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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教育機會均等 

教育機會均等係指，教育制度能給予社會中所有成員充分發展其能力的機會。（楊

瑩，1994）而當我們探討均等時，採取的方式常是將「機會均等」視為一個理想，檢

討社會機制有否造成「機會的不均等」，換言之，不是探討機會如何「均等」，而是

找尋如何地「不均等」，以提供促進均等理想的策略。 

如美國學者 Coleman 於 1964 年，率領了一個研究小組，調查美國種族和其它團

體教育機會不均等的狀況，然後在 1966 年，將研究結果出版了「教育機會均等」

(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一書，也就是著名的柯爾曼報告書(Coleman 

Report)。  

Coleman 根據歷來不同的觀點，將教育機會均等的概念，界定成五種不同的定

義，前三種是根據學校教育的「輸入」(inputs)界定的﹔後二種則是根據學校教育的

效果(effects)所界定的，這五個定義的方式分別是：  

一、以學校整體輸入的特徵(global input characteristics)來看教育機會的均等，

例  如：平均對每個學生的投資、學校硬體設備、圖書館資源等。 

二、以學生組成(student composition)來看教育機會是否均等，如是否有種族、社

會階級的差異等。  

三、以學校無形的特徵(intangible characteristics)來看教育機會是否均等，例如

教師對學生的期望、教師的士氣(morale)，以及學生的興趣水準等。 

四、給予相同的個別輸入，然後看看結果是否均等。 

五、給予不同的個別輸入，然後看看結果是否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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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Mahon(1982)針對有關教育機會均等及資源分配的重要文獻加以整理，結果指

出教育資源的分配至少有三種類型的均等(equity) ： 

一、 橫向均等(horizonal equity)，表示對相同的人的同等對待： 

二、 縱向均等(vertical equity)，指的是對不同的人的不同對待（而且提出了如何

判別均等和不均等的問題）； 

三、 代間均等（intergenerational equity），它介乎上二類公平之間，確保一代

人身上的不平等現象不致全然地延續下去。MacMahon(1982)顯現教育機會均等

與教育資源之間的密切關係。 

國內學者方面，楊瑩（1994）「教育機會均等--教育社會學的探討」一書指出，

國內的學者對於「教育機會均等」的概念，多半是以 1965 年國際經濟合作與發展組

織(OECD)對此名詞所做的詮釋為參考依據，加以深論而成。綜合國內的研究，教育機

會均等至少具有三種含意（黃昆輝，1972；郭為藩、高強華，1988：323-324；陳奎

熹，1980；63-67）： 

一、能力相同的青年，不論其性別、種族、地區或社會階層如何，皆有均等的機會， 

接受非強迫性的教育。 

二、社會各階層的成員，對於非強迫性的教育，具有均等的參與比率。 

三、社會各階層的青年，具有均等的機會，以獲得學術進修的基本學力。  

而上述三種含意中，則可以歸納為兩個對於教育機會均等定義的基礎觀念：  

一、每一個體應享有相同的年限的基本義務教育，這種教育是共同性的、強迫性的，

不因個人家庭、性別或地區之差異而有不同 。  

二、每一個體應享有符合其能力發展的教育，這種教育雖非強迫性，但含有適性發展

的意義，亦可稱為分化教育或人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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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顧國內外學者於教育機會均等之界定為：每個人皆有相同機會接受最基本的教

