

一、技術創新(technical innovation)與管理創新(administration innovation) 

技術創新指的是產品、服務及生產程序有關的技術，他們通常和基本

工作活動相連，重點在於產品或生產程序；管理創新則包含組織結構和管

理程序，附屬於組織結構、管理程序及人力資源(Damanpour & Evan, 
1984)，通常不直接和基本生產活動有直接關係，而是和組織的管理比較有
關(Kimberly& Evanisko,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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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產品創新(product innovation)與過程創新(process innovation) 

產品創新指的是，新的產品或是服務，是用以滿足使用者或是外在市

場的需求；過程創新指的是在組織生產程序或服務運作上，引進新的要

素，是針對組織內部的創新。在組織創新類型中有提及產品創新或過程創

新類型的學者有Knight(1967)，Betz(1987)和Chacke(1988)(蔡啟通，民86)。 

三、激進創新(radical innovation)與漸進創新(incremental innovation) 

創新會造成對組織結構或功能的改變，因此，創新可以依據他們在組

織造成改變的程度有多大，來進行分類。激進創新會破壞組織相關架構，

故平均來說激進創新較少被使用，且大型組織實行激進創新比小型組織更

容易成功，因為激進創新需要大量的技術知識、資源和支持，大型組織比

較容易獲得這些資源。漸進創新則是一種持續性的變革，較為一般組織接

受。這種以改變程度來進行分類的有，Frankel(1990)以創新對消費型態改
變的影響程度，將創新分為連續性創新、動態連續性創新、非連續性創新

等三類。 

四、創新的起始階段(initiation)與實施階段(implementation) 

創新的起始階段包括對問題的認知與瞭解、相關資料的搜尋、觀念態

度的形成、評估以及決定是否採用。而實施階段則包括在組織和創新本身

的修正、最初的使用以及日後長期的使用。 

經上述文獻探討，發現組織創新類型的分類因學者們的觀點及研究重

點的差異而不同。且由於創新本身具複雜多變的特性，所以組織在創新時

可能會包含技術及管理、激進及漸進、產品及程序等面向。幼稚園的主要

功能即是教育，教學即是主要的基本工作，行政的目的在支持教學，是間

接地與教學有關。技術創新與管理創新最大的不同是由組織裡不同部分開

始以及不同的採用過程(Daft, 1978)，且技術創新與組織的基本工作活動有
關，而管理創新則是間接與基本工作活動相關，與管理活動直接有關。因

此本研究主張幼稚園組織創新包含教學創新與行政創新。 

參、組織創新的屬性 

    Wolfe(1994)明確地指出釐清創新屬性，將有助於研究的累積與實際經

驗發現與理論發展間的對照，倘若未賦予創新屬性和創新類型具體化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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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則會造成結果的混淆並影響結果的推論性，而研究知識的累積也會受

到限制，換言之，沒有創新屬性的知識是不能進行有系統或有意義的比較。 

據表2-3所示，創新屬性包含適應性(adaptability)、結構上的影響
(architectural impact)、主要性(centrality)、相容性(compatibility)、複雜性
(complexity)、成本(cost)可分割性(divisibility）、持久性(duration)、規模性
(magnitude)、可觀察性(observability）、組織的焦點(organizational focus)、
說服性(pervasiveness)、實體性(physical properties)、激進性(radicalness)、
相對優勢(relativeadvantage)、風險(risk)、地位(status)、和不確定性
(uncertainty)等18項。 

然而因過去缺乏幼稚園組織創新之研究，需先探討創新屬性，才能更

清楚界定幼稚園的組織創新，也將更有力於知識的累積。因此，釐清幼稚

園組織創新的屬性乃是首要之務。據幼稚園的特性，本研究將以主要性

(centrality)作為幼稚園組織創新的創新屬性的定義，主要性指的是創新涉及
組織日常主要的工作與對關鍵的組織績效影響的程度(Nord & Tucker, 
1987)。換言之，將以組織創新對幼稚園的影響程度為起點，以探究幼稚園
組織創新。 

表2-3：組織創新的屬性 

創新屬性 定義 分類 相似名詞 

適應性 
(adaptability)  

創新可根據使用者的 
需求與目的加以改

良、推敲、和修正的能

力。 

彈性的(flexible) 
vs.非彈性的
(inflexible)  

可逆性(reversibility)  
終止性(terminality) 明確
性(definition) 可試用性

(trialability)  

結構上的影響 
(architectural  

impact)  

創新的產生對已經存 
在於公司結構內的知 
識之影響程度 

整體的 
(architectural)  

vs.組合式的 

(modular)  

 

主要性 
(centrality)  

創新涉及組織日常主 
要的工作與對關鍵的 
組織績效影響的程度 

主要的(central) 
vs.枝節的 
(peripheral)  

 

相容性 
(compatibility)  

創新與潛在採用者現 
存的價值、過去的經 
驗、與需求的一致程度

 象徵的(symbolic)相容性 
功能的(functional)相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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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雜性 
(complexity) 

創新被瞭解與使用的

程度 

高        低 複雜化(sophistication)  

成本(cost)  採用此創新， 從最初
的財務投資至後續支

出的成本 

  

可分割性 
(divisibility)  

創新可分別獨立被採

用的程度 

 包裹性(packaging)  
技術的複雜性(technical 

complexity)  

持久性 
(duration)  

創新可應用和持續的

期間 
  

規模性 
(magnitude)  

創新被採用時， 對已
經存在的組織結構、

人員和財物資源等改

變的程度 

 分裂性(disruptiveness)  
組織的複雜性 

可觀察性 
(observability)  

創新結果可顯而易見

的程度 

 
可論證性(demonstrability) 

能見性(visibility)  
可溝通性

(communicability)  

組織的焦點 
(organizational 

focus)  

創新在組織中最受重

視的部分 

技術的

(technical) vs. 
管理的

(administrative)  

技術上的(technological)  
vs. 管理的 
(administrative)  

說服性

(pervasiveness) 

組織中期望被創新所

影響的行為， 所發生
的部分佔全部行為的

比例 

 
在人員關係間的影響

及範圍、廣度

(breadth) 、深度(depth)  

實體性 
(physical 

properties)  

創新在社會、計畫

性、或程序上有無實

體的分類 

硬體(hard) vs.
軟體(soft)  

形式(form)  
物質的(material) vs.社會
的(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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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進性 
(radicalness)  

創新表現在技術上的

改變且因此對組織的

次系統與人員的影響

程度 

高       低 變化(variation)vs.再教育
(reorientation)  
創新性(innovativeness)  
增量的(incremental)vs. 
綜合的(synthetic)vs.不連
續的(discontinuous)  

相對優勢 
(relative  

advantage)  

創新被知覺優於原來

理念的程度 
 

 

風險(risk)  
採用創新的組織被暴

露的風險程度 
 

 

地位(status)  創新的採用是由於追

求聲望而不是組織的

利潤或效率的程度 

高       低 閒置(slack)  

不確定性

(uncertainty)  

關於連結創新的投

入、過程、和產出之

知識的程度 

高       低 科學上的狀態(scientific 

status)  

