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論 

我們是一群小孩子的父母親，一群堅定期待教育改造願景的支持

者，我們的孩子目前都在慈心華德福學校（小學和托兒所）就讀，自

從五年前慈心轉型實踐華德福教育之後，崇尚升學競爭的家長紛紛離

去，學生人數直線下降，但是經過五年的努力小學成立了，這個學校

裡裡外外散發出一股和諧、溫暖和自由的生命氣息，終於讓有理想的

家長遠從四面八方而來，我們覺得慈心教育所致力的就只是真正了解

孩子的需要，進而滋養生命成長所必須的元素罷了，在這個學校裡頭，

我們大人也日復一日得到洗滌和成長。 

我們誠懇地呼籲宜蘭縣一定要更堅持多元開放改革的方向，中小

學公辦民營是目前宜蘭縣可能改造教育模式最重要的關鍵座標，它必

須是在和一般公立學校一樣條件下對九年一貫教育精神的辦學起帶頭

示範作用的學校。我們希望未來這是一所充滿理想熱情自由與獨立的

新學校。如果不能讓民間有理想的教改人士帶頭與體制內追求進步的

力量結合，共同來創造未來的新教育，則其意義與垂效將無法宏遠。

我們相信如果縣長真正把改革的心意展現出來，整個台灣的支持聲浪

將會湧進宜蘭，進而喚醒蘭陽子民的認同（文 20010315 慈心華德福小

學家長致縣長連署信）。 

    此封連署信是慈心華德福小學家長們，於 2001 年一月宜蘭縣府公佈國民中

小學委託私人辦理自治條例後，於年底選舉時，向宜蘭縣縣長表達希冀能以公辦

民營模式籌辦華德福小學的聲明。家長們以蘭陽子民期待宜蘭縣在台灣教育改革

起「帶頭與示範」作用之立場，強調「民間改革力量」與「體制內追求進步力量」

的結合，期待共同改善現況，創新未來教育。同時信中也透露了，慈心採行「華

德福教育」是從教育的根本了解孩子的需要出發，並致力於給予生命滋長的環境

條件。也許我們可以說，這封連署信只是慈心華德福小學家長尋求以公辦民營路

徑，獲取政府資源的努力，但是在 1996 年慈心托兒所轉型華德福教育後，確實

落實改革教育的實踐行動中，五年後此封信具體的回應其企求持續「改造教育模

式」的聲明。 

2002 年慈心華德福實驗小學以公辦民營小學在宜蘭縣創立，可謂集結了創

校者、教師、家長與宜蘭縣政府教育局各方力量的投入，才得以成就華德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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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由托兒所向上延伸至小學。然而，在整個創校及爭取公辦民營的奮鬥史中，

參與之家長們對慈心轉型華德福教育的全力支持，當時 1999 年草創初期願意在

寄讀學籍之條件下，讓自己的子女接受實驗教育的五位家長，終成為華德福教育

方案在宜蘭縣扎根的動能，之後，漸漸聚集愈來愈多認同此教育方案的家長，共

同為能確保子女們接受穩定及優質的華德福教育而向地方政府爭取共同之權

益。從探詢與公立學校合作的可能性，向縣府進行遊說爭取公部門的教育資源，

到籌措基金成立人智學基金會，一連串未曾放棄的種種辦學行動中，充分體現了

民主社會中家長教育選擇權的行使。宜蘭慈心托兒所家長們「辦學行動」，成為

家長爭取建置多元教育社會制度的「社會行動」，而公民社會中爭權的意涵或可

在爭權主體生命成長經驗中尋覓。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壹、另類的體驗－覓見幼兒教育與小學教育間銜接的可能性 

