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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了解我國幼兒教育券政策與家長滿意度之現況，其在不同家長背

景下的看法與滿意程度之差異情形，作為後續研究的理論依據。經由文獻探討，

設計研究架構，編擬調查工具，對於我國國民小學一年級家長進行調查研究，藉

由統計分析程序，得到研究結果，希望提供教育行政機關、學術研究及相關單位

參考。本章共分兩部份：包括第一節結論及第二節建議。 

第一節 結論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方式，務期了解家長對於我國幼兒教育券政策之看法與滿

意程度，希望作為日後探求相關研究之理論基礎，及根據調查結果做為改善教育

行政的參考依據。以下做成的結論，乃就家長看法與滿意程度的調查結果，及剖

析蒐集文獻資料的意義，提出個人的淺見。 

 

壹、 台北縣家長普遍認同我國幼兒教育券政策實施成效。 

根據研究結果發現，台北縣家長對於我國幼兒教育券政策實施成效之整體看 

法，以四點量表方式計分，平均得分為 2.51 分，是介於「不同意」與「同意」

之間。 

    若就本研究之各構面而言，各構面的平均得分之高低為：教育品質最高，其

次依序是公平性，最低是教育選擇權，且三個構面的平均得分屬中等程度；若從

差異得分來看，公平性的個別差異最大，其次是教育品質，教育選擇權個別差異

最小。 

    就教育選擇權構面而言，49.7%的家長同意藉由幼兒教育券五千元的補助能

有效提供家長在挑選幼托機構時有較多的選擇機會，但是約有 53.7%的家長卻不

認同家長會因為幼教券的實施而改變其對於園所的選擇。又 69.2%的家長並不同

意會因此而將幼兒由公立轉至私立幼托機構。可能因為基於經濟上的考量，臺灣

家長選擇幼托機構時仍以「先公後私」，而「公立幼稚園爆滿」等供不應求情形

幾乎每年上演（中國時報，2001）。不過，54%的家長同意會因為幼兒教育券的發

放而將幼兒由未立案轉至立案的幼托機構。因此，幼兒教育券可能會因此促進未

立案幼稚園或托兒所完成立法。因此，本研究推論幼兒教育券的實施對於家長選

擇權的行使影響有限，意即家長選擇為子女選擇幼托機構時較不受幼教券之影

響。根據先前文獻探討，推論其原因可能是家長在選擇幼托機構時，若是以公私

立為標準的話，則會基於經濟考量選擇公立為先，但在選擇私立幼托機構時，其

考量的標準則會是環境與設備、課程、師資等等，而將收費放置較後的考量。因

此，即使有幼兒教育券的補助對於家長的選擇權行使仍影響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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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公平性構面而言，45.2%的家長同意透過幼教券的發放能縮短公私立學費

差距，但是有 45.5.%的家長卻認為這樣的補助金額仍不足以對幼兒就讀私立幼

托機構有所幫助。此外 45.8%的家長同意藉由幼兒教育券五千元的補助能減輕家

長的經濟負擔。故，幼兒教育券的實施能縮短公私立幼托機構學費差距以及減輕

家長的經濟負擔，但是這樣的補助金額對於有幼兒就讀私立幼托機構幫助仍有

限。徐聯恩與簡楚瑛（2004）研究發現，公幼平均每年每生收入 32,912 元，私

幼平均每年每生收入 106,958 元；公幼的學費收入與月費收入相當，而私幼的全

年月費收入 756 萬，是學費收入（314 萬）的 2.4 倍。因此，幼教券一學年一萬

元的補助確實對於對於有幼兒就讀私立幼托機構幫助仍有限。 

    就教育品質構面而言，依據本研究結果顯示，有 61.9%的家長同意經由幼兒

教育券的實施能促使未立案申請為立案的的幼托教機；近半數的家長不同意藉由

幼教券的實施能有效拉近公私立幼托機構的差異；而有 51.7%以上的家長同意幼

教券能提供公私立幼托機構優質的競爭環境，更有 54.4%以上的家長同意在發放

幼教券後藉由家長選擇權的行使能提升幼教品質。因此，幼兒教育券所提升的教

育品質中，以未立案幼托機構走向法制化的成效最大。 

    又，根據國內相關實證研究指出:幼兒教育券的發放並不會顯著影響家長對

於幼托機構的選擇；幼兒教育券的補助略能減輕家長的經濟負擔，但不能有效拉

近公私立學費差距，未達教育資源分配公平的目標；幼兒教育券政策的實施雖能

促進未立案的幼托機構走向法制化，卻因為無其他配套措施，僅靠家長的選擇，

因此未能有效改善整體的幼教品質。因此本研究推論：我國幼兒教育券政策目標

及預期效益未達理想結果。 

 

