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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另類學校家長教育選擇權台灣另類學校家長教育選擇權台灣另類學校家長教育選擇權台灣另類學校家長教育選擇權意識發展意識發展意識發展意識發展之研究之研究之研究之研究    

----以宜蘭慈心華德福學校為例以宜蘭慈心華德福學校為例以宜蘭慈心華德福學校為例以宜蘭慈心華德福學校為例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2007 年春在政治大學馮朝霖教授的帶領下，我們一群人第一次參訪公

辦民營特許委辦另類學校：宜蘭慈心華德福學校。在體制內學校教學多年

的我們，在參觀的過程中不斷的訝異與驚喜，訝異的是這所學校和我們求

學及教學所經歷的學校體制完全不一樣，驚喜的是原來教育也可以很藝

術、很多元，改變了我們對學校教育既有的觀感。最重要的是在這裡讓我

們發現教育的另一種感動！身為人父、人師為孩子的教育選擇及學生的教

導，在參訪宜蘭縣立慈心華德福學校後讓我有如大夢初醒。過去總是認為

只要盡力的將知識傳授給學生，對學生多一分關心與愛心就不負身為老師

的職責就對得起自己的良心，此時突然感覺這竟是我誤認多年的錯。為什

麼華德福學校教育會讓已服務教育十四載的我，產生未曾有過的感動及自

我對教育認知的懷疑呢？ 

在感動之餘，我冷靜的思考一個大家一定會想問的問題，慈心華德福

學校國中部學生家長不會考量升學問題嗎？在愈來愈多的長家會選擇慈

心華德福的同時，家長們的教育選擇權意識發展歷程究竟如何演變？換成

我…，我會嗎？亟想了解華德福學校為何能讓家長擺脫體制教育下的社會

價值觀，真實面對子女教育選擇時之意識發展。它在我心中深深烙印著，

是一個令我著迷的謎～好期待解開它。 

本章共分為二節，第一節為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為研究目的與待

答問題。以下就依章節分述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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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背景與動機    

教育的目的教育的目的教育的目的教育的目的，，，，在於讓每一個人具備在於讓每一個人具備在於讓每一個人具備在於讓每一個人具備「「「「做自己應該做的事做自己應該做的事做自己應該做的事做自己應該做的事」」」」的意願的意願的意願的意願。。。。    

————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希臘哲學家柏拉圖    

一一一一、、、、尊重差異尊重差異尊重差異尊重差異    

「因材施教、有教無類」是儒家教育的中心思想，這因材施教的觀念

不就是尊重每學生的個別差異，給予適當的、不同的教育場域與方法。如

果天生我材必有用，那得不到差異尊重的材，最後只能化成朽木罷了。 

在家教育早已存在，直至學校型態教育的出現，考量國家整體經濟成

本效益才逐漸式微。而台灣在家教育法制化是經由1997年台北市教育局的

首次試辦，並於1999年修正「國民教育法」第四條明訂：「為保障學生的

學習權，國民教育階段得辦理非學校型態之實驗教育」，讓在家自學、另

類學校始有法源依據，而台灣教育藉由在家教育及另類學校的實施與法制

化，提供社會另一開闊的教育視野與尊重差異的教育選擇。 

教育改革並非易事，陋習難改改革難。教育改革在成功之前，教育改

革力量的自身。也要開始建設的工作。沒有建設，僅有破壞，其實無法撼

動既有的體系(史英，1994：270-271)。故此，人本教育基金會在1990年

由朱台翔校長在台北創辦了自己的教育，台灣第一所「另類學校」－森林

小學。體制外學校的建立初衷，就是要給體制內學校產生改革的壓力。然

森林小學曾一度被司法單位視為非法而取締；但最終獲判決無罪。森林小

學已然成為台灣另類學校、另類教育理念的先鋒。另類學校的創立讓傳統

體制的教育思想產生極大的挑戰，對於孩子個別差異尊重的提昇及家長教

育選擇權提供更多元的選擇機會。 

「四一○教育運動」後家長對於自己所擁有的子女教育選擇權有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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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的認知與覺醒。在缺乏體制外及多元學校選擇情形下，家長在考量種種

