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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三三三三章章章章        文獻討探文獻討探文獻討探文獻討探    

另類乃演化的催化另類乃演化的催化另類乃演化的催化另類乃演化的催化，，，，    

差異為創新的資產差異為創新的資產差異為創新的資產差異為創新的資產，，，，    

體驗則是教育的根本條件體驗則是教育的根本條件體驗則是教育的根本條件體驗則是教育的根本條件。。。。    

另類教育與全球思考另類教育與全球思考另類教育與全球思考另類教育與全球思考————馮朝霖馮朝霖馮朝霖馮朝霖
1111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台灣教育台灣教育台灣教育台灣教育的的的的發展發展發展發展    

台灣故無史也台灣故無史也台灣故無史也台灣故無史也。。。。荷人起之荷人起之荷人起之荷人起之、、、、鄭氏作之鄭氏作之鄭氏作之鄭氏作之、、、、清代營之清代營之清代營之清代營之，，，，    

開物成務開物成務開物成務開物成務，，，，以立我丕基以立我丕基以立我丕基以立我丕基，，，，至於今三百有餘年矣至於今三百有餘年矣至於今三百有餘年矣至於今三百有餘年矣。。。。    

連橫連橫連橫連橫————台灣通史序文台灣通史序文台灣通史序文台灣通史序文    

一一一一、、、、台灣教育台灣教育台灣教育台灣教育的的的的發發發發軔軔軔軔    

台灣教育的演進始於1624年荷蘭人侵台，在十七至十九世紀之間，台

灣為荷蘭、西班牙人所統治及鄭氏家族的抗清基地，到1683年才正式納入

清朝的版圖。連橫於台灣通史之序文開宗明義：「台灣故無史也。荷人起

之、…」正因荷蘭據台、肇造文字，台灣才從史前時期走入歷史時期，開

啟台灣歷史的新頁，也促成台灣教育的發軔(蔡文村，2006b)。 

台灣教育發展始自荷蘭為順利傳教以羅馬字母為新港語創設了新港

文，開始教化傳教的任務，更於1636年於新港社創辦第一所教會學校 (蔡

                                                 
1
 資料引自馮朝霖教授為高等教育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02 年 7 月初版之薛曉華譯 Ronald E. 

Koetzsch Ph. D.著「學習自由的國度—另類理念學為校在美國的實踐」一書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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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村，2006b)。1626年西班牙人登陸基隆後也隨之展開傳教的工作，1630

年在散那社人居住地興建玫瑰聖母教堂與教室，直至1632年前後整個淡水

地區的教化工作己取得相當的成果(蔡文村，2006a)。 

1662年鄭成功光復台灣後，在鄭經治台期間於1665年先設「明倫堂」

做為教習場所，後設「禮官」、「學院」，禮官下轄中央最高學府「太學」，

其下則為區域性的中等教育機構「府學」、「州學」，以及初等教育機構

「社學」。並於實際施行上，規定家有弟子者八歲入社學(蔡文村，2006c：

38-39)。 

1683年鄭克塽降清後結束了近四十年的南明國祚，而清代台灣啟蒙教

育機構主要為社學、義學和私塾來負責教化民心的責任(鄭吳富，2006)。

官學(社學、義學)數量有限故私塾的設立得以彌補官學未及之處，數目之

多是台灣啟蒙教育重要機構(曾蕙雯，1999a)。 

二二二二、、、、日本殖民教育日本殖民教育日本殖民教育日本殖民教育    

日本治台期間想盡方法改良與取締台灣的私塾，因為私塾為保存固有

文化及培育抗日意識的重要組織(汪知亭，1978)。自日本領台後於1899年

設立公學校取代私塾，在日本政府的刻意箝制下，私塾逐漸萎縮，到1939

年官方下令停辦而全部瓦解(張清溪，1994：406-407)。至此之後私塾才

消失在台灣的教育舞台上。 

日據時代的台灣教育始自 1919 年台灣教育令之公佈，始建立正常的

體制，積極發展各級教育當為政治的工具，並將教育政策分三個時期進

行，加強推行皇民化的政策，取消漢語教學獎勵國語(日本語)並實施兒童

義務教育，以求達到「皇民化」的理想(汪知亭，1978：36)。 

在荷、西、日殖民時期的殖民化教育是從傳教、勸誘、強制、高壓懷

柔的同化政策為教育手段以達成統治之目標，而鄭氏及滿清時期的教育雖

為台灣埋下了啟蒙的種子，可惜維期太過短暫。殖民時期在執政者各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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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治目的下，曾實施過鼓勵、強迫、規定、義務性的教育，此強迫式、義

務性的教育觀念是否從此深植在台灣這片土地的人民心中？是否也於無

形中影響了國民政府播遷來台後的教育政策？更讓台灣百姓對於自己所

擁有的子女教育選擇權利無形中被犧性、消失而全然不自知。 

人類最艱難的工程人類最艱難的工程人類最艱難的工程人類最艱難的工程，，，，唯政治與教育二事唯政治與教育二事唯政治與教育二事唯政治與教育二事。。。。    

康德康德康德康德(I. Kant)(I. Kant)(I. Kant)(I. Kant)————論教育論教育論教育論教育    

三三三三、、、、遷台遷台遷台遷台後教育後教育後教育後教育    

1949 年中央政府播遷來台之後，強烈感受到語言不但是一種溝通的工

具，更是思想、文化及政治統治的立基，在現實面的考量下「去日本皇民

化」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從語言著手。就如同日本推行國語(日本語)一樣，

國民黨用教育推行國語(北京話)非但是黨化教育
2
的考量，也是政治統治的

目的。為使教育權更為集中，國民黨政府嚴格的控管私人興學，此時期的

教育就如同德國批判教育學所面臨的最根本問題，在於實現解放的教育目

的時，過於強調特定政黨的信念，如此使得教育失去了教育本身的自主

性，而成為實現政黨理念的工具(朱啟華，2006：17)。    

國民政府遷台後依 1944 年公布之「國民學校法」，規定「國民教育」

為 6 足歲至 12 足歲之學齡兒童應受之六年國民基本教育，感於教育是國

家建設與發展的重要支柱，自 1968 年倉促推動「九年國民教育實施條例」

實施義務、免費、免試的九年國民教育。1979 年制定「國民教育法」，1982

年修正公布「國民教育法」及「強迫入學條例」。台灣教育從九年國民義

務教育的強迫實施，至今台灣教育更將朝向十二年國民教育來邁進。 

                                                 
2
許智香（2006）。從威權到民主：由專制轉趨開放的教育。載於台灣教育四百年台灣教育四百年台灣教育四百年台灣教育四百年((((146-161 頁）。
台北：經典雜誌。所謂「黨化教育」，指在國民黨指導下，把教育變成革命化和民眾化。換言之，
國家的教育方計是建築在國民黨的根本政策之上，包括三民主義、建國方略、建國大綱及歷次國
大代表大會的宣言和議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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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教育改革教育改革教育改革教育改革的的的的發源發源發源發源    