育，在受教過程中獲得充分發展個人潛能的機會，並公平地享有各項教育措施。最後

皆能學習到基本的知識與能力。 

系統理論是一種觀察世界和思維的方法 （Weinberg, 1975），亦是研究一切系

統的模式、原理和規律的科學（查有梁，1993: 183-184）。在拉茲洛（E. Laszlo）

看來，系統理論提供了一個新的概念框架（引自李創同，1987:9）。 

所謂系統，就是諸元素及其與外界環境間相互動協調作用所構成的一定有組織的

整體（湛墾華，1995: 4）。自美籍奧地利生物學家貝塔朗菲（L. V. Bertalanfy）

於 1947 年發表《一般系統論》後，系統理論在拉茲洛（E. Laszlo）等學者的推進下

迅速崛起，雖然哲學界的評價褒貶不一，但該理論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許多領域

得到廣泛的應用郤是不爭的事實。 

結構、功能、元素、環境、漲落是系統理論的重要概念。結構是系統內部各要素

之間的聯繫形式，是元素的組織形式，是從系統內部反映系統的整體性；而功能主要

是系統與環境的相互聯繫、相互作用反映出的能力，是從系統外部反映系統的整體性

（查有梁，1993: 54）。元素和環境建立於信息觀點基礎上，是系統兩個基本的制約

方面，亦是具體研究系統的兩極。「系統觀區別於整體論，就在於它不是用整體論的

觀點來研究整體，而是用環境和元素的相互作用來說明系統整體性質的形成和發展。

只有了解系統的元素和環境的範疇，才能更科學地說明系統的結構和功能範疇」（黃

金南等，1992: 124）。邦格（M. Bunge）認為，系統的元素為自主的進入系統關係

的部分的集合，而且是直接構成系統的功能部分（引自黃金南等，1992: 130）。漲

落是指系統的動態差異， 可分為內漲落和外漲落。前者由系統內部因素引起，後者

則由系統外部因素導致（湛墾華，1995: 54-55）。 

    曾任聯合國教科文組織教育計劃研究所主任的庫姆斯（P. H. Coombs）曾利用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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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分析的理論，研究世界各國的教育發展。他認為，教育改革必須注意投入與產出的

關係，而這種關係必然涉及社會系統（1969: 8-11）。教育是子系統，它與外部環境

存在著物質、能量和信息的交換關係，具有開放系統的特徵。系統與環境的相互聯繫、

相互作用所反映出來的功能，包括輸入和輸出的交換關係，也會影響系統結構的發

展。隨著外部條件的變化和系統內在矛盾的發展，系統所包含和利用的物質、能量和

信息量會不斷增多，其總的確定性會越來越大，新的穩定性機制會越來越多，越來越

快地分化出來，從而不斷朝著有序度高的方向進化。（俞旭，2001。改革的困局：中

國大陸新聞教育變革探討（1976-2000）。新聞學研究，68：23-52） 

若從系統論學者觀點看來，教育是為社會體系中的一個系統，受其他政治、經濟、

文化、社會等系統之影響，而教育系統本身亦包含許多次系統，如各級各類機構和學

校。（Johnstone,1981）教育系統接受外部多元因素的投入，經由內部的運作歷程，

產生與個人､學校及社會有關的教育效應，並對社會有整體長遠的影響。（孫志麟，

1998）教育系統包含「輸入」、「過程」與「輸出」三部份，輸入係指投入教育系統

之教育資源，包含財政及其他資源、教師素質學校品質和學生背景；過程指將教育投

入資源轉化為教育結果的運作機制，即教育運作的整體系統，包括學校組織、課程品

質、教學品質、師生互動與教導品質等；輸出則指學生在教育系統中學習之結果，包

括學生成就、學習結果等。（王保進，1993；孫志麟，1998；鄭湧涇，1991；

Johnstone,1981;Oakes,1986;Shavelson , McDonnell, Qakes, & 

Carey,1987;Porter,199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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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素質學校品質                                      教導品質                                                     參與 

                          學生背景                                                      教學品質                                                    態度抱負   

                            

圖 2-1、 Shavelson 等人的教育系統模式 

資料來源：修改自 Shavelson, et al., 1987, p.10 

 

圖 2-2、 孫志麟的國民教育指標體系系統模式 

資料來源：修改自孫志麟，2000，p.128 

因此我們也可以教育系統的觀點分析教育機會均等之內涵：教育機會均等包含教

育輸入、教育過程與教育輸出三面向的均等，首先，不同的個體皆應具有均等的機會

接受相同年限的基本教育，且不受個體之社會階層、性別、種族、地區、經濟能力之

影響，人人均同享公平的入學機會，即「教育輸入」的均等。(吳清山，1990a；林宜

                 教育背景 

                
 
