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旨在探討政策評估理論、教育券理論基礎與台灣幼兒教育券之現況。 

第一節 政策評估理論 

壹、 政策評估理論發展  

    政策科學家從「公共政策過程」的角度出發，依據處理公共問題的邏輯順序，

將政策研究區分為政策規劃、執行、評估三個主要部份，亦即三個重要階段，而

無論就相關文獻或理論發展的豐富性來看，政策評估實居公共政策理論中的核心

地位（丘昌泰，1994）。 

    而政策評估對於改進政策制定系統，克服政策進行中的弊端和障礙，增強政

策的活力與效益，提高政策水準具有重要作用，意義深遠。概括地主要表現在以

下幾個方面：一、政策評估是檢驗政策的效果、效益和效率的基本途徑；二、政

策評估是決定政策去向的重要依據；三、政策評估是合理配置資源的有效手段；

四、政策評估是公共政策科學化、民主化的必由之路（陳振明，2004）。 

    李允傑與丘昌泰(1999)也提出政策評估在現代政治社會中具有下列功能：

一、提供政策績效的資訊，以提升政策品質；二、重新檢視政策目標與政策執行

的妥適性；三、釐清政策責任之歸屬；四、作為擬定政策建議及分配資源的依據；

五、提供決策者、執行人員與相關民眾政策資訊。 

    由此可見，政策評估的重要性與必要性。唯有通過政策評估，人們才能判斷

一項政策是否收到了預期效果，進而決定這項政策是應該繼續、調整還是終結；

同時經由政策評估，還可以總結政策執行的經驗與教訓。政策評估作為一種對政

策的效益、效率、效果與價值進行判斷的一種政治行為，是政策運作過程中的重

要環節。但是，長期以來，人們只願無休止地制定、頒布政策，對政策的效果如

何，所知甚少，缺乏關心。此與我們缺乏對政策評估重要性的認識有密切關係。 

    依據 Guba 與 Lincoln（1989）在「第四代評估」（Fourth Generation 

Evaluation）中，將評估研究理論分為四大演變階段，分別簡述如下（丘昌泰，

1995；胡志沛，1998）： 

一、第一代：評估研究即是效率評估--測量評估 

    對社會現象研究的興起與科學管理運動之影響，此一時期的公共政策評估重

視政府計劃如何影響社會，所運用的評估方法以實驗室方法最為普遍。此時期係

以工具導向，運用適當的測驗工具來有系統地收集資料以作為評估的依據。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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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過分強調測量容易導致評估的無效率，或質疑以實驗室的評估結果能否應用

於實際生活中。 

二、第二代：評估研究即是實地實驗—描述評估 

    此時期的評估針對上一時期的評估缺失做了部份修正，是以實地實驗的方法

為主，因此其研究方法是採量化統計與質化田野調查。雖然此時期對第一代評估

的方式提出修正，但也因過於強調評估的敘述功能而忽略了政策的目標與議題。 

三、第三代：評估研究即是社會實驗—判斷評估 

    以敘述為主的評估方式，一直到了 1957 年蘇聯發射人造衛星後，引起美國

一片對教育檢討之聲，認為評估的方式不應只是過去的測量與敘述，更要加入評

估者本身的判斷，同時需要一套評估標準，將評估對象中未被評斷的事項一併納

入考量。但是這樣的要求卻與過去注重科學、強調價值中立的實證方法相互違

背，對於評估者而言產生更大的挑戰。 

四、第四代：評估研究即是公共政策制定—回應性評估 

     前三代評估理論具有三項主要缺失：（一）管理主義傾向；（二）無法適應

價值多元主義的需求；（三）過於遷就科學典範的質疑。上述缺失，最主要的問

題在於對於管理主義傾向的質疑，蓋因管理者與評估者往往有某種形式的契約關

係，評估者必須順從於管理者所設定的研究變項與範圍界限。此種關係甚少受到

挑戰，但在此協下，卻可能產生諸多不可預期的關鍵性問題。例如：管理者不在

評估之列，管理品質與管理能力免於受到質疑；管理者與評估者處於不平等的地

位，以致雙方權責不一，且對其他利害關係人而言亦不公平，甚至可能滋生評估

者避重就輕的疑慮；管理者可能保留評估發現是否對外發表及對誰發表的最後權

利。諸如此類，均顯示：管理者或政策規劃者亦可能有問題，惟在前三代的評估

理論中，往往有所忽略，以致無法明確釐清政策成敗的原因，造成評估結果的偏

頗。同時也因評估研究中興起對政策利害關係人的風潮，而評估研究進入第四

代。在此一時期修正過去過於重視實證典範的評估方式，正視社會中存在的多元

價值觀，調整評估者的角色（Guba & Lincoln, 1989）。 

   在研究方法方面，政策評估逐漸走向多元的途徑 

    由以上評估發展演進中，可發現每一代的評估皆有特色，約可歸納如下(鄭

明忠，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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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政策評估理論特徵表 

     類別 

特徵 

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第四代 

觀點 技術性觀點 描述性觀點 判斷式觀點 回應式觀點 

評 估 者 角

色 

測量者 描述者 裁決者 問題建構者 

研究方法 量化分析 質化分析 量化＋質化 多元化分析 

價值取向 測量導向 事實導向 價值導向 信仰導向 

價 值 口 語

化 

何者得分高 何者是對的 何者是好的 評估為了誰 

評估方法 數據比較 實質論證 價值判斷 倫理考量 

價 值 提 升

法 

技術印證 情境確認 系統辯證 理性的社會選擇

資料來源：鄭明忠（1995：39）。 

    綜觀上表內容，我們可以了解，評估理論第一代到第四代的發展，主要是評

估觀點的差異，亦即評估者對本身角色認知的不同，因此也就採取不同的研究方

法與價值取向。而評估發展由技術印證、情境確認、系統辯證，到理性的社會選

擇。第四代評估的重點在於評估觀點上的改變，亦即從管理者或規劃者的單向思

考角度，轉變為利害關係人的多向角度，藉此透過理性的討論、批判過程中，讓

事實逐漸浮現，並讓利害關係人取得共識，確認政策的事實與價值，進而才能 

克服政策進行中的弊端和障礙，提升政策的效益。 

 

貳、 第四代評估之基本概念 

一 、第四代評估之內涵 

    茲就第四代評估的特徵、研究步驟、研究方法與研究假設說明如下（鄭明忠，

1999）： 

(一)特徵 

    綜觀第四代評估的特徵，約可歸納如下： 

1. 研究計畫：評估設計說明書由委託者和評估者共同議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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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融合前三代的量化分析、質化分析及價值判斷等法方，並且加入

利害關係人的價值分析。 

3. 研究焦點：先確定要了解哪些問題以及蒐集哪些資訊。 

4. 研究過程：評估標的中，利害關係人的要求、關心及疑問均列入考量，亦即

個人或團體均可能被置於評估風險的地位中。 

(二)研究步驟 

    回應式評估中，評估標的的確認是研究的重點。而評估的進行則可分為下列

三個階段： 

1. 確認利害關係人及其相關的要求、關心與疑問。 

2. 公開說明每類利害關係人的要求、關心與疑問，並接受其他團體的評論、駁

斥、認同與回應。 

3. 未化解的要求、關心與疑問，才會被評估者接受是需要蒐集資訊的高階要

素。 

(三)研究方法 

    第四代評估採用問題建構的途徑，亦即評估者利用問題建構的方式，讓利害

關係人得以透過彼此的對話，化解評估過程中可能產生的疑慮，浮現執行過程與

結果的事實，進而達成政策成敗或解決問題的共識。其認為此一途徑較嚴謹的科

學程序更重要，更要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並作成最理性的評估。 

(四)研究假設 

    第四代評估理論面對問題的態度是：以相對性取代單向性；以授權取代控

制；以加強對地區特性的了解取代一般性的解釋；以謙遜取大自大，在此心態下

所隱含的研究假設包括： 

1. 「真理只是建構者的共識問題」，而非客觀的事實。 

2. 「事實只有在價值體系內才有意義」，因為任何的假設並不具備完全的客觀

性。 

3. 「原因與結果只有在討論責任問題時才存在」。 

4. 「現象只有在研究系絡中才可以被理解與接受」。 

5. 「干預行為的效果是不穩定的」，當它們被導入一個特定的系絡中時，它們

受系絡影響及對系絡的影響往往是相對的。 

6. 「改變是難以操縱的」，因為新資訊的導入並不是直線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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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事實與價值往往糾結難解」，評估程序中也會產生因某種事實資料而使得

因果難辨的問題。 

8. 「責任是一個各類要素相互作用下的結果」，因此沒有人能單獨地接受讚美

或責難。 

9. 「評估者是主觀的」，與利害關係人在資料蒐集過程中合夥的關係 

10. 評估者扮演協商過程的協調者，企圖在資訊豐富及精密的架構中達成一制的

共識。 

11. 評估資料是源自問題建構者的疑問，並沒有特殊的地位，也沒有公認的正當

性，它們僅代表達成共識過程中的一種建構結果而已。 

二 、利害相關人之概念 

    對於利害關係人有許多定義，而 Guba 等人（1989）將利益關係人定義為三

大類： 

(一)政策制定者、評估者：指影響政策的產生、執行、應用與評估的個人或團體。 

(二)政策受益者：指直接或間接受到利益的個人或團體，直接受益者通常是標的

團體，間接受益者是基於直接受益者的關係而獲得利益的個人或群體。 

(三) 政策受害者：指因評估的結果而喪失應得或既有的利益，或是政策對其產

生的負面影響，或是相較之下比較弱勢的團體。 

 而採取政策利害關係人為評估觀點的理由為（Guba & Lincoln, 1989）： 

(一)政策利害關係人是身處風險的群體 

    政策利害關係人與政策之間，會隨著群體的不同，在金錢、身分、權利或機

會等方面，可能存在著許多利害關係。不管這些利害關係所牽涉到的範圍或形式

是如何，政策利害相關人應有其本身的權力與機會去表達屬於自己的意見與看

法，同時提出適當的質疑。政策評估者面對政策利害相關人的觀點，除了要仔細

聆聽與尊重外，必要時要予以採納。 

(二)政策利害關係人面臨被剝削以及被濫用權力。 

    政策本身就是一種資訊的產生，如果所使用的資訊越強而有利，評估結果也

就越具有較高的說服力。然而，對於政策所產生的影響而言，政策利害關係人往

往是最能反應現況的群體，也是最有能力反應本身的一群。但是這樣的權力卻常

被決策者操弄，決策者只採納符合本身想法的意見，而忽略了其它群體的意見。

同時政利害相關人有時並不了解自己本身所擁有的權力，在缺乏相關的資訊來源

下，漠視自己的權力遭受到忽視。因此評估者在進行評估時，重要的任務是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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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相關的資訊，使政策利害關係人能夠有平等的機會。 