資料來源：引自陳靜怡（2004：14），Wolfe（1994），林義屏（民 90） 

肆、幼兒園組織創新 

當組織創新的議題延伸至幼兒園的情境當中時，觀察台灣的現狀發

現，當前的幼教機構以私立幼稚園為主，但在學區劃分方面只考慮到公立

幼稚園，並未對私立幼稚園的數量做任何的限制。因此，每一個城市或鄉

村的幼稚園，甚至是北、中、南區的幼稚園所面臨的競爭和壓力也絕對不

同（陳靜怡，民 93）。 

翁麗芳、熊秉真（民 89）針對台北市的幼教機構進行研究，結果發現，
台北市的幼稚園、托兒所、托育中心三類型幼兒機構法規依據互異，但在

收托對象、經營策略、服務內容方面具有高度重疊性。換言之，幼稚園不

僅面對同業之間的競爭，也同樣接來自對於相同性質的機構的挑戰，當前

幼稚園的最大挑戰可說是競爭激烈所帶來的問題。面對龐大的競爭壓力，

國內幼稚園努力積極地求新求變，如在經營上，引進每與課程或外籍師

資，使教學內容多樣化；在硬體設施上，重新裝修以強調建築美感，或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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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網路監視系統，以塑造園所特色。換言之，積極進行組織創新以創造園

所特色，乃是當前國內幼稚園面對競爭的主要途徑之一。事實上，組織為

避免外部環境的快速變遷對組織產生重大衝擊，經常以降低對外部環境的

需求及依賴，或透過組織設計來管理外部環境（Kotter, 1979），或是藉由
組織創新來建立競爭優勢與適應環境（Utterback & Hill, 1979; Kimberly & 
Evanisko, 1981）。 

然而影響幼兒園組織創新的因素，除了外部的競爭之外，還有一些內

部因素，例如：組織規模、組織類型、管理者任期等因素，以下分別介紹

（引用 陳靜怡，民 93）： 

一、組織規模： 

目前，台灣地區公私立幼稚園以中小型組織規模為主，如翁麗芳與熊

秉真(民89)發現，台北市近九成的公幼與八成以上的私幼學生數不到60
人。但在五年前，陳伯彰等人（民84）卻發現，超過60 人以上的幼稚園
達69.9%，顯示短短五年之間，無論是公私幼組織，都呈現規模縮小的趨
勢。而徐聯恩與李忻蒨（民91）也發現，台灣地區幼稚園每園平均學生數，
已由民國81年的96人，下降到90年的76 人，減少20人（-21%）。可見，
無論是公私立幼稚園，現階段都面臨激烈的競爭壓力。 

二、組織類型： 

私立幼稚園自民國50 年後，逐漸成為幼教機構的主體，負責提供多
數幼兒教育的機會，至今如是（洪福財，民88）。不過，徐聯恩與李忻蒨
(民91)發現，近十年來，公幼學生數逐漸有所成長，私幼學生數卻呈現衰
退現象。公私幼學生比由十年前的一比三，轉變為今日的一比二，而公私

幼園數比則由十年前的三比七，轉變為今日的四比六。但私幼的數量仍為

公幼的1.5 倍之多。 

現行幼稚園據設立主體可分為公立和私立兩種，按照設置型態又有專

設與附設之分（王靜珠，民81）。然公、私立幼稚園的設置型態有強烈差
異，在私立的幼稚園中，單獨設立佔94.5%，私立學校機構及基金會附設
者佔5.5%；在公立幼稚園方面，則是以學校附設為多佔95.4%，專設的佔
4.6%（民91，全國幼兒教育普查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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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管理者任期 

    幼稚園園長角色因設置型態不同而出現差異，原則上國小附設的公立
幼稚園是由國小校長兼任園長，但大部分的附幼是由老師兼任園長，負責

幼稚園的行政事務。且公立幼稚園的園長除負責行政事務外，仍需要帶

班，而私立幼稚園的園長是不需要帶班的（陳伯璋、王筱篁、高傳正、張

孝筠和石明英，民84）。在任期方面，公幼園長人選的產生方式多以教師
輪流擔任園長，且以兩年為一任（許明珠，民91）。而私幼園長多為專任
園長，任期也較公幼園長來的長。但無論是公幼園長或私幼園長，園長都

是幼稚園對外的主要溝通橋樑。 

    此外，為具體指出幼稚園在組織創新之發展，研究者透過文獻探討及
閱讀國內之幼教相關雜誌尋找具體之發展。結果發現，國內幼教相關雜

誌，多為介紹教保的知識，較少談及幼稚園的特色。唯學者徐聯恩（民91）
曾進行一次大規模的問卷調查，請各園園長填寫最近三年以來各園在園務

行政、環境設備、以及教學與保育三方面，曾分別推動的新措施。 

於是，引用「組織特徵與組織創新—以幼教產業為例」（徐聯恩，91
年）之原始資料，共1091項創新措施（含重複之措施），其中在教學方面
有482項，行政方面有609項。並整合重複之部份（如主題教學、生命教育、
行政電腦化以及校園綠美化等），且刪除口號、理念的部分（如凝聚向心

力、提升士氣等），及語意不清的部分（如行政措施、曾獲得行政評鑑績

優等）。最後共獲得490項創新措施，在教學方面有192項，在行政方面則
有298項（陳靜怡，民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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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學校競爭與幼兒園品質之關係 

         

從第一節的描述中，可發現市場型教育改革的提倡者(Coleman, 1990; 

Chubb and Moe, 1990; Elmore, 1987; Friedman, 1962; Lowton, 1992; 
Smith,1937; Sally & Geoff, 1996; Tooley, 1992; Witte, 1990)強調競爭除了對
提昇效率的正面貢獻，也有助於教育品質的提昇。 

壹、 教育品質 

    1920年晚期，Deming為第一個將「品質」的概念引進產業界傳統管
理概念中的人(Arcaro, 1995)。之後，不管是產業界或是工商界都日益重視
品質的概念，也將之運用到不同業界中，當然在教育界也是不可或缺的重

要議題(Navaratnam, 1997)。 

    然而，教育產業和一般產業的性質並不相同，由於教育的複雜和價值
觀的重要，使得採取品質立場的動機變得複雜、不同(Sallis, 1996)。
Grace(1994)主張教育應該被視為公共財，具有外溢性（或稱外部性），其
結果不只是個人受益，更是整個社會受益，和市場的產品有明顯的區分。

就教育組織來說，「需求者」是「當下的家長、孩子與社會」，而「使用者」

卻不是這一群人，而是「成長後的孩子，以及未來的社會」。所以教育的

目標應該在予培育「完整的個人」以及「良性的社會成員」。因為「完整

的個人」是「成長後孩子」的利益，而「良性的社會成員」是「未來社會」

的利益（陳善德，民 89）。 

Crosby(1979)認為教育品質是一種完美的表徵，強調運作過程零缺點
（zero defect）。 

Karmel(1985)認為，教育的品質是複雜且價值充斥的，根據教育哲學
以及涉及之意識形態進行價值判斷，進而決定各個教育目標的先後優先順

序。在幼兒教育的論述中，充滿了「發展」、「準備度readiness」、「早
期介入early intervention」、「學校表現」、「符合發展的實務DAP」、「結
果outcomes」、「規範」、「標準」、「品質」等字彙，品質被視為客觀
的、可見的，為一群專家所定義且討論著(Dahlberg et al., 1999;引自 Lubeck 
& Schaack,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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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ran(1986)認為教育品質係指教育之產出或服務，能達成教育目標或
宗旨，符合相關法規命令之要求，並能發揮預期功能。 