貳、 台北縣家長普遍滿意我國幼兒教育券政策之實施成效 

    根據研究結果發現，台北縣家長對於我國幼兒教育券政策實施成效之整體滿

意度，以四點量表方式計分，平均得分為 2.38 分，是介於「不滿意」與「滿意」

之間。 

    就滿意程度各題項平均得分來看，得分最高是提供多元教育選擇機會，係中

等程度，其次依序是幼兒教育品質的提升、減輕家長教養子女之經濟負擔、改善

幼稚園及托兒所生態與環境、對於該政策的整體滿意程度、促進國家教育資源分

配公平，以縮短公私立幼托機構的學費差距最低，此七個題項的平均得分屬於中

等範圍程度；從離散差異得分來看，減輕家長教養子女之經濟負擔的個別差異最

大，其次依序是對於該政策的整體滿意程度、縮短公私立幼稚園與托兒所學費差

距、促進國家教育資源分配公平、幼兒教育品質提升、提供多元教育選擇機會，

最小是改善幼稚園及托兒所生態與環境。整體來講，台灣地區家長對於我國幼兒

教育券政策的滿意程度屬於正向之滿意反應，而七個題項的平均得分則僅達中等

程度的滿意。 

    根據研究結果發現，家長對於幼兒教育券所提供的多元教育選擇機會滿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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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最高，縮短公私立幼托機構的學費差距之滿意度最低。因此，可推論幼兒教育

券政策的實施或許能有效增加家長對於幼托機構的選擇，但是卻不能真正縮短公

私立幼托機構的學費差距。就各題向而言，有 53.4%的家長滿意幼教券所提供的多

元教育選擇機會；54.8%的家長對於幼教券所縮短的公私立幼托機構學費差距仍感

到不滿意；52.8%的家長表示不滿意幼教券所促進的教育資源分配公平；49.7%的

家長不滿意幼教券所減輕的經濟負擔；53.7%的家長不滿意幼教券所改善的幼托機

構生態與環境；50%的家長不滿意幼教券所提升的幼教品質；而有 48.6%的家長對

於幼教券政策的滿意程度是屬於不滿意的情況。 

    職是之故，如何改進及提高家長對於我國幼兒教育政策的滿意，改善之道可

從重視縮短公私立幼托機構學費差距， 以有效減輕家長之經濟負擔；除了藉由教

育券的補助外，政府相關機構更應規劃輔導、評鑑、管理與獎懲等機制，使幼兒

能獲得更好的品質與生活照顧等。 

 

參、 家長背景變項為影響台北縣家長對於我國幼兒教育券政策看法

差異情形之重要因素 

    根據調查結果可知，家長的九個背景變項，有部分變項在看法上具有顯著差

異之影響。調查結果之主要發現如下： 

一、 性別方面：不因性別不同而有顯著差異存在，故不同性別之家長在「整

體看法」與分構面之「教育選擇權」、「公平性」以及「教育品質」構面

尚無顯著差異。 

二、 年齡方面：25 歲以下者在「教育選擇權」構面上顯著高於 26-30 歲、

31-35 歲、36-40 歲、41-45 歲。而在「整體看法」與各構面之「公平性」

及「教育品質」上，各組別間其差異有達 .05 的顯著水準，有顯著差異

存在。 

三、 教育程度方面：低教育程度者在「整體看法」與分構面之「公平性」

以及「教育品質」上顯著高於高教育程度者，中教育程度者在「整體看

法」與分構面之「公平性」以及「教育品質」上顯著高於高教育程度者。

至於在「教育選擇權」構面上，各組別之間沒有明顯差異存在。故不同

教育程度的家長在「整體看法」與分構面之「公平性」以及「教育品質」

有差異，但在「教育選擇權」構面上無顯著差異。 

四、 家庭收入方面：低家庭收入者在「整體看法」與分構面之「教育品質」

上顯著高於高家庭收入者。在「教育選擇權」與「公平性」等構面上，

各組別間沒有明顯差異存在。因此，不同家庭收入的家長在「整體看法」

與分構面之「教育品質」有差異，但在「教育選擇權」與「公平性」等

構面上無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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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居住區方面：在「整體看法」與分構面之「教育選擇權」、「教育品質」