(三)政策利害關係人是評估資訊的使用者 

    評估所產生的資訊若沒有進入政治議程中，而評估研究沒有提供明確的資

訊，評估的效用便會打折扣。因此把政策利害關係人視為評估結果的使用者，評

估者便能回應政策利害關係人的要求、關心與疑問，提供機會給予政策利害關係

人參與評估。藉由這樣的方式，政策結果本身的效用就能有效提升。 

(四)政策利害關係人能拓展評估研究的範圍 

    應用政策利害關係人的要求、關心與疑問，其本身就是一個開放的方式，並

且在評估上的效用往往是超出預期。評估的目的就是要對政策提出修正與改善，

最好的方式就是促使政策利害關係人參與評估的過程，與面對彼此不同的要求、

關心與疑問。但是如此可能會面臨在價值觀與政治立場上的衝突，回應性政策評

估的選擇不是逃避，而是進行詮釋與辨證，面對這些問題。 

(五)政策利害關係人經由第四代評估能再度相互學習 

    評估的結果與發現很少能被所有的人接受，甚至基於不同的價值觀來攻擊與

懷疑評估中所使用的方法與詮釋的觀點。回應性評估讓政策利害關係人參與整個

評估過程，使政策利害關係人彼此要面對不同甚至衝突的看法，政策利害關係人

在此情形下，必須判斷與處理其他人的要求、關心與疑問，共同進行有意義的辨

證程序。 

參、 評估模式 

    隨著政府活動的日益複雜化和影響的深入化，政策評估也日亦呈現出多樣化

的特點。國內外學者依據不同的標準，從不同的角度對政策評估進行了分類。不

同的分類顯示了學者研究重點的不同。如：美國評估研究學會(Evaluation 

Research Society, ERS)的分類架構，亦將教育政策評估區分為（1）前置分析；

（2）可行性評估；（3）過程評估；（4）影響評估；（5）計畫與問題追蹤；（6）

後設評估。前兩者屬於教育政策預評估，中間兩者為教育執行評估，後兩者屬於

教育政策結果評估（李允傑、邱昌泰，1999）。 

    而 E. Vedung 以 Guba 和 Lincoln 的觀點為基礎在「公共政策和項目評估」

一書中，按組織者的不同將評估模式分為三大類：效果模式（effectiveness 

models）、經濟模式（economic models）、和專業化模式（professional models）。

其政策評估模式的系統分類框架如下（引自陳振明，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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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政策評估模式分類圖 

資料來源：出自陳振明（2004：318）。 

    由於第四代評估強調利害關係人對於評估的重要性與必要性，加上我國幼兒

教育券的目的之ㄧ在於增加家長的選擇權以及減輕家長教養子女之負擔，其標的

對象為家長，因此基於上述的考量，本研究由 Vedung 所提出的政策評估模式分

類中，針對顧客導向模式以及利益相關者模式加以探討（引自陳振明，2004）： 

一、顧客導向模式 

    公共部門管理以顧客滿意為導向最初是從企業管理中借鑒過來的，其基本取

向為：（1）以顧客為中心，即從顧客的角度出發展開活動及提供服務；（2）以追

求顧客滿意為基本精神；（3）以社會和顧客的期待為理想目標。 

    因此顧客導向模式將政策干預對象的目標、期望、關心甚至需要來作為評估

的組織原則和價值準則。顧客導向評估的核心是政策項目是否使顧客的關心、需

要和期望得到滿足。 

    而對於政府而言的顧客，一是指公共物品和服務的最終使用者；二是指相對

意義上的顧客，即公共物品和服務供給過程中的參與者。顧客導向的技術是倒金

字塔式的方式，政府關注的是顧客即公眾的需要，提供回應性服務。政府的一切

職能、行為和改革都要圍繞顧客來展開，以顧客滿意作為政府機構的考察量度。 

作為一種政策工具，顧客導向技術要求公共機構像管理其他資源那樣對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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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管理，做到顧客至上，民眾優先，了解顧客，針對顧客的需求產生和提供公

共物品和服務，以顧客價值作為政策的基點，注重與顧客互動、溝通，依據收集

到的顧客相關訊息改善行政機關的產品和服務，為顧客創造利益與價值。 

    因此顧客導向的政府是向顧客提供選擇，把各種資源直接交到顧客手中，讓

她們選擇服務的提供者，進而開始讓顧客做到駕駛的座位上，並且為顧客建立後

果負責機制。可見，顧客導向評估正是基於這樣的觀點：公共行政在市場領域為

顧客提供物品和服務，顧客表明對服務供應的態度會導致服務交付的改進和顧客

滿意度的提升。應用顧客導向評估的關鍵是定位政策的顧客是誰，得到顧客對政

策的看法。顧客導向模式沒有明確規定哪些部分應該被評估，它允許進行廣泛

的、多樣的評估。價值的多元化是顧客導向模式的一個顯著特徵。評估者會要求

顧客對服務的某些方面做出判斷和發表看法，而不同顧客的需要和對公共服務的

滿意度肯定是不同，顧客可以在評估中表達不同的意見，甚至是相互衝突的觀點。 

    顧客導向模式的最大優點在於體現了民主和參與。由顧客根據自己的價值評

估公共服務，使顧客處在主動的位置上，而不是被動地接受服務；而參與評估使

得顧客可以對服務的供應者表達他們的需求與不滿，這必然在一定程度上影響服

務供應者，並使之提供更符合顧客需要的服務，這種模式也使得評估更容易為政

策制定者或服務提供者所使用，並使他們清楚地了解顧客的需求和不滿，進而最

終提高公共服務的水準。 

    至於顧客導向模式的應用領域，Vedung 指出：顧客的價值標準在公共服務

方面的評價，比在受規章限制的政府干預的評估中扮演更占重要地位的角色。也

就是說，顧客導向評估主要應用於公共物品和服務的提供領域。但是，顧客的價

值標準是個人利益為準，顧客個人價值的多元化難以形成對政策的總看法。而

且，顧客導向模式要收集顧客的看法和需要，則需要花很多的時間。因此，顧客

導向模式不能成為評估的唯一模式，而只能當作補充的作用。 

 

二、利益相關者模式 

    利益相關者是指所有對政策的目標和執行感興趣並對其具有影響的團體和

個人。它和顧客導向模式相似，它們的主要區別是顧客導向模式關心的對象是受

影響的一組利益群體，而利益相關者模式關心的是所有對象。應用利益相關者模

式首先要找出對政策的規劃、執行和結果感興趣的主要團體和個人。 

    利益相關者是一個範圍極廣的概念，這一模式也沒有明確界定其範圍。因

此，藉助聯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在其對開發合作項目所作的評估中，對重要

的利益相關者的界定，來幫助我們對利益相關者的理解。重要的利益相關者包

括：（1）目標群體：對計畫的結果中最終收益的那部份目標人群；（2）直接受益

者：一般是指在承擔由特定目標群體所指導的開發任務的同時，可以加強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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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直接的受益人群；（3）直接管理者：指那些負責保證按計畫產生結果的計畫

管理者及政府職員或聯合國執行機構的僱員；（4）資源提供者：負責向計畫提供

資源的國家政策制定者以及預算部門、UNDP、投資人以及其他開發合作夥伴；（5）

外部諮詢顧問、供應商以及其他對計劃提供支持的人或機構；（6）在本計劃環境

中可能受到計劃結果影響或對其感興趣的其他機構（如私人機構、社會組織等）。 

    利益相關者模式有許多優點，主要可分為三方面：（1）知識性。利益相關者

養成對附帶效果和執行障礙的看法為評估者提供進一步研究的知識。（2）應用

性：傳統的目標達成模式的評估結果往往產生不了什麼影響，因為評估者處於孤

立地位。而利益相關者模式提高了被關心團體的真正利益被評價的機會，使得信

息更符合不同利益相關者的真正需要，提高了評估結果應用於實踐的可能性。（3）

目標管理性。利益相關者模式為沒有目標或目標不清楚的政策評估提供了解決問

題的策略。在利益相關者模式中，評估者應描述各個不同利益相關者的價值觀而

無需做任何評判，而最好把其留給利益相關者去做。利益相關者模式的缺陷有忽

視評估成本、耗費資源、缺乏對利益相關者的明確界定，信奉實用主義理論等。 

   我國幼兒教育券政策中，利益相關者的家長、公私立幼托機構以及行政機關。

在眾多的利益相關者之中，本研究以直接利益相關者—家長為研究對象，其意見

作為評估時的參考依據和評估結果的效用。 

肆、消費者行為相關理論 

在幼稚教育階段，投資決策者通常是家長，潛在受益者是幼兒，家長能否回

收投資利得相當不明確，投資的不確定性相當高，預期回收的期限也相當長。因

此多數家長的實際選擇行為比較類似消費決策，在既定的所得限制下，做最有利

於家戶的支出決策（黃定遠，2003）。此外政策評估中的顧客導向模式乃是由企

業管理中的顧客滿意度為基礎，因此為了進一步了解顧客滿意度，我們必須先了

解顧客的購買行為，亦即消費者行為。 

消費者行為(consumer behavior)是一門跨學域整合的學科，其架構及概念

包括社會學、心理學、經濟學與行銷學等領域。以自行車消費的議題為例，人類

學家關注自行車對於兩個消費者家庭的意涵；總體經濟學者可能想要了解，在不

同國家自行車象徵的家庭可支配所得的意涵，來推估該國自行車及其他產品之總

體需求量；地理學家可能聚焦於自行車的零售區位；心理學家可能關注於自行車

的決策流程，何種因素導致她們購買，消費者購買行為如何被規劃；而社會學家

關心不同家庭的規模與結構代表之意涵，來了解誰才是購買自行車的決策者。隨

著不同研究人員的議題差異，不同學科思維將對消費者的本質與行為，產生根本

上不同的見解與觀點（陳智凱譯，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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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許多學者都從不同的觀點來定義消費者行為。Engle、Kollat 與 

Blackwell(1972)認為消費者行為是個人直接參與、獲取和使用經濟性財貨與勞

務的行為，包括引發及決定這些行為之決策程序。Schiffman 和 Kanuk（1991）

認為消費者行為是消費者為了滿足需求，所表現出對產品、服務、構想的尋求、

購買、使用、評價和處置等行為。Wells 和 Prensky(1996)指出消費行為可視為

有價值的產品或服務交換，以滿足個人需求。消費者行為是選擇、購買、使用、

評估和處理交換產品的過程。Arnould、Price 與 Zinkhan(2003)消費者行為意

指個人或群體經由獲得、使用、處置各種產品、服務、理念與經驗。綜觀許多學

者對消費者行為的定義後，研究者認為消費者行為的定義，係指「消費者基於需

求，藉由選擇方案的評估來決定產品或服務購買及使用等行為之歷程」（陳智凱

譯，2003）。 

 