Sallis(1994)指出教育品質應該植基於理想與實際表現之符合程度。 

吳清山和黃旭鈞（1995）即以教育消費者（如學生、家長和社會）的
角度來定義教育品質，他們認為所謂教育品質是指教育的結果符合和超出

學生、家長和社會的需求和期望，以及不斷的持續改進教育的方法及內

容，以達到所訂定的教育目標。其隱含著教育品質須包括向度為教育結果

符合教育消費者的滿意度、持續不斷的改進品質、及達到教育目標。 

林天祐（1997）將教育品質定義為：教育能持續符合眾所認定及期望
的目標的程度。更進一步來談，教育品質可視為教育實施的過程及結果，

在個人、班級、學校、地方、以及國家等五個層面，都能持續符合眾所認

定及期望的目標的程度。 

Cheng(1997)認為教育品質是教育系統中的輸入、歷程和輸出的一系列
要素，所提供的服務能完全滿足內外在顧客的期望。 

張明輝（1997）認為教育品質代表學校整體組織運作的結果，包括學
校行政系統與教學系統的相互配合。 

吳明清（1998）指出教育品質的內涵，可從五個方面來構思：1.教育
活動能實現教育的目標；2.教育成就能達到既定標準；3.學校教育能滿足
家長及學生的需求；4.學校教育活動具有特色；5.學校教育能顯示進步的
教育活動與成果。 

王保進（2001）認為教育品質涉及層面廣，就教育工作的性質而言，
它是屬於一種「培育優秀人才」的生產性工作，同時也要提供師生、家長、

社區人士優質的服務。 

吳清山（2001）指出教育品質可以視為教育過程或結果能夠達到一定
的水準，具有一定的特色，符合民眾需求或期望的程度，以及達成目標的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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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field & Levin(2002)整理美國從 1972年到 20 01年來學校競爭和教
育品質的相關研究時，認為教育品質涵蓋學生學業表現、教育成就（含升

學率、輟學率、畢業率等）、教育經費、教育效率（educational efficiency，
含每單位成本的產出、每單位產出的成本）、教師薪資和教師品質、工資

等。因此可得知該研究者認為教育品質涵蓋的面向除了學業表現、教育成

就等的產出以外，還有教育的歷程。 

Lloyd等人(2003)認為教育品質是透過教育歷程，獲得良好的教育結
果，包括：改善認知能力、提高入學率、達成教育機會均等、提高學生學

業成就等。 

曾家樓（2006）認為教育品質係指教育體系及教育產品與服務的交
付，能符合法規命令，追求卓越與完美表現，以滿足教育實施對象及所有

教育相關客戶的期待，進而創造絕佳的客戶滿意度。 

綜合上述，可得知教育品質是個動態的概念，其包含三類，一為教育

輸入品質，一為教育過程品質，及教育成果品質。大致上，「教育輸入品

質」包括：教育經費、人力資源、物力資源的投入。教育經費指的是政府

提供學校的經費資源；人力資源即是指對於學校教育所投入的人力，如：

現職合格教師百分比、教師專業投入、具大學以上學歷的教師比率、行政

支援人力與教師之比例…等皆可得知人力資源投入情況；物力資源則是指
學校設備、校舍之情況，如：每位學生平均圖書數、每位學生可使用之電

腦數、每位學生平均校地面積、專科教室比、每班擁有視聽器材設備之狀

況…等。 

「教育過程品質」可分為行政運作及課程與教學層面。行政運作包括

教師對進修活動之參與。課程與教學層面則包括師生比、班級平均學生

數、教師每週平均教學時數、教學方法多元性程度、特殊班級的比例、學

生圖書借用情形、教師流動率、教師工作滿意度…等。 

「教育成果品質」則可包括學生學習成果及系統結果。學生學習成果

可以學生之認知測驗表現、體能表現、及德育表現來呈現；所謂系統結果

則是指學生輟學率、畢業升學率、原住民與非原住民就學比率、學生畢業

率…等（徐聯恩、丘嘉慧，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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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要進一步討論當教育品質進到幼教領域時，教育品質是如何應

用到幼兒園？  

貳、幼兒園品質 

    延伸教育品質到幼兒園中，來探究幼兒園品質，可發現品質較佳的幼

兒園，其幼兒在數學和認知能力上表現比較好，行為問題比較少

（Peisner-Feinberg, Burchinal, Clifford, Culkin, Howes, Kagan, Yazejian, 
2001），也有較好的社會發展能力（Howes, Phillips, Whitebook, 1992；
Burchinal, 2000），所以可以預測品質好的幼兒園，對學生能力以及發展都
有重要影響。以下就幼兒園品質的範疇、內涵、相關指標等三部份做描述。 

一、幼兒園品質的範疇 

    Cryer、Tietze、Burchinal、Leal 和Palacios(1999) 應用Bronfenbrenner 的
生態系統論分析幼教品質的影響層次以圖表示（如圖2-2），認為幼教系統
的核心為幼教歷程，所謂幼教歷程，意指為了保護幼兒的健康與安全，刺

激、支持幼兒在生理、語言、智力、情緒與社會性正向發展所做的各種活

動(activities)，幼教歷程構成了幼兒的幼教經驗。 

根據圖2-2可發現，幼教歷程鑲嵌於多個影響層（spheres of influence）
中，影響層包括教室、幼兒園、社區、國家，每一個影響層都包含一些影

響因子，愈往外，對幼教歷程品質的影響程度遞減。顯示幼兒教育由近到

遠受各類因素影響，從影響力最大的教室內空間大小、團體人數、師生比、

教師的教學經驗等，延伸到園所層級，如園所長等領導者的管理風格、註

冊人數、以及課程模式等，再向外擴展到社區以及地方層級，如地方文化、

地方經濟能力等，最大可到國家層級，如國家法令、經濟狀況等。 

    如以幼教機構品質之影響因素來看幼兒園教育品質的探究範疇：幼兒
園教育品質以教室內的幼兒教育與保育歷程為核心；教室層級的影響因素

分別探討了人力資源面向（教師的教育與經驗）、物理環境面向（空間大

小與空間品質）與幼兒園行政面向（團體大小、師生比）；幼兒園層級的

影響因素除了行政面向（註冊人數、開放時間、規模），還探討了組織的

管理面向（領導者的管理風格、組織信念、課程模式選擇）。意即，幼兒

園品質之範疇，除了核心之教育與保育外，尚須從人力資源、物理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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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行政與幼兒園組織管理等面向加以探究。 

 

 

 

 

 

 

 

 

 

 

 

 

 

 

 

 

 

 

 

圖 2-2：影響幼教品質的層次 
資料來源：From“Spheres of influence on ECE programs”,by Cryer et al.,1999, 341. 

二、幼兒園品質的內涵 

    Phillips & Howes(1987)視學前教育的教室為一個系統，含有兩個特
性，分別是結構特性(structural features)與動態特性(dynamic features)。結構
特性提供一個架構(framework)，教育與保育等活動在此發生，也受其影
響。兒童直接經歷到的是教室裡的動態歷程，該歷程的品質影響了兒童的

發展成果（白育綺，2004）。 

後續探討幼教品質的文獻，大多延續Phillips & Howes 的看法，將幼
教品質區分為歷程品質(process quality) 與結構品質(structural quality)兩
類。歷程品質指向與幼兒直接經歷之幼教經驗的相關面向，如師生互動、

教師信念等。關注幼兒在幼教場域中真實經驗到的面向，這些面向影響幼

兒的發展結果（developmental outcomes）。具體而言，所謂歷程品質，指

                       國家  
法令規範                                      經濟狀況  

                     社區  
地方經濟能力                         地方文化    
地方法規  

                 幼兒園  
領導者的管理風格，註冊人數，開放時間，中

心的規模，課程模式  

             教室  
團體大小、師生比、教師的教育與經

驗、空間大小與空間品質  

歷程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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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所經驗之幼教品質，主要包含師生關係、教師個人特質、幼師態度、

學習活動等。 

結構品質反映了美國幼教學者以幼兒為中心（child-centered）的幼教
理念(Cryer, 1999)。也提供歷程品質的背景架構，直接影響幼兒所經驗的歷
程品質。所謂結構品質，包括團體大小（或班級大小）、生師比、幼師幼