九十二年九月修習「華德福教育專題研究」此門課，第一次有機會進入教育

實踐場域認識耳聞中的「華德福學校1」，不同於以往的學校圖景，呈現在眼前的

是：正在進行農耕課程的田野環境校園；自然果實、花草、石頭渾然天成妝點的

教室；教室內的黑板不再是粉筆書寫的單調版書，北歐神話故事中的人物活靈活

現地躍動於黑板；捏塑蜜蠟、泥塑等藝術活動落實於孩子的學習中。課程安排是

以故事、詩歌、音樂、律動、遊戲、繪畫、戲劇表演等方式激發孩子學習的興趣、

深度的感受性與創造性的想像空間，課程分為週期課程及副課程2，且評量方式

不採取任何鼓勵競爭比較的考試方式或量化的評量表述，教師採用「個別評量紀

錄」方式描寫學生上課的表現及學習成果。這所華德福小學著實帶給我「驚艷」

的體驗，其課程及教學的規劃安排，皆和我所熟悉的幼兒園活動課程相去不遠，

週期課程及副課程的進行方式有如幼兒園的主題教學、方案課程及藝術課程，個

                                                 
1 此華德福學校為位於宜蘭縣之慈心華德福教育實驗小學。 
2 週期課程又稱主課程，包含語言、數學、自然科學、人文社會等，每天早上以兩個小時時間進

行一個完整主題的教學，連續長達四周左右，然後再進行另一個主題。副課程每週以規律性的

固定鐘點來進行，包括形線畫、水彩畫、捏塑（蜜蠟、油土、陶土等）、優律思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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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評量更是幼兒園老師觀察、紀錄兒童發展學習狀況的重要工作。原有的「幼兒

教育與小學教育間存在著某種程度的斷裂」圖像在此有了紓解，身為幼兒教育之

專業工作者，我們常深陷教育制度銜接的困擾中，即幼兒園階段主張以「兒童本

位」為建構學習環境及課程之教育原則，而小學階段因統一進度、統一考試與統

一評分之集體式管理，而無法再顧及學習個體之需求，或是出現考試領導教學、

教師失去其教學自主權等現象，如此「斷裂與分立」不連貫的教育形式，並未發

生在宜蘭這所小學。這樣的體驗與這所小學的存在，讓我清楚意識到幼兒教育與

小學教育間的斷裂其實是有聯結的可能性，且學校運作制度是可異變的，而非那

固著於我經驗世界的單一模式。另一方面，從幼兒教育的觀點出發，採取蒙特梭

利教育3、華德福教育4為教育方案的幼兒園在台灣已行之多年，然始終未能向上

延伸建置符應原教育方案之中小學教育系統，而同在二十世紀初於歐洲發展的華

德福教育方案為何晚蒙氏教育二十餘年後才在台灣扎根？基本上可追溯至 80 年

代台灣社會運動的興起，民間教育改革運動熱烈的展開之際，「國民教育權」聲

音逐漸起而批判「國家教育權」的霸權，人民逐意識到教育主體是人民而非國家，

且有感於現行教育的諸多弊端，而企圖尋找其他替代教育方案的可能性。而華德

福教育方案具備哪些要素？使之成為當代教改人士所欲建構之理想學校圖像，而

在台灣實踐華德福教育方案之行動者，對此教育方案之理解意識為何？在修課結

束後，仍是我探究興趣的焦點。 

 

貳、另類、差異與多元選擇－另類學校與家長教育選擇權 

1987 年台灣政治解嚴後，社會文化欲掙脫威權體制的操控束縛，由民間自

發推動的「大學教育改革運動」、「中小學教育改革運動」、「教師權利運動」、「410

教育改造運動」等教育改革運動。在這波教育改革運動中，人本教育基金會率先

於 1990 年創立了另類之教育實驗學校「森林小學」，接續 1994 年毛毛蟲基金會

內九個家庭也啟動共同創辦「毛毛蟲學苑」（後改名為「種子親子實驗學苑」）寫

                                                 
3 蒙特梭利教育可說於 1980 年左右就已在台灣幼教場域中萌芽發展，具代表性的如：1970 年左

右，光華女中故校長許興仁先生研讀蒙特梭利教育理論與實務，並推動實踐蒙氏教育；1984 年

胡蘭女士於台北天母創立雙語蒙特梭利幼稚園。 
4 宜蘭慈心托兒所於 1996 年轉型華德福教育，台中市私立娃得福托兒所於 1996 年創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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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台灣「父母辦學」的社會紀錄。之後，台灣當前可類歸另類學校之苗栗縣全人