一、消費者行為模式 

    「消費者行為模式」主要是探討不同的因素對消費者行為的影響。歷年來許

多學者都嘗試解釋消費者行為，因此，有各種研究模式的出現，其中較為知名且

為實務界廣泛應用的有： EKB Model、Kotler Model。以下依序對此二模式作ㄧ

簡要概述： 

(一) EKB 模式 

EKB 模式是由 Engel, Kollat 與 Blackwell 於 1968 年提出，為目前消費者

行為模式中較為完整和具系統性的模式架構。此模式清晰的描繪出消費者行為變

數的本質，以及變數間的關係。該模式強調，消費者行為是一種決策的程序，而

不是間斷的個體行為；同時並考慮訊息處理程序及內外在環境的影響。EKB 將消

費過程分為五個階段： 

1. 問題認知（Problem Recognition）：是何種動機引發購買的決策過程，當購

買者確認某問題或覺得有某些需求；其購買過程即開始，購買者之需求由其內

部刺激、個人的經驗與內在動機所導致的。 

2. 資訊收集（Search）：消費者確認問題後，會從現有的記憶以及外部來源(如

大眾傳播媒體、親友等)收集相關資訊。消費者在接受刺激之後，不一定會去

蒐集資訊，假設消費者決定蒐集資訊，在其程度上亦可區分為兩種層次；即加

強注意及積極蒐集資訊。 

3. 方案評估（Alternative Evaluation）：消費者收集相關情報之後，便據此

評估各種可能的方案，而這方案評估內容共分為四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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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評估準則（Evaluation Criteria）：即消費者用以評估產品的因素或標準；

通常係以產品的屬性或規格表示。而評估準則的選擇又受到個人內在動機、生

活型態和個性影響。 

(2)信念（Belief）：即消費者對各種方案或品牌在各項評估準則上的評價。 

(3)態度（Attitude）：即消費者總和各種方案或品牌在各項評估準則上的評價，

進而形成對該方案或產品的一致性喜好或厭惡程度 

(4)意圖（Intention）：指消費者選擇某一方案的主觀因素。意願也會受到參考

群體或家人的規範性順從和資訊的影響。 

4. 選擇（Choice）：消費者的評估方案完成後，會選擇一個最能解決該問題的

方案而採取行動。基本上，購買意願越高的方案或品牌，被選擇的機會也較大。 

 5. 購買結果（Outcomes）：當消費者購買並使用了某產品後，可能發生兩種結

果：滿意(Satisfaction)或購後失調(Dissonance)。當消費者發現他所作的選

擇與他的信念和態度相一致時，他便會覺得滿足，然後這個購買經驗會進入其

記憶中，並且影響日後的購買決策，因此將增加未來的購買意願及機會。反之，

當消費者覺得不滿足，便會產生購後失調。此時，消費者往往會繼續收集情報，

以尋求最滿意的方案。 

 

圖 2-2 EKB 模式 

資料來源：J. F. Engel, R. D. Blackwell, & P. W. Miniard(1990: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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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Kolter 模式 

    此模式觀點源於刺激—反應（stimulus--response）模式，使用簡單的架構

勾勒出消費者行為的各個變數。外部刺激進入購買者黑箱後會產生一些反應。外

部刺激可分為：1、行銷刺激：如產品、價格、配銷及推廣。2、其他刺激：主要

是由消費者環境中各種力量與事件構成，如經濟、科技、政治與文化。這些刺激

經過購買者黑箱後，會產生許多反應如商品選擇、品牌選擇、經銷商、採購時機

與採購量等。如下圖所示： 

1.產品
2.價格
3.通路
4.推廣

1.經濟
2.科技
3.政治
4.文化

1.文化
2.社會
3.個人
4.心理

  1問題認知
  2.資訊蒐集
  3.評估
  4.決策
  5.購後行為

  1.產品選擇
  2.品牌選擇
  3.經銷商
  4.採購時機
  5.採購量

 

圖 2-3 Kolter 模式 

資料來源：出自方世榮(譯)(1999)。 

 

綜觀上述模式，消費者行為模式的歷程不外乎是「問題認知」、「資訊收集」、

「方案評估」、「選擇產品」、及「購買結果」等六大步驟。教育券的使用也是一

種消費者行為，而教育券的目的之一是在於提升家長的選擇，因此資訊收集與了

解、對於學校的評估以及購買結果的滿意度也要納入政策評估的重點。 

二、折價券 

    消費者每天都要做許多的購買決策。許多大公司仔細研究消費者購買行為，

都想要了解：消費者買些什麼?在哪裡買?如何購買?每次購買多少?何時購買?和

為什麼購買?但是想要完全了解消費者行為的「為何購買」的問題，並不是件容

易的事（Kotler & Armstrong,1999）。因此行銷人員的關鍵問題是：對於公司可

能使用的各種行銷努力，消費者會有怎麼樣的反應?若公司真能了解消費者對不

同產品之特色、定價、及廣告訴求的反應，則公司將比他的競爭對手佔有優勢。

因此行銷者應該分析消費者購買行為，其理由如下（榮泰生，1999）： 

（一）消費者對公司行銷策略的反映對於公司的成功有很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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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行銷觀念所強調的是公司應創造一個滿足消費者的行銷組合。為了找出什

麼東西能夠滿足消費者，行銷人員必須檢視對於消費者購買的地點、時間

及方式有主要影響力的因素。 

（三）藉由對於影響購買行為的因素之進一步認識，行銷人員可以擬定有效的行

銷策略，並且可以針對消費者對行銷策略的反應做較佳的預測。 

    因此行銷策略是企業經營的主要課題之一，而銷售促進更是行銷不可或缺的

一部分。美國廣告商協會(American Marketing Advertising Agencies)則定義

促銷活動為「藉由提供超出某項產品原有利益的額外誘因，來誘使他人購買該項

產品的任何活動」。而促銷活動的目的為：可以降低售價刺激消費者的購買意願、

誘使消費者嘗試新產品及提高初試者之再購率。 

    根據對象的不同，可將促銷活動分為三類：消費者促銷活動、商業促銷活動

與銷售人員促銷活動。其中消費者促銷活動的目的包括鼓勵消費者使用及購買更

多的商品，爭取未使用者試用，吸引其他競爭品牌的使用者。其主要的工具有樣

品、折價券、折扣、抽獎、遊戲、購買點陳列及展示等（吳青松，1998）。 

    而折價券的使用在國外極為廣泛。持有人憑此券在購買某特定產品時可享有

折價、優惠價或換取贈品之優待。Schindler(1986)認為折價券能以三種機能來

影響消費者的選擇： 

(一)吸引注意機制：因折價券上的折扣廣告，吸引消費者的注意而增加購買的意

願。 

(二)折扣訊息機制：能藉由折價券傳達降價的訊息給消費者。 

(三)價格選擇機制：藉由消費者自己來判斷是否使用折價券來購物，可以為消費

者帶來心理上的滿足感與自己是聰明消費者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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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響消費者是否會使用折價券，亦即折價券贖回行為的因素很多。Reibstein 

與 Traver(1982)整理出 22 種文獻中常提及之影響折價券回收的因素，茲列表於

表 2-2 如下： 

表 2-2 影響折價券回收之因素 

1. 發送方式 12.  發送的地區 

2. 產品種類多寡 13.  競爭者的促銷活動 

3. 發送對象 14.  折價券的發送數量 

4. 消費者對產品的需求 15.  兌換時的購買數量限制 

5. 品牌忠誠度 16.  對廣告與促銷活動的支持程度 

6. 品牌認同 17.  消費者的態度及促銷產品的使用狀況 

7. 品牌通路 18.  促銷活動的長短 

8. 折價券的面值 19.  市場成長趨勢 

9. 新舊品牌 20.  促銷活動舉辦的時機 

10. 折價券的廣告與訴求 21.  人口統計變數 

11. 折價券提供的折扣 22.  該地區的誤兌比例 

資料來源：出自 D. J. Reibstein & P. A. Traver(1982:104). 

   

  其中又以折價券的面值、發行時間的限制與產品種類多寡最為重要(羅弘偉，

2002)： 

（一）折價券的面值與兌換率（redemption） 

    根據美國傳統折價券之調查報告顯示，傳統折價券的使用者對不同的產品類

型，有不同的折價券使用底線。一般而言，折價券的面值平均至少要超過美金

23 分，消費者才願意使用，而先前完全未使用過的品牌更必須要高達美金 44 分，

才能激勵消費者使用。Haugh（1975）發現不同的產品種類或是品牌，其兌換率

有所不同，其中主要是受配送方式、品牌佔有率、折價券面值等因素影響，而根

據 Little（1987）實證研究發現，越大的折價券面值會有越大的效果，消費者

兌換的機率越高。 

（二）折價券的發行時間 

    折價券可以依時效性來分為兩類，無期限兌換與有期限兌換的折價券。折價

券會因為促銷產品特色、廠商行銷目的或是發送通路的不同，而有不同長度的到

期時 效。根據研究顯示（Marin, 1991），有時效性的折價券所占的比例越來越

高。有效的時間也越來越短，一方面可能是為了要更正確的判斷促銷活動的結

果，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為了減少促銷活動所造成的財政負擔，甚至是為了增加短

期內兌換率的增加。此即呼應學者 Blattberg 與 Neslin（1990）所提出之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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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價券在發行時會有最高的兌換率，之後便急速下降，以及後續學者 Inman 及 

Mcalister（1994）所提出的後悔理論，即到期日前會有另一波兌換的高峰，逐

漸演變出來的折價券趨勢。 

（三）產品種類的多寡 

    根據 Nielsen（1990）研究指出，若該促銷折價券的產品種類越多，則折價

券的贖回數將會因此而增加。 

    促銷活動的目的在於以降低售價來刺激消費者的購買意願、誘使消費者嘗試

新產品及提高初試者之再購率。而幼兒教育券乃是發給有届齡就讀幼兒之家長一

張有價券，在幼兒登記入學後可抵免部分教育費用，主要目的之ㄧ在於減輕家長

教育負擔以及提高幼兒入學率。而幼教券是否能像商品的折價券一樣增加顧客的

消費行為以及滿意度，以及面額的大小、發放的程序與可以選擇學校的多寡是否

會影響家長的兌換仍有待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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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教育券相關理論與研究 