台灣教育歷經近三百多年的演變與改革後，在科舉制度及國民政府教

育政策引導下，卻演變成重視文憑的升學主義社會，升學競爭、聯考壓力、

社會價值觀的偏差，讓我們的孩子學習壓力就隨年紀增長與日俱增。或許

是功利主義社會下的台灣太過於重視文憑而忽略教育更深層的意義。所

以，台灣教育的問題根源，升學主義是重要原因之一。究其重要原因有二

方面，一是台灣社會人民對文憑的重視，二是教育理念和目標的窄化(許

智香，2006：150)。 

在八○年代後校園民主化運動興起，人民自主意識蘊釀了社會運動的

興起。1994 年「四一○教改聯盟」
3
除挑戰政府的權力外，更引發全民重

視教育改革的重要課題。隨著教育普及，人民思想愈形開放，從封閉到開

放，統一到多元的教育改革將無可避免(許智香，2006)。而四一○教改活

動的民間教育改革呈現二大特色：一、第二波「大學抗爭運動」的再起。

二、整體社會「教育改革熱」的首度出現。民間教育改革得到官方的重視，

並成立「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也是台北市長選舉候選人首度將教育改

革方案納入選戰的一年是台灣教育史上甚稱「教育改革熱」的時代(薛曉

華，1995：303-329)。所以，四一○教改活動不但啟蒙了台灣人民對教育

的重視與改革的企盼，也引領台灣教育的改革風潮。 

 

 

 

                                                 
3
吳 武典（ 1995）。台 灣教 育改革 的經驗 與分析 。 當代教育研究季刊當代教育研究季刊當代教育研究季刊當代教育研究季刊，13(1)，（38-68

頁）。1994 年 4 月 台大黃武雄教授號召組成「四一○教改聯盟」上街頭大遊行，提出四大訴求： 

1.廣設高中大學，2.落實小班小校，3.制定教育基本法，4.推動教育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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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另類另類另類另類學校學校學校學校教育教育教育教育    

一一一一、、、、另類另類另類另類學校學校學校學校教育之發展教育之發展教育之發展教育之發展    

另類學校發展的歷史可溯及自 1848 年蘇俄的托爾斯泰(Lev 

N.Tolstoj)為了農奴的子女蓋的 Jasnaja Poljana 學校開始的。目前全球

另類教育體系主要有：蒙特梭利學校(Montessori School)、道爾吞計畫

學校(Dolten plan School)、華德福學校(Waldorf School)、佛列尼學校

(Freinet School)、基督教學校(Christian School)、特許學校(Charter 

school)、在家教育(Home schooling)…等等。而德國的另類學校是有別

於國家設立的學校教育機制，試圖把公立學校所犯的錯誤減到最低…「徹

底的學校改革」才正他們的歷史任務(王秋萍，2002a：138)，其發展由森

林學校開始，常用「戶外學校」(Freiluftschule)及「自由另類學校」（die 

freien Alterna-tivschulen）來代稱(王秋萍，2002b)。 

德國的華德福學校在全球教改運動中，可以算是一股相當大的勢力

(李建良，2001)，目前全球中有七百多所華德福學校，而在全球另類學校

數在不斷的成長中，另類學校將會慢慢的成為主流或龐大到足以與主流學

校並列的教育體制。 

教育無他教育無他教育無他教育無他，，，，愛與榜樣而已愛與榜樣而已愛與榜樣而已愛與榜樣而已。。。。    

----福福福福祿祿祿祿貝爾貝爾貝爾貝爾    

二二二二、、、、另類另類另類另類學校學校學校學校教育教育教育教育之之之之蘊義蘊義蘊義蘊義    

美國教育百科全書將「另類學校」定義為「提供給想要追求與一般標

準公立學校的傳統不同之體驗的兒童跟家長一些特別的教書方法、節目、

活動和環境，而所設立的學校(Cooper，1994)。「Goodlad(1979)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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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miroff(1992)對另類學校的定義：不同於傳統的、官僚化的國辦學校或

既存的主流教育。Cooper(1971)將另類學校分為六類：親師合作學校、社

區自由學校、治療取向學校、自由高中、公立另類學校、寄宿自由學校。

Duke(1978)分為傳統的(conventional)、夏山的(Summerhillian)、補償

的(compensatory)、當代的(contenporary)四種。Raywid(1994)進一步化

約為：受歡迎的改革(popular innovatino)、最後機會的改革(last chance 

program)、以補救為焦點(remedy-focused)等三類楊巧玲(2000：194) 。」 

另類學校之意識型態可歸納為以下五種：(一)解放的、激進民主主義

的與社會主義的理念。(二)反權威的自由主義教育立場。(三)心理分析與

人本主義心理學的影響。(四)Ivan Illich「去學校化教育」。(五)團體

動力學者夥伴合作解決衝突模式(馮朝霖，2001a：38)。    

馮朝霖(2006：6)在「另類教育與二十一世紀教育改革趨勢」一文中更

歸納各種另類教育的典範，其共同精神如下：(一)教育主體性的洞識－學

習者中心(learner-centered)。(二)明確特殊的人類圖像－整體性觀點

(holistic perspective)。(三)特殊的學習理論－主動性建構性取向

(active-constructive orientation)。(四)學校組織關係－開放性參與

的結構(open-participatory structure)。(五)特殊的師生關係倫理－對

話性溝通的關係(dialogical-communicative relationship)。(六)明確

的政治/社會哲學－自由民主哲學(liberal-democratic philosophy)。(七)

其教育實踐的EQ則有以下特質：以感動替代說教、以鼓勵替代責備、以期

許替代要求、以溝通替代懲罰、以合作替代競爭、以欣賞替代挑剔。 

而另類教育的模式主要的教育改革在於：一、學校致力於獨特的課程

和結構的課程。二、學校用心於學生的學習需要和利益。三、學校致力於

職業和專業的核心和關聯。四、改變致力於經驗的學習法則。五、改變致

力於組織、行政、管理和基金(Robert & William，2000：8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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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不是灌輸教育不是灌輸教育不是灌輸教育不是灌輸，，，，而是點燃火焰而是點燃火焰而是點燃火焰而是點燃火焰。。。。    

--------蘇格拉底蘇格拉底蘇格拉底蘇格拉底    

三三三三、、、、另類另類另類另類學校學校學校學校教育教育教育教育之特色之特色之特色之特色 

「Korn(1991)指出另類學校具有以下七大特色：學生主動參與決策、

家長主動參與教育、師生關係充滿信任與尊重、鼓勵創造與好奇、強調學

習的方法、自我負責與獨立學習為教育目標、經由選擇入學。Young(1990)

觀察另類學校包含：較回應家長的要求、課程與教學為聚焦、較以學生為

中心、非競爭的環境、較大的自主性、較少的學生數、較人性化的師生關

係等特色(楊巧玲，2000：194-195) 。」 

在德國自由另類學校並沒有明確、詳細的學習方針及目標（這點與華

德福教育不同），但是所有自由另類學校也有一些共同的特徵(王秋萍，

2002a：140)：  

(一)強調學校環境安適的小班，小校編制。  

(二)由學校提供不同的課程讓學生學習，甚至在每天某些時段選課是採自

由參加，不強迫上課。  

(三)課堂內有活潑的互動。課堂進行方式多元化，包括時期教學、週計畫

教學、自由工作時間、背誦課、戶外教學、個人計畫工作等。  

(四)學習內容與經驗結合，強調過程重於成果。以經驗為基礎的學習可從

兩方面解釋：一為用學生的經驗做銜接點，二為讓學生在操作中得到經驗。  

(五)強調全面性，網狀學習，例如設計跨學科的方案學習或是培養社交情

感表達、藝術、音樂性的學習課程。  

(六)採用另類的成果評量，譬如學習發展報告代替分數等。 

    在另類學校藝術課程是極為重要的特色，而此藝術課程與傳統學校之

不同可從以下二方面陳述：一、學生和老師間有機會分享對藝術的愛好，

也彼此不斷接受思考、創造和成就之間的相互挑戰。二、學生在學校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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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改變的藝術課程模式，從中感受到相當程度的成就感，這是在傳統課程