教經驗、幼師教育與專業訓練，以及安全、衛生與健康的環境、教材設備

的品質等(National Center for Early Development and Learning, 1997)。由於
這些特徵較為具體、容易觀察，因此通常也是政府規範的對象。 

Helburn & Howes(1996)則進一步將幼兒園之成人工作環境的品質
（adult work environment quality）納入幼教品質的概念中。所謂成人工作
環境品質，包括教師的薪資、福利，幼兒園的人員流動率，以及幼師的工

作滿意度、工作承諾與工作壓力。幼兒園的成人工作環境品質會直接影響

幼師的工作態度，並間接影響幼兒之幼教歷程經驗(Phillipsen et al., 1997; 
Scarr et al., 1994; Whitebook et al., 1989)。 

Sallis(1993)連結教育市場化與全面品質管理的思潮，將教育視為服
務，並強調未來十年間，教育服務品質將是各國教育部門的關鍵議題。Moss 
and Pence(1994)則強調，無論由政府、專家、學者運用其權力或影響力來
定義幼兒園品質，或只是由市場來反映顧客偏好，皆屬排外性的思維

（exclusionary paradigm）。幼兒園品質應是一個相對的概念，而且幼兒園
品質的定義是一個動態、持續的過程。人們應發展融合性的幼兒園品質定

義，重視所有利害關係人（包括：社會、政府、專家、服務提供者和使用

者）的價值觀、信念和興趣，並考量特定的時空脈絡來定義幼兒園品質（引

自  徐聯恩、劉蓁，2005）。 

吳清山（民85）將全面品質的概念應用到教育領域中，認為要有以下
作法： 

1.建立長遠教育目標 

2.瞭解並滿足教育系統中顧客需求 

3.持續不斷追求教育品質 

4.不斷改進教育系統 

5.全員參與共同努力提昇教育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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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加強教育人員的在職進修 

徐聯恩與白育綺（民92）主張將服務品質與全面品質的觀念（強調全
員參與、顧客滿意與持續改進），都納入幼兒園品質的概念內涵。 

Katz(1994, 1993, 1992a, 1992b)則提出幼教品質的多元觀點，分別是： 

（1）由上而下的觀點(top-down perspective)： 

以成人的眼光來檢視幼教環境、設備與課程是否良好，通常考量的特

性有：師生比、團體大小、職員的證照與流動率、師生關係、器材與教材

的數量與品質、空間等。 

（2）由下而上的觀點(bottom-up perspective)： 

由下而上的觀點認為兒童的幼教經驗是幼教成效的真正決定因素，在

這樣的假設之下，幼教品質的探詢就歸溯至一個核心問題：兒童的感受是

什麼？從兒童的角度來看幼教品質，兒童是否覺得自己被接受、被了解、

被尊重，而不是被拒絕、被孤立？兒童所歷經的經驗是有參與感的、富挑

戰性的、有意義的、感到滿足的，而不是純粹好玩、愚蠢的、或令人挫折

的？兒童是否高興待在幼兒園中？ 

（3）外部-內部的觀點(outside-inside perspective)： 

外部-內部觀點著眼於家長感知到的親師關係(parent-teacher 
relationships)，他們感受到的親師關係是受尊重的、彼此接受、寬容、接觸
頻繁的，或是卑下的、受支配的、拒絕的、責怪的、有偏見的、鮮少接觸

的？其教育目標與價值觀是否得到尊重？ 

（4）內部的觀點(inside perspective)： 

內部觀點以員工的感受作為品質的衡量，隱含的假設是，除非成人在

良好的環境下工作，否則他們無法提供好的幼教品質給幼兒。包含三個面

向： 

1. 同事之間的關係(colleague relationships) 

每位教職員對於其與其他同事間關係的感知為何？是支持的、合作

的、接受的、信任的、尊重的，抑或鬥爭的、彼此懷疑的、敵對的、受支

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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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師親關係(staff-parent relationships)，關注面向與外部-內部觀點相似，
以教師為感知主體。 

3. 與所屬機構的關係(relationships with the sponsoring agency) 

指教師對工作環境的知覺，例如，工作環境是否鼓勵教師提升其知

識、技巧與職涯發展？教師是否受到尊重、被了解？ 

（5）外部的觀點(outside perspective) 

社區與社會也是幼教機構品質的利害關係人，因為幼教品質的好壞

時，社會會受其影響。所以外部觀點涉及的較是政策與法規的層面，社區

成員或政策決定者需確定社區資源妥適分配於照顧及教育兒童、訂定可以

增進而非破壞兒童在教育機構內的經驗之政策及法規、社區內提供資源給

幼教機構，使其足以產生有益於兒童與家庭發展的短期與長期效果、也要

確認社區內每個有需要的家庭都能負擔的起高品質的幼教、教師是否經過

適當的訓練、具備資格、且接受督導。  

Patten & Ricks(2000)回顧評估幼拖品質之相關研究，認為幼教學者從
結構特性與歷程特性來評估品質，前者包括師生比例、教職員的證照、薪

資、教職員流動率、空間大小與品質、教材教具數量與品質、教師教育以

及訓練程度等；後者包括教職員的回應度（教職員如何回應幼兒）、托教

活動的個人化成度、教室使用的語言（教師如何與幼兒說話）、教師如何

規劃課程、學習活動的適齡程度等。 

阮碧繡、李連珠（1993）率先將幼兒教育品質內容分為園所類型、課
程模式、師資水準、園舍設備、教育法規、服務項目、評鑑等七項主要內

容，進行分析討論。 

張奕華與曹俊德（2006）分析國內外幼教品質相關文獻後，提出幼兒
園教育品質的概念可分為「園務行政」、「課程教學」和「設施安全」等

三部份。「園務行政」包括園所經營理念、園務行政領導、園所師生比例、

園所行政運作、教職員績效、園所薪資福利。「課程教學」包含幼教課程

教學、家園社區互動、幼兒保健營養、教師特質專業。「設施安全」包含

園舍設備規劃、教室教學規劃、教室設施管理與環境安全衛生。 

綜上所述，幼兒園品質可說一個包含歷程品質、結構品質、成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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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品質，以及服務與全面品質的多層次概念。其中，歷程品質與結構品

質，主要關懷的是幼兒在教室裡所經驗的幼教經驗；成人工作環境品質關

懷幼兒園內成人的組織經驗，這個經驗主要涉及園務行政和園長領導的實

務與效能；而服務品質與全面品質的概念，則進一步將幼兒園品質的概念

範疇，從幼教歷程本身，擴展至親師互動、家園互動，以及幼兒園內支援

幼教歷程的所有組織活動（引自  徐聯恩、劉蓁，2005）。 

三、幼兒園品質的衡量 

    有鑑於幼兒園品質的涵蓋面非常廣泛，以下就六個美國常用的幼教品
質衡量工具，依照年份順序安排，用歷程品質、結構品質、成人工作環境

品質、服務品質、全面品質等五個面向來討論（如表 2-4）。 

表 2-4：幼兒園品質衡量工具之比較 

 歷程品質 結構品質 成人工作環境品

質 

服務品質 全面品質 

幼兒園品

質檢視表

PGQDCC 

(1978) 

人際互動 

、器材設備與活動 

器材設備與活動 

、健康與安全 

、幼兒園環境 

人際互動 家園協調  

幼兒園 

環境量表

ECERS-R 

(1980,1998) 

個人照護 

、語言與推理 

、活動 

、互動 

、作息結構 

空間與設施 

、作息結構 

父母與教師 父母與教師  

NAEYC 

幼教機構 

認證標準 

(1984,1998) 