上，其各組別之間差異達 .05 的顯著水準，有明顯差異存在。在「教育

品質」上，瑞芳區家長高於雙和區家長：在在「整體看法」，瑞芳區家

長高於三鶯區家長。至於在「公平性」構面上，各組別之間沒有明顯差

異存在。故不同居住區的家長在「整體看法」與分構面之「教育選擇權」、

「教育品質」上有差異，但在公平性」構面上無顯著差異。 

六、 子女數：在「整體看法」與分構面之「教育選擇權」、「公平性」與「教

育品質」上，各組別之間沒有明顯差異存在。故不同子女數的家長在在

「整體看法」與分構面之「教育選擇權」、「公平性」與「教育品質」上

沒有顯著差異。 

七、 子女就讀幼教機構型式：在「整體看法」與分構面之「教育選擇權」、

「公平性」與「教育品質」上，各組別之間沒有明顯差異存在。故子女

就讀不同幼教機構的家長在在「整體看法」與分構面之「教育選擇權」、

「公平性」與「教育品質」上沒有顯著差異。 

八、 請領幼兒教育券方面：在「整體看法」與分構面之「教育選擇權」、「公

平性」與「教育品質」上，各組別之間沒有明顯差異存在。故請領幼兒

教育券與否的家長在在「整體看法」與分構面之「教育選擇權」、「公平

性」與「教育品質」上沒有顯著差異。 

九、 瞭解程度：在「整體看法」與分構面之「教育選擇權」、「公平性」與

「教育品質」上，各組別之間沒有明顯差異存在。故對於我國幼兒教育

券政策不同了解程度的家長在在「整體看法」與分構面之「教育選擇

權」、「公平性」與「教育品質」上沒有顯著差異。 

 

     不同年齡、教育程度、家庭收入、行政居住區的家長對於我國幼兒教育券

政策實施成效之看法有顯著差異。 

    其中 25 歲以下的家長對於教育選擇權的看法皆高於 26-30 歲、31-35 歲、

36-40 歲、41-45 歲的家長。而在公平性、教育品質與整體看法上，各組別間有

顯著差異。顯見，年輕的家長可能因為經濟層面之考量，所以較為認同我國幼兒

教育券實施成效。 

    低教育程度或中教育程度的家長在公平性、教育品質與整體看法上皆高於高

教育程度的家長。而低家庭收入者在教育品質與整體看法上高於高家庭收入者。 

高教育程度或高家庭收入的家長對於我國幼兒教育券實施成效的認同度較低於

低教育程度或高家庭收入。 

    McMahon（1978）認為不同的財力供給下，各人對於教育的需求就會有所改

變。而蓋浙生（1999）認為父母親的教育程度影響子女對教育的需求。因此，高

教育程度或高家庭收入的家長認為幼兒教育券的補助不足以影響其對於子女教

育的需求。而低教育程度或低家庭收入的家長可能因其經濟與教育程度較為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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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教育券的成效。 

    至於不同行政居住區的家長在教育選擇權、教育品質與整體看法上有顯著差

異，其中瑞芳區的家長在教育品質看法上高於雙和區的家長；瑞芳區的家長在整

體看法上高於三鶯區的家長。此顯示我國先前幼教資源分配上可能有地方上的不

均等，因此不同行政居住區的家長對於我國幼兒教育券實施成效之看法因而有所

不同。故，未來在政策制定的方向上，應多方考量各地區的差異性及需求性以便

作合理規劃與安排。 

   至於其他背景變項如性別、子女數、子女就讀不同幼托機構型式、請領幼教

券與否以及對於該政策的了解程度等的家長對於我國幼兒教育券政策實施成效

之看法卻無顯著差異。 

    就子女數而言，Blake 提出「資源稀釋理論」，認為子女數愈少，愈有利於

父母投注時間、精力、資源在孩子身上。當子女數多，家長可能必須花費更大的

心力和時間去工作來支持家庭的開銷，便較少有多餘精力花在子女的教育互動

上，因此家長可能因為子女數多，而表現出對子女較低的教育期望。侯世昌研究

結果顯示，子女數四個以上者，對子女的教育期望最低，子女數只有一個或二個

的家長，教育期望較高，惟家庭的子女數與家長對子女教育期望未達顯著差異（引

自黃淑惠，2005）。而本研究樣本中，以子女數兩位的家長數最多(200 人，

56.6%)，因此可能影響統計分析結果，造成其差異不顯著。 

    就子女就讀不同幼托機構型式而言，由於就讀公立幼托機構約 48.6%，就讀

私立立案幼托機構者約 43.8%，其看法並無顯著差異。亦即子女就讀公私立幼托

機構的家長對於我國幼兒教育券政策實施成效的看法雷同。 

    