 
 
 
           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背景 

教育過程 教育輸出 

經費資源 

教育輸入 

人力資源 

物力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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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貞 ， 1994 ； 林 清 江 ， 1982 ； 陳 奎 熹 ， 1982 ； 邱 鈺 惠 ；

Coleman,1968;Guthrie,Garm,&Pierce,1988)當入學機會均等後，追求的便是提供適

性發展的教育，進一步考慮學生在受教過程中的公平問題，換言之，學生能否公平地

享有各項教育措施？此包含「教育輸入」與「教育過程」兩面向的均等。(吳清山，

1990a；林宜貞，1994；林清江，1982；邱鈺惠；Coleman,1968)最後，為使教育資源

產生最大效益，並確保學生皆能學習到基本技能，教育機會均等的概念也擴及至「教

育 輸 出 」 的 公 平 上 。 ( 林 宜 貞 ， 1994 ； 邱 鈺 惠 ；

Coleman,1968;Guthrie,Garm,&Pierce,1988) 

國內教育機會均等之相關研究，也多採系統模式之觀點，以「輸入－過程－輸出」

模式分析教育資源，將教育系統分為輸入、過程及輸出等三大領域，試圖分析教育機

會均等之問題。（王保進，1990；陳麗珠，1993；胡夢鯨，1993；馬信行，1992；黃

美玲，1994；孫志麟，1994；戴玉綺 1993；邱鈺惠；）而可能因學生成就與學習結

果之指標選擇不易，關於「輸出」之探討並不算充裕，有王保進(1991)與陳文燕(1999)

兩篇。本研究也將以系統模式作為分析之基礎，並以其中之「輸入」面向為主軸，「過

程」為輔，以求精緻深入地探求問題。而輸入面向包含教育資源、財政及其他資源、

教師素質學校品質和學生背景三項指標，因我國於 65 學年度之後，國民教育階段學

齡兒童淨在學率已高達 92%以上，89 學年度更達 98%，粗在學率在 80 學年度更已達

100.73%，人人皆有入學的機會。(請見附表一)故在國民教育階段，入學機會不再是

教育機會公平均等的比較基準，學生背景可暫且不予考慮。本研究關注焦點將置於「教

育資源」之上，並將過程面中之「教學品質」納入討論。以下將先詳述教育機會均等

之原則測量，再說明教育資源之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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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教育機會均等之原則與測量 

    由上節討論可知，教育機會均等之內涵包含教育輸入、教育過程、教育結果三方

面。而如何實際觀察並測量教育機會均等與否呢？根據國內外學者之研究，促進教育

機會均等之原則與測量方式可分為四類：入學機會公平、水平公平、垂直公平與財政

中性。(林文達，1986；楊瑩，1994；邱鈺惠，2002；陳麗珠，1993) 

一、入學機會公平 

    不同的個體皆應具有均等的機會接受相同年限的基本教育，且不受個體之社會階

層、性別、種族、地區、經濟能力之影響，人人均同享公平的入學機會。其測量方式

為某一教育階段入學或就學方面之「量」的比較。(楊瑩，1994；邱鈺惠，2002) 

二、水平公平(horizontal equality) 

內涵為對有相同條件的個體，給予相同的對待(equal treatment of equals)(馬

信行，1992；戴玉綺；邱鈺惠；Alexeander&Salmon,1995)。意指每一個學生不應其

性別、種族、家庭社經背景等因素，而造成在教育資源、過程與結果層面的差別待遇

(林文達，1986)。因此探討水平公平原則時，必先假設每一個學生皆是相同的，於是

每一個學區或學校的支出也應相同(Odden&Picus,2000)。為瞭解教育資源的分配狀

況，進行水平公平測量時，多以單變量之離散量數測量，這些指標有：全距、限制全

距、聯合全距、標準差、變異係數、麥克倫係數(Mcloon index)、基尼係數(Gini 

coefficient)、大島指數(Gini coefficient)、艾肯遜指數(Atkinson index)與 

Verstengen 指 數 等 。 ( 馬 信 行 ， 1993 ； 戴 玉 綺 ， 1993 ；

Berne&Stiefel,1984;Mitroff&Erekson,1988;Porter,1991; Verstengen,1996)（詳

見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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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水平公平原則之測量量數 