壹、 教育券的緣由 

隨著標準本位運動（The Standard Movement），提升教育選擇權是美國教育 

改革的核心。教育選擇運動是主張家長有權為子女選擇學校以及從相關的政府單

位接受教育補助津貼。而學校選擇計畫有著不同的形式，如：磁性學校、另類學

校、特許學校、抵稅計畫、學區內選擇計畫、跨校區選擇計畫及教育券等（Metcalf 

& Tait,1999）。其中藉由教育券的形式來補助家庭選擇學校是最大的教育選擇計

畫。而教育券不同於其他選擇方案有三點：一、教育券允許父母選擇公私立學校；

二、目前美國的教育券方案可以選擇宗教性質的學校；三、目前美國十六項教育

券方案中有十四項都是私人運作（Beales，1994）。  

    教育券的概念始於 195O 年代 M. Friedman 提出藉由教育券機制來補助美國

的教育系統(Friedman,1955)，Friedman 認為父母應該以教育券當做學費而進入

任何一家合格的學校。而符合標準的學校才能申請政府的教育券。而學校會因為

要爭取學生及經費而提供學生所需的課程。此外，學校也要提供最低標準的課程

及設備已申請教育券。Friedman 主張藉由提供廣泛家長與學生需求的選擇能創

造更有效的學校教育系統以及使用教育券為激勵因素以招攬更多的學生帶來學

校競爭(Levin,1997；McEwan,2000)。 

    不過藉由補助學校及法規制定的不同而有著不同的教育券計畫

(Levin,1991)。像是 Friedman 的自由論著眼於兩項原則：家長選擇的自由及學

校競爭。因此，Friedman(1962)主張對於父母或是學校應有較少的限制。家長藉

由教育券可以選擇合格的公私立學校；而學校也能增收教育券之外的學費。此

外，也需要制定法規以確保安全及課程的最低標準。另外，Chubb 及 Moe(1990)

認為應該讓某些學生特別是不利背景的學生接受較多的教育券及限制學校增收

額外的學費。而其他觀點，學校應不受限制來決定該校的政策決定、教科書及課

程標準。同時，也有某些教育券計畫是有特定的申請對象，特別是來自低收入家

庭的孩子。 

貳、 教育券目標 

    West(1996) 認為可從四個目標來探討教育券制度，茲分別說明如下: 

一、 消費者的選擇權（consumer choice） 

     在教育上指的是父母的選擇權。既然父母有權為子女選擇教育，因此他們

是教育的真正消費者。在教育券方案中，政府支持教育的消費者(父母)，而不是

保護教育的提供者(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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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個人的進步（personal advancement） 

     人類一向渴望塑造自己的命運。當有選擇及做決定的機會時，會自然地引

起人們的關心、參與、熱衷及貢獻等。許多政府方案以津貼的方式來補助個人的

一些服務(如社會保險、健保、學生貸款)。藉由教育券將這個原則擴展到教育。 

三、 提昇競爭（the promotion of competition） 

    公立學校教育通常是獨占事業。教育券的出現帶來競爭，進而藉由競爭促進

價格降低、增進平均素質及革新。 

四、 提供更多的機會（wider access to private schools） 

    教育券所提供的教育選擇使得低收入家庭有較多的機會進入私立學校。 

    而 Levin (2002)針對教育券的評估提供了一個廣泛的架構，其中包括了四

項目標： 

一、 選擇的自由（freedom of choice） 

     父母有權以他們的價值觀、教育理念、宗教信仰及政治立場為子女選擇學

校。強調教育的個人利益及自由以確保學校的選擇是包括了家庭如何教養子女的

決定。因此在此元素下，所要考慮到的細目包括了：教育券所提供教育支出的範

圍；所參與的學校所能被允許的教育理念、宗教及教育目標的範圍；法令對於課

程、測驗及學校短期與長期計畫之規定；有關替代方案資訊的獲得；交通的範圍

及便利性等。 

二、 績效（productive efficiency） 

    績效是指任何的投入資源所能獲得的最大教育結果功效。因此包括了用不同

的測量方式來比較相似的學生數及服務所需的花費及其學業成就。而成就不僅是

測量學業目標的標準，也包括了其他技能如問題解決能力、團體合作及有效的決

策等。其中學業成就應不僅是以測驗分數來衡量，也應該包括在真實生活情境中

對於知識的了解與運用。 

三、 均等（equity） 

    指不同性別、社會階層、種族及語言的學生都能有公平的教育機會、資源與

結果。此外，針對特殊的教育需求提供服務也是重點之一。因此在探討平等時，

包括了教育機會獲得的程度、以及那些機會的品質如學校資源、同儕以及可能的

教育結果。 

四、 社會凝聚力（social cohesion） 

     包含了在民主社會中教育的主要公共目的，提供通識教育使所有學生能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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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化並成為能參與政治及經濟的社會公民。而這通常也是學校教育在考慮課程、

社會價值觀、目標和語言的重要且必要元素。民主社會需要它的成員是能夠具備

知能以成為公民包括了個人在法律、社會習俗下的權利及責任，以及經濟的參與

者如生產者與消費者等。 

    由於有著許多不同的教育券計畫，而每個計畫所著重的目標也不盡相同。我

們要了解到這些目標之間的衝突，當我們企圖能達成某項目標時，有可能會抑制

了另外一項目標的達成。因此並沒有最好的計畫能夠同時達成 West 及 Levin 所

提出的四項目標。例如計劃是強調社會凝聚力及平等時，有可能會因為設立不同

的法規與支援系統而削減教育選擇權與績效。當我們希望達成某些目標時會犧牲

掉某些目標。因此這些目標之間必須要有所折衷。 

 

參、 實施教育券的先決條件  

     Levin (2002)主張在設計教育券計劃時，需要考慮到以下的層面: 

一、財政（finance） 

    是指整體的教育券系統財務規劃，包括經費的分配及學校是否能增收額外的

學費。隨著教育券的介入，將會提升教育市場中更多的選擇權及競爭。如果教育

券能隨著教育需求的不同如針對低收入家庭及殘障學生而設計，則教育機會均等

也會提升。學校將會有更多的動機去吸引特殊的學生以及提供相關的資源與課程

方案以符合學生的需求。而如果家庭能提供教育券以外的學費，如同 Friedman

所言，將會有利於較高收入的家庭送孩子到較貴及特殊的學校，然而也會為現在

的教育系統增添更多潛在不均等的機會。 

二、法規（regulation） 

    是指政府為參與的學校所設立的標準及家庭和學校在使用教育券時所要配

合的相關規定。基本上，只有通過標準的學校才能申請教育券。而某些教育券方

案會要求學校具備一般課程及測驗以確保學生能有公民能力與學校績效。此外入

學條件也是審查條件之一，當申請人數超過該校所能招收的名額時，通常會要求

學校以抽籤的方式來確保入學機會的公平。而申請者的資格也會有所限制，如美

國公私立教育券方案大多只開放給貧窮的家庭申請，而佛羅里達更限定於來自績

效不良的公立學校學生才能申請教育券。 

三、配套措施（support service） 

    是指設計不同類型的公共服務以增加市場中的選擇權、績效與均等。競爭市

場主張消費者能有不同的選擇及透過有效的資訊來做選擇。而在美國，由於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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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便迫使家庭只能選擇附近學區內的學校。缺乏學校運輸工具，家長對於學校的

選擇以及學校之間的競爭將會縮減，進而促成教育機會的不均等。而政府應收集

學校方案、績效、教育理念及教學等資訊提供給家長以協助她們選擇學校

（Schenider, 1999）。此外政府相關當局也應提供技術上的協助及資訊來協助新

學校的進入以及提升辦學績效。 

    而 West 與 Sparkes(2002)也提出在設計教育券計劃時應考慮到其先備條

件如:一、資訊、設備、指導：當消費者有權選擇時，訊息扮演了重要的角色來

促使個人在可選擇的替代方案中做有效的決定。而提供者也需要正確的資訊來設

計相關方案及資源。Levin(1991)更提出應該由特殊機構來收集、分析及傳播資

訊。資訊包括了方案、人員的資格及專業、經費及教育結果(如能夠完成方案的

學生數)等；二、法規：將市場力量導入教育系統中是需要部分的法規及品質保

證機制來維持標準。由於教育券是與公共補助資金的運用有相關時，更需要強調

績效責任的重要性；三、提供者的選擇及新提供者的進入：政府不僅要提供消費

者有關提供者與方案選擇的相關訊息，並且也要對於新加入的提供者相關資訊上

的幫助；四、管理：需要適當的管理監督系統來追蹤教育券方案的執行狀況及其

成效。 

肆、 教育券模式 

     由於上述的目標及先決條件的不同，也造就不同的教育券計畫。美國聯邦

經濟機會局(OEO)委託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Public 

Policy, CSPP)完成「教育券報告：直接補助學生家長的初等教育財務報告書」

（Educational Vouchers： a report on financing elementary education by 

grant to parent），其中根據教育券的面額是否每生相同及學校是否可以索取追

加額等兩個因素，歸納出以下七種可能的教育券模式，其中無規範( unregulated )

是指學校可以索取任何追加額，有規範( regulated )是指不可以索取任何追加

額；而補償（compensatory）則是指對於弱勢學生給予額外的教育券面額補助，

分別說明如下(陳麗珠，1995)： 

一、無規範的市場模式（Unregulated Market Model），此模式主張同年級的每

位學生均可以收到面額相同的教育券；學校也可以索取追加額，或接受家長

的捐贈財物。教育券資金來源以州政府的補助為主，公私立學校均可參與，

但參與學校必須符合州政府所規定的最低課程標準和教師資格。 

二、無規範的補償模式（Unregulated Compensatory Model），此模式之特色是

給予弱勢家庭的學生較高的教育券面額，至於學校則可以索取教育券之外的

追加額。 

三、強迫的私人獎學金模式（Compulsory Private Scholarship Model），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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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獎學金」指的是來自學校基金的獎學金，而非來自公共經費支出，而

