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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結論與結論與結論與結論與省思省思省思省思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探討公辦民營特許委辦另類學校—宜蘭慈心華

德福學校，影響其家長教育選擇權之因素分析，並進一步探討慈心家長教

育選擇權意識之發展。而研究以質性研究—深度訪談法為主，以量化研

究—問卷調查法為輔之方式進行。量化部分研究者採改編之「公辦民營特

許委辦另類學校家長教育選擇權調查問卷」為問卷調查之研究工具，以進

行資料之蒐集。質性部分共訪談二位直升國中部之九年級在校生學生家長

及二位非直升或直升國中部後轉學之九年級學生家長共四位。 

以下茲將本研究所得之研究結論與省思分述如下：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結結結結        論論論論    

本研究針對公辦民營特許委辦學校—宜蘭慈心華德福學校家長教育

選擇權意識發展之研究發現： 

一、學校現況分析 

(一)慈心華德福學校學生來源分佈以冬山鄉、羅東鎮、宜蘭市為主。學生

來源除學校所在鄉鎮(冬山鄉)外，仍以較都市化程度較高的城市就讀人數

較多。 

(二)慈心華德福學校國中部學生異動比例較國小部高，而影響國中部穩定

度最大因素是升學考量。 

(三)慈心華德福學校學生直升國中率近三年平均達九成以上。 

(四)慈心華德福學校國中小師生比較體制內國中小師生比高。 

二、學生家庭背景分析 

(一)慈心華德福學校家長職業以軍公教所佔比例最高，父親職業為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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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母親為家管者最多。 

(二)慈心華德福學校家長教育程度大專以上者達六成四以上。 

(三)慈心華德福學校之公辦民營，打破既有就讀另類學校大都屬家庭社經

背景較高族群的迷思。 

(四)慈心華德福學校家長願意突破距離限制，選擇讓孩子就讀不同於體制

內學校的學習空間。 

三、影響家長教育選擇權之因素分析 

(一)家庭因素 

1、問卷：子女可以在該校快樂的學習、對子女的教育理念、子女喜歡該

校的程度為家長教育選擇權影響較大之因素，而子女的兄弟姊妹或朋友就

讀的學校、家庭離校的距離、家庭經濟因素、交通及接送的便利性影響較

小。 

2、慈心華德福學校國中家長教育選擇權受子女喜好影響較國小家長明顯。 

3、訪談：以對子女的教育理念、子女可以在該校快樂的學習、子女喜歡

該校的程度為影響家長教育選擇權家庭之影響因素。 

(二)學校因素 

1、問卷：學校的辦學特色、學校的管教方式、學校的課程安排及學校的

教師素質及學校的教學品質等因素有九成以上家長同意有影響其家長教

育選擇權。 

2、慈心華德福學校國中家長較國小家長更重視學校的課程安排及教學品

質。 

3、訪談：學校的辦學理念、教師素質、對體制教育的不滿與失望、孩子

在體制內無法適應，是家長選擇慈心華德福學校的重要因素。 

 (三)社會因素 

1、問卷：教育改革未能改善教育亂象，品格教育更勝於學業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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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訪談：考試領導教學、社會價值觀及公辦民營等因素，影響家長教育

選擇權之行使。 

(四)影響慈心華德福學校家長教育選擇權主要因素之排序 

1、慈心華德福學校影響家長教育選擇權主要因素依序為家長教育理念、

學校的辦學特色、子女可以在該校快樂的學習、校長的辦學理念及學校的

教師素質為主。 

2、國小部家長教育選擇權影響因素受家長的教育理念影響程度較國中部

大。 

四、慈心華德福學校家長教育選擇權意識發展歷程 

研究者將訪談內容歸納整理後，將慈心家長教育選擇權意識發展分為

意識覺醒期、意識成形期、賦權增能期及意識分化期。 

(一)意識覺醒期：受家長成長的省思及對目前教育的不滿與批判，喚醒家

長意識到教育選擇權為其本應具有的權力。 

(二)意識成形期：經過家庭協商以建立子女教育共識，以對慈心老師的信

任轉而信任華德福的教育，並經由對慈心華德福教育的參與，形塑家長的

教育理念。 

(三)賦權增能期：家長經由華德福教育的參與及社群成立，強化家長的共

同理念，進而體驗到華德福教育的重要性，積極爭取慈心設立國中部。 

(四)意識分化期：在孩子自主的自覺及家長責任的承擔下，對於社會價值

觀的改變，讓選擇意識分化轉向選擇體制教育。但在多年參與華德福教育

後的認同與滿意更堅定家長對慈心的理念，並將理念轉化為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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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省省省省            思思思思    