中不曾感受到的經驗(Gratto & Davis，2002：19-22)。 

傾注你想像的力量傾注你想像的力量傾注你想像的力量傾注你想像的力量    

擁有追求真理的勇氣擁有追求真理的勇氣擁有追求真理的勇氣擁有追求真理的勇氣    

敏銳你對靈魂的責任感敏銳你對靈魂的責任感敏銳你對靈魂的責任感敏銳你對靈魂的責任感    

----魯道夫魯道夫魯道夫魯道夫．．．．史代納史代納史代納史代納，，，，Study of ManStudy of ManStudy of ManStudy of Man
4444    

四四四四、、、、華德福學校教育華德福學校教育華德福學校教育華德福學校教育    

古德萊(Goodlad，1984：220)在「學校教育研究」中評論學校提及：

「學校藝術課程已被英語、數學及其他學科所主宰的程度感到失望…學校

全然不在乎學生個別的表達能力及藝術創造力。」在知識競爭時代中，各

國學校教育似乎將知識的傳授與灌輸視得比藝術的陶冶與涵養來得更重

要，甚至乎略藝術課程。而華德福學校教育對於藝術教育的重視，乎應古

德萊所言，學校應在乎學生個別的表達能力及藝術創造力的教育。以下就

華德福學校教育簡述如下：    

(一)華德福學校教育的創立 

華德福學校(Waldorf Schule)係由奧地利的科學、哲學與藝術家魯道

夫．史代納(Rudolf Steniner，1861-1925)於 1919 年在德國斯圖加特

(Stuttgart)所創立從一年級貫穿至十二年級的華德福學校，由於德國基

本法(憲法)第七條第四項保障私人興學的權利，所以華德福學校在德國受

到法律的承認，屬於各類學校中的一種(李建良，2001：40)。華德福學校

在全球發展至今為數不少，學校採從幼稚園到高中一貫的學制，儼然成為

全球另類教育的一股強大潮流，華德福學校更是德國另類學校的濫觴。 

                                                 
4
 資料引自：黃曉星(2003)著「邁向個性的教育」--一位留英、美學者解讀華德福教育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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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華德福學校教育理論基礎 

華德福學校的教育理念源自於魯道夫．史代納，在 1894 年出版的《自

由哲學》(Die Philosophie der Freiheit)一書，為其人智學的發展的基

石(邱奕叡，2007)。他認為可以用科學的方法來研究精神領域，而創立特

別的精神科學，稱為人智學(Anthroposophy)。並將人的意識發展以七年

為一週期分為三大階段。第一階段：從出生到大約七歲換乳牙之前。第二

階段：七歲到青春期。第三階段為：青春期到 21 歲。華德福教育即是配

合人的意識發展規律，階段性針對意識來設置教學內容，讓身體、生命體、

靈魂體和精神體都得到發展。華德福教育主張培養合作意識重於競爭意

識，強調教育在發展人的獨立自我的同時，也強調人跟周圍的人、社會和

自然保持和諧(黃曉星，2003：2-4 )。 

(三)華德福學校教育理念與目標 

華德福學校的教育理念主張：人是身體、心靈與精神三種層次結合的

完整個體，教育者在這裡必須要幫助孩子早期得到全面且均衡的發展，進

而得到日後完成自我實現所需的圓滿內在動力(黃雅鳳，2000：73)。而「自

由」是華德福教育中人的意識、情感、思想三層面的核心，亦是華德福教

育關懷的主軸。呈現教育場域中所依循的法則是「要認識體驗孩子需教導

本質性的內涵，及提供孩子示範性的圖像。教學的本身需是具藝術性，而

非理論性的內容」(邱奕叡，2007：139)。 

史代納教育基於整體性的觀點，主張藝術、學術與實務工作之平衡，

透過藝術，以創新的方法論與發展導向課程，發展學童的身、心、靈的全

人教育，逐步展開學童知覺的改變，想像力、創造力的培養和認知的成長、

責任感的覺知以成為全球化公民 (資料來源：史代納教育在澳洲網頁

http://www.Stenier-australia.org/other/anthrop.html)。透過教育的方式，

來實現社會正義的理念，希望能取代傳統以「篩選原則」為中心的垂直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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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並以兒童學習的過程及人類在兒童及青少年時期的成長階段，作為課

程內容及教學方式的中心，以達到開展「人類內在精神自由」的目標。因

此，華德福學校是以「助長的教育」(Padaegogik der Foerderung)作為

設校宗旨(李建良，2001：40)。意即華德福學校是一種重視兒童身心靈發

展的教育方式，教育目標在於擴展每個人的內在潛能以及生命視野，為一

個美好的人類未來奠定基礎(林家興，2004：115)。 

華德福學校教育是強調以人為本的教育，由瞭解人的生命本質與發展

來幫助個體漸漸開展，以及讓成長的潛能得以在生命的過程中獲得真正的

滿足(鄧麗君、廖玉儀譯，1996/1998），它的教育精神與目標如下：  

1.華德福教育的精神：(1)充分保護兒童，使其自然發展。(2)不強調比較、

競爭的考試與評量。(3)重視學校環境空間的潛在影響力。(4)強調教師的

合作、討論來替代校長領導的角色。(5)注重教育的文化與人道的批判性

智慧(游春生，2002：45-46)。 

2.華德福教育的目標：(1)培養身心靈的健全發展。(2)培養自由的人，成

為自己的主人。(3)提供廣泛智能以備未來生活的需要。(4)喚醒個體社會

意識，建立良好人際關係及培養愛和責任。(5)培養有創意活力的自我表

現的方法，發展個人的天賦和興趣(游春生，2002：46)。 

(四)華德福學校教育課程 

華德福學校教育課程以開放、親和、整合性、藝術化的方式實施教學。

教導學生透過對自然界的流轉去體驗生命內在的道德律，培養學生敬天愛

人的價值觀，以及對世界的責任感(黃雅鳳，2000：73)。以兒童的成長過

程和學習過程，作為課程的內容和教學方式的重心，以便能夠達到人類內

在自由的目標(林家興，2004：115)。其課程分為主課程與副課程(游春生，

2002；鄧麗君等譯，1996/1998），主課程以主題的形式來安排，其內容和

教學方法都強調藝術性，並透過美術教育來平衡人的智力、感覺和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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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達到身、心、靈和精神的整體健康發展(黃曉星，2003)。學生除接受

與專業有關的主課程外，同時有多樣的藝術課程、科學性質課程、週期課

程…等副課程，以致力於人類本身及其生活法則的瞭解，並且在「以人為

本」的人文科學基礎下發展教育(李建良，2001：41)。 

華德福學學校是沒有教科書，學生需要依主課程學習，完成製做自己

的課本。在教學內容上有兩項非常重要的特色課程，那是史代納獨創的「優

律思美」(Eurythmie)與「形線畫」(Form drawing)(林麗真，2002)。 

藝術是人與自然相乘的結果藝術是人與自然相乘的結果藝術是人與自然相乘的結果藝術是人與自然相乘的結果。。。。    

----培根培根培根培根    

(五) 華德福學校教育特色 

學校裡沒有考試，教學方式是強調從動手中學習，直接透過感官與身

體來吸收學習，以維護整個人的均衡發展。華德福學校裡沒有校長，教學

行政由每週的教師會議來討論決定，實踐校務自主的精神(林家興，2004：

115)。所以，每一所華德福學校都是自治且自由的，在學校老師與學生家

長的通力合作下，逐步實現各種教育理念。並以兒童學習的過程及人類在

兒童及青少年時期的成長階段，作為課程內容及教學方式的重心，以達到

開展「人類內在自由」的目標(李建良，2001：40)。 

華德福教育的蘊義具有：1.強調行政支援教學，形成自我管理組織。

2.整合課程與教育，推動報告式評量。3.重視教育本質，兼顧個人與倫理

教育。4.重視教師專業素養，型塑教師教育信念。5.重視藝術美學教育，

開拓學習無限可能(范熾文，2004：25-27)。游春生(2002：51-52)更歸納

出華德福學校教育具有以下七大特色：1.以人為本的教育。2.教育以追求

靈性。3.注重課程的統整。4.以喚醒為教學方式。5.以教師教學內容為本。

6.以故事為教學主軸。7.注重圖畫化的作業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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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家長教育選擇權家長教育選擇權家長教育選擇權家長教育選擇權    