「強迫」指的是學校必須給予有需要學生教育券之外的學費補助。 

四、努力憑券模式（The Effort Voucher），「努力憑券」的重點在於依家庭收入

的不同給予學生不同面額的教育券，越富裕的家庭，教育券的面額便越少。

此外學費分為四級，校方可自行決定採用其中一級的收費標準，除了最低一

級的學費全部由州政府補助外，其餘三級都有不同的追加額，學生家長依選

擇學校負擔不同的費用，但家庭支付的費用與學費間的差距，依家庭收入水

準反向遞增，由政府補助。 

五、平等模式（Equalitarian Model），平等模式主張每生持有的教育券面額相

同，大約相當於公立學校的每生單位成本，而且禁止學校索取任何的追加

額。至於資金，公私立學校均可向聯邦或州政府申請補助，公私立學校亦可

向教會、校友或家長募款，當教育券面額不足時，學校可以聯合向議會陳情

提高教育券面額，但不可以向學生加收額外費用。 

六、成就模式（Achievement Model），主張教育券的面額既不是決定於學校需要

多少經費去教育學生，也不是決定於家長希望花費多少在子女的教育上，而

是取決於學校實際教學成果，若學校能教會學生應具備的知識，而使學生在

標準成就測驗上表現良好，學校便能獲得較多補助。 

七、有規範的補償模式（Regulated Compensatory Model），主張教育券面額以

公立學校的每生單位成本為主，學校不允許索取額外的學費，若學校希望增

加經費，可以向教會、聯邦、州政府尋求特定目的的補助，也可以就由招收

弱勢學生，向教育券管理局申請弱勢學生的教育補助。 

表 2-3 七種教育券模式之比較 

 提倡者 

 

憑 券 的

面額 

追加額 對 家 庭

的影響 

對 公 立 學

校的影響 

對私

立學

校的

影響

公共教

育經費

補助對

象 

公共教

育經費

支出之

變動 

無規範

的市場

模式 

Friedman

（1962） 

面 額 固

定 

可以索

取 

有 利 於

優 勢 家

庭 

品 質 最 惡

化 

 補助私

校 

增加支

出 

無規範

的補償

模式 

Theodore 

Sizer & 

Phillip 

Whitten

給 低 收

入 者 較

多 的 金

可以索

取 

 

有 利 於

弱 勢 家

庭 

品質惡化  補助私

校和弱

勢家庭 

增加支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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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 額 

強迫的

私人獎

學金模

式 

 由 學 校

提 供 獎

學 金 給

低 收 入

者申請 

可以索

取 

有 利 於

優 勢 家

庭 

品質惡化  補助私

校 

不會增

加支出 

努力憑

券模式 

Coons & 

Sugerman

（1970） 

依 家 庭

收 入 負

擔 學

費，不足

由 政 府

補助 

學校自

行決定

收費 

有 利 於

關 心 教

育 的 家

庭 

品質惡化  補助私

校和弱

勢家庭 

增加支

出 

平等模

式 

 面 額 固

定 

不索取

追加額 

有 利 於

聰明、行

為 好 的

學生 

無 法 提 升

公 立 學 校

花費，但可

以 改 善 營

運方式 

不願

加入

補助私

校 

 

成就模

式 

 面 額 取

決 於 學

生 進 步

的情形 

不索取

追加額 

有 利 於

成 績 優

秀 的 學

生 

品質惡化  補助測

驗分數

高的學

校 

 

有規範

的補償

模式 

Chistopher 

Jencks

（1970） 

接 納 弱

勢 學 生

入 學 可

以 獲 得

額 外 的

補助 

不索取

追加額 

有 利 於

弱 勢 家

庭 

可 以 改 善

公 立 學 校

的品質 

不願

加入

補助私

校和弱

勢家庭 

增加支

出 

資料來源：出自陳麗珠（199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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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潛在的問題與爭議 

    當教育券被視為能改善均等及績效的機制時，也會伴隨著一連串的問題。值

得注意的是，那些潛在的問題不僅是伴隨著教育券，也會伴隨著對於供需層面的

補助。West(1996)提出目前對於教育券的爭議，來自下列幾項層面: 

一、市場機制的影響 

    如父母無法做出好的決定、自由市場將會導致種族的分離、難以教育的孩子

在教育券發放系統下會被營利性質的私立學校所拒絕等。 

二、對於公立學校潛在的威脅 

    針對政府的教師與督導者而言，教育券可能會破壞公立學校系統。藉由教育

券，中高收入的家庭會放棄公立教育系統轉向某些拒絕貧窮、背景不利及少數種

族孩子的私立學校。而貧窮的孩子只能留在辦學不佳的公立學校，這樣的組成會

使得公立學校的品質無法提升。 

三、教育機會的不均等 

    教育券相較於其他替代方案，是對貧窮者比較有利。但是低收入家庭可能傾

向會讓孩子進入離家近的學校。如果他們想要選擇較好的學校，則有可能需要遷

移至其他較好的學區。通常低收入家庭是無法負擔這樣的花費。而小康家庭因為

財政較充裕，所以較能負擔這樣的花費。因此，教育券促使中產階級的家庭較能

選擇私立教育。 

四、法規破壞私立學校的自主性 

    在學校接受教育券計畫前，他們可能需要符合某些標準如資源分配系統、教

師任用及解聘制度與學生背景等，這樣可能會威脅到學校的自主性。 

     而West 和 Sparkes (2002)認為教育券的潛在問題如下: 

一、督導經費支出的負擔 

相較於其他不是需求導向的補助機制，教育券的管理經費也許會較高。這是因為

教育券的運作是介於發放機構、消費者、教育提供者及監督機構等。此外當教育

券強調個人選擇的重要性時，也許會需要更多的提供者及特別的課程方案。因此

增加額外的管理經費，而使得教育券成為政府的重擔。。 

    此外，Levin（1997）提出教育券可能的額外成本有：（一）供應額外的學生

（ ccommodating additional student ）；（ 二 ） 紀 錄 追 縱 及 督 導 系 統

（record-keeping & monitoring system）；（三）交通費成本（transportation 

Costs）；（四）資訊提供的成本（information costs）；（五）判決的成本（c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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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adjudication）。 

二、缺乏真正的選擇 

    教育券的目標之ㄧ —增加選擇權—在某些情況中也許會受阻，如居住在低

密度人口區域因而所能選擇的學校數量不多、或是教育券的計畫是限定於特定的

學校及課程時。 

    由上述可見，對於教育券的爭議多半是來自於是否真能提供機會均等?是否

會抑制學校的自主性?會因為有額外的經費而造成政府的重擔?大多是著重在於

自由市場經濟與社會正義觀點的拉鋸。由於教育券所實施的層面相當廣泛，再加

上國家的社會文化背景、價值觀以及教育制度，使得教育券的爭論有所不同。而

目前美國對於教育券方案的研究，尚不能下一定論，來判別是否會有上述的缺失。 

 

陸、 個案 

    我國幼兒教育券實施期間爭議不斷，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因此擬藉由探討各

國教育券計畫以作為評估時的參考。 

一、 美國 

    美國本土目前有十六項的教育券計畫，其中兩項是屬於公部門補助的（U.S. 

GAO, 2001），分別為威斯康辛州於 1990 年在中小學實施的密爾沃基家長選擇方

案（The Milwaukee Parent Choice Program）及俄亥俄州於 1996 年在幼稚園至

八年級實施的克蘭夫計畫（The Cleveland scholarship and Tutoring Grant 

Program）。研究均顯示兩方案的成果為（United States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GAO,2001）： 

(一)參加教育券計畫的學校數量以及學生人數增加，顯示教育機會增加。 

(二)參加教育券計畫的學校提供不同的課程，如蒙式教學。此外，克蘭夫的教育

券計畫允許所有的私立學校以及近郊的公立學校參加，使得家長有較多選

擇。 

(三)受助的學生之家庭平均收入與公立學校學生之家庭平均收入相似，甚至較

低，低下階層學生增加了就讀私立學校的機會 

(四)學校是以隨機抽籤方式取錄學生，使得入學機會均等  

(五)家長較積極參與子女的教育。 

    然而亦有不理想的結果， 如密爾沃基家長選擇方案參加計劃的學校因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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狀況不穩健而停辦；參加計劃的學校因沒有廣泛宣傳，以及其他教育計劃的競

爭，造成名額剩餘過多。而克利夫蘭的教育券方案亦出現不理想的結果，包括：

四年級以上的低收入家庭學生不能因教育券方案而受惠；及行政費用高昂。 

   此外， 因未限制各校必須要參加同樣的學力測驗，因此並無充分的證據顯示

私立學校的學生表現較佳以及種族分立的情況得到改善。又，多數家長不願轉

校，使得尚未入學的學生反倒是教育券計畫的受惠者。 

 

二、 英格蘭 

    英格蘭於1996 年在學前教育推行教育券計劃， 但在1997 年終止該項計

劃。對幼兒教育券計劃的批評包括（Sparke & West 1998）： 

(一)資金來源不穩定， 影響學校發展 

(二)教育券的價值不足， 令家長得不到公平的選擇 

(三)幼稚園的名額不足， 令消費者沒有真正的選擇  

(四)融資安排各有不同， 令公立及私立學校不能公平競爭 

    此外， 並無充分的證據顯示教育機會有所增加。 

 

三、 智利 

    智利政府於1980 年開始在中、小學教育推行教育券計劃。根據Parry(1997) 

研究發現： 

(一)實施教育券計畫後，私立學校學生的入學率提高，顯示教育機會有所增加 

(二)家長有較多選擇 

(三)私立及公立學校之間的競爭增加 

(四)從SIMCE測驗中發現私立學校表現較佳，但其原因可能是私校會篩選較好的

學生 

(五)雖會透過競爭改善學校質素， 但其影響甚小 

    然而，該教育券計劃亦有缺點如（Carnoy ,1998；Delannoy,2000 ；

Parry,1997）： 

(一)教育券計畫推行後，轉入私立學校的學生70%是來自中高收入的家庭，造成

教育券主要受惠者為中上階層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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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低下階層學生的學業成績退步 

(三)私校會錄取較優的學生。 

    此外， Parry（1997）指出並無十足的證據來顯示藉由教育券券計畫會使私

立學校較有成效和優越以及整體的教育品質得到改善。 

 

四、 哥倫比亞 

    1992 年哥倫比亞政府開始在中學教育推行教育券計劃。多項有關哥倫比亞

教育券計劃的研究均顯示（Angrist, Bettinger, Bloom, King, and Kremer,2001）： 

(一)教育機會有所增加 

(二)家長有較多選擇 

(三)低下階層學生增加了入讀私立學校的機會 

(四)學校以抽簽方式取錄學生， 因而不會擇優取錄 

(五)經由數學與語文測驗得知公立及私立學校均保持相同的教育品質，此外又可

能因為教育券的面額不足，使得家長只能選擇收費較低的私立學校。 

   由上述評估結果得知，透過教育券的發放對於家長的選擇權有所增加，但會

因為教育券面額的大小、可以選擇的學校數量以及政策宣傳的因素而對於家長在

行使選擇權時有所阻礙。若是教育券發放對象限於低收入家庭時，能夠增加低下

階層學生接受私立學校的機會；但是若是不限制其發放對象資格時，其受惠者大

多是以中上階層的家庭為主。此外可以經由法令的規定，使得學校在錄取學生時

能以較公平的方式錄取(如抽籤)避免造成機會不公平的情況出現。而教育券的目

的之ㄧ在於提升公私立學校的競爭與品質，但是無明顯且直接的證據來證明此成

效。又，教育券金額的來源不穩定會造成部分學校經營上的困難，甚至是影響整

個教育券計畫的停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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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我國實施幼兒教育券政策之現況  