中學、新竹縣雅歌實驗小學（現為大坪國小）5、宜蘭縣慈心華德福實驗小學等，

在對教育有著熱誠與理想的人之堅持下紛紛創立。這些另類學校的創立使「民間

興學」與「教育選擇權」的需求在台灣教育場域發聲，亦即民間對教育多元化與

自由化的期待，形成了一股推動實踐「民間興學」的社會力量。薛曉華從國家－

社會教育發展之角度，剖析人本教育基金會創辦森林小學之行動動機，其歸納出

下列兩個重點：一、基於教育自由化的理念，實踐體制外的另一種選擇的教育。

二、家長教育選擇權理念的醞釀，重視家長對教育上的參與，並認為家長有讓其

小孩不受國家公辦教育的權利，以及為子女選擇教育型態的權利（1995：142）。

而創辦毛毛蟲學苑的家長們也有「台灣的教育需要不同選擇的可能」的共同想法

（薛曉華，1995：300）。當民間發出台灣教育需要不同選擇的呼聲時，意謂著主

流學校教育並未提供多元教育型態供人民選擇，而其教育型態趨於一元化之肇

因，則可由台灣教育的結構性問題看出端倪。瞿海源從國民政府遷台後，1966

－1993 年來教育部的施政報告中評析台灣的教育問題，發現這二十七年間有些

教育問題是不斷重複的，而其中第一大問題就是「台灣教育的威權性格」（1993：

8）。台灣教育的威權性格反應在教育事務的規劃管制，解嚴前國家機關仍然強力

壟斷教育場域，從外部事項到內部事項，國家機關皆擁有一定程度排他性質的主

導權，私人興學受到嚴格限制（周志宏，1997：120-121）。根據 1979 年頒布的

國民教育法第四條第一項「國民教育以由政府辦理為原則」，及私立學校法6之規

定，使私人興辦國民教育成為例外的、補充的性質，也因此在政策上長期限制私

立中小學之設立，即使私人有意願設校興學，且符合設校標準之規定，也會因政

策考量不予許可。此種政策性的數量管制，使私立中小學只占我國中小學總數的

百分之一點二及百分之零點九左右7。台灣中小學教育雖存在公、私立二種型態，

但從中小學公私立比例落差中台灣國民教育仍顯現是由國家公辦教育所壟斷，且

                                                 
5 孫德珍教授於 1997 年創辦雅歌實驗小學，2002 年成立雅歌文教基金會，同年新竹縣政府委託

雅歌文教基金會於大坪國小辦理實驗計劃。 
6 1974 年頒布之私立學校法，其第二條規定：「各級、各類學校，除師範學校、特定學校由政府

辦理，國民教育以由政府辦理為原則外，均得由私人申請設立。」 
7 引自教育部編（1996 年 2 月）。「積極推動教育改革，開創多元而美好的教育遠景」政策說帖。

台北：教育部。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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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提供之學校教育仍難跳脫升學與管理主義8思維。 

一元化之教育型態在 1990 年至 1999 年間出現多元化的可能，多所另類學校

在此時期相繼創立，其有別於傳統教育的教育理念，更關照學習個體的學習設

計，提供了學習者另一種學校教育型態選擇的機會。然而，此時期另類學校在缺

乏適用法規的處境下，並不受地方政府支持，屢有面臨停止辦學之危機。這樣的

困境直至 1999 年國民教育法9、教育基本法10之修定與頒布，賦予地方將國民教

育委託私人辦理之權限，民間有心辦學之士才有法令依據得以辦學，另類學校亦

才正式獲得官方承認的可能性。在法令未開放私人興學時，民間有心實踐其理想

教育之士以體制外辦學方式衝擊僵化之教育體制，使政府無法忽視民間興學的呼

聲，且另類學校不同於傳統學校的教育理念及辦學模式（私立、公辦民營），也

讓人民有多元教育型態可供選擇，在此層面上家長教育選擇權才有行使的可能，

亦即家長依子女之性向、興趣與需求，為其選擇學校與教育內容的權利才有實踐

的機會。 

慈心華德福小學萌發於台灣宜蘭這塊土地上，除了創辦人張所長的投入與堅

持，教師與家長們的支持與參與籌畫也才使其創建。在我的受教歷程中，不曾意

識到人可以在看似沒有太多選擇的既定現狀，爭取或創造改變現狀的機會，為困

頓的生命再創生機。根本上，這群家長乃立基於對自己子女教育的關注，擴展至

推動成立公辦民營小學的公共事務參與層面上。這股強大的民間社會動能之形

成，這五位家長的承諾投入，以開路先鋒之姿為宜蘭的另類教育播下萌芽的種

子。他們不只是在家長教育選擇權層面，實踐其權利上的自主；若從國民教育階

段「民間興學」的社會力量層面而言，這幾位家長彰顯的是威權體制鬆動後一個

公民社會形成的樣態。「公民社會」指的是一群有自治能力的人民，有機會能自

                                                 
8 黃武雄教授在「台灣教育的現實分析與因應政策」一文中提出台灣中小學教育的主要問題為升

學主義與管理主義。升學主義意指以升學為主要目的來辦教育，能否升學是依據成績的好壞，

大量而重複的記憶背誦，不斷加強考試技巧，熟練考題，成了上學讀書的主要內容，在升學主

義教育下因過分強調智育，使五育不得均衡發展。管理主義意指用一種規格去概括、要求所有

學生的心智，且要求的方式模仿軍隊的管理方式。教師的教學自主性因為統一教材、統一進度、

統一考試及統一評分而喪失。引自黃武雄（1996）。台灣教育的重建。台北：遠流。頁 245-246。 
9 1999 年二月頒布修訂之國民教育法，其第四條增列「鼓勵私人興學」及其第三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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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999 年六月教育基本法第七條「人民有依教育目的興學之自由」及其第二款「政府為鼓勵私