真正的教育真正的教育真正的教育真正的教育，，，，乃是幫助個人乃是幫助個人乃是幫助個人乃是幫助個人，，，，使之成熟使之成熟使之成熟使之成熟、、、、自由自由自由自由；；；；    

使之綻放於愛與善良之中使之綻放於愛與善良之中使之綻放於愛與善良之中使之綻放於愛與善良之中。。。。    

----KrishbnamurtiKrishbnamurtiKrishbnamurtiKrishbnamurti    

一一一一、、、、    教育選擇權的意教育選擇權的意教育選擇權的意教育選擇權的意函函函函    

家長教育選擇權常有許多不同的名詞，諸如：教育選擇權 

(educational choices)、學校選擇權(school choices)、父母選擇權

(parental choices)、家庭選擇權(family choices)、家長學校選擇權

(parental choice of schools)、家長教育選擇權 (educational choice 

of parents)等。以下就以較為常見用語「學校選擇權」及「教育選擇權」

國內外學者所提出之相關意函，簡述如下： 

(一)學校選擇權 

學校選擇(school choice)具有兩種涵義，其一意謂著賦與家長權利

與機會選擇適合其子女就讀的學校。其二也意謂著較好的教育機會，以競

爭提升學校選的品質(黃奕碩，2004：158)。Gronning 也指出學校教育選

擇權可確保家長參與學校做決定過程的投入感，以及增加家長對公共教育

的滿意、忠誠和承諾(吳清山、黃久芬，1995：10)。除了學校選擇之外，

更應包含家長擁有為其子女自由選擇符合其性向、興趣及需要的學區與教

育內容的權利(鄭新輝，1997：3)。 

當落實賦予家長選校的權利，學校的辦學績效將立即被評斷，勢必造

就各校為生存而努力提昇學校教學品質、教師素質、教學設備及各項管

理。而在家長認真思考投入學校選擇的過程，對教育參與度的提昇亦是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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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體制內教育有形及無形進步的壓力。 

(二)教育選擇權 

教育選擇權(educational choices)，是一個複雜的權力分配的問題，

它涉及層面包括政府、學校教師、家長和學生的權力運作。而「教育選擇

權」大都以家長教育選擇權為主；也就是指家長或學生在義務教育階段

內，有選擇學校的自由與權利(吳清山、林天祐，1997：82)。而教育選擇

權就實施的內函而言，主要是要打破學區的限制(黃乃熒，2000)，讓家庭

有權利送小孩到任何學校就讀的自由，而非以學區劃分來限定家長對兒童

學習的選擇(張茂源，2006)。就其實施的目的是為提供選校的彈性，以保

障學生的學習權及教育機會均等的理想(顏國樑，2001)。而家長教育選擇

權也應包括在家教育、選擇不同型態學校的教育、公私立學校間的選擇及

委辦學校等(張志明，2000)。 

二二二二、、、、    教育選擇權的演化教育選擇權的演化教育選擇權的演化教育選擇權的演化    

教育選擇權源來自於人權，把教育當作一種基本人權。1948 年聯合國

發表的「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第

二十六條指出：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權利，且父母有優先權利選擇子女的教

育方式。1966 年「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盟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第十三條亦指出

人人有接受教育的權利，各國同意教育應導向個人人格及尊嚴的充分發

展，應加強對人權及基本自由權的尊重 (羊憶蓉，1994：38)。 

而教育選擇權的概念源起於 1950 年，美國經濟學家佛利曼(Milton 

Friedman)批評公立學校辦學之品質低劣，認為應透過自由市場的競爭原

則，提供教育券(voucher)給家長為其子女選擇學校的就讀費用，藉此可

改進學校教育品質。 

美國自 1980 年代後期更主張應執行廣泛的學校選擇，以引導學校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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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成功，更帶動全美教育選擇的實施(Boyd, 1993)。至 2002 年美國總統

布希簽署「2001年後沒有任何孩子被丟下之教育法」(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of 2001)，整個法案實施的基本原則包括：1.學校對學生的學習結果

負責。2.注重功效。3.減少層級的控制並增加彈性。4.賦與家長更大的權

利(吳和堂，2002：1)。而賦與家長更大的權利亦包含選擇的權利。 

John Chubb 和 Terry Moe 在「政治、市場和美國學校」書中提及，

給學校更大的自主權、給家長更大的選擇權，並讓教育市場更鬆綁，也唯

有透過對學校的開放才能讓改革成功(Buxton，2003)。美國現存的學校選

擇計畫形式包括：一、跨學區的學校選擇(interdistrict choice)即對全

州的開放入學計劃(open enrollment programs)。二、學區內的學校選擇

(intradistrict choice)：包含 1. 特許學校
5
(Charter school)。2.磁性

學校(magnet school)。3.控制下的選擇計劃(controlled choice)。三、

中等學校後期的學校選擇計劃(postsecondary options) 。四、第二次機

會的教育選擇(second-chance opinion)。五、教育券計劃(黃奕碩，2004：

159-160 )。 

而國內目前推動家長教育選擇權的措施有：1.開放部分地區為大學

區。2.共同學區或自由學區。3.發放幼兒教育券。4.實施在家自行教育。

5.開放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等(林蘭櫻，2004：61)。雖有六種教育選擇的

措施，但執行上並無多元的、開放的學校型態學校可以選擇的話，則仍僅

限於公、私立體制學校的選擇罷了。如果一個國家沒有充足的學校種類、

多元的教育選項，又如何能有教育選擇權(馮朝霖，2001a)？ 

                                                 
5
 美國特許學校 (charter schools) 又稱委辦學校，是經由州政府立法通過，特別允許教師、

家長、教育專業團體或其它非營利機構等私人經營公司負擔經費的學校，不受例行性教育行政規

定約束之學校。這類學校雖然由政府負擔教育經費，但卻交給私人經營，除了必須達到雙方預定

的教育成效之外，不受一般教育行政法規的限制，有例外特別許可的性質。(吳清山、林天祐，

199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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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任何有形的建設投資政府任何有形的建設投資政府任何有形的建設投資政府任何有形的建設投資，，，，都比不上教育投資都比不上教育投資都比不上教育投資都比不上教育投資。。。。    

－－－－許芡許芡許芡許芡(T. W. Suhutz)(T. W. Suhutz)(T. W. Suhutz)(T. W. Suhutz)    

三三三三、、、、    教育選擇權的爭議教育選擇權的爭議教育選擇權的爭議教育選擇權的爭議    

教育選擇權的實施在歐美仍是具震憾性與爭議性的方案，不同立場考

量就會有不同的思考結果，教育選擇權的擴充、落實與否實困擾著各國的

教育單位。而國內學者對於教育選擇權之爭議及優缺點亦有所論： 

((((一一一一))))爭爭爭爭論的焦點論的焦點論的焦點論的焦點    

秦夢群(1998：134)指出擴大家長教育選擇權正反雙方辯論焦點在 1.