                在參訪慈心華德福學校後心靈的悸動引發研究的動機，但在決定研究

方向至今論文即將完成之際，卻常常在他人(含教育界伙伴)的言談中體會

他們對另類教育的冷漠與無知，心中的感慨就如同研究者在接觸另類教育

前對森林小學的感覺相同。但在近一年來的深入研究，從對慈心的陌生到

認識、從慈心家長教育選擇意識發展的歷程及慈心教師的特殊人格感動

下，更深刻體會柏拉圖所言：「教育目的在於做自己應該做的事」，對自己

及當前教育深感實有省思的必要性。 

尼采的「精神三變說」預言了 20 世紀西方教育學的精彩發展，駱駝

代表「傳統/保守的教育學」，獅子代表「批判/解放的教育學」，而孩童則

代表「另類/創化的教育學」馮朝霖(2004b：5)。研究者嘗試將演化駱駝、

獅子及孩童三者所代表之意義，並對本研究所見、所體認省思如下： 

一一一一、、、、    駱駝的重荷駱駝的重荷駱駝的重荷駱駝的重荷————保守保守保守保守    

另類教育成果已展現另類教育成果已展現另類教育成果已展現另類教育成果已展現，，，，唾唾唾唾棄保守的教育觀棄保守的教育觀棄保守的教育觀棄保守的教育觀，，，，讓開放與改革讓開放與改革讓開放與改革讓開放與改革落實落實落實落實同行同行同行同行。。。。    

((((一一一一)))) 唾棄傳統保守的社會價值觀唾棄傳統保守的社會價值觀唾棄傳統保守的社會價值觀唾棄傳統保守的社會價值觀    

台灣這塊土地上，走過殖民、專制、戒嚴的歷史，釀成人民世代錯誤

的社會價值觀：盡義務比爭權利更重要，保守比開放更安定，萬般皆下品

惟有讀書高…，更在威權統治下造成人民權利的喪失及養成緘口沉默、明

哲保身的習性，失去公民應有思想與責任。而學校長久以來更是以考試來

領導教學，未能尊重差異、創造多元。 

自四一○教改之後喚醒台灣人民的自覺，從爭取自己的權利轉化成為

現代公民。但這十餘年來的教改，我們雖然看見政府用智慧掌握國家教育

未來的發展方向而制訂更正確、鬆綁、多元的教育政策，希望引導國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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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走向光明。但目前的社會價值觀及教育改革都仍為保守勢力所左右，所

以教改爭議仍然不斷。 

希望教育改革的力量能再次破繭，打破傳統社會價值觀，讓孩子們的

未來都能「成人」而有「希望」。 

((((二二二二)))) 保守的保守的保守的保守的升學主義升學主義升學主義升學主義是是是是教育的教育的教育的教育的最大阻力最大阻力最大阻力最大阻力    

升學主義下的體制教育非但失去了教育的本質，亦產生許多家長及社

會不滿的現象，更造成目前台灣社會對於學校的定位都以入學分數定高

低、以升學率看好壞的情形。學校教育目標被窄化到以升學為主要目標，

讓教學正常化變得遙不可及，我們的體制教育真的病得很重，而這唯一的

處方簽就是先要打破升學主義的迷思。 

每年兩次的國中基測和多元入學，似乎是教育部為減輕學生升學壓

力，讓學校落實正常教學的因應措施之一。但是這幾年下來真的讓我們的

孩子升學壓力減輕了嗎?讓學生補習的人數下降了嗎?更有人說多元入學

是多錢入學、是弱勢家庭的痛。台灣種種偏差的社會價值觀都是因升學主

義而起，而教育改革最大的阻力也是升學主義，故研究者認為體制教育的

改革惟有從打破升學主義來改革才能見效。 

((((三三三三))))擴大擴大擴大擴大推廣公辦民營推廣公辦民營推廣公辦民營推廣公辦民營另類學校經營模式另類學校經營模式另類學校經營模式另類學校經營模式    

    義務教育下，許多家長教育選擇權意識被強迫得沒有思考的選擇，因

為私立學校的負擔並非每一個家庭都承受得起，而在保守的行政體制下公

辦民營委辦模式仍然是許多縣市政府不願承擔的責任。 

在宜蘭縣除了體制教育下的公、私立中小學外，另有公辦民營特許委

辦的另類學校—慈心華德福中小學及人文小學二所體制外的學校可供家

長選擇。在宜蘭縣政府打破保守的行政作為，辦理非學校型態的實驗教育

並採用特許委辦模式，宜蘭縣家長及子弟何其有幸，但其它縣市呢? 