人興學，得將公立學校委託私人辦理；其辦法由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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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地組織起來，以表達公眾價值訴求和主導公共事務的處理取向（顧忠華，1997：

87）。家長從選擇子女教育的私領域權利擴展至催生一所另類學校的誕生，可說

是一種賦權的歷程。當父母積極主動地參與自己孩子學習目標的發展，為了孩子

的學校教育而互動，他們賦權了自己，也賦權了自己的孩子與教師（馮朝霖，

2001：40）。當家長們選擇體制外學校作為子女教育方案的同時，不僅行使其家

長教育選擇權，也意謂著他們選擇了何種「人類圖像」看待孩子與孩子的教育。

家長們對教育的選擇代表著一種發聲，其發聲是基於對現有體制內教育的不滿，

在這過程中他們更清楚自己能為孩子改變哪些教育的元素，能為孩子建構的學校

教育圖像是什麼，他們不再被動地接受現有的安排，而是主動地為其所處之生活

處境與位置創造多元的樣態。 

林佩蓉的碩士論文，以台北市自主學習實驗計劃之家長為研究對象，以生命

史觀探究家長教育選擇權意識，即探究另類教育方案中的家長，是基於何種生命

經驗反思，選擇讓自己的孩子脫離主流體制學校，進入另類教育實驗方案。研究

者從家長回顧自身以往受教育經驗，解析生命口述傳記敘述資料，闡述出既存教

育體制如何限制人自我完成的烙印結構，而選擇體制外教育的行動，實植基於這

些家長對自身受制於體制教育生命經驗的反動（2002：95-96）。在林佩蓉的詮釋

研究中，描摹了一個初始的另類學校家長圖像，他們是具批判意識，因覺醒

（conscientization）11而促發爭取選擇權利的行動，重視孩子個體的自我完成性。

不同於台北市自主學習實驗計劃之本土自發性方案，由海外移植之華德福教育方

案要在台灣實踐，參與其中之家長如何而來的勇氣，願意在升學主義尚未消退的

社會脈絡下，讓其子女接受此反主流教育體制「不考試」之另類教育實驗，並參

與學校的創立，實值得我們進一步深究。 

 

參、生命口述傳記研究取向之探究 

在修習華德福教育專題研究此門課時，我訪談了 1999 年草創初期願意讓自

                                                 
11 林佩蓉引用 P. Freire 思想中的重要概念－覺醒（conscientization），覺醒指的是受壓迫者能夠去

覺察社會上、政治上及經濟上的矛盾，並且進而採取行動，反抗現實中的壓迫性因素。引自

Freire（1993）。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New York：Continuum。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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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子女接受華德福教育實驗的家長。當時採取半結構式訪談，特別探問他們為何

讓孩子就讀華德福學校？孩子接受華德福教育後，對於自身及孩子產生了什麼影

響？並在訪談接近尾聲之際，請受訪者談談自己的受教經驗，這段不經心的提

問，卻意外的發現受訪者竟暢所欲言地談到「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也經歷過往自己

受教育歷程中所受的對待」，敘說者參照自己的學校經驗與孩子的學校生活，儼

然是「剝奪」與「放任」對立的兩個世界： 

 

「老師的 給我的影響我都覺得老師都好凶……他們覺得小孩子是

這樣子不需要被尊重 可能很多人的時候他/她賞你一個耳光這很正常

其實我會覺得這樣是不對的……我不希望我的孩子被壓抑我希望他 把

他內在的應有的特質散發出來…我不想讓我的孩子就像我以前的那種

環境下成長因為很被壓抑（921123：245-248 揚揚媽）」 

 

 