師生互動 

、課程 
班級編制 

、物理環境 

、健康與安全 

、營養與食物 

、教職員資格與專業

發展、評量 

教職員資格與專

業發展 

、行政 

、評量 

教師與家庭關係 

、評量 

 

幼教品質 

評估表 

PQA 

(1987,1997) 

成人與幼兒的互

動 

、例行活動 

、課程規劃與評估 

學習環境 教職員資格與專

業發展 

、行政管理 

家長參與和家庭

服務 

、行政管理 

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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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幼兒園品質衡量：從內部導向到外部導向”，徐聯恩、劉蓁，2005。 

參、 美國的相關研究 

    美國在這些年來有許多學者研究學校競爭的成果，大多是針對中小學

的研究，少有探討學前階段。其中，Belfield & Levin（2002）整理美國從
1972年到 2001年來學校競爭和教育品質的相關研究，並加以彙整，這些
研究都是以 HI指數、私立學校入學率、或其他替代指標等，為競爭程度
的指標（獨立變項）；再以學生學業表現（考試分數）、教育成就（升學

率、輟學率）、經費使用、效率、教師薪水、教師品質（師生比、教師工

作時數）、當地房價、薪資等面向等，為學校品質的指標（依變項），研

究競爭實際上帶來的效果。整理如下表（2-5）： 

 

 

 

 

 

 

 

 

幼兒園品

質評估表 

APECP 
(PIP, 1989) 

(1998,2003) 

日程規劃 
、課程 
、互動 

設施與設備 
、學習環境 
、安全與健康 
、食物供應 

人事 
、幼兒園管理 
、幼兒園發展 

幼兒園管理 

、幼兒園發展 

幼兒園管理 

、幼兒園發展 

美國國家

品質獎教

育卓越指

標 

(1998, 

2003) 

歷程管理、 

幼兒園表現結果 
幼兒園表現結果 以教職員為焦點

、歷程管理 

、幼兒園表現結果

、領導 

以學生、利害關係

人與市場為焦點 

、歷程管理 

、幼兒園表現結果 

、領導 

以學生、厲害關係

人與市場為焦點

、歷程管理 

、策略規劃 

、測量 

、分析與知識管理

、幼兒園表現結果



53 
 

表 2-5：1972-2001年期間，美國學校競爭與教育品質的相關研究 

1.學業表現 

N

o 
研究者 年代 資料來源 獨變項 依變項 

分析

單位 
研究結果 

1  Couch, 

Shughart 

Williams 

1993  
北卡羅來納州

中一個郡資料

私立學校入

學率 

8-12 年級生代數

測驗成績 

郡 正相關 

2  Hoxby  1994  1980 年NLSY 

1980 年教會

成員調查 

1980 年美國

私立學校普查

1980 年普查 

1983 年城市

與郡資料簿 

天主學校入

學率 

AFQT（Armed 

Forces 

Qualifications 

Test）  

學生 正相關 

3  Blair & 

Staley  

1995  俄亥俄州中6 

個大都會區

（MSAs）中

266 個學區 

(1)鄰近學區

數量 

(2)鄰近學區

之平均測驗

成績 

學業表現 學區 正相關 

 

正相關 

4  Arum  1996  
各州高中以上

調查資料 

私立學校入

學率 
12 年級測驗成績 學生 正相關 

5  Marlow  1997  

1988-1990 年

加州政府 

資料 

(1)千名學生

學校數 

(2)千名學生

學校校區數

SAT 之數學及語

文技巧、公立學校

8年級學生數學精

熟測驗 

學區 
正相關 

正相關 

6  Zanzig  1997  
加州州政府資

料 

(1)每個郡內

學區數量 

(2)HI  

12 年級生認知成

就及算數測驗成

績 

學區 
正相關 

正相關 

7  Marlow  2000  加州各郡資料 HI  
8 年級生測驗成

績 
學校 正相關 

8  
Husted & 

Kenny  
2000  

政府壟斷介入

情況（指經費

來自州政府或

地方政府） 

學業性向測

驗成績 
  正相關 



54 
 

9  Hammons  2001  

佛蒙特州及緬

因州州政府資

料 

(1)城鎮中受

教學生比例

(2) 在七英

里範圍中，

具有學校城

鎮之距離 

學業表現  
正相關 

正相關 

10  
Hanushek 

& Rivkin  
2001  

德州832 學區

1140 間學校

資料 

HI  
Between cohort 之

差異 
 正相關 

11 Hoxby  2001  大都會區資料
私立學校入

學率 
學業成績 學生 正相關 

12  
Smith & 

Meier  
1995  

佛羅里達州之

學區資料 

私立學校入

學率 

公立學校學生通

過數學標準測驗

和傳播研究百分

比 

學區 

負相關（受

收入分布影

響） 

13  McMillan  1999  NELS  
私立學校入

學率 

公立學校學生表

現8 年級生測驗

成績 

學生 負相關 

14  

Geller, 

Sjoquist, 

Walker  

2001  
喬治亞州州政

府資料 

鄰近公立學

校學區數量

學業成績10 年級

生閱讀成績 
學區 負相關 

15  
Borland &  

Howson  
1992  

肯德基州170 

個學區，

1989-1990 年

資料 

HI  

3 年級生閱讀、語

文與數學平均測

驗成績 

學區 

無相關（正

相關：.1 

level，單

尾，低於HI 

關鍵門檻值

(HI=.05)出

現正相關）

16  Newmark  1995  
北卡羅來納州

州政府資料 

私立學校入

學率 

公立學校標準代

數測驗成績 
郡 無相關 

17  
Simon & 

Lovrich  
1996  

華盛頓州中

104 個學區 

私立學校入

學率 

4、8 年級生數

學、閱讀及語彙成

績 

學區 無相關 

18  
Figlio & 

Stone  
1999  

NELS 個別階

層 
HI  測驗成績 學校 無相關 

19  Sander  1999  
伊利諾州州政

府資料 

私立學校入

學率 

公立學校6、10 年

級數學測驗成績 
學校 無相關 



55 
 

20  

Wrinkle, 

Stewart, 

Polinard  

1999  
德州73 個郡

資料 

私立學校入

學率 
公立學校表現 郡 無相關 

21  Jepsen  1999  
(1) NELS (2) 

NLS72  

a. 離天主教

學校最近的

距離 

b. 私立學

校入學率

（郡） 

c. 私立學校

入學率(大

都會區) 

d. 私立學

校入學率

(郵遞區號) 

標準數學測驗成

績 
學校 

無相關 

無相關 

無相關 

無相關 

22  Marlow  2000  加州各郡資料 HI  
10 年級學生測驗

分數 
 無相關 

23  

Maranto, 

Milliman 

Stevens  

2000  
佛羅里達州之

學區資料 

私立學校入

學率 

公立學校測驗成

績 
學區 

高收入學區

：無相關 

低收入學區

：負相關 

24  

Geller, 

Sjoquist,

Walker  

2001  
喬治亞州州政

府資料 

(1)私立學校

數量 

(2)私立學校

入學率 

公立學校學業成

果 
 

無相關 

無相關 

25  
Hanushek 

& Rivkin  
2001  

德州27 個大

都市地區資 

料 

HI  
學校平均測驗分

數 
 無相關 

 

 

 

 