因素後的選擇，大多還是在體制內的學校選擇，如公、私立學校的選擇或

是越區就讀。但家長選擇越區就讀時，最主要還是考量孩子的個別因素(陳

寶鈺，2003)。 

尊重個別差異，孩子才能得到適性的發展。惟有多元的教育才能提供

家長多元的學校選擇。故落實家長教育選擇權能讓教育更尊重個別差異，

提升學校競爭力，教育才能回歸教育主體性—以學習者為中心(馮朝霖，

2006)。 

大同思想讓大同思想讓大同思想讓大同思想讓「「「「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變得困難變得困難變得困難變得困難；；；；    

透過推廣的方式轉化觀念透過推廣的方式轉化觀念透過推廣的方式轉化觀念透過推廣的方式轉化觀念；；；；        

把創意的教育當作信念把創意的教育當作信念把創意的教育當作信念把創意的教育當作信念；；；；        

另類本身就是一種動力另類本身就是一種動力另類本身就是一種動力另類本身就是一種動力；；；；    

另類另類另類另類，，，，是社會危機的轉機是社會危機的轉機是社會危機的轉機是社會危機的轉機；；；；    

另類教育激發想像力另類教育激發想像力另類教育激發想像力另類教育激發想像力、、、、創造力創造力創造力創造力；；；；    

另類另類另類另類，，，，大家的出大家的出大家的出大家的出路路路路    

政治大學教授政治大學教授政治大學教授政治大學教授————馮朝霖馮朝霖馮朝霖馮朝霖
1111    

二二二二、、、、另類另類另類另類是是是是教育的藍天教育的藍天教育的藍天教育的藍天    

學校教育型態的教育一直是教育的主流，隨著時代的變遷，單一價值

不足以讓社會進步才逐漸為多元價值所取代，形成多元的社會、文化及教

育。非學校型態教育因而興起，「另類學校教育」己成為正規學校教育的

                                                 
1
徐藝華（2005）。另類是教育的出路：專訪國立政治大學馮朝霖教授。師友，454，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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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選擇 (吳清山，2003：19)。所謂另類，即非主流之意。「另類教育」

(Alternative Education)除非主流的意義外，還有「替代」的意思。另

類教育提供學生主流學校之外的選擇。人生而不同，當然就需要有不同的

學習場域及學習方法。多元教育在提供多樣的選擇，讓學生找到最適合的

教育場域及學習之路。在主流教育如此一元的時代裡，另類教育便是多元

教育中必要的一環(唐宗浩、李雅卿、陳念萱，2006：24)。 

台灣另類學校教育開端來自於體制外學校
2
的創立，始自 1990 年「森

林小學」的創立是台灣另類學校的先鋒。1994 年由另一群民間教改人士發

起另類教育改革實驗學校─毛毛蟲學苑(種籽親子實驗學苑)進行另類教

育實驗。同年台南縣成立的沙卡學校，主張新人道教育並注重學生身、心、

靈的整體成長。1995 年成立的苗栗縣全人中學，其教育實驗不是要取代傳

統體制學校教育，而是讓有特殊需求的小眾家庭與學生，擁有選擇不一樣

學習管道及提供教育多元選擇的機會。 

1999 年後，隨著國民教育法的修訂國民教育階段得辦理非學校型態之

實驗教育，另類學校的辦理如雨後春筍的合法發展。1997 年新竹成立雅歌

實驗小學，並於 2002 年成立雅歌文教基金會，並獲選為新竹縣大坪國小

公辦民營試辦計劃。1990 年彰化縣府制定「非學校型態辦法」，由彰化縣

全人教育協會，向縣府提出國小階段蒙特梭利實驗教學計畫，成立非營利

的實驗理念學校，全名為「苗圃彰化社區合作小學」，簡稱「苗圃小學」。

2002 年宜蘭縣成立公辦民營特許委辦的慈心華德福學校，同年台中市創設

磊川華德福實驗小學等。 

以下就台灣現有另類學校之教育理念、教育目標及辦理型態簡述如下

表： 

                                                 
2
 吳清山(2003)。國民教育階段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挑戰與策略。北縣教育北縣教育北縣教育北縣教育。45，18-26。