壹、 學前教育之現況 

    目前在台灣，接受學前教育純屬自願性質，家長可讓子女接受全日或半日制

的學前教育。楊國賜及蔡榮貴(2002)在全國幼兒教育普查計劃中指出「幼教機構」

乃指立案之公私立幼稚園、公私立托兒所與補習班，以及未立案之幼稚園、托兒

所與補習班，但有收五歲幼兒之所有機構之總稱。 

    我國目前學前機構主要分為幼稚園與托兒所，幼稚園主要依據民國 92 年 6

月 25 日修正之幼稚教育法與幼稚園設備標準等相關法令設立，招收四足歲至入

國民小學前之幼兒，其隸屬於教育部，由當地教育行政機關主管。直轄市、縣(市)

政府設立或由師資培育機構及公立國民小學附設者為公立；其餘為私立。其收托

型式分有全日制與半日制。而托兒所則依據兒童福利法及民國 70 年 8 月 15 日修

訂之省（市）訂定之托兒機構或托兒所設置標準與設立辦法等相關法令設立，收

托一足月至未滿六歲之幼兒，其隸屬於內政部，由當地社會行政機關主管。滿一

月至未滿二歲者為托嬰部，滿二歲至未滿六歲者為托兒部，其收托方式分為半日

托、日托及全托。 

    根據中華民國教育統計(2004)顯示：全國總計有 3306 所幼稚園，其中公立

有 1358 所（占 41.1%）；私立有 1948 所（占 58.9%）。班級數共有 10,417 班，公

立有2772班（占26.6%）；私立有7645班（占73.4%）。就讀幼稚園人數總計240.926

人，其中公立有 74462 人（占 30.9%）；私立有 166,464 人（占 69.1%）。 

    由於台灣的幼稚教育並不屬於義務教育，政府介入不深，幼稚教育市場因而

展現高度的市場特性。市場中有著眾多的幼稚教育提供者及需求者，廠商有誘因

創造差異化產品，以符合需求不同的消費者，因此台灣社會存在許多不同類型的

幼稚園，各自採用不同的教材與教學方法，而家長則權衡經濟能力、個人偏好與

交通條件，選擇自己最合意的幼教機構（黃定遠，2003）。因此相較之下，家長

對於學前教育的教育選擇權比起國民教育階段彈性較大，對於於幼兒接受教育的

方式、內容，以及選擇就讀哪間幼教機構，家長都擁有極大的自主決定權。 

    台北市立師範學院（1999）調查發現，台北市幼兒已在學前機構就讀之家長，

其選擇學前機構考量因素依序為：近便性（交通、托育時間的配合）、他人導向、

課程（教育目標、教學方式、課程內容與教學品質）、教師（教師專業、教學態

度、親師溝通）、環境（環境規劃與硬體設備）、價格、行政、雙語、保育、小孩

喜歡。 

    盧美貴與謝美慧（2001）在台北市幼兒教育券實施成效分析研究中發現：家

長選擇幼托機構的資訊來源，主要以親自到園參觀、以及家長或親友口耳相傳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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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方式為主。此外亦發現幼托機構所提供的環境與設備環境、辦學特色、課程與

教學、辦學理念與園務發展計畫、教師的學經歷與專長及該園所的師生比例等，

是家長在選擇幼托園所時最關注的。 

    2001 年陳仁海和湯京平在中華民國教育資源開發基金「幼兒教育券」意見

調查分析報告書中指出，家長送幼兒至幼托機構因經濟上考量（即方便夫婦就業）

占 17.7%、社會因素（即親友鄰居都如此）占 4.5%，純粹教育上的考量（培養智

能最關鍵的時期、可以學才藝與語言、獲得較佳的教育、適應團體生活）共佔

68.2%(引自陳怡如，2003)。 

   由上述研究中，我們可發現價格是影響家長在選擇幼稚園時所考量的重大因

素之ㄧ。又我國幼兒教育券的目標在於減輕家長教養子女之經濟負擔、促進資源

分配合理效益，因此不得不考量財政對於教育的影響。 

    McMahon（1978）認為，在不同的財力供給（條件）下，各人對於教育的需

求就會有所改變，對於貧窮家庭的子女而言，如果有助學貸款等供給條件，則可

以獲得 D1 的教育需求，由於部分教育成本是由政府貼補，故其預期的報酬率會

高(I1 的教育投資，會獲得 E1 的報酬)。如果政府能夠提供更多的財力供給條件，

則對於教育的需求會提高至 D2，預期的報酬率會達到 E4。對於富有家庭的子女

而言，與貧窮者子女在同樣的教育需求下（D1）由於教育投資較貧窮者高（I2），

所以雖然是同樣的教育需求，但其預期報酬在短時間內反而比貧窮者低（E2），

未來則會比貧窮者高。 

    同樣的道理，富有者子女雖然教育需求會增加（D2），但由於教育投資高（譬

如：沒有政府的補貼，另請家教、補習等），所以，與貧窮者相較，雖然是同樣

的教育需求（D2），但預期報酬率在教育投資增加下，反而不如貧窮者（E3）。 

    至於影響教育差異的需求因素，有下列四項：（1）父母親的教育程度影響子

女對教育的需求；（2）社會需要、經濟結構的形態會影響大眾對教育的需求；（3）

教育投資後所期望的報酬率影響大眾對教育的需求；（4）家庭與學生本身對教育

投資所訂的計畫。此與他們本身的經濟狀況、學習能力以及對教育的意願與教育

投資收益的認識，都有關係(蓋浙生，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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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影響教育供需差異的因素 

資料來源：出自蓋浙生（1999：232）。 

    家庭的教育需求會因經濟狀況而有所差異。而幼教券的目的就是要鼓勵學生

轉讀私校，但台北市實施結果發現，並未影響公立幼稚園招生，選擇私立幼稚園

的家長大多是受限於公幼的招生人數及其上下課時間能否與家長配合（陳漢強，

2000）。台灣家長選擇幼教機構時仍以「先公後私」，而「公立幼稚園爆滿」（中

國時報，2001）等供不應求情形幾乎年年上演。 

 

貳、 台灣幼兒教育券政策 

一、 台灣幼兒教育券政策緣起  

    我國幼兒教育券的興起主要受到第七次全國教育會議「中華民國教育政策白

皮書」、「四一 O教育改造大遊行」、「台北市幼教育改革諮議報告書」、「一○一八

為幼兒教育而走」以及選舉的影響，自八十九學年起全面發放幼兒教育券。 

    1994 年舉行第七次全國教育會議中，研議以教育券直接補助學生之可行

性。當時教育券之發放主要係由於公立高中職尚未滿足學生需求前，教育部希望

透過教育代金補助方式，減輕就讀私立高中職學生及家長學費負擔而擬定之政

策。同年四月十日教育改造大遊行，幼兒教育基本訴求中，採用「發放幼兒教育

券」被民間教改團體再次提起。同年年底，台北市長選舉期間，候選人黃大洲先

生提出發放私立高中、職學生每人每學期 5000 元教育代金及私立幼稚園每園每

年二十萬元充實教學設備補助款之政見，黃先生落選後，私立高中、職教育代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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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算遭到全數刪除，但補助私立幼稚園的預算卻幸運的得以實現，創下幼教史

上政府首度編列教育預算補助私立幼稚園的紀錄。 

  1998 年六月台北市政府開始發放幼兒教育券，此為我國發放幼兒教育券之

濫觴。1998 年中華民國幼教聯合會發動「一○一八為幼兒教育而走」，要求「中

央政府發給兒童教育券」。 

  1999 年總統選戰期間，國民黨提出全面發放幼兒教育券的構想，並特別強

調沒有排富條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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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年九月開始全面實施，對五足歲以上未滿六

歲就讀立案之幼稚園或託兒所之幼童每人每年發放一萬元之教育券。選戰結束

後，政府在幼教人士積極催促及輿論關心下，延續前項幼兒教育政策，行政院要

求教育部及內政部就原有預算中勻支該項經費（八十九學年第一學期台北市及高

雄市所需經費由該主管機關自行編列），並自八十九學年起全面發放幼兒教育

券，自此幼教人士近年來訴求得以實行。 

二、 評估體系  

根據行政院台八十九教字號第二六 O二五號函核定「發放幼兒教育券實施方 

案」（2000）中指出，我國幼兒教育券方案目標即預期效益如下： 

(一)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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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預期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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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家長選擇權之實施，提升幼兒教育品質水準。 
3. 縮短公私立幼稚園及托兒所學費差距，減輕家長負擔，提高幼兒入園

率。 
   
    因此基於上述的目標與預期效益，本研究擬就從三大層面：選擇權、公平性

及品質，來探討我國幼兒教育券政策實施之成效。 

 

三、 國內幼兒教育券之相關實證研究 

    國內在實施幼兒教育券之前，便有許多的論述探討教育券的起源與在我國的

可行性(王小芬，1996；江思瑩，1999；李美玲，1999；邱志鵬與巫永森，2001；
秦夢群，2002；張清溪，1998；符碧真，1999；陳漢強，2000；曾憲政與翁麗芳，

1999；劉玉燕，1998；劉玉燕，1999；歐姿秀，1999；盧美貴與鍾叡賜，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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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志峰，1995；謝美慧，1998)。 
    自 1999 年台北市與高雄市相繼發放幼兒教育券，與 2000 年起我國開始全面

發放幼兒教育券後，許多研究進行評估各縣市的幼兒教育券政策實施成效。以下

茲就各縣市之成效進行探討： 
(一)台中縣 

    劉朝芳(2000)發現，幼兒家長基於經濟考量，以選擇公立幼托園所居多；

發放對象採普及性同金額為原則，對於弱勢家庭幼兒則另給予社會福利補助；

發放幼兒教育券具備多重功能；訊息之提供內容著重與教學品質有關事項；民

眾憂心幼托園所可能擅自提高收費及政府很難監督其運作；實施幼兒教育券應

有適當配套措施 

    而劉麗貞(2001)指出幼兒教育券在臺中縣之實施現況：1、有促進幼托合法

化，但在下有對策之干擾下，效益未見彰顯；2、有提昇幼教品質之期許，但在

實際運作上，未見其利卻蒙其害，看不出具體成效；3、有縮短公私立差距之功

能，但對營造公平正義之幼教環境而言，仍有待努力。 

      