56 
 

（續）2.教育成就 

No. 研究者 年代 資料來源 獨變項 依變項 
分析

單位 
研究結果

1  Marlow  1997  1988-1990 年

加州政府資

料 

(1)千名學生學校

數 

(2)千名學生學校

校區數 

高中輟學率 學區 負相關 

2  Dee  1998  
4500 個學區

資料 

私立學校入學人

數 
學區高中畢業率 學區 正相關 

3  Jepsen  1999  NLS72 NELS a. 離天主教學校

最近的距離 

b. 私立學校入學

率（郡） 

c. 私立學校入學

率（大都會區） 

d. 私立學校入學

率（郵遞區號） 

(1)學校教育年數 

(2)高中畢業率 

(3)入大學就讀機

率 

學校 (1)abcd 

無相關 

(2)c 正相

關，其餘

無相關 

(3)b,c 正

相關，其

餘無相關

4  Sander  1999  
伊利諾州州

政府資料 
私立學校入學率 高中畢業率 學校 

無相關

（負相關

但不顯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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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3.教育經費 

 

 

 

 

 

 

No. 研究者 年代 資料來源 獨變項 依變項 
分析

單位 
研究結果 

1  Arum  1996 普查資料 
私立學校入學

率 

公立學校每位學生

花費 
學生 正相關 

2  Marlow  1997 加州州政府

資料 

(1)千名學生

學校數 

(2)千名學生

洨校校區數 

a.中小學每位學生花

費 

b. GSP 百分比教育

經費（education 

spending as 

percentage of GSP） 

學區 (1)a.正相關 

b.無關 

(2)a.正相關 

b.正相關 

3  Goldhaber 1999 
紐約州州政

府資料 

私立學校入學

率 
公立學校經費 學校 正相關 

4  
Kenny & 

Schmidt  
1994 

州政府普查

資料 
學區數量 公立學校經費 學區 負相關 

5  

 

Brokaw, 

Gale, 

Merz  

1995 
密西根州州

政府資料 
政府壟斷性 

公立學校每位學生

花費 
學區 負相關 

6  Marlow  2000 (1)加州州政

府資料 

(2)郡政府資

料 

HI  

 

(1)GSP 百分比教育

經費 

(2)公立學校每位學

生經費 

郡 

負相關 

負相關 

7  Lovell  1978 

1970 年大

都市普查資

料 

私立學校比例 公立學校經費 

 

學校 無相關 

8  Marlow  1997 
加州州政府

資料 

千名學生學校

數量 

GSP 百分比教育經

費 
學區 無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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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4.教育效率 

 

 
（續）5.教師薪資與教師品質 

 

No. 研究者 年代 資料來源 獨變項 依變項 
分析

單位 
研究結果

1  Grosskopf, 

Hayes, 

Taylor, 

Weber  

1999  德州州政府

資料 

HI  效率 學區 

在一範圍

內正相關

2  
Kang & 

Greene  
2002  

紐約市政府

資料 
HI  科技效率 學區 正相關 

3  

Duncombe, 

Miner, 

Ruggiero  

1997  
紐約州州政

府資料 

私立學校學

生數量 
花費（cost）效率 學區 負相關 

4  

 

Duncombe, 

Miner,  

Ruggiero  

1997  
紐約州州政

府資料 

學區內學校

數量（密度）
花費效率 學區 無相關 

5  
Kang  & 

Greene  
2002  

紐約市政府

資料 

私立學校入

學人數 
科技效率 

 
無相關 

No. 研究者 年代 資料來源 獨變項 依變項 
分析

單位 

研究結

果 

1  Hoxby  1994 

1980 年NLSY  

1980 年教會成員

調查 

1980 年美國私立

學校普查 

1980 年普查 

1983 年城市與郡

資料簿 

天主教學校入

學率 

公立學校教師

薪資 
學校 正相關 

2  
Vedder 

& Hall  
2000 

俄亥俄州學區資

料 

(1)私立學校入

學人數 

(2)公立學校校

區 

（公立學校）

教師薪資 

（公立學校）

教師薪資 

郡 
正相關 

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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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6.師生比例及教師教學工作時間 

No. 
研究

者 
年代 資料來源 獨變項 依變項 

分析

單位 
研究結果 

1  Arum  1996 各州普查資料
私立學校入學人

數 
公立學校師生比

私立

學校

sector 

正相關 

2  Marlow  2000 
加州州政府資

料 
HI  師生比 郡 正相關 

3  Hoxby  2000 國家資料 學區選擇機會 師生比 學校 正相關 

4  Hoxby  2000 國家資料 學區選擇機會 教師工作時間 學校 負相關 

 
 

（續）7.工資 

No.  研究者 年代 資料來源 獨變項 依變項 
分析

單位 
研究結果 

1  Hoxby  1994  

1980 年NLSY  

1980 年教會成

員調查 

1980 年美國私

立學校普查 

1980 年普查 

1983 年城市與

郡資料簿 

天主教學校入

學率 

 

 

 

24 歲薪資 
學生 正相關 

2  Jepsen  1999  NLS72  
私立學校入學

率 
時薪 學生 正相關 

資料來源：”教育券政策與教育品質之探討-學校競爭觀點”，丘嘉慧、徐聯恩，
2003。 

 

Belfield & Levin(2002)研究結果發現，以上 32篇研究，74個結果（因
操弄的獨立變項和依變項的不同），呈現學校競爭與教育品質有正向相關

的有 34個研究結果，呈現負向相關的有 11個研究結果，呈現無相關的有
29個研究結果。雖然有許多研究支持學校競爭和教育品質之間有正向的關
係，但仍然還是有為數不少的研究發現學校競爭和教育品質之間無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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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研究結果雖然發現在適度的競爭壓力下，有助於改善學校的教育品

質，但卻沒辦法很肯定的說競爭一定會帶來教育品質的提昇。這個情形有

幾個可能解釋的原因： 

一、 研究結果的偏誤 

     學校間競爭透過許多方式，在不同的背景脈絡底下發生，產生不同
的結果。然而我們在解釋研究結果時，仍有許多需要注意的地方，尤其是

共變數所造成的混淆，必須去注意並加以釐清，例如隨著政策執行增加學

校競爭的同時，會有許多其他因素同時影響。 

當私立學校入學率代表競爭的程度時，可能會受到宗教、學區內家庭

的社經地位、地理位置等因素影響(Belfield & Levin, 2002)，在使用這個方
法時容易產生忽略變項的偏誤（omitted-variable bias），使分析時遺漏一些
混淆公立學校品質和私立學校供應之間關係的變項，包括能力忽略偏誤

（ability-omission bias）、資源忽略偏誤（resource-omission bias）、以及社
經忽略偏誤（socioeconomic-omission bias）等（徐聯恩、丘嘉慧，2003），
此時研究結果容易產生吸脂效應（cream skimming）的現象，例如.成績較
佳的學生聚集，或是原本成績不佳的學生離開，因而使得整體成績看似有

進步，研究者如果忽略這個現象則會產生錯誤的判斷。 

此外，以不同方式測量競爭的效果時，推論出學校競爭導致較高的工

資以及學校競爭導致高測驗表現，然而，這可能是因為競爭影響高測驗表

現，然後導致較高的工資，如此使得競爭的效果重複被計算，因而被誇大。 

二、 門檻效果（threshold effect） 

    學校的競爭壓力需要在一個競爭有限制的地方，或是在當地做其他選
擇的花費非常高時，彼此之間的競爭效應才會發生。所謂關鍵效果值

（critical threshold）即是指當競爭程度落入此關鍵效果值的範圍內時會發
現競爭才會是最有效的影響(Belfield & Levin, 2002)。也就是說，如果競爭
程度過低，對教育品質的提昇無所助益；但過度強化市場機制，提高學校