    Wendy（1996）指出委辦學校之所以受到大眾歡迎，主要是許多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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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它可以提供高品質的教育。公辦民營模式能落實家長教育選擇權，建立

多元選擇的基礎。李雅卿亦認為在公辦民營的過程中，一方面是因為考慮

到經濟弱勢的家庭；另一方面是希望望提供體制內一些對照反省和落實的

機會(周祝瑛，2003：126)。另類學校可以讓體制教育有進步的動力，但

依目前全省另類學校數目，實難有明顯的成效，更何況大部分的另類學校

都還是私立的。 

教育政策不是只考量到最優勢階級的利益教育政策不是只考量到最優勢階級的利益教育政策不是只考量到最優勢階級的利益教育政策不是只考量到最優勢階級的利益，，，，而是應考量各階層利而是應考量各階層利而是應考量各階層利而是應考量各階層利

益益益益、、、、需要需要需要需要、、、、思想之間的協調思想之間的協調思想之間的協調思想之間的協調。。。。    

--Shapiro, Between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1
 

    政府在制定教育政策時應考量各階層的利益、需要及思想間的協調。

而家長也能認真的思考什麼樣的教育是符合自己及孩子的利益、需要及思

想，積極爭取、認真參與。所以，研究者認為在各縣市擴大推廣設置公辦

民營的另類學校有其必要性。在義務教育階段能讓家長在同樣的教育費用

負擔下能有不同的教育選擇，除可促進體制教育的進步並可以促進家長教

育選擇權意識的發展，還權於民，創造多元的教育選擇。 

二二二二、、、、    獅子的怒吼獅子的怒吼獅子的怒吼獅子的怒吼————解放解放解放解放    

法令鬆綁後公民需要再教育法令鬆綁後公民需要再教育法令鬆綁後公民需要再教育法令鬆綁後公民需要再教育，，，，老師要能徹底覺醒老師要能徹底覺醒老師要能徹底覺醒老師要能徹底覺醒，，，，    

共同解放傳統的社會價值觀共同解放傳統的社會價值觀共同解放傳統的社會價值觀共同解放傳統的社會價值觀。。。。    

((((一一一一))))落實教育法令及政策的鬆綁落實教育法令及政策的鬆綁落實教育法令及政策的鬆綁落實教育法令及政策的鬆綁    

基於教育基本法第 2 條明示：人民為教育權之主體人民為教育權之主體人民為教育權之主體人民為教育權之主體。。。。教育的目的亦將教育的目的亦將教育的目的亦將教育的目的亦將

促進對基本人權之尊重促進對基本人權之尊重促進對基本人權之尊重促進對基本人權之尊重。。。。既然人民為教育權的主體且應尊重人民的基本人

權，從 1996 年行政院教改會確立「鬆綁」做為教育改革的主要方向，不

僅要解除教育體制上的不當管制，還企圖袪除錯誤觀念與習慣的束縛。但

                                                 
1
 引自 Carl, J. (1996). Unsual Allies： Elite and Grass-roots Origins of Parental Choice in Milwaukee. 

Teachers College Record. 98(2), p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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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多年來台灣雖給了另類學校有法源的依據—國民教育法，但理念學校