全距(Range) 最大值與最小值之差，易於理解但容易受極端值影響。 

限制全距(Rstricted Range) 扣除極端值之後的全距。 

聯合全距(Federal Range) 百分位數 95%與百分位數 5%之差。 

聯合全距率 百分位數 95%與百分位數 5%之差，除以百分位數 5%。 

標 準 差 (standard 

deviation) 

各數值與其平均數之差的平方和，除以全部個案數，然後取平方

根。 

變 異 係 數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標準差除以平均值，變異係數越小，代表越公平。 

對數值的標準差 原始分數化為對數值之後，除以標準差。 

麥克倫指數(Mcloon index) 將中數以下觀察值總和除以假設中數以下觀察值皆為中數時之

總和即得。此值介於 0到 1之間，數值越大代表分配越公平。麥

克倫係數主要反應中數以下觀察值分配的公平情形。 

基尼係數(Gini coefficient) 由經濟學上測量所得分配不均等的勞倫茲曲線(Lorenz cruve)

而來，將勞倫茲曲線與完全均等線(45 度對角線)所構成之弧形

面積，除以均等線與縱座標、橫座標所圍成之三角形面積後即得

基尼係數。此值介於 0到 1 之間，數值越大代表分配越不公平。

大島指數(Oshima index) 又稱十分位指數。計算方法為將全部觀察值在教育資源指標之測

量值依順序由小排到大，並將此全部距離分為十等分，求最高等

份與最低等分所佔總和之比例，大島指數在 1到∞之間，值越大

代表分配越不均等。 

艾肯遜指數(Atkinson index) 以社會福利函數為基礎，意義為在所得完全均等的狀態下，要達

到現有的社會福利水準所需要具備的所得水準。當國民所得越高

時，社會福利水準越高，然而若所得集中於少數人，社會福利水

準會較所得分配均等時為低。因此，艾肯遜指數可以反應分配的

平均情形，其值越高代表越不公平。 

Verstengen 指數 與麥克倫指數之概念相反，將中數以上觀察值總和除以中數以上

觀察值皆為中數時之總和即得。此值在 1以上，且包含 1，數值

越大代表分配越不公平。主要反應中數以上觀察值分配的公平情

形。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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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垂直公平(vertical equality) 

 指對不同條件者，給予不同的對待(unequal treatment of unequals)(馬信行，

1992；戴玉綺；邱鈺惠；Alexeander&Salmon,1995)。每位學生依照其不同特性或需

求而提供其不同教育資源。測量方式有以下幾種(馬信行，1993；戴玉綺，1993；邱

鈺惠，2002；Rubenstien, Doering&Gess,2000)： 

(1)相關係數與迴歸係數：利用相關係數與迴歸係數測量有特殊需求的學生是否

獲得較多的教育資源，即測量教育資源是否因學生所屬地區、性別、種族、

家庭而有不同？以教育經費而言，財力越雄厚之地區，教育經費是否也越多？ 

(2)以學生的需求與特性為主，針對有特殊需求或文化不利之兒童進行加權，再

將加權後之學生數依照水平公平所使用之指數測量。 

四、財政中性(financial neutrality) 

     係指在機會均等的原則下，每一個學生不應其地區、性別、種族、家庭社經背

景等因素，而造成在教育資源、過程與結果層面的差別待遇(林文達，1986)。換言之，

地區財富與教育資源分配之間並無關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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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教育資源之內涵與測量 