「孩子來到慈心就是跟我以前學習的環境 就是很大的不一樣 很

自由看到孩子很自由 很那種放任的那種笑阿跳阿 覺得孩子好快樂跟

我以前都不一樣國小的印象就是 就是都在上課讀書 沒有想到我的手

除了寫字考試畫畫我還能夠創造什麼 那跟後來就說在慈心的手工課程 

我從不會到會 這是我小時候這一部份很受剝奪這樣子 就是我覺得在

慈心看到的跟以前自己的學校完全不一樣（921128：56-65 優優媽）」 

 

此次的訪談經驗，讓我深刻意識到家長對子女學校教育的期待，隱然與其過

往生命經驗中的受教育經驗有所連結，此印證了前文所提林佩容研究的基本假

設。修習「生命口述傳記課」，接觸敘述訪談法，一個以採集生命傳記經驗為主

的訪談法，提供說者鋪排陳述其自身生命事件延展與意義的研究法。生命流程在

敘說流的開展中，亦依稀呈現個體置身於何種社會文化脈絡，在字句的表達中，

可以洞察到個體又如何回應社會文化之價值形塑進而建構自我的意義。本質上，

生命傳記研究取向將不僅只是說明個體的生命經驗歷程，它同時也探究個體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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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生存社會環境脈絡互動的內涵，因此，將個體生命史料置入社會歷史視框中進

行探究，將能有助於我們對個體生命經驗歷程與其所生存之社會環境脈絡間的互

動關係和影響獲得理解。承如林佩蓉之研究（2002：34）以生命傳記史觀研究取

向，開啟由個人主觀生活經驗建構其對自我及世界的詮釋，進而瞭解家長之教育

選擇意識發展之研究徑路實值得參照。 

且研究者以敘述訪談法採集華德福小學創校家長之生命成長經驗及選擇華

德福教育的歷程後，初步整理分析家長們之敘說語料，創校家長們選擇華德福教

育各有不同的考量因素，卻存在著一些共同的脈絡現象，童年成長經驗與受教經

驗著實影響著他們選擇孩子的學校。以揚揚媽媽為例，考試與課後的補習構成學

校生活的內涵，學校老師不尊重學生，未顧及學生尊嚴在眾多學生面前賞學生耳

光，其參照過往之受教學習經驗，提出不願讓孩子也在如同她所經歷之壓抑學習

個體特質的受教環境下成長的論述（246- 249）
12
。優優媽媽的敘說則由童年家庭

經驗鋪陳出其缺乏父母親陪伴的童年內涵，及其原有所依循母親之教養方式，在

與華德福教育邂逅後，教養圖像及教養方式的改變內涵。華德福教育此教育方案

之內容，提供了不同於過往教養經驗之教養圖像，在家庭及和女兒的互動相處

中，也在其實踐華德福幼兒園的節奏及活動的過程中，促進了親子互動關係及品

質。考量地緣因素及園所環境是欣悅媽媽選擇讓女兒就讀慈心托兒所的主要考

量，敘說語料中也鋪陳自身對大自然的喜好，如何使她對有著自然環境的慈心托

兒所產生偏好。且將其兒子（第一個孩子）在體制內學校及安親班的學習狀況，

與女兒（第二個孩子）在慈心托兒所的學習狀態對照比較，女兒所顯現的「快樂

學習」樣態，使她在選擇其女兒之小學教育時，偏向以女兒「還希望在實施華德

福教育的環境中學習」的意願為選擇依據。怡然爸爸的敘說則由世代間童年圖像

的差異揭開序幕，威權專制時代之黨化教育如何形塑著受教個體的成長與發展，

而在此壓制性教育中成長的生命，在與下一代生命邂逅時，如何在與華德福教育

對話過程中，省思其教育觀及投入華德福學校在台灣教育系統中的建置。四位同

意讓其子女以教學實驗的方式，接受小學階段華德福教育家長們的口述語料，顯

現家長教育選擇權意識與其童年成長經驗，或受教經驗有著相關的聯結，且家長

們之學校教育圖像、教育觀及教養觀在與華德福教育接觸對話的過程中，或可能

                                                 
12 此號碼標記為訪談文本行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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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發形成了視域轉化，為了解此歷程性內涵以進一步建構慈心華德福小學創校家