選擇權之擴大是否能達成社會正義。2.交通問題如何解決。3.教育的社會

功能如何界定。4.選擇權的提升是否會促成競爭而導致進步。而張德銳

(1998：110)亦指出主要爭議的焦點有三：其一，教育選擇權是否能夠提

高學校教育品質；其二，教育選擇權是否能夠提供給學生更多元化、適性

化的教育；其三，教育選擇權是否會造成教育機會的不均等。歸納國內對

於教育選擇權的爭議焦點有：一、提昇學校教育品質的疑慮。二、擴大教

育機會不均等的危機。三、促成公立學校經營的困境(黃建忠，2004，

260-261)。 

故此；家長教育選擇權之爭議主要仍在於教育機會均等與學校教育品

質的提升兩大問題之上。如果因為家長教育選擇權的行使，使公立學校經

營產生困境，正可讓公立學校有反省的機會，正視學校的經營與發展，在

促使學校改革與進步將有正面的助益。而否能夠提供學生更多元及適性化

的教育，更應是我國教育改革及家長行使教育選擇上所應重視的課題，因

為多元、適性正是世界教育發展的潮流方向。 

((((二二二二))))贊成與反對的贊成與反對的贊成與反對的贊成與反對的理由理由理由理由    

在家長學校選擇權的爭議上，一般學者無論贊成或反對，均以公平、

效率及卓越作為分析的指標，但由於實證研究的不足，加以對何種指標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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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的討論也缺乏，以至於贊成與反對者的意見常有相互矛盾之處（鄭新

輝,1997:398）。以下就國內學者歸納贊成與反對雙方的意見陳述如下： 

吳清山、黃久芬(1995：10-12)歸納出贊成教育選擇權之理由有：一、

透過相互競爭方式，可提高學校教育品質。二、增進家長對學校參與感，

加強親師合作機會。三、減少種族隔離機會，促進種族平衡。反對理由可

歸納出：一、導致公立學校系統的崩潰。二、造成教育機會不均等。三、

種族隔離仍無法消除。 

鄭新輝（1997:398）綜合相關研究資料分析，提出贊成家長學校選擇

權的理由有下列幾項：一、選擇可以減少官僚體制，增加學校的自主性。

二、可改善教職員工的工作動機、領導及士氣。三、可增加家長對教育的

投入及對學校的認同感。四、可打破制式的學校教育結構，學校會更多樣

化、革新及富彈性。五、由於 1-4 項的成果，學校的教育品質會提昇，學

生的成就表現將更好。六、由於競爭與市場的力量，將會減低學校教育成

本，提高效率。七、可減少種族隔離，促進教育機會的均等與公平。而反

對實施家長學校選擇權的理由有下列幾項：一、選擇會增加學校間的不平

等。二、不同種族、階級學生的地理分布，會產生不平等的選擇，增加學

校隔離。三、學校會以能力及社經背景選擇學生，以致更擴大社會階層化

的不平等。四、學習障礙及殘障學生的特殊需求，在選擇制度下將無法有

良好的滿足。五、學校的資訊將更貴、不足，且對高社經地位家庭較有利。

六、由於教育的多樣化增加，共同的學校傳統將會喪失。七、低社經背景

的家長因缺乏選擇能力與意願，或基於「不正確」的理由作選擇，對學生

未必有利。 

張德銳(1998：110)指出，贊成學校選擇者以為教育的市場機能，不

但可以迫使學校面對競爭、追求進步以及提供給學生多元適性的教育，而

且可以促使學校內各種族維持自然平衡的狀態。反對學校選擇者認為，允

許家長自由地選擇學校勢必不利於少數民族以及社經地位不利的學童，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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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造成學校教育的雙軌制或多軌制。 

Finn 則認為實施教育選擇權的理想如下：一、呼應民主社會的價值。

二、提昇教育機會均等。三、增進父母扮演適當的角色。四、激勵學校的

自主。五、促進教育品質(黃乃熒，2000：11)。而負面影響有：一、壓迫

教育機會均等。二、忽略辦學績效的訴求。三、學校行政管理不善(黃乃

熒，2000：23)。 

綜觀雙方立場，贊成者基於尊重家長教育選擇權需提供多元選擇的機

會，以提升學校競爭及教學品質為主要精神。反對的立場則基於教育選擇

易造成教育機會不均及種族隔離的問題。然而在台灣種族問題較不明顯，

而是教育機會不均的影響層面較大，易造成少數有有能力搬家或通車的人

才能選擇學校(林永豐，2000)。 

四四四四、、、、    教育改革教育改革教育改革教育改革    

((((一一一一))))教育改革源起教育改革源起教育改革源起教育改革源起    

教育的改革一直再進行蛻變，教育從非正式、不自知、未經組織的活

動裡，透過參與日常生活的各種活動，學習生活技能和習慣，並陶冶良好

性格，至公共學校教育制度及義務教育的創立，父母卻忘了屬於自己對子

女的教育權。並將子女教育完全委託學校的教師，教師取代父母的角色，

學校教育也取代教育的概念與地位。直到二十世紀中葉以後，在西方反學

校教育思潮的影響下，掀起了一連串另類教育改革運動(鄭玉卿，2002：

310)。 

Mitter(1996：74)將市場導向之教育改革的世界趨勢文獻整理出有三

大訴求：(一)由家長與學生自由選校，代替由國家當局將學生分配給學校

的措施。(二)提振私立教育機構，將更有效能與效率。(三)國家撤除其支

配性，以免壟斷教育權責。其改革往往趨向權利下放及將教育政策導向個

人需求及市場化。而我國的教改的「鬆綁理念」也就是將教育政策從集權



 41

朝向分權的修正。 

一般而言，引發教育改革的問題可以歸納成三類。第一類是教育結果

出了問題。第二類則是與社會政治變遷有關。第三類是由學術思想上的改

變所引發(林文瑛、王震武，1994：202)。而綜觀世界各國教育改革的目

的無非就是：(一)追求卓越：希望透過教育改革，使教育更能完成其該完

成的使命。(二)追求均等：藉由教育改革，一則使人人有公平的接受教育

機會，二則使人人得到適性的教育與發展。而教育改革大致著重在：學校

制度彈性化、課程教學靈活化、行政措施民主化，三大方向(謝文全，1999：

327-238)。尤以學校制度彈性化、提高家長及學生的選校自由兩大改革，

更能促使學校進步與教育的多元化。 

教育制度本身的變革並不是解決教育問題的關鍵，重要的是教育理念

如何落實。任何教育改革的計畫、政策、模式都必須有自我反省與自我發

展的機制。教育改革不是以新一元代替舊一元，其實終究還只是一元。我

們的社會與教育，真正需要的是民主、多元與自由創新的精神的落實(陳

惠邦，2001：96)。延伸此一說法，由於各國文化、民情差異性甚大，故

若要移植其它國家的教育改革計畫、政策、模式與經驗更需要經過自我反

省與自我調整發展之後再轉移學習，過去台灣的教育政策也多次向國外取

經，卻忽略了反省與調整的步驟，讓改革非但不能帶來正面的效果更成為

外國的月亮不一定比較圓比較美的笑柄。 

以下茲將英國、美國、德國之教育改革中對另類教育(學校)及家長教

育選擇權之法令及重大措施、活動略整簡述如下：    

英國英國英國英國    

英國 1988 年教育改革法是自繼 1944 年教育法之後，最重要的制度變

革，亦最受人矚目。明訂各種小學採取「開放入學機會」(Open erollment)