的競爭壓力，則會導致學生的社會極化（polarisation），使高成就的學生
或是有特權家庭背景的學生進入品質較佳的學校，弱勢的學生更為弱勢，

甚至產生種族隔離的現象(Hirsch,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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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Belfield & Levin(2002)彙整研究之後，Hoxby(2003)檢視具代表性的
Milwaukee教育券計畫，探究是否使當地的公立學校更具有生產力？他研
究發現，教育券計畫的確使Milwaukee當地的公立學校在測驗分數上表現
得更好，也更有生產力，而且這個效果是很顯著的，並排除是吸脂效應影

響的可能。此外，Hoxby(2003)同時也探究Michigan和 Arizona兩州的特許
學校之設立，是否有使當地公立學校的學生成績更好，學校更有生產力？

他研究的答案是肯定的，特許學校使Michigan和 Arizona的學校在學生成
績和學校生產力上表現的更好，但是他同時也發現特許學校所造成的進步

效果比教育券所造成的要小。 

    綜合上述研究，可得知儘管有部分研究顯示教育品質和學校競爭兩者
之間並無關係或是存在負相關的結果，藉以說明學校競爭並非萬靈丹。然

而，從部分研究結果顯示教育品質與學校競爭間具有正相關亦是不爭的事

實。於是可推論在適當的學校競爭程度下，學校競爭將可提升教育品質，

達到教育改革之目標。 

肆、 台灣的相關研究 

台灣部分近年來缺少學校競爭與幼兒園品質直接的相關研究，多為間

接藉由幼兒教育券的方式來探討是否提升幼兒教育品質（e.g.盧美貴、謝美
慧，2001；吳金盛，2001；趙康伶，2002；巫永森，2002；陳怡如，2003；
林麗珍，2004；陳淑美，2004；林明吟，2005）。然而幼兒教育券政策本
身即具有爭議，以下就台灣現行之幼兒教育券政策做一討論。 

（一）台灣幼兒教育券政策之背景 

    一九九Ｏ年代初期，台灣社會掀起一股教育改革熱潮，當時台灣社會
對教育改革存有殷切的期盼，四一Ｏ教育改造聯盟率先以社會運動方式發

難；接著，第七次全國教育會議召開，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成立，

教育部發表中華民國教育政策白皮書等，以「教育券」為改革策略的提議

也就此產生。 

    從教育券有關之提議出現在民間與官方教改文件後，就引起社會各界
廣泛的關注。在 1997年 8月，台北市長陳水扁宣布，將於隔年全市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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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津貼，引起外界輿論一陣嘩然。於是台北市政府遂於 1998年正式推
出幼兒教育券政策（台北市八十七學年度幼兒教育券實施要點，1998）；
同年，高雄市政府也提出兒童托教津貼政策（高雄市政府兒童托教津貼實

施要點，1998），回應吳敦義市長的選舉承諾。兩市所訂之受益對象則同
為設籍其轄區內之五歲幼童。面對如此獨厚北高的情形，其它縣市紛紛展

開反彈，於民國 1998年 10月 18日發起「一Ｏ一八為幼兒教育而走」的
萬人請願活動，要求中央全面發放幼兒教育券（巫永森、邱志鵬，2001）。 

    1999年總統大選期間，幼兒教育券議題依然是矚目焦點，由當時執政
黨總統候選人連戰提出，當時教育部為配合競選政策，隨即表示已完成八

十九年度全國發放幼兒教育券規劃案，並從 2000年 9月開始全面實施，
對五足歲以上未滿六歲就讀立案之幼稚園或托兒所之幼童，每人每年發給

一萬元之教育券。選戰結束後，政府在輿論關心之下，沿用前項幼教券政

策，行政院要求教育部及內政部就原有預算中勻支該項經費，而八十九學

年第一學期台北市和高雄市所需經費則是先由該主管機關自行編列，並從

八十九學年度起，全面發放幼兒教育券。 

（二）實施方案比較 

    然而，即使皆是幼兒教育券政策，但台北市、高雄市、以及行政院所
發布的方案仍有許多不同之處，依據台北市政府函，府教三字第八七Ｏ五

四九ＯＯＯＯ號，「台北市八十七學年度幼兒教育券實施要點」

（1998.8.1）；高雄市八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奉市長核定發布實施之「高雄市
政府兒童托教津貼實施要點」；及行政院台八十九教字第二六Ｏ二五號函

核定之「發放幼兒教育券實施方案」（2000.9.2）三項文件所示，就目前實
行的三項方案做一比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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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台灣目前實行的三項幼兒教育券方案比較 

 台北市 高雄市 行政院 

方

案

目

標 

1.提供多元化教育選擇機

會。 

2.促進本市公私立幼稚園

優質競爭環境。 

3.提昇幼兒教育品質。 

1.培育本市幼童健全發展。

2.提昇托教品質。 

3.減輕家長托教費用負擔。

1.整合並運用國家總體教育資源，促進

資源分配合理效益。 

2.改善幼稚園及托兒所生態與環境，並

提昇幼兒教育水準。 

3.縮短公私立幼稚園與托兒所學費差

距，以減輕家長教養子女之經濟負擔。

實

施

對

象 

1.設籍一年以上之五歲幼

童。 

2.實際就讀本市之私立幼

稚園或托兒所者。 

3.已領有本府社會局托育

補助者，不得重複請領教

育券。 

1.設籍六個月以上之五歲幼

童。 

2.實際就讀本市之私立幼稚

園或托兒所者。 

3.凡領有補助清寒家庭幼稚

教育學費或中低收入單親

家庭子女托育津貼之補助

者，不得重複請領。 

1.全國滿五歲之幼兒。 

2.實際就讀（托）於已立案私立幼稚園

托兒所或其他合法托育機構者。 

3.具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使用幼兒教

育券： 

 a.就讀公立幼稚園、托兒所之幼兒 

 b.就讀已立案私立園所核准班級學生

數外超收者，或未立案私立園所者 

 c.幼兒於學期途中入學者不得請領 

金

額 

每學期 5000元 每學期 2500元，八十八學年

第二學期起調高為 5000元 

每學期 5000元 

實

施

方

式 

1.由教育局就各行政區內

符合資格之幼生製作名

冊，將教育券已掛號方式

郵寄給家長。 

2.家長可持教育券並攜帶

戶口名簿正本至各園

（所）抵免同額學費。 

3.各園（所）彙總函報教育

局或社會局辦理撥款、核

銷。 

由立案私立幼稚園及托兒所

於每學期開學後，統一造冊

分別向本府教育局或社會局

辦理請款，請款後轉發幼童

之父母或法定監護人，如幼

童於造冊期限後入學者，當

學期不予補助。 

1.家長持幼兒之戶口名簿正本、影本及

家長私章選擇已立案幼稚園或托兒所

就讀，由各園所於審查其資格無誤

後，扣抵學費五千元整，統一造冊送

所在地縣市政府審查。 

2.各縣市政府統一填列所轄各私立幼稚

園及托兒所五歲幼童就讀（托）動態

（以園、所為單位），擘據分別報教育

部、內政部請款；並應統一造具幼兒

名冊、留存縣（市）政府備查。 

預

期

效

益 

未詳列說明 未詳列說明 1.促進未立案幼稚園及托兒所完成合法

立案，提供幼兒安全舒適之生態環境。

2.透過家長選擇之實施，提升幼兒教育

品質水準。 

3.縮短公私立幼兒園及托兒所學費差

距，減輕家長負擔，提高幼兒入園率。

資料來源：”台灣地區幼兒教育券政策之歷史研究”，巫永森、邱志鵬，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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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券與學校競爭、教育品質相關之實證研究 