「體制外學校」是屬於正式學校以外的另類學校，其經營方式有其特定的教育理念，不像現在的

公立學校受到較多的法令規範，有人將其稱之為「理念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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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台灣另類學校教育理念、目標與辦理型態 

學 校 名 稱 成 立 教育理念 教 育 目 標 型 態 

臺北縣 

森林小學 
1990年 自主學習 造就健全的「人」 實驗小學 

臺北縣信賢種籽 

親子實驗小學 
1994年 自主學習 

自主學習、熱愛生

命、清明自在、真

實生活 

公辦民營 

自主學習

的實驗 

臺南縣 

沙卡學校 
1994年 新人道教育 

以至上為目標，堅

守道德原則，為人

類福祉之提昇而服

務的社會領導人。 

實驗中小學 

靈性教育

的實驗 

苗栗縣卓蘭 

全人實驗中學 
1995年 自主學習 

獨立自主、自信自

在、批判思辨 

實驗高中 

自由教育

的實驗 

新竹縣 

雅歌實驗小學 
1997年 

多元智能理

論 

自信、品格、全人

發展、研究精神 

公辦民營 

多元智能

的實驗 

彰化縣苗圃 

社區合作小學 
2000年 

蒙特梭利

教育理念 

自動探索、獨立研

究、尊重環境、重

視歷史 

實驗小學 

蒙特梭利

教法的實

驗 

宜蘭縣慈心 

華德福中小學 
2002年 華德福教育 開展人類內在自由 

公辦民營 

人智教育

的實驗 

臺中市磊川 

華德福小學 
2002年 華德福教育 

全人教育~頭、心、

手的教育 

實驗小學 

人智教育

的實驗 

臺中市 

豐樂實驗學校 
2005年 華德福教育 以人為本的全人教育 實驗中小學 

資料引自：彩虹般的教育潮流-我國另類學校現況與省思。曾俊凱（2006）。研研研研

習資訊習資訊習資訊習資訊，23(3)，45-54。另類教育在台灣另類教育在台灣另類教育在台灣另類教育在台灣。唐宗浩等(2006)。暨研究者再行修改

彙整。 

在研讀及整理表述另類學校資料的同時，從網頁資訊中了解學校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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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過程與體制內向體制外發展過程的困難與限制，從不合法到合法的爭