以及提供不同型態學校如增加「中央經費支助學校(津貼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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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t-maintained schools，GM 學校
6
)的設置，其補助學校之經費部份

乃基於入學人數，且允許財務自主(沈珊珊，1994；秦夢群，1998；劉世

閔、吳育偉，2004)。由於 80 年代後期正是多元文化教育的迴響期，所以

英國教育改革法引進的變革大致可歸類成四方面：實施國定課程、舉行全

國性考試、削減地方教育局權利與增加家長的選擇權。其中教育法賦予家

長有權選擇自己子女所要就讀的學校。1988 年的教育改革法為了進一步加

強家長的此一權利，不僅設立了各類型的學校，還取消各校招收學生的上

限。 

表 3-1  英國教育：家長教育選擇權及另類教育發展改革記事簡表 

年度 重 大 事 項 另 類 改 革 簡 要 說 明 

1921 尼爾校長在英格蘭東薩佛郡的

里斯敦村創建「夏山學校」 

秉持「使學校適應兒童，而非使

兒童適應學校。」的信念。 

1944 教育法  

1974 補助地方計畫 補助有能力卻家境不佳的學童

進入私校就讀。 

1980 提供學校學習成就資訊，賦予家

長學校選擇權 

要求地方教育局應提供學習成

就的資訊，並且賦予家長學校選

擇權 

1986 教育法案 要求學校每年提供家長年度報

告書，並舉辦座談會，讓家長充

分瞭解學校辦學績效，以作為選

擇學校的依據。 

1988 通過教育改革法案 明訂各種小學採取「開放入學機

會」以及「中央經費支助(GM)

學校」。加入自由市場精神，設

立學校，允許學校脫離地方教育

局(LEA)管轄，以增加學校辦學

自主權及父母教育選擇權。 

1992 教育部發表「選擇與多元」 以賦予家長選擇與學校多元發

展為主題。 

                                                 
6
 秦夢群（民 87）。教育行政--實務部份。台北：五南。GM 學校(Grant Maintained Schools)

國內學者有譯成經費自主學校、中央經費支助學校、中央津貼學校…等。即英國於一九八八年通

過教育法案，加入自由市場的精神，脫離地方行政當局(LEA)的控制。讓學校之運作較有彈性，

讓父母有更大的學校選擇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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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教育白皮書「卓越的學校」 提昇教育水準，加強家長與學校

互動，提供家長學校的資訊，並

賦予學校更多的自由，發揮學校

特性。 

資料引自：英國進入二十世紀的教育改革-一九八八年來之變革與紛擾。沈珊珊

（1994）。比較教育通訊比較教育通訊比較教育通訊比較教育通訊，34，32-40。教育行政教育行政教育行政教育行政--------實務實務實務實務部份部份部份部份。秦夢群（1998）。

台北：五南。國中生家長學校選擇權之研究。張炳煌（1998）。未出版之，國立

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台北市。一九八八年後英國的教育改革。楊瑩（1999）。

載於黃政傑(主編)，各國教育改革動向各國教育改革動向各國教育改革動向各國教育改革動向（頁107-134）。台北市：師大書苑。家

長教育選擇權：教育公平與績效的雙刃劍。劉世閔、吳育偉（2004）。國民教育國民教育國民教育國民教育

研究學報研究學報研究學報研究學報，12，19-39。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美國於1950年代時由於公立學校教育品質低落、弊病叢生，學校選擇

被視為教育改革的方法；經濟學校Friedman首倡的教育券制度就是學校選

擇的實施方式之一。到了1960年代，美國種族隔離政策實際上更加擴大，

黑人民權運動呼聲高舉，要求給予黑人更為平等的受教環境，大規模的學

校選擇權試辦計畫於南方各州出現。而其它大城市亦開始設立，另類學校

(alternative school)，埋下了學校選擇運動的種子(張炳煌，1998：15)。

1965年中小學教育法案第三章公佈之後，全美磁力學校亦發展迅速。美國

在1990年代教育改革的動向，主要歸納為：學校本位管理、家長教育選擇

權、專業發展學校、公設民營學校、全面品質教育、全國教育標準(吳清

山，1995：72)。美國自1991年明尼蘇達州制定美國第一項特許學校法後，

特許學校運動己在美國迅速成長，至2005年全美有37州制定特許學校法，

並有超過兩千所特許學校成立。近年來美國在教育鬆綁上有些州經由立法

來推動，而教育部與州、地方學區建立夥伴關係推動標準為導向的教育改

革以來，強調用鬆綁彈性換取績效責任。並於1999年，美國國會通過「教

育彈性夥伴關係法」(Education Flexibility Partnership Act of 1999, 

Ed-Flex )。教育部長Paige表示，Ed-Flex鬆綁計畫係提供致力教育改革

和績效責任的州更大彈性，去使用聯邦資源改善所有孩子的教育品質(劉

慶仁，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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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美國教育：家長教育選擇權及另類教育發展改革記事簡表 

年度 重 大 事 項 另 類 改 革 簡 要 說 明 

1965 中小學教育法案第三章及磁性

學校推動計畫 

設立磁性學校 

1968 「瑟谷學校」成立 受夏山學校（Summerhill-Schule）的影

響創校，堪稱美國另類學校的標

竿。 

1970

年代 

美國國會撥出數百萬美元的經

費創設磁性學校 

提供特殊及加強課程，以吸引不

同種族團體的學生。 

1980

年代 

加州的學習選擇資源網路提出

一項提供學校選擇的議案 

未被採行。 

1988 提出學校選擇計畫及教育實計

畫 

提供低收入家庭兒童，每人一千

美元教育資助，讓他們可以在

公、私立與教會學校間自由選擇

學校。 

1991 西元 2000 年：美國教育政策 特別強調家長教育選擇，唯有競

爭才能加速學校進步。 

1991 明尼蘇達州通過特許學校法，開

始有特許學校成立 

由一群教師、家長或有興趣者，

基於共同的理念與制訂課程來

經營學校。 

1994 修訂中小學教育法，並稱為改革

美 國 學 校 法 (Improving 

America’s School Act) 

支持革新與彈性的教育措施，如

發展特許學校。 

1998 柯林頓國會發表國情諮文：邁向

二十一世紀美國教育之行動策

略」 

強調拓展公立學校選擇權，並支

持許學校的設立。 

1999 教育部發表全國性的「特許學校

現況：第三年報告」 

說明特許學校的趨勢、特色、困

難、自治與績效責任。 

2000 柯林頓總統宣佈就任八年的教

育施政報告 

擴充學校選擇及特許學校。 

2001 不讓孩子落後教改藍圖 增加州與學區的彈性，提供家長

更多學校品質資訊及學校選擇

機會。 

2001 教育部出版「特許學校績效責任

之研究」報告 

特許學校是新的公立學校，比傳

統公立學校有更大自主並承受

更大壓力，它們最主要的自主性

是運用公家經費並依創新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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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教導學生，最大的壓力是需要

證明學生有效學習。 

2002 簽署「不讓孩子落後法」 提供家長、學生特別是低成就學

校的學生更大的選擇。 

2002 史丹佛研究所發表公立特許學

校實施計畫第二年評鑑報告 

從特許學校運動、特許學校績效

責任、彈性與控制，以及外界的

支持提出研究報告 

2002 教育部成立革新改善司及安全

暨免於毒害學校司，並開始運

作。 

革新改善司重整家長選擇與教

育有關的計畫，包括特許學校、

磁生學校、公立學校選擇、非公

立教育及家庭教育權。 

2003 教育部建立新的免費資訊專線 提供包括績效責任及學校進步

評量、輔助性教育服務(如家

教、學校選擇)…等。 

2003 發表公立特許學校實施計畫第

三年評鑑報告 

 