凡用於教育活動之一切人、事、地、物皆屬於教育資源。(孫志麟，1994) Taylor, 

Meyerson, & Massy 進一步將教育資源界定為：「指用於教育活動所需之人力、財政、

物理及資訊等資源」(Taylor, Meyerson, & Massy，1993)。人力資源是學校的知識

財富，包括學生、教師及行政人員等；財政資源是以公共經費及私人經費為主，包括

收入支出、投資與捐贈等；物理資源意指校園建築、土地、教學設備及其他可利用的

有形物質；資訊資源則涉及圖書、期刊、電腦網路等項目的提供。 

 另一方面，教育資源也可指教育活動所需之人力、財力、物力與空間資源。(王

瑞壎，1999；王慧秋，2001；林文達，1986；馬信行，1993；邱鈺惠，2001) 人力資

源，包括學生、教師、家長、社區人士及行政人員等；以公共經費及私人經費形成之

財政資源；校園建築、土地面積與學生使用空間所形成之空間資源；物力資源則指學

校建築、教學設備、各項設施所構成之資源。茲將教育資源之內涵，與相關研究所選

用之指標分述如下： 

一、人力資源 

    人力資源，包括學生、教師、家長、社區人士及行政人員等，與教育活動有關之

人員皆屬之。對教育活動而言，人員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不同於其他教育資源，人

所具有的獨特彈性與可塑性，更使得教育輸入完整豐富，充滿可能。胡夢鯨（1995）

以學校教師學歷、代課教師比例、離職與流動比例測量；王瑞壎（1999）以師生比、

教師數、男女教師所佔比例、代課教師數、家長及義工人數、教師離職與流動比例測

量。可見國內研究多從教師素質觀點出發，輔以職員數目、家長投入來測量人力資源。 

二、物力資源 

    物力資源係指學校中之教學設備及其他可利用的有形物質，如圖書、期刊、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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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路等。然物力資源涵蓋甚豐，胡夢鯨（1995）認為可就學校圖書藏書總數、電腦總

數、教室總數測量；郭明堂與羅瑞玉（1995）分為學校與學生兩面向測量。學者測量

方式可歸納為「教學上之資源」，如教學設備、視聽設備與圖書，與「學校設施資源」，

包含運動設施、衛生設施兩向度。 

三、財力資源 

教育經費是教育最直接之投資，教育事業的蓬勃發展，更與教育經費息息相關。

有了教育經費即可聘請教育從業人員，購置教學設施與設備，舉辦教學活動等。（馬

信行，1993）馬信行（1993）以每生所得稅、每生總稅捐、每生教育捐測量台灣地區

各縣市教育資源分配情形；王保進（1993）則以教育經費佔總預算百分比、租稅收入

佔總預算百分比、資本門佔教育經費百分比、人事費佔教育經費百分比、五年教育經

費平均成長率、五年資本門經費平均成長率六項指標測量；陳文燕(1999)研究北、高

教育經費分配時，以國民教育每生經費、教科文支出比例作為標準。因此，國內學者

測量方式可總和為「單位學生成本」與「縣市政府對教育經費投入之比例」兩向度。 

四、空間資源 

    空間資源意指土地面積與學生使用空間。王保進(1990)以設置專科教室百分比、

設置圖書館學校百分比、每生平均擁有校地面積、每生平均擁有校舍面積、每生平均

擁有運動場與校園面積分析國民教育發展型態；胡夢鯨（1995）則以校舍建築面積、

運動場地面積、校地總面積作為空間資源指標。大體可分為以「學生所佔有校地之面

積」與「每生所擁有學校設施之面積」兩方向考量。 

    總而言之，國內相關研究多以財力、人力、物力與空間資源之分配情形為研究主

題，但其中以財力資源之經費分配公平性為探討主軸之研究最多，如陳麗珠(1993)、

戴玉綺(1993)、王立心(1993)、馬信行(1993)、陳文燕(1999)、陳怡文(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