取，從私立到公辦民營特許委辦之艱辛，為不同教育理想而努力不懈，就

是要讓台灣全部相同的教育變得有不同的選擇，為的就是尊重孩子的個別

差異及家長不同的教育理念。期待另類學校來開闊台灣教育的藍天，尋找

台灣教育未來的新出路。 

三三三三、、、、公辦民營公辦民營公辦民營公辦民營的的的的新契機新契機新契機新契機 

自有正式學制以來，學校選擇權即成為爭議與辯論的焦點。二次大戰

後，各國為確保教育機會的均等，在義務教育階段多採取公辦與分發的原

則。影響所及，無形中即成為近乎獨占的態勢。父母若想自我選擇，多半

受限法令或金錢因素(秦夢群，1998：121)。由於我國政府的教育政策及

經費補助著重於體制內公立學校為主，體制內私立學校的補助仍顯較少，

在教育資源過度集中於公立學校，造成台灣教育公立優於私立的現象。如

此的國家教育政策下，體制外的另類學校政府經費的補助就更少了。故

此，另類學校發展所需經費來源就是學生的高收費學雜費，如此高額收費

造成社會、家長深感另類學校高不可攀，無形中另類學校就演變成社會中

的貴族學校。其結果誠如馮朝霖所指，選讀另類學校的家長大都屬於家庭

社經背景比較高的族群，比較有能力、有時間去關心孩子。因為，國內政

府對於教育選擇權並沒有提供足夠的自主性條件，在台灣要選擇自主學習

並不是很容易，且要比在國外所付出的代價還要高(徐藝華，2005：8)。

另類學校的選擇，家長在經濟上的考量便是第一項需要面對的問題。雖理

念認同，經濟面卻未必能負擔，難免造成家長產生近另類學校而情怯，何

遐去思索和選擇另類學校呢? 

1999 年國民教育法的修正，國民教育階段得辦理非學校型態之實驗教

育，讓另類學校有發展的空間。1990 年宜蘭縣政府通過「宜蘭縣屬國民小

學委託私人辦理自治條例」，於 2001 年由「財團法人人智學教育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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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宜蘭縣公辦民營公辦民營公辦民營公辦民營
3333政府委辦學校模式的機會，簽訂六年的契約，在宜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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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開小學階段教育實驗工作。並於 2005 年與縣府簽辦契約書補

充條款，獲准辦理國中部(邱奕叡，2007：36-137)，並更名為「宜

蘭縣慈心華德福教育實驗國民中小學」，成為台灣第一所公辦民營特許委

辦的體制外另類學校。宜蘭縣政府依法將學校權限委由民間團體經營或管

理，藉由委辦機制讓私人團體的資源或優勢導入，促進學校體制精進與創

新，提供家長及學生更高品質、更多元的教育選擇機會，以刺激體制內的

主流教育改革，而達到教育改革的目標。 

公辦民營，即政府擁有學校所有權，民間團體擁有經營管理權。在美

國教育改革在強調多元、競爭、選擇的今天，教育民營化是一種自然的趨

勢(劉慶仁，2005)。宜蘭縣慈心華德福學校的經費來源由宜蘭縣政府補

助，學生的學費是等同於公立學校的收費標準(邱奕叡，2007)，其辦理模

式相似於美國特許學校模式。公辦民營特許委辦另類學校機制可在消除家

長經濟因素考量後，讓家長對另類學校的選擇打開了一道新思惟之窗，也

讓對體制內公立學校辦學不滿的家長有了新的教育選擇。故此；公辦民營

特許委辦另類學校創造家長教育選擇權的另一種實踐管道，另類學校的公

辦民營特許委辦機制開創台灣另類教育的新契機。 

四四四四、、、、感動引發動感動引發動感動引發動感動引發動機機機機    

體制教育的成長與職場，讓研究者第一次接觸到體制外慈心華德福學

校教育就直接觸動心靈底層，憾動研究者對教育的固有體認。回歸主體性

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的另類教育，讓體制教育者得以有省思的機會。另類教

育的發展勢必成為台灣教育的新趨勢，更引發研究者的研究興趣與動機。 

貧窮的父母沒有足夠的資訊去做聰明選擇，就算給予選擇機會，教育

                                                 
3
公辦民營學校。劉世閔（2003）。菁莪菁莪菁莪菁莪，15(2)，68-72。公辦民營學校係指由政府出資，民間
私人營運管理方式所設置的學校，這種學校也成為家長與監護人為其子女在公立學校外的另類教
育選擇，綜合分析國內外文獻，公辦民營的型式可分為：(一)管理合約；(二)民間承包；(三)BOT；
(四)特許學校等四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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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心是不受重視的(Paul，1999)。因為經濟的不許可，讓貧窮的家長對

於高收費的另類教育是無能力選擇而不用去了解、去獲得資訊。在公辦民

營的另類學校模式下，讓家長可以免除經濟因素更正視孩子的教育選擇，

而影響其家長教育選擇權的因素及意識發展歷程，深得研究者之興趣，更

確立研究之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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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研研研究目的究目的究目的究目的與待答問題與待答問題與待答問題與待答問題    