(二)台中縣市與彰化縣 

    鄭孟忠(2002)研究發現：1、幼兒教育券可以促成未立案的幼兒園所走向法

制、對幼兒家長有幫助；2、幼兒教育券未能改善幼兒教育品質、對幼教業者亦

正面影響不大；3、幼兒教育券幼教業者的滿意度低，幼兒家長的滿意度高；4、
幼兒教育券實施滿意程度受幼兒園所園長在年齡、戶籍地及學歷上的背景變項

間影響，達到顯著差異；5、幼兒教育券滿意度會受幼兒家長年齡、學歷、及有

無接受幼教券上的背景變項影響，達到顯著差異；6 幼兒家長選擇幼兒園所時

以師資的良莠及教學的情況為優先良因素；7、幼兒家長傾向選擇私立幼兒園

所，選擇考量為師資因素及教學因素；8、幼兒家長在幼兒教育券實施後對公私

立幼兒園所的教育選擇態度會改變，已達到顯著；9、幼兒家長認為在幼兒教育

券實施後會增加家長選擇合法立案的私立幼兒園所、會擴大幼兒家長教育選擇

權、會增加對幼兒教育訊息獲得的需求；10、現行我國幼兒教育券實施的各項

規定及實行上，以地方政府幼兒教育券撥款的時間及速度，讓幼兒園所園長及

幼兒家長感到最不滿意及認為不當。 

 

(三)彰化縣 

    巫永森(2002)研究發現：1、家長覺得幼兒教育券增加了家長選擇權，但實

際為幼兒選擇學校時，不會因幼兒教育券的發放而將幼兒由公立幼稚園或托兒所

轉到私立幼稚園或托兒所；2、園所長認為幼兒教育券無法提昇幼兒教育品質；3、
幼兒教育券政策是一種教育資源公平分配的政策，但未達到教育資源公平分配的

效果；4、幼兒教育券的發放，能減輕家長在幼兒教育支出上的負擔﹔但減輕負

擔的程度約為 20%；5、幼兒教育券的發放，能加速未立案之幼教機構申請為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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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幼稚園或托兒所；6、幼兒教育券的發放額度，應以政府每年補助公立幼稚園

或托兒所幼兒的單位成本為參考標準。 

 

(四)台北市 

    盧美貴與謝美慧(2001)調查發現：1、台北市實施幼兒教育券已經達成預期

目標；2、園所長及家長對台北市實施幼兒教育券目標均有高程度的了解；3、
台北市幼扥園所園所長及家長對實施幼兒教育券均表示非常滿意；4、台北市實

施幼兒教育券可讓未立案幼扥園所謀求立案或轉型經營；5、幼兒教育券的實施

對於私立幼扥園所的影響比對公立幼扥園所來得大；6、台北市家長未使用幼兒

教育券之原因，主要有至未立案幼扥園所就讀、寄籍台北市、就讀其他縣市幼

扥園所、幼扥園所自行吸收、家長不清楚或忘了申請、幼兒沒有上私立幼稚園、

幼兒教育券遺失未申請補發等；7、台北市立案私立幼扥園所未申請幼兒教育券

之原因，主要有超收的幼扥園所無法申報幼教券、有違規情事、未收到年滿五

足歲幼兒、嫌五千元太低不願意承辦此項業務及幼兒設籍於外縣市等；8、政府

與幼托園所應提供幼扥園所立案資料、幼扥園所經營特色、幼扥園所評鑑結果

及幼扥園所優良事蹟等訊息，對於家長選擇幼扥園所最有助益；9、家長對於實

施幼兒教育券後，選擇正常教學幼扥園所的標準更受重視；10、園所長及家長

均認為重視幼扥園所的輔導是提昇教育品質的首要工作。 

   王保進(2002)則發現：1、幼兒教育券對於促進幼兒進入立案幼教機構有正

面的效果，就讀率呈現逐年提高之趨勢；2、幼兒教育券顯著提高低經濟地位家

庭學童進入立案幼教機構就讀之比率；3、家長是否選擇子女就讀立案幼教機構

之原因，有顯著之差異，但此種差異不受家長教育程度之影響；4、政府對立案

幼教機構公布之相關資料，在提供家長做為選擇幼教機構參考功能上，仍有相

當大之發展空間；及 5、整體而言，家長普遍認為台北市政府幼兒教育券政策，

已經能夠達成預定之目標 

    吳金盛(2002) 根據文獻探討、問卷調查及訪談結果與發現，獲致以下結論：

1、臺北市實施幼兒教育券政策後，園所長及幼兒家長對於幼教券政策之實施內

涵瞭解程度最高的是「每學期補助五千元」；2、實施幼兒教育券政策能達到減

輕幼兒家長的經濟負擔、增進家長多元選擇幼托園所的機會及促使未立案機構謀

求合法立案等預期目的，但對於促進幼托園所間之公平競爭及提昇幼兒教育品質

的影響不大；3、幼托園所長及幼兒家長對於臺北市幼教券政策執行過程滿意程

度不高，其政策實施方式仍需持續予以檢討與改進；4、幼教券政策實施後政府

應提供家長參考之重要資訊是「園所經營特色」及「園所立案基本資料」；5、
臺北市幼教券政策對立案園所產生最大的影響是「提昇服務熱忱」、對未立案園

所產生最大的影響是「尋求合法立案」；6、幼教券政策實施後園所應提供家長

參考的重要資訊是「經營理念與辦學特色」、「課程與教學」及「環境與設備」；

7、幼教券政策未來最可行的配套做法是「增加園所的獎勵與經費補助」及「擴

大辦理教師進修與研習」；8、幼托園所長及幼兒家長對於臺北市幼教券政策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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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問題是「幼教券撥款速度太慢」、「對民眾意見的回應不佳」及「幼教券的

補發與核銷手續繁雜」；9、幼托園所長及幼兒家長對於幼教券政策的綜合建議

是認為應持續實施，並建議要「提高補助金額」、「延伸補助年齡至四歲」及「加

快撥款速度」。 

 

(五)台北市與高雄市 

    謝美慧(2002)發現：1、北、高兩市的幼兒教育券政策實施成效滿意度高，

能充分減輕幼兒家長就學負擔；2、北、高兩市實施成效有明顯地區差異，臺北

市較重視家長的選擇權，而高雄市則較注意政策的影響與問題；3、降低補助年

齡與提高補助金額是幼兒教育券政策未來有待努力的重點；4、幼兒教育券政策

持續施行與簡化申請手續，有助於政策美意的落實。 

 

(六)高雄與屏東縣市 

    趙康伶與鄭瑞菁(2003)發現：1、幼兒家長選擇公立幼托園所的主要考量因

素為經濟考量；2、訊息提供應著重與教學品質有關事項；3、實施幼兒教育券

應有適當配套措施；4、幼兒教育券可以促使未立案的幼托園所走向法制、對幼

兒家長有幫助；5、幼兒教育券之實施未能改善幼兒教育品質，對幼托園所正面

影響不大；6、幼兒教育券之實施，幼托園所滿意度低，幼兒家長滿意度高；7、
現行我國幼兒教育券實施的各項規定及實行上，以地方政府對幼兒教育券撥款

的時間及速度，讓幼托園所及家長感到最不滿意。 

 

(七)宜蘭縣 

    蔡玉娩(2003)以福利經濟的立場，實證幼兒教育券政策在宜蘭縣實施的績

效，獲得研究結果，幼兒家長及園所長相當滿意以上的佔 51.58%及 46.15%，

而且經檢定幼兒家長滿意度又較園所長高，證明幼兒教育券的實施，使私立五

足歲幼教市場上的消費者（即幼兒家長）及生產者（幼教機構的園所長）滿意，

對此政策有偏好、效用提高。若依巴雷圖的福利最適準則，我國幼兒教育券政

策的實施會使社會的福利經濟增加，應繼續施行。但實證的調查中亦發現，此

政策待改善的地方，如補助金額太少，補助對象應擴大至五足歲以下幼兒，這

提供政府在此政策繼續實施時，可再為人民增加更多福利經濟的思考方向。 

 

(八)台南縣市  

    林麗珍(2004)發現：1、實施幼兒教育券政策，與提昇辦學品質有相關；2、
幼兒教育券政策實施不會影響公立幼托園所招生；3、在沒有幼教券補助情況下，

多數人會選擇私立幼托園所就讀；4、政府實施幼兒教育券補助應該採用的給予

方式，應該直接發給幼兒家長；5、幼教券政策實施，能鼓勵未立案幼托園所有

更大的生存空間；6、家長認為幼兒教育券撥款速度緩慢，主要是因為各縣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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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主計處核銷資料速度緩慢；7、多數幼托園所之園所長認為未立案幼托園在所

無法領取政府補助的情況下，能繼續辦學的原因來進行調查，其主要原因為未立

案幼托園所以立案安親才藝班為名，收托幼兒；而教師及幼兒家長皆認為主要原

因為未立案幼托園所可提供多元才藝學習。  

 

(九)嘉義市  

    陳淑美(2004) 本研究發現歸納如下：1、就讀私立幼稚園社經地位較高之家

長，對幼兒教育券政策認知關注亦較高；2、幼兒教育券能稍微減輕低收入家庭

就讀私立幼稚園的經濟負擔；3、幼兒教育券在提供家長多元選擇幼稚園所的機

會方面，其實際成效並不大；對家長而言只是提高對私立幼稚園的選擇考量；4、
幼兒教育券對促進公私立幼稚園公平競爭方面沒有什麼成效；5、幼兒教育券實

施可促進未立案幼稚園所謀求立案，且高社經背景的家長持正向認同的看法；6、
實施幼兒教育券對提高教育品質的影響不大，但在私立幼稚園招生及尋求立案上

有點幫助；7、幼兒教育券的實施對幼兒就學最大的幫助是，減輕家長就讀私立

幼稚園的經濟負擔，增加選擇私立幼稚園接受幼兒教育的機會；8、有效提升幼

稚園教育品質的做法，園長著重在對幼稚園所的補助；家長著重在評鑑品質的提

升；9、幼兒教育券之實施，政府應透過各種管道提供幼稚園所經營特色、立案

資料、優良事蹟、評鑑結果等資料訊息，對家長選擇幼稚園時最有幫助；10、幼

兒教育券的實施，增加家長選擇私立幼稚園的比例；11、幼兒教育券實施前後，

影響家長選擇幼稚園的因素大致相同，家長優先考量的是幼稚園的師資及教學；

12、幼兒教育券實施之後，其補助不足以影響家長選擇幼稚園的權利；13、幼兒

教育券實施後，對公私立幼稚園招生及生態影響不大；14、幼兒教育券的實施將

促使未立案幼稚園謀求立案；15、幼兒教育券的實施對公私立幼稚園本身並沒有

什麼重大改變；16、實施幼兒教育券後，幼稚園的特色展現會朝家長需求及招生

來源來發展；17、幼兒教育券實施在減輕家長經濟負擔方面感到滿意，實施過程

中需改進與建議的有：真正能雪中送炭，避免流於錦上添花。幼兒教育券參與標

準的設定。幼兒教育券政策的實施宣導。金額提高成本太大時，不如普設公立幼

稚園。提高補助金額。家長與幼稚園平行補助。 

 
   由上述各研究結果，可歸納如下： 
（一）教育選擇權方面  

    家長基於經濟考量，選擇幼稚園時仍以公立幼托機構為主，就部分家長而

言，即使沒有教育券的補助，仍會選擇私立幼教機構。幼兒教育券在提供家長多

元選擇幼稚園所的機會方面，其實際成效並不大；對家長而言只是提高對私立幼

稚園的選擇考量。 

（二）公平性方面 

    幼兒教育券的發放能略減輕家長的的經濟負擔，尤其是低收入家庭。但是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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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效公私立幼托機構學費的差距，因此幼兒教育券政策是一種教育資源公平分