肆、 家長背景變項為影響台北縣家長對於我國幼兒教育滿意程度差

異情形之重要因素 

    根據調查結果可知，家長的「年齡」、「教育程度」與「行政居住區」對於滿

意程度具有顯著影響外，其餘背景變項均對於滿意程度無顯著影響。調查結果之

主要發現如下： 

一、 性別方面：不因性別不同而有顯著差異存在。故不同性別之家長對於

我國幼兒教育券政策之滿意程度無顯著差異。 

二、 年齡方面：在「減輕家長教養子女之經濟負擔」題項上，各組別之差

異達 .01 的顯著水準，有其顯著差異存在。在「促進國家教育資源分配

公平」題項上，25 歲以下的家長滿意度高於 31-35 歳、36-40 歲與 51

歲以上的家長，46-50 歲家長高於 51 歲以上家長。在其他題項上並無明

顯差異存在。 

三、 教育程度方面：低教育程度者在「提供多元教育選擇機會」、「縮短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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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立幼托機構的學費差異」、「減輕家長教養子女之經濟負擔」與「整體

滿意」題項上皆高於高教育程度者。低教育程度者及中教育程度者在「改

善幼稚園及托兒所生態與環境」與「提升幼兒教育品質」皆高於高教育

程度者。在「促進國家教育資源分配公平」上，各組別之間差異未達顯

著水準，並無明顯差異存在。 

四、 家庭收入方面：不因家庭收入不同而有顯著差異存在。故不同家庭收

入之家長對於我國幼兒教育券政策之滿意程度無顯著差異。 

五、 居住區方面：在「促進國家教育資源分配公平」、「提升幼兒教育品質」

與「整體滿意」等題項上，各組別之間差異達 .05 的顯著水準，在「促

進國家教育資源分配公平」上，三重區家長滿意度高於雙和區；「提升

幼兒教育品質」與「整體滿意」等題項上，淡水區及瑞芳區家長滿意度

高於雙和區。在其他題項上，各組別之間差異未達顯著水準，沒有明顯

差異存在。 

六、  子女數方面：不因子女數不同而有顯著差異存在。故不同子女數之家

長對於我國幼兒教育券政策之滿意程度無顯著差異。 

七、 子女就讀不同幼托機構型式：在「減輕家長教養子女之經濟負擔」題

項上，各組別之間差異達 .01 的顯著水準，各組別之間有顯著差異。在

其他題項上，各組別之間差異未達顯著水準，沒有明顯差異存在。 

八、 請領幼兒教育券方面：不因請領幼兒教育券與否而有顯著差異存在。

故請領幼兒教育券與否的家長對於我國幼兒教育券政策之滿意程度無

顯著差異。 

九、 瞭解程度：不因對於我國幼兒教育券政策了解程度的不同而有顯著差

異存在。故對於我國幼兒教育券政策不同了解程度的家長對於我國幼兒

教育券政策之滿意程度無顯著差異。 

 

    不同年齡、教育程度與行政居住區的家長對於我國幼兒教育券實施之滿意程

度有顯著差異。 

    不同年齡的家長在對於我國幼兒教育券的目標「縮短公私立幼托機構的學費

差距」與「促進國家教育資源分配公平」的滿意程度上有顯著差異。尤其，在「促

進國家教育資源分配公平」題項上，25 歲以下的家長滿意度高於 31-35 歲、36-40

歲與 51 歲以上的家長，又 46-50 歲家長之滿意度高於 51 歲以上家長。故，年輕

的家長可能因為其經濟因素，較為滿意幼兒教育券的補助。 

    而低教育程度的家長對於我國幼兒教育券之「提供多元選擇機會」、「縮短公

私立幼托機構的學費差距」、「減輕經濟負擔」、「改善幼托生態環境」、「教育品質

提升」與「整體滿意」的滿意度皆高於高教育程度者。而中教育程度者在「改善

幼托生態環境」與「教育品質提升」高於高教育程度。亦即可推論，低教育程度

者對於我國幼兒教育券政策實施之滿意度較高於高教育程度者。其原因可能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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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教育程度的家長對於教育需求的不同，因此影響其對於我國幼兒教育券政策