一一一一、、、、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為什麼在功利主義社會下，竟有家長能不屈服於體制教育及升學主義

而選擇另類慈心華德福學校？是華德福學校教育在升學體制下之知識傳

授較不背離主流教育嗎？是家長對體制教育有所不滿嗎？是國小階段沒

有升學壓力，要讓孩子在不一樣的教育環境下快樂成長嗎？是家長為教育

理念而選擇慈心華德福學校嗎？抑或是孩子主動告知家長想念慈心華德

福學校呢？ 

孩子進入慈心華德福學校後家長是否因學校活動的參與，對華德福教

育從不了解、懷疑、不確定到確立、堅定、明確與信任？是不是從慈心華

德福學校教育看到孩子的成長與擺脫體制教育壓迫的實證？是否從參與

中看見教育的價值及多元化的必要？ 

孩子在慈心華德福學校國小畢業後，有人選擇直升卻也有人選擇離

開，此二類家長教育選擇權意識發展之歷程讓研究者深感興趣。當初各以

什麼原因選擇進入華德福學校就讀，在相同的教育環境下學習成長後，又

在什麼理由下造成不同的選擇結果呢？讓研究者亟想再更深入探究家長

在實踐子女教育選擇權時意識發展之歷程。 

本研究「另類學校家長教育選擇權意識之發展」之另類學校係指依我

國國民教育法辦理國民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之實驗教育，且為公辦民營特

許委辦模式之慈心華德福中小學。而家長教育選擇權係指父母或監護人在

摒除家庭經濟、學校距離等外在因素後，依其對子女的教育理念對體制

內、外學校的教育選擇權利。家長在種種內、外因素影響下歷經選擇、參

與與學習的過程中對教育選擇權之意識發展情形為研究目的，提出以下之

假設： 

1、家長教育選擇權意識發展受家長教育理念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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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家長教育選擇權意識發展受家長成長教育背景及政治、社會文化變遷

的影響。 

3、教育的參與，讓家長對多元的教育信念與價值觀有所澄清。 

4、另類學校的公辦民營有利於家長教育選擇權意識之發展。 

希望藉由學校基本資料蒐集、問卷施測及家長深度訪談以覓得實證來

印證假設，以發展研究結論。 

為印證本研究之立論假設，故研究者擬訂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如下： 

1、了解慈心華德福學校發展概況。 

2、了解慈心華德福學校家長教育理念。 

3、了解慈心華德福學校家長教育選擇權之影響因素。 

4、探討慈心華德福學校家長教育選擇權意識之發展。 

二二二二、、、、待答待答待答待答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一)慈心華德福學校學校經營概況為何? 

1、了解 96 學年度學校學生來源分佈形情。 

2、了解 94~96 學年度學校學生異動情形。 

3、了解 94~96 學年度國中部直升比例。 

4、了解學校教師學歷及師生比。 

(二)慈心華德福學校學生家庭背景為何? 

1、父母親學歷分析。 

2、父母親職業分析。 

3、家庭經濟收入分析。 

4、家庭離校距離分析。 

(三)影響慈心華德福學校家長教育選擇權之因素為何? 

1、家庭因素排序分析。 

2、學校因素排序分析。 

3、社會因素排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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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它因素分析。 

(四)慈心華德福學校家長教育選擇權意識如何發展？ 

1、隨孩子不同階段的升學，家長教育選擇權意識是否隨之改變? 

2、影響家長教育選擇權意識發展歷程受何因素影響? 

   (1) 家長教育選擇權是否受個人成長背景影響? 

   (2) 家長教育選擇權是否受政治、社會文化變遷的影響? 

   (3) 慈心華德福學校之公辦民營，對家長教育選擇權意識發展之影響? 

3、是否因參與華德教育活動，而影響家長教育選擇權意識之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