長，參與創建慈心華德福小學之動能，以生命傳記研究取向探究華德福學校家長

之教育選擇權意識。 

當前國內即有關於家長教育選擇權之研究，大部份採問卷調查法、半結構式

訪談法或文獻分析法來探究影響家長選校的因素（張炳煌，1998）、現行學區制

的優缺點，以及國內實施家長教育選擇權的可行性（吳清山，2000；陳明德，

2000）、家長及教育人員對家長教育選擇知覺的研究（黃信君，2000；潘聖明，

2001）及從法理角度探討家長教育選擇權之定位與意義（林孟皇，2000；王俊權，

2001）。國外之相關研究也多採問卷調查、訪談法探究影響家長教育選擇之相關

因素（Alder，1989；David，1994；Bradley，1996；Bauch & Goldring，1995；

Gorard，1998）、影響家長教育選擇資訊之來源（Bradley，1996）、社經地位對家

長教育選擇因素（Woods，1996）及學校對家長教育選擇的回應（Levin & Riffel，

1997）。有關影響家長教育選擇之相關因素的研究中，Gorard 利用問卷輔以訪談

法訪談家長，研究結果發現家長先前的教育經驗，深切影響為子女所做的學校選

擇，其歸納出其中影響家長選擇權學校的兩個因素，分別稱之為「反射效應

（reflection effect）」及「骨牌效應（domino effect）」。反射效應是指家長依據自

身過往的教育經驗，來選擇其孩子所就讀之學校。骨牌效應則是指第一個孩子的

學校經驗會影響家長為下一個孩子所做的教育選擇（Gorard，1998：513-522）。

Gorard 的研究發現呈顯了家長選擇子女之學校教育與其自身生命經驗的關聯

性，亦即家長之教育選擇權意識並非僅是考量近便性、教師之專業、學校之課程

教學、學校環境設備等因素，亦需回歸生命歷史性經驗及所處社會文化脈絡發展

的歷程形塑。綜觀國內外家長教育選擇權之研究，除國內林佩蓉之研究，從生命

傳記研究取向探究台北市自主學習驗計劃家長之教育選擇權意識，其餘之研究大

都關注於了解家長學校選擇之影響因素，而研究結果僅獲得歸納出之相關顯著因

素，一方面涉及客觀因素之考量，如：父母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家庭社經地位、

居住地區；另一方面則為主觀因素之考量，如：父母的教育期望、父母先前的受

教育經驗、第一個孩子的教育。此類以線性因果相關因素的研究取向，將家長選

擇子女之學校教育，視為僅能依循現有教育制度中之教育型態而做出之選擇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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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忽視了生命主體在行使家長教育選擇權及參與另類學校創建的過程中，企求

教育型態多元化及參與轉化教育制度的生命意向。若能從行使家長教育選擇權主

體之生命經驗中，探究其家長教育選擇權意識形塑歷程，將可給出家長主動參與

另類學校創建，及爭取家長教育選擇權之生命動能的探究，包括個體如何賦予家

長教育選擇權獨創的內容與意義。尤其家長選擇了主流制式教育之外的另類教

育，其對教育的看法及期待，可能不同於讓孩子進入主流制式學校受教之家長。

據此，本研究選擇以家長之生命歷史性經驗，探究其家長教育選擇權意識之內涵。 

 

第二節 研究場域背景及研究個案之選取 

基於前述之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選擇宜蘭慈心華德福實驗小學創校家長

為研究對象。於此節先對研究對象所處之社會歷史背景，即慈心華德福實驗小學

在台灣誕生的脈絡做一描述，並依此脈絡為基礎說明研究個案之選取過程。 

壹、研究場域－宜蘭慈心華德福小學 

慈心托兒所所長 1991 年至德國斯圖加特參觀華德福學校，親賭從幼兒園至

高中並包括成人教育的學校教育方案。80 年代中後期的台灣，正處於教改運動

風起雲湧之際，張所長在期待教育理論與實務結合的信念下，於 1995 年集結光

佑、台灣研究基金會、410 教改聯盟等團體舉辦「世界幼教趨勢與台灣本土經驗」

研討會，透過英國 Emerson College 的 John B. Thomson 教授的參訪與建議，方

起心動念決定將已近 80 餘年之學校教育方案「華德福教育」引進台灣教育場域，

1996 年慈心托兒所轉型實施華德福教育（Waldorfpädgogik）。若從主觀生命存有

意義探尋其慈心轉型華德福學校的動能，主要深植於張所長自身童年經驗與現代

孩童生活型態差異的辯證中，隨著社會環境的變遷，人失去那過往可依附之大自

然與社群的生活學習。身為孩童的捍衛者，體覺環境對孩童成長不利時，根生於

童年之道德勇氣交織湧現，要「為孩子維護其成長環境」的概念轉化為在台灣創

建華德福學校的實踐動能（倪鳴香、何玉群、張瓊文，2004：11-24）。 

在實踐華德福教育三年後，1999 年畢業於慈心托兒所的孩子準備進入小

學，張所長、創校教師及認同華德福教育之家長，為求能繼續讓孩子再接受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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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教育型態的小學教育，遂爭取籌畫華德福小學。同年，教育基本法通過，逐據