法草案自 2000 年 4 月辦理公聽會至今仍未完成立法，另類學校的發展仍

然受其它法令之限制，何來真正的落實教育鬆綁?目前教改方向未能觸及

當前教育問題的核心，教改會仍無法超脫教育部保守的觀點(周祝瑛，

2003)。 

政府單位莫在教育法令、政策的制定及管理上仍然停留在傳統、保守

的教育學觀念上。台灣另類教育從 1990 年森林小學開始發展至今已有 18

年的經驗，其教育的成果亦可為鑑，更有許多專家學者研究認為另類學校

能促進體制學校的進步。惟有讓台灣的教育法令及教育政策確實的鬆綁、

開放，並藉由政府的力量去扶植，讓更多不同的教育理念、教育體制能在

台灣這塊土地上成長，讓多元的教育給予家長多元的選擇。 

((((二二二二))))公民法律認知需要再公民法律認知需要再公民法律認知需要再公民法律認知需要再教育教育教育教育    

    過去為求政治及社會的安定，台灣的教育對於公民所擁有的權利只是

盡告知的義務，卻未正面積極教導公民如何去行使與爭取權利。每一個公

民都有自然人所賦予的公民權利，但卻在義務的觀念下被淹沒了。由於法

律認知的不足，產生法律只是一種限制與規範的錯誤觀念，卻全然忘卻法

律也是一種保障，權利的保障，積極公民爭取權利的保障。 

    公民價值與民主的公民權應該被強調於「憲政維護」及「人權」兩個

重要的核心觀念下，而人民對於政策論証的理解能力亦託付於此，故人民

渴望自由、民主能被滿足(Patrick，1999：10)。雖然公民權利與義務都

在憲法及相關法律中被制定與保護，但人民不知法怎能守法，不知權怎能

用權，國家要進步就不能再停留於過去專制統制的思惟下來制定教育政策

以教育人民。 

    教育可以為自由之父，也能是奴役之母(馮朝霖，2004b)!在人民渴望

自由卻對法律認知不足下，政府有義務對人民在法律的認知、權利的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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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爭取實施再教育，並鼓勵人民積極參予公共事務。在擺脫愚民政策及政

治考量前提下，讓政治歸政治，教育歸教育。國家發展的百年大計從教育

開始，從學校教育開始，解放傳統社會價值觀及教育觀，讓人民在知法、

知權下演化為積極公民，去積極參與教育、參與校務。 

在另類學校公辦民營機制下，當公民能以積極的態度去面對子女的教

育選擇權時，那過去大家所認為的家長是否具備足夠知識、資訊、經費、

理性等社經背景去進行適當選擇的疑問將不復存在。 

((((三三三三))))老師需要徹底的老師需要徹底的老師需要徹底的老師需要徹底的覺醒覺醒覺醒覺醒    

過去教師做為一個和國家有上下權利關係的公務員，是勢弱、消音的

族群，實際上執行國家機器意識型態的再製(馮朝霖：2001b)。在升學主

義及教育的種種病態困境下，教師身為教育場域中的一員，老師又怎能置

之度外，如此窘境下的教學何來的信念與理念。 

老師站在教育的第一線，不能教給孩子錯誤的觀念不能教給孩子錯誤的觀念不能教給孩子錯誤的觀念不能教給孩子錯誤的觀念 (SP-B，460) ! ! ! !如如如如

果果果果老師老師老師老師不知道教育真正能夠教給孩子什麼不知道教育真正能夠教給孩子什麼不知道教育真正能夠教給孩子什麼不知道教育真正能夠教給孩子什麼(OP-C，445)????將造成這個教育這個教育這個教育這個教育的的的的

三輸三輸三輸三輸!!!!家長輸家長輸家長輸家長輸，，，，孩子也輸孩子也輸孩子也輸孩子也輸，，，，連老師都輸了連老師都輸了連老師都輸了連老師都輸了(OP-C，374)!!!!因為教育改革的過

程中，教師理念及家長觀念不改，教改從何能改。教育主體意識最基本的

含義是教師意識到教育是教師個性創造的活動，是教師主體性發揮的結

果。而教育主體意識的覺醒是教育改革中艱巨的任務，而其覺醒方向之一

即是教師的自我更新，自我解放，意即教師人格的不斷完善，成為真正的

人(張熙，1996：42-43)。 

教育的改革第一線希望繫在教師的自我省思與覺醒，如果連教育第一

線的老師都變成想說不敢說，想做不敢做，教育也沒什麼「真理」可言，

那教師面對學生所做的只剩下「虛偽」與「謊言」而己!這就是今天身為

教師角色最大的悲哀(馮朝霖，2000：173-174)。故此，教師應當覺醒到

自我主體性的淪喪與教革的迫切性(馮朝霖，2001b)，應該有像獅子一樣

的勇氣，需要有向傳統、文化壓迫說不的勇氣，需要有超越文化的豪邁(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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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霖，2004b)!實現個人解放—解放過去錯誤的價值認知，建立正確的教

育理念與完善的人格，為教育改革大聲怒吼~共同解放教育。 

三三三三、、、、    孩童的本質孩童的本質孩童的本質孩童的本質————創化創化創化創化    

                教育的基本意義無非在於促進每個人最佳可能的自我組織教育的基本意義無非在於促進每個人最佳可能的自我組織教育的基本意義無非在於促進每個人最佳可能的自我組織教育的基本意義無非在於促進每個人最佳可能的自我組織、、、、自我自我自我自我

創化創化創化創化!!!!    