2004 美國教師聯明出版「特許學校在

2003 年國家進步評量」的全國

性報告 

報告顯示特許學校的學生落後

一般公立學校的學生，引發特許

學校的支持者與批評者的騷

動。教育部長及支持特許學校的

全國性團體等表示研考發現是

誤導的。 

資料引自：教育行政教育行政教育行政教育行政--------實務部份實務部份實務部份實務部份。秦夢群（1998）。台北：五南。張謙（1999）。

國外擇校面面觀。外國中小學教育外國中小學教育外國中小學教育外國中小學教育，2222，5-9。國中生家長學校選擇權之研究。張

炳煌（1998）。未出版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台北市。家長教育選
擇權：教育公平與績效的雙刃劍。劉世閔、吳育偉（2004）。國民教育研究國民教育研究國民教育研究國民教育研究

學報學報學報學報，12，19-39。美國新世紀教育改革美國新世紀教育改革美國新世紀教育改革美國新世紀教育改革。附錄：美國教育改革大事紀
(1994~2004)擷錄。劉慶仁（2005）。台北：心理出版社。 

德國德國德國德國    

德國的教育改革思想淵源於自然主義、泛愛主義、理性主義與精神科

學教育學，並隨著國家現代化的步代而發展，但其要旨均在於個人的發展

與啟蒙，以臻自由與解放(陳惠邦，2001：294)。德國教育在保守氣氛裡

時有實驗革新的動力，革新行動中卻難掩保守謹慎的色彩。在重視教育研

究與批判反省的精神上形成德國教育改革的特殊路線。而教育行政制度中

的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都不足以概括說明德國學校改革的特色。因為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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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方的各級各類教育永遠在統一中保持多元自由，並在歧異中有所折衷

與共識。教育改革目標雖致力於各邦教育事業的統一，卻也允許並鼓勵創

新的教育試驗，例如畢勒斐實驗學校
7
、自由瓦多夫(華德福)學校

8
等(陳惠

邦，2001：295)。 

而德國的另類教育改革可源溯自 1970 年代的教育實驗，此時形成一

股反公立學校的風氣，代表性的機構統稱為「自由另類學校」，強調親師

合作經營教育與兒童導向教育，並重視課程、教學法、組織形式三方面的

創新。「自由另類」指免於國家與意識型態控制，自由追求教育理想與個

人發展之意。自由另類學校之興起，也促使德國公立學校教育的反省及教

育政策的改變(陳惠邦，2001)。1992 至 1993 年起，德國各邦相繼立法允

許各類的教育實驗，並准許家長為子女自由選讀基礎學校(陳惠邦，2001；

謝文全，1999)。 

表 3-3  德國教育：家長教育選擇權及另類教育發展改革記事簡表 

年 度 重 大 事 項 另 類 改 革 簡 要 說 明 

1970 年 提出羅德海姆計畫（Rödelheimer 

Projekt）申請 

德國境內第一個以反權威教育

為名申請的「羅德海姆計

畫」。，又歷經 12 年的抗爭，

於 1986 年才得以正名。 

1970 年

代 

教育實驗，形成反公立學校風

氣，各邦立法允許教育實驗。 

成 立 畢 勒 斐 實 驗 學 校

(Bielefelder Laborschule) 、

自由瓦多夫(華德福)學校

(Freie Waldorfschule)…等

自由另類學校。 

                                                 
7
 陳惠邦（2001）。德國教育德國教育德國教育德國教育。台北市：師大。畢勒斐實驗學校(Bielefelder Laborschule)是

Bielefelder 大學的實驗學校，其成立目的在於提供教育實驗、發展教育理論及教學方法，以供

其他正規學校或聯邦制定教育政策之參考。 
8
 陳惠邦（2001）。德國教育德國教育德國教育德國教育。台北市：師大。瓦多夫學校是依史代納的教育理念而創設之私立

實驗學校，強調實踐史代納的教育改革理念，實踐全人教育，以發展人的自由為教育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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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 年 發起的鐘湖學校

（Glocksee-Schule） 

在漢諾威（Hannover）由一群

家長、老師、學者主導發起的

鐘湖學校卻在隔年 1972 年以

「公立實驗計畫」的名稱順利

取得核准。 

1974 年 「法蘭克福自由學校」（Freie 

Schule Frankfurt）成立。 

歷經 12 年的抗爭，於 1986 年

才得以正名。 

1978 年 「自由另類學校聯邦集會」

（Bund estreffen der Feien Alternativschulen） 

另類學校相約密切聯繫，約定

每年一到二次的不定期集會，

即所謂的「自由另類學校聯邦

集會」。 

1984~1

985 年 

另類學校激增 德國自由另類學校蓬勃成長：

一年之內由原來的 8 所激增到

18 所。 

1986 年 發表八項自由另類學校基本宣

言 

第 16 次「自由另類學校聯邦集

會」，會中發表了八項基本宣

言。因此決議 

1988 年 成立「德國自由另類學校聯盟」

（Bundesverband der Freien Alternativschulen，

BFAS） 

該聯盟成立的具體理由是幫助

柏林的十字山另類學校打贏在

聯邦法院申請成立案的官司。

並於 1992 年 12 月官司得到勝

訴。 

1992~1

993 年 

政府核准自由選讀基礎學校 准許家長為其子女自由選讀基

礎學校，不再由校方主導。 

2006 年 核可自由另類學校數 德國境內一共有 41 所已經得

到政府核准和另外大約 10 所

尚在申請中的自由另類學校。 

資料引自：德國教育德國教育德國教育德國教育。陳惠邦（2001）著。台北：師大。德國自由另類學校簡介。

王秋萍（2002a）。教育研究月刊教育研究月刊教育研究月刊教育研究月刊，102，138-142。 

((((二二二二))))台灣台灣台灣台灣的教育改革的教育改革的教育改革的教育改革    

台灣近代的教育改革源自 1920 年代台灣知識份子的政治運動，受了

1919 年中國的五四運動及韓國的獨立三一運動的影響；後因理念的不同而

為分溫和派與激進派。激進派受社會主義影響較深，主張打破殖民統治政

府，從事「體制外改革」 (曾蕙雯，1999b)。而台灣真正教改運動的起航

始自 1994 年「四一○教改運動」掀起了台灣教育改革的巨浪，下半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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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民間教育改革「多元熱絡期」(薛曉華，1995)。從此台灣教育在體制

上、法律上的改革有著過去中國歷史教育改革所不能及的重大改變，更多

元化的教育改革從此展開。 

台灣民間教育改革運動之發展可分為五個時期第一個時期

(1983~1987)為萌芽期—大學教育改革，以校園民主與言論自由的議題為

訴求的焦點。第二個時期(1987~)組織化期—解除戒嚴、報禁、黨禁後，

政治體質根本的改變，促使教育民主運動明朗化。第三個時期(1990~)法

案推動期—民間教改團體開始與立法院教育委員進行遊說改革訴求。第四

期(1994.1~6)蓬勃期—「四一○教改運動」的籌畫及「民間教育改革會議」

的舉辦。第五期(1994.7~12)多元熱絡期—民間教育改革呈現兩大特色：

一為第二波的大學抗爭運動；另一特色為整體社會教育改革熱的首度出

現，且教育改革參與者呈現多元的格局 (薛曉華，1995：159-331)。 

教育改革必須要由教育實驗來建立改革的立基，而「教育實驗」更是

教育進步的必要條件。除主流學校中計畫性的實驗外，另類教育往往是更

徹底、更寬廣、更多元的實驗。許多新的作法，往往有意想不到的參考價

值(唐宗浩等，2006：24)。誠如秦夢群(1998：139)所言：「世上沒有完

美的學制，必須隨著時代腳步不斷修正。教育的主體在人而不在制度。因

此重心除了行政運作考慮外，更應正視如何激發學生創造力與對知識感到

喜悅。」而國內當前教育改革思潮是由以往較偏重效用及社民取向，己逐

漸轉為趨向及權利主張(張志明，2000)。 

終歸教育改革是讓教育歸還教育，而不是淪為政治、經濟、意識型態

等的手段與工具，應讓教師與家長能各盡其職、教育行政提供服務、以及

教育決策能在全民的監督之下公開透明化，尊重教育人員的專業權威與其

在教育改革中的主動角色(林天祐等，2000：97)。 

但在台灣的教育改革過程中常有改革尚未形成，反改革的聲浪就已此

起彼落，民間改革的力量出現時政府卻不肯教育鬆綁、權利下放的處處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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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更有許多教育改革未將台灣教育先行診斷冒然實行的錯誤經驗。各國