此法源向政府爭取以「華德福教育教學實驗」申請非學校型態教育辦學，為設置

完善的華德福小學，張所長與慈心家長仍積極尋找校地，期望能與公立學校以一

校兩制的合作方式進行教育實驗，但皆因學區內家長、老師、地方民意代表反對

聲浪而告吹。2001 年元月宜蘭縣政府公佈「宜蘭縣屬國民中小學委託私人辦理

自治條例」，慈心辦學團隊應辦學之需成立人智學教育基金會，並向宜蘭縣政府

提出辦學申請，2002 年 8 月底正式承接宜蘭縣冬山鄉冬山國小香南分校，設立

「慈心華德福教育實驗國民小學」（倪鳴香，2002：270-271）。 

宜蘭慈心華德福小學辦學理念承繼源於德國之華德福教育，其以人智學

（Anthroposophie）為其教育理論基礎，以開展人類內在自由為其教育目標，並

以 Rudolf Steiner 提出的「三段七年」發展論作為階段性教育方案發展的根基。

課程之設計基於人與世界的「整體關係」及人的發展歷程為核心而建構之「完整

課程」；課程主題融合自然、人文與藝術，主課程包含語言、數學、自然科學、

人文社會（歷史地理）；副課程包含外國語言、音樂、戶外遊戲、體育活動、手

工藝術。手工與藝術課程包含音樂合奏與合唱、律動遊戲、優律詩美、形線畫、

濕水彩畫、捏塑（蜜蠟、陶土、麵團）、節慶與戲劇（倪鳴香，2002：275-276）。 

 

貳、研究個案之選取 

宜蘭慈心華德福小學的創立，由創校歷史可見實導因於 1999 年，慈心托兒

所畢業班家長期待能讓孩子延續接受華德福小學教育，遂有了創立小學部之構

想。當時有五位畢業班家長，在華德福小學尚未創立，師資、課程及教室等硬體

設備未具體建置成型時，同意共同參與以非學校型態實驗辦法，讓孩子留在托兒

所繼續接受華德福教育小學之教育實驗。由於其中一位家長於小學部成立一年

後，遷居台中，失去聯絡，於是本研究工作初期，僅以目前其子女仍留在慈心華

德福小學就讀的四位家長為採訪的對象。由於每個家庭為子女選擇決定受教的學

校，不一定皆是由父母親雙方共同做出決策，有些僅是由一方決定的，因此採訪

的對象主要以「決定者」做為選擇的依據，分別是揚揚的媽媽、欣悅的媽媽、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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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的媽媽及怡然的爸爸。 

創校歷程約略發展的過程乃是：1999 年五月中旬，怡然爸爸和欣悅媽媽面

對即將畢業入小學的孩子，在慈心托兒所內談及希望孩子能繼續接受華德福教育

的渴望，也因此引發怡然爸爸提出成立華德福小學的構想，並主動向所長表達自

己的意見及看法，並探問延伸華德福教育的可能性。於是在相互激盪與支持下，

共同研議成立小學的可行性，在有限的條件下，即慈心托兒所可提供教室，有老

師願意出任小學部導師，且似乎只要有四至五位家長願意參與，所長就允諾願意

開始籌辦華德福小學。怡然的爸爸在所長提出承諾後，即主動邀請慈心托兒所畢

業班家長中自己較熟識，平時常一起討論孩子學習狀況的家長參與。揚揚媽媽很

快接受邀請，同意加入，欣悅媽媽及優優媽媽則陷入考慮掙扎中，直至八月底才

正式做出決定。從五月中旬至八月底期間，近三個月時間內，怡然爸爸不厭其煩

的持續和欣悅媽媽及優優媽媽溝通，且不斷和慈心托兒所所長及老師們討論小學

階段之課程及各項籌備事宜。此四位創校家長們的集結及互動概況以表列方式呈

現於下。 

慈心華德福小學 
創校家長 

家長間互動集結概況說明 

怡然爸－毅行 
（本研究研究對象） 

主動邀請慈心托兒所畢業班家長，讓其孩子接受小學

階段華德福教育，且不斷和慈心托兒所所長及老師們

討論小學階段之課程及各項籌備事宜。  

優優媽 與怡然爸為小學同事，從怡然爸之處得知認識慈心托

兒所及華德福教育。怡然爸提出讓其孩子接受小學階

段華德福教育的邀請，則陷入考慮掙扎中，直至八月

底才正式做出決定。 

欣悅媽 怡然爸提出讓其孩子接受小學階段華德福教育的邀

請，則陷入考慮掙扎中，直至八月底才正式做出決定。

揚揚媽 怡然爸提出讓其孩子接受小學階段華德福教育的邀請

後，很快即受邀同意。 

     