實施之滿意度不同。 

    至於不同行政居住區的家長在「促進教育資源分配公平」、「教育品質提升」

與「整體滿意」上有顯著差異。其中「促進教育資源分配公平」上，三重區家長

滿意度高於雙和區；「教育品質提升」上，淡水區或瑞芳區家長滿意度高於雙和

區；至於「整體滿意」上，淡水區或瑞芳區家長滿意度亦高於雙和區。此顯示，

我國幼兒教育券政策的發放對於部分行政區的家長而言，是能有效紓解地方教育

資源分配不均的問題。因此，未來相關配套措施規劃上也應考量各地區資源分配

的差異性。 

    至於其他背景變項如性別、子女數、子女就讀不同幼托機構型式、請領幼教

券與否以及對於該政策的了解程度等的家長對於我國幼兒教育券政策實施成效

之滿意度卻無顯著差異。 

    根據相關研究指出，家庭的子女數與家長對子女教育期望之間未達顯著差異

而在本研究對象中，56.6%家長有兩位子女、23.4%家長有三位子女，研究者推論

可能多數的家長子女的就學狀況多半是介於幼稚園至國中，國中小是義務教育的

階段，對於家長的經濟負擔較小，因此可能造成子女數的多寡並不影響家長的滿

意度之間的差異。 

    至於請領幼教券與否以及對該政策不同了解程度的家長而言，其滿意度並無

顯著差異。其可能原因是在於，本研究對象中，請領幼教券者有 40.4%，未請領

者雖有 59.6%，但其中有 81.5%的家長子女是就讀公立幼托機構，經由政府對於

公立幼托機構的補助，家長的支出減少很多，意即真正未請領到幼教券的人數約

39 人，11%。故，大多數的家長是有請領幼教券或是就讀公立幼托機構，因此對

於幼兒教育券政策的滿意度，或許會因為都有受到補助而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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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基於結論之論述，爰向本研究之利害關係人提供建議，包括教育行政主管機

關、幼托機構與家長等，並提出一些後續研究之意見以兹參考。 

壹、 教育應用方面  

 

一、 教育行政機關應設計相關措施來提升與檢視政策成效 

    根據研究結果指出，即使有幼兒教育券的補助對於家長的選擇權行使仍影響

不大以及對於幼兒就讀私立幼托機構的家長而言並無太大的效益。或許是因為政

策宣傳與金額上的不足造成無法有效發揮其效益。而幼教券的發放對於教育品質

中的走向法制化，意即促使幼托機構立案，效益最大。但是僅憑如此要有效提升

整體幼教品質仍顯不足。又我國對於幼托機構品質的評鑑仍以立案與否以及三至

五年一輪的官方評鑑為主，難以看出幼兒教育券對於幼教品質的影響。此外，並

無健全的機制評估該政策之成效，難以檢視我國幼兒教育券政策是否有達成預期

的影響與檢視該政策的執行是否妥適。因此，教育行政機關應設機相關配套的評

鑑機制，來有效檢視該政策實施成效。 

 

二、   教育行政主管機關應提高公共服務的水準   

    吳政達（2002）指出，制定教育政策的目的在於解決教育問題及滿足公眾的

教育需求，也必須考量其所產生的結果及其對公眾的影響。而根據本研究結果發

現，台北縣家長對於我國幼兒教育券的看法與滿意度未達理想情況，政府行政機

關應清楚地了解顧客的需求與不滿，進而才能提高公共服務的水準。 

 

三、 教育行政主管機關在規劃、執行與評估政策時，應考量區域以及利害關係

人背景之差異  

    根據本研究結果發現，家長因年齡、教育程度、家庭收入與行政居住區的不

同而對於我國幼兒教育券實施成效之看法與滿意度有所差異。此乃顯示，政策的

實施可能因其利害關係人的教育程度與財力不同、區域條件的差異而影響其差

異，造成政策惠而不實之現象。因此，建議教育行政主管機關在規劃、執行與評

估政策以及設計齊配套措施時，皆應考量利害關係人與區域上的差異，以期能強

化我國政策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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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對後續研究之建議 

一、 研究方法宜深入探討政策執行與評估之成效與問題 

目前國內對於幼兒教育券政策之研究，仍是以調查研究為主，建議往後之研 

究，可進行不同類型的政策評估分析，以不同的角度來探討我國幼兒教育券政策

之成效。 

 

二、 研究對象可延伸至其他縣市，進行跨縣市比較 

根據本研究與文獻探討可知，目前仍以台北縣市、台中縣市與高雄縣市為主 

言的研究對象，有推論上的限制，建議往後之研究對象可另尋其他縣市，除了有

利各區之推論運用之外，更可有助政府有效了解我國幼兒教育券政策實施之現

況，以作為政府制定與改善政策之依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