                                                                                                                                            --------馮朝霖馮朝霖馮朝霖馮朝霖，，，，20002000200020002222    

((((一一一一))))教育教育教育教育學習學習學習學習要要要要能變得快樂能變得快樂能變得快樂能變得快樂    

    人的一生都在學習，如果學習可以是快樂的，那終身學習就不是夢。

人在快樂的情境中學習，學習將會是樂於接受的內化過程，而快樂學習的

情境必需藉由學習空間的佈置、氣氛的營造以及教師活潑的教學活動設計

讓學生共同來參與，當學習的情境是快樂，那孩子自然而然的就能將知識

裝入口袋中。 

上學是快樂的事?父母親都希望孩子能快樂的學習，而孩子何嘗不喜

歡在快樂的環境中成長。學習要能變得快樂，家長的共同參與及教師教學

便是最重要的一環。家庭教育在整個孩子學習、教育的過程中扮演極為重

要的角色，在家長的陪伴下對孩子的學習成長佔有極大的鼓勵作用。在教

師教學方面，教師應該自主性的組成教學團隊以發揮團體合作的力量，展

現共同激發的教學創意，讓學習可以變得不一樣，讓快樂成為學習最重要

的支柱。 

((((二二二二))))孩童的成長需要孩童的成長需要孩童的成長需要孩童的成長需要尊重與等待尊重與等待尊重與等待尊重與等待    

    任何的生命都應得到該有的尊重，孩童在學習過程中因個別差異所造

成的學習落後，常常得不到正面的鼓勵卻反遭致不平等的對待，讓孩童自

尊與心靈受到傷害，甚至於產生人格的偏差及不良的行為。在華德福的教

育中我們看見孩子在老師的尊重與等待下，身心靈能夠得到健全的發展，

                                                 
2
 引自馮朝霖(2000)。教育哲學專論—主體、情性與創化。台北市：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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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真諦就在於此。 

    尊重與等待並不是一件難事，但在升學體制下讓教師的教學失去等待

孩子的機會，在既定的進度下讓學習跟不上的孩子就此被遺落!教育部希

望學校「要把每一個孩子都帶上來」，豈知「尊重」與「等待」才是把孩

子帶上來的最佳良方，只有關愛或課程改革是不夠的。 

((((三三三三))))教育教育教育教育需需需需負起創化生命的責任負起創化生命的責任負起創化生命的責任負起創化生命的責任    

    使人「成人」正是教育的本質所在(甘劍梅，1999)，尼采認為人的本

質不是現成的，「超越我們自身」這樣一個比我們自己更高的本質才是我

們的本質(馮朝霖，2004b)。讓教育不只是知識的傳授更具有「成人」的

責任，而「成人」的教育就應該是「全人」的教育，用自由、引導而非放

任、壓迫的方式讓孩童的心智能自由的發展、自我完成的成長。 

    教育應該褪去壓迫和一致性的作法，讓孩童經由成人、全人的教育，

本質上不斷的創新與轉化出更高的本質，而生命的創化則需要以身心靈健

全發展為基礎，讓生命本質之「未確定性」、「自我完成性」，都能得到恰

到好處的同時施行引導與維護自由(馮朝霖，2004b)。 

    當這篇論文完成之際，廻盪在我心中的痛隱隱浮現：初為人師的我憑藉著自

己所接受的教育方式及思維，滿懷熱忱的去教導學生。在升學主義、考試領導教

學下，我這導師也順利的完成使命。而「他」也考取心中理想的大學，父母親更

是親送匾額感激我，當時心中的榮耀不可言語。但「他」第一所大學念不到一年

休學重考，第二所大學仍逃不了退學的命運，當兵去~。我到步隊去看他並罵了

他一頓!怎麼對得起二位身心障礙卻又辛勤工作供你讀書的父母呢?  

而這痛現在浮現出來的是學生被我的教育理念犧牲掉而不自覺，是我錯了！

被填鴨、逼迫的孩子是不會有前途的。最後，僅以此篇論文及省思，反省自己、

告訴自己教育的本質—等待與尊重等待與尊重等待與尊重等待與尊重、、、、多元與創化多元與創化多元與創化多元與創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