整個推動形成的歷程中，怡然爸爸顯然是創辦華德福小學之發想人，為了讓

此一構想實踐，其搭起相關人間連結的橋樑。一方面說服與支持所長，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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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集家長參與，可以說是推動此一行動的初始動能，在華德福小學尋覓校地爭取

公辦民營的過程中，其積極參與和市政府協商及公辦民營辦學計劃書之撰寫工

作，皆顯現其要讓孩子繼續接受小學階段華德福教育的決心與堅持。在慈心華德

福小學創校歷程中，相較於揚揚媽媽、優優媽媽及欣悅媽媽，怡然爸爸可說是家

長中之核心推動者。 

由於怡然爸爸為此創校行動之核心推動家長，其家長教育選擇權意識形塑歷

程是建構慈心華德福小學創校初期家長，參與華德福學校創建之動能不可或缺且

重要的核心面向，因此選擇怡然爸爸為焦點個案，探究其選擇華德福教育做為其

子女學校教育方案，及參與慈心華德福小學創校動能之核心內涵與意義。 

 

第三節 研究構念及歷程 

依據前述研究背景、動機、問題意識及家長教育選擇權相關研究之文獻探

討，研擬出本研究之研究構念及研究流程，茲分別說明於下。 

本研究從理解慈心華德福小學之五位創校家長參與創校運動原由後，選取其

中之核心推動者為本研究之焦點個案，由於家長教育選擇權意識的形塑與主體童

年成長經驗、受教育經驗等有所關聯，且家長過往成長經驗及受教育歷程中所形

塑之學校教育圖像及教育觀，或可能在與此教育方案對話的過程中有所符應、修

正、解構或轉化，遂以敘述訪談法採集參與慈心華德福小學創校之核心推動家

長，其生命成長經驗及選擇將孩子送至慈心華德福托兒所及小學就讀歷程的口述

語料（參見圖一）。 

 

 

 

 

 

 

 

 13



 

 

 

參與慈心華德福小學

創校之核心推動家長 

 

 

 

對話 過往生命經驗

（童年經驗、受

教經驗等） 

學校教育圖像或

教育觀的建構 

形塑 
華德福教育 

促發及影響 

 
對其下一代子女之 

理想學校教育圖像 

及教育觀的建構 
 

 

 
行使家長教育

選擇權 
 

行動 
 

參與慈心華德

福小學創建  

     
圖一：研究構念圖

 

 

研究之進行流程，首先為研究興趣及問題意識之形成，接續再選取本研究訪

談個案進行敘述訪談；而所採集之個案口述資料經轉錄為文本後，運用德國社會

學者 Fritz Schütze 所發展出之理論建構分析方案進行文本內容之理解，進行文本

結構描述以詮釋出家長教育選擇權圖像之形塑。而在進行文本的理解與分析的同

時，也對台灣另類教育及家長教育選擇權之發展做進一步探討。 後則進一步闡

述家長教育選擇權意識之意涵（參見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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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興趣動機及

問題意識形成 

研究對象選取 

創校家長訪談 

敘述訪談 

另類教育在台灣
的發展 

慈心華德福實驗
小學之發展史 

家長教育選擇權
在台灣的發展  文獻探討 資料分析 

研究結果 

個案圖像素寫 

結構描述 

整體形塑 

 家長教育選擇權意識之闡述

 
圖二：研究流程圖

 

第四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基於前述之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目的以生命史觀探究公民社會形成過

程中，社會主體行使家長教育選擇權及參與另類學校創建的社會行動意涵。具體

而言，本研究之研究問題為： 

    一、探究個體生命成長經驗與其家長教育選擇權意識之形塑發展歷程？亦即個體 

       所處之社會文化脈絡、童年經驗及過往之受教經驗，如何形塑對其下一代子   

       女之學校教育圖像的建構？ 

二、探究個體之家長教育選擇權意識在與華德福教育邂逅的過程中，意識轉化之

內涵及歷程。具體而言為，個體對其下一代子女之學校教育圖像及教育觀，

與華德福教育之形塑建構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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