配的政策，但未達到教育資源公平分配的效果 

（三）教育品質方面 
    幼兒教育券的實施雖能促進未立案的幼托機構走向法制化，但是卻不能有效

提昇幼教品質，部分原因是來自政府並無提供相關的評鑑與輔導措施，僅藉由家

長的選擇權要改善整體的幼教品質仍顯不足。  
（四）其他方面 
    多半縣市發現家長甚至幼教機構園所長並不瞭解幼兒教育券政策，相較之

下，台北市家長的了解程度較高，因此應宜加強幼兒教育券的宣導。此外，政府

應加強輔導、評鑑等機制的配合，才有有效提昇幼教品質，其次政府與幼托機構

應提供家長幼托機構的經營特色、立案資料、評鑑結果等資料訊息，以便家長能

在選擇幼托機構時能有較多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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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台北縣之幼教現況 

    台北縣位處台灣西北部，土地面積約 2,053 平方公里，人口約 368 萬人，其

中包含10市、4鎮、15鄉，是台灣北高兩市外最大的縣份。根據內政部戶政司（2003）

統計發現，93 年台北縣為我國人口數最多的縣市，其中 2至 6歲的兒童數更是居

全國之冠。至於幼稚園與托兒所數量亦超出其他縣市之數量。本節擬探討台北縣

幼教現況，了解其概況以便作後續研究之基礎。 

壹、 台北縣幼教現況 

    根據全國幼教普查（楊國賜等人，2002），台北縣 89 學年度五歲幼兒就學狀

況如下：18.4%就讀公立幼稚園與托兒所、77.5%就讀私立幼稚園與托兒所、2.1%

就讀安親班、補習班與才藝班、1.9%為在家照顧、1%為送保母家。而台北縣民政

局民國92年人口統計資料，台北縣二至未滿六歲人口數分別為36,803人、38,636

人、47,471 人、44,892 人合計 167,802 人（見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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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台北縣公私立幼稚園歷年統計圖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根據台北縣統計要覽（2003）顯示：台北縣九十一年度幼稚園總計 389 所，

其中公立幼稚園為 203 所，私立為 186 所，而公私立學生數分別為 13,093 人（占

44%）和 16,617 人（占 56%），總計 29,710 人；而托兒所部分，公私立托兒所數

量分別為 28 所及 916 所，就讀公私立托兒所人數分別為 4,692 人（占 10%）與

41,724 人（占 90%），總計 46416 人（見圖 2-6）。由上述得知，台北縣幼兒就讀

率達百分之 45%，其中私立幼托園所仍佔多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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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台北縣就讀公私立幼稚園學生數歷年統計圖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貳、 幼兒教育券運作 

   根據幼兒教育券發放實施方案（台北縣政府教育局，2004），茲列點說明其實

施內容及方式： 

一、 補助對象（必須同時符合以下三要件） 

(一)具有中華民國國籍（無戶籍限制）。  

(二)當年九月二日起至次年九月一日止出生年滿五足歲之幼兒。 

(三)實際就讀（托）於已立案私立幼稚園、托兒所或其他合法幼托機構者。 

二、 發放金額標準：每人每一學期補助新台幣伍仟元整。 

三、 請領辦法： 

(一)由教育（內政）部統一印製幼兒教育券，送交直轄市、縣市政府於轄區

內擇定適當地點（國民小學）供家長領取。各縣市政府得視實際情況另

定發送方式。 

(二)家長憑券選擇理想幼稚園或托兒所就讀，再由各園所於審查無誤後，扣

抵學費，並回收幼兒教育券，第一學期於十月十五日、第二學期於四月

十五日前統一造冊送直轄市、縣市政府審查。  

(三)跨縣市或未事先領有幼兒教育券就讀之幼兒，請逕持身分證明文件至欲

就讀（托）之園所辦理入學手續並補發幼兒教育券。 

(四)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當年十月底及次年四月底前，統一填列所轄各私

立幼稚園及托兒所五歲幼兒就讀（托）領受幼兒教育券數量動態（以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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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為單位），並以每一學期新台幣伍仟元標準，製據分別報教育部、內

政部請款；並應統一造具幼兒名冊，留存縣（市）府備查。 

 

圖 2-7 台北縣政府教育局幼兒教育券發放標準流程圖 

資料來源：台北縣教育局（2004）。台北縣政府教育局幼兒教育券發放標準流程。

2005 年 1 月 5 日，取自 http://info1.tpc.gov.tw/kid/p6/p620d.htm。 

       

 

 

 

 

 



 41

台北縣自 89 學年度發放教育券起，89 學年教育局申請人數有 18,817 人，

社會局申請人數有 33,714 人，該學年合計有 52,531 人。90 學年教育局申請人

數有 17,557 人，社會局申請人數有 37,186 人，該學年合計有 54,743 人。91 學

年教育局申請人數 16,015 人，社會局申請人數 40,545 人，該學年合計 56,560

人。其歷年請領情形有逐漸增加趨勢，其中又以托兒所請領人數較多（見圖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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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台北縣幼兒教育券歷年請領情形統計圖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參、 台北縣公私立幼托機構現況 

而台北縣共有 29 個鄉鎮市區，就公私立幼稚園所數量而言，其差異甚大（見

表 2-5）。由於公私立幼稚園在各鄉鎮市區比例不盡相同，對於部分鄉市鎮的家

長而言，公幼所提供的名額仍顯不足。因此家長是否會因地區幼稚園數量之關係

而影響其選擇權，有待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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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台北縣九十二年學度各鄉鎮市公私立幼稚園數量統計表 

幼稚園 托兒所 幼稚園 托兒所 區

域 

鄉鎮市 

公

立 

私

立 

總

計 

公

立 

私

立 

總

計

區

域

鄉鎮市

公

立

私

立

總

計 

公

立 

私

立 

總

計 

萬里鄉 3 0 3 1 3 4 淡水鎮 12 5 17 8 33 41 

金山鄉 4 1 5 5 2 7 三芝鄉 3 1 4 4 7 11 

七 

星 

區 
汐止市 10 12 22 0 66 66

淡

水

區
石門鄉 3 0 3 3 0 3 

三重市 18 15 33 5 77 82 新莊市 18 25 43 8 97 105

泰山鄉 4 4 8 3 11 14 

三

重

區 
蘆洲市 6 6 12 0 63 63 

林口鄉 7 8 15 6 16 22 

三峽鎮 9 3 12 4 23 27 五股鄉 4 5 9 6 22 28 

樹林市 8 12 20 7 35 42 

新

莊

區

八里鄉 2 3 5 3 14 17 

三

鶯

區 

鶯歌鎮 9 14 23 10 13 23 瑞芳鎮 9 2 11 15 6 21 

深坑鄉 2 0 2 2 10 12 平溪鄉 2 0 2 3 0 3 

石碇鄉 2 0 2 2 0 2 雙溪鄉 1 0 1 6 0 6 

新店市 12 23 35 9 73 82 

瑞

芳

區

貢寮鄉 4 0 4 6 0 6 

坪林鄉 1 0 1 1 0 1 永和市 6 17 23 8 66 74 

文

山

區 

烏來鄉 2 0 2 1 0 1 中和市 12 17 29 9 101 110

板橋市 24 20 44 17 148 165板

橋

區 
土城市 7 9 16 2 80 82 

雙

和

區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此外依據台北縣政府教育局（2004）所公告的收費項目及標準（見表 2-6），

而台北縣公私立托兒所收費標準則是比照臺北縣公私立幼稚園收費標準。以一位

全日制公幼生每學期學費 7,000 元，月費 2150 元，而一位全日制私幼生每學期

14,000 元，月費 3250 元，一學年相差 28,000 元。若單就學費而言，公私立幼

稚園收費差距一年也在 14,000 元左右，雖有幼教券一年補助一萬元，名義上拉

近學費的差距，但是就私立收費而言，每月的月費負擔一年下來仍比公幼多出

12,000 元，其中尚還不含才藝課程費用、寒假班/暑假班收費、教師薪資、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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福利退休保障及房舍津貼等，對家長而言仍是一大負擔。因此幼教券是否能減輕

家長教育負擔仍有待調查。 

表 2-5 台北縣 93 學年度公私立幼稚園收費項目及標準 

收費標準  公立幼稚園  私立幼稚園  收費期間 用途  

學費 七０００元 

全日制：最高不超過

一四０００元 

半日制：最高不超過

九０００元 

一學期 人事費 

學生家長會費 一００元 無 一學期 
每位家長在同一學校只須繳交

一份家長會費。 

學生活動費 二００元 
全日制：二００元

半日制：一五０元
一個月        

學生材料費 三００元 
全日制：三００元

半日制：二五０元
一個月           

點心代辦費 八００元 
全日制：一一五０

半日制：六五０元 
一個月       

午餐代辦費 七００元 全日制：八五０元 一個月 
國小附設幼稚園如供營養午

餐，則依照營養午餐標準收費。

設備費 無 三００元  一個月 設備購置、修繕費（含房租費）

雜費 一五０元 四五０元 一個月 
經常費、維護費、水電費、招生

工作費、燃料費 

交通代辦費 無 
按實際情形與家長

商定 
一個月        

保險費 

1． 公立幼稚園及已加入團體保險

之私立幼稚園，比照「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團體保險辦法」辦理。 

2． 未加入團體保險之私立幼稚

園，由園方與家長商定後，自行辦

理招商投保事宜。 

一學期       

資料來源：取自台北縣政府教育局（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