    台灣自八十七年北高兩市實施幼教券政策之後，近年來對於幼兒教育
券的相關實證研究非常豐富，以下列舉自民國八十九年以來的研究，如下

表 2-7： 

表 2-7：教育券與學校競爭、教育品質相關之實證研究 

No. 時間 研究者 研究範圍 單位 方法、對象 與學校競爭、教育品質相關之研究結果 

1. 民 89 劉朝芳 台中縣 296

間園

所 

1.文獻分析 

2.問卷（有效：家長和園

所長共 1089份） 

3.訪談（行政人員 4人、

園所長 16人） 

只有少數園所長和家長認為教育券能促使

幼托園所更重視教學服務品質（45%）、使

公私立素質較齊一（30%）、使未立案幼托

園所減少（22%） 

2. 民 90 盧美貴 

謝美慧 

台北市 缺 1.問卷 

2.訪談（園所長 14人、家

長 14人） 

多數園長（80%）和家長（80%）認同幼

兒教育券可以提供家長多元選擇幼托園所

的機會。多數園長和家長也認同幼兒教育

券可促進公私立幼托園所公平競爭

（70%）。多數園長和家長認同幼兒教育券

使未立案園所謀求立案（80%）。多數園長

（80%）和家長（70%）認同幼兒教育券

提高幼兒教育品質。 

3. 民 90 吳金盛 台北市 190

間園

所 

1.文獻分析 

2.問卷（有效：園所長 155

份、家長 579份） 

3.訪談（園所長 7人、家

長 4人） 

多數園所長、家長認為實施幼教券能促使

未立案園所合法立案（77.95%），也可以增

進家長多元選擇園所的機會（56.99%），但

對於促進幼托園所間公平競爭（53.70%）

的影響不大，對於有效提升幼兒教育品質

（52.26%）也影響不大 

4. 民 90 鄭孟忠 台中縣

市、彰化縣 

725

間園

所 

1.文獻分析 

2.問卷（有效：園所長 98

份、家長 750份） 

3.訪談（園所長 15人） 

少數園所長（47%）認為幼教券促使未立

案園所走向法制化。 

多數園所長（71%）不認為幼教券改善幼

教品質。 

5. 民 91 趙康伶 高雄縣、屏

東縣 

1304

個人 

1.文獻分析 

2.問卷 

3.訪談（園所長 5人、家

長 5人） 

大部分園所長和家長認為幼兒教育券可促

使公私立幼托園所素質較整齊（59.9%），

減少未立案的幼托機構（44.1%），但是並

不會使園所更重視教學服務品質（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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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民 91 巫永森 彰化縣 311

間園

所 

1.文獻分析 

2.問卷（有效：園所長 111

份、家長 321份、相關行

政人員 50份） 

多數家長（61.7%）認為幼兒教育券可以提

升教育選擇權。 

大部分的園長和家長也都贊成幼教券可促

使公私立幼托機構優質競爭環境和促使未

立案幼教機構立案。 

但大部分的家長（49.6%）贊同幼教勸可提

升幼兒教育品質，而園長（48.2%）卻不贊

同。 

7. 民 91 謝美慧 台北市、高

雄市 

385

間園

所 

1.文獻分析 

2.問卷（有效：園所長 77

份、教師 327份、家長

256份、行政人員 36份、

專家 39份） 

3.訪談（園所長 2人、教

師 2人、家長 2人、相關

行政人員 2人、專家 2

人） 

台北市:多數受試者認為教育券已達成促  

     使未立案幼稚園謀求立案。不認為已

     達成多元選擇、公平競爭、提高品質。

高雄市:多數高雄市受試者與學者專家、行

     政人員認為有達成提升兒童教育品

     質。 

8. 民 91 王保進 台北市 1685

個人 

1.文獻分析 

2.問卷（有效：家長 1586

份） 

多數家長均認為幼教券已提供多元教育選

擇機會（88%）、促進公私立幼稚園優質競

爭環境（85%）、提升幼兒教育品質（89%）

9. 民 92 陳怡如 台北縣

市、南投

縣、台中

市、嘉義

市、高雄市 

12間

園所 

1.文獻分析 

2.訪談（園所長 7人、行

政人員 2人、業者 1人、

教師 2人） 

多數園所不認為教育券政策能提供多元教

育選擇機會（9/12），也沒有提升幼兒教育

品質（9/12），對解決未立案園所問題也沒

有太大的功效（9/12）。 

10. 民 92 蔡玉娩 宜蘭縣 81間

園所 

1.文獻分析 

2.問卷（有效：園所長 68

份、家長 270份） 

多數園所長（75%）和家長（66%）認為

幼教券已促使未立案合法立案營業。 

只有半數園所長（60%）和家長（57%）

認為幼教券已達成提供多元選擇園所機

會。約半數園所長（54%）和家長（54%）

認為幼教券已促進園所良性競爭。 

少部分園所長（48%）和家長（54%）認

為幼教券已提高幼兒教育品質。 

11. 民 93 林麗珍 台南縣市 614

個人 

1.文獻分析 

2.問卷（有效：園所長 112

份、教師 234份、家長

268份） 

多數園所長（89.3%）和教師（93.2%）、

家長（51.9%）認為幼兒教育券政策和提升

辦學品質有關。 

多數園長（64.3%）、教師（66.7%）、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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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訪談（專家 1人、園所

長 1人、教師 2人、家長

2人） 

（52.3%）也認為會鼓勵未立案的幼托園所

有更大的生存空間。 

12. 民 93 陳淑美 嘉義市 54間

園所 

1.文獻分析 

2.問券（有效：園所長 25

份、家長 242份） 

3.訪談（園所長 3人、家

長 6人） 

多數園長（68%）、家長（74.4%）贊成實

施幼兒教育券對提供家長多元選擇權有些

成效。 

多數園長（56.0%）認為幼教券對促進幼稚

園所公平競爭成效不大，但多數家長

（62%）卻認為有些成效。 

多數園長（84%）、家長（76%）贊同幼教

券能促使未立案幼稚園謀求立案。一半比

例的園長（56%），和多數的家長（66.9%）

認為幼教券能提高幼兒教育品質。 

13. 民 94 林明吟 台北縣 29間

學校 

問券（有效：家長 345份）多數家長對幼兒教育券提昇家長選擇權，

以及提昇教育品質的表現感到差強人意，

不是很理想。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以上共十三篇研究，多數為針對實施幼教券政策之成效進行調查研究

（e.g.劉朝芳，2000；盧美貴、謝美慧，2001；吳金盛，2001；趙康伶，2002；
巫永森，2002；謝美慧，2002；王保進，2002；陳怡如，2003；蔡玉娩，
2003；陳怡如，2003；林麗珍，2004；陳淑美，2004；林明吟，2005），
調查的內容多屬主觀的意見調查，缺少客觀的評量標準。反觀國外研究，

Belfield & Levin（2002）對美國近年來學校競爭和教育品質的相關研究回
顧當中，不論是針對教育券，或是特許學校，及其他促進學校競爭的教改

政策，多數研究採用學生的認知測驗分數、升學率、輟學率、師生比、教

師工資、教師工時、薪資…等客觀數據，來當作評量的標準；Hoxby（2003）
針對教育券和特許學校等政策的成效評估，也是採用學生的認知測驗分數

當作客觀的衡量標準。 

    此外，教育券政策對於學校競爭所產生的成效，或是教育券政策對於
教育品質所產生的成效，都是近年來不斷被反覆爭論的議題，這一部份在

國外有相當豐富的研究（e.g. Belfield & Levin, 2002; Hoxby, 2003 ），反觀
國內卻沒有直接相關的實證研究，著實可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