的教育改革仍不斷的進行，但教育不能只為改革而改革，為反改革而反對

改革，要真心的為孩子教育著想，而它國的教改經驗我們能借鏡非移植或

複製，因為我們不能讓孩子一直在教育改革中被犧牲。 

表 3-4  台灣教育：家長教育選擇權及另類教育發展改革記事簡表 

資料引自：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第一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第一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第一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第一、、、、四四四四期諮期諮期諮期諮議報告書議報告書議報告書議報告書及總諮議報告書總諮議報告書總諮議報告書總諮議報告書。

國民教育法國民教育法國民教育法國民教育法。教育基本法教育基本法教育基本法教育基本法。教育部（2001）。九十年五月教育輿情摘要九十年五月教育輿情摘要九十年五月教育輿情摘要九十年五月教育輿情摘要。彩虹般

的教育潮流-我國另類學校現況與省思。曾俊凱（2006）。研習資訊研習資訊研習資訊研習資訊，23(3)，45-54。 

年 度 重 大 事 項 另 類 改 革 簡 要 說 明 

1980 年

~1995年 

森林小學、種籽親子實驗學

校、沙卡學校、全人實驗中學

成立 

擺脫只有政府才可以進行的教

育實驗，民間教育實驗正式啟

航。 

1994 年 四一○教育改革遊行 由社運界發起，並提出制定教

育基本法為其訴求之一。  

1994 年 成立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

員會 

確立「鬆綁」做為教育改革的

主要方向。 

1995 年 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

第一期諮議報告書 

教育改革理念：教育鬆綁、保

障學習權、父母教育權、教師

的專業自主。 

1996 年 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

總咨議報告書定稿 

教育改革五大方向之一為「教

育鬆綁」。 

1997 年 試辦在家教育 由台北市教育局首次試辦在家

自學，我國直到 1999 年修正

「國民教育法」才合法化。  

1999 年 公布「教育基本法」 宣示人民為教育權的主體，並

於 94 年修正第二、五條條文。 

1999 年 發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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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年 民間版「理念學校法」公聽會

於 4月 21 日於立法院舉行 

在部分理念學校共同呼籲制訂

「理念學校法」，以免再受其他

法令限制而舉行。 



 50

五五五五、、、、    台灣教育台灣教育台灣教育台灣教育法令法令法令法令及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及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及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及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    

中華民國法令中有明定教育執行之相關者包括：(一)中華民國憲法。

(二)教育基本法。(三)強迫入學條例。(四)國民教育法…等。地方法令則

以(一)台北市在家自行教育試辦要點。(二)宜蘭縣國民教育階段非學校型

態實驗教育實施辦法。而相關教育改革者最重要的即是行政院教育改革審

議委員會「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及教育部訂定「推展終身教育，建立

學習社會」中程計畫。相關法規條文簡錄於附錄三、台灣教育相關法令依

據。以下僅就教育基本法、國民教育法、台北市在家自行教育試辦要點、

宜蘭縣國民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辦法以及教育變革總諮議

報告書內容及國內學者看法簡述於下： 

((((一一一一))))教育基本法教育基本法教育基本法教育基本法    

教育基本法第 2 條明訂人民為教育權之主體。該法雖僅有 17 條，然

而在所有教育法規中，它是影響力最大的法規，其地位相當於教育領域中

的憲法，也是一般人所稱的「教育準憲法」， 顯見本法在教育的重要性(吳

清山，2002：4)。其精神有：「教育決定民主化」、「教育方式多元化」、

「教育權力分權化」、「教育做為中立化」(吳清山，1999b：28-30)。既

然人民為教育權主體，政府就應該還權於民，尊重人民對教育的期待與選

擇。 

((((二二二二))))國民教育法國民教育法國民教育法國民教育法    

國民教育法第 4 條中明訂國民教育，以由政府辦理為原則，並鼓勵私

人興辦。政府依據各種考量及學校分布情形，劃分學區，讓學生就近入學。

但在學區制度下由於各校辦學績效不一，教師素質良莠不齊，造成不少越

區就讀的現象。義務教育學區制度下更容易造成公立學校的齊一性及辦學

績效低落，妨礙學生個性的發展及自主精神的培養(秦夢群，1998)，而學

區制種種的限制更剝奪教育基本法賦予家長的教育選擇權利。越區就讀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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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家長抗議的方式之一，如此「學區制」會使選擇成本提高，社會經濟條

件較佳的家庭才有選校的自由，更易造成教育機會的不均等(林孟皇，

1999：4)。而國民教育法更明訂： 

為保障學生學習權為保障學生學習權為保障學生學習權為保障學生學習權，，，，國民教育階段得辦理非學校型態之實驗教育國民教育階段得辦理非學校型態之實驗教育國民教育階段得辦理非學校型態之實驗教育國民教育階段得辦理非學校型態之實驗教育，，，，其其其其

辦法辦法辦法辦法，，，，由直轄市或縣由直轄市或縣由直轄市或縣由直轄市或縣 ( ( ( (市市市市) ) ) ) 政府定之政府定之政府定之政府定之。。。。    

非學校型態之實驗教育讓體制外另類學校和在家自行教育有法源依

據。故此；國民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的合法化，開啟另類教育的

新起點，提供家長多元的教育選擇(吳清山，2003：26)。 

((((三三三三))))台北市在家自行教育試辦要點台北市在家自行教育試辦要點台北市在家自行教育試辦要點台北市在家自行教育試辦要點    

本法係依國民教育法第四條第四項、直轄市自治法第三章第十一條第

三款及「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訂定本試辦要點，其實施目的如下：（一）

體察社會需求，掌握社會脈動，提供多元化教育選擇機會。（二）提供反

思學校教育機會，精進教育品質。（三）透過父母與學區學校相互配合，

提昇教育效能。 

((((四四四四))))宜蘭縣國民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辦法宜蘭縣國民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辦法宜蘭縣國民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辦法宜蘭縣國民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辦法    

    本法係由宜蘭縣政府於於 2000 年 8 月 29 日發布，為台灣地方

首度發布、辦理之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辦法，依據國民教育

法第四條第四項訂定。其目的為保障學生權益，並鼓勵民間參與教育工

作，提供多元入學機會，達成適才適性教育以提升教育效能。 

((((五五五五))))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    

教育改革理念中父母的教育權建議在考量兒童最佳利益的情形下，選

擇適合其子女的教育型態的權利應予保障，並說明教育鬆綁是一種符應社

會民主化、多元化的全方位重建工程(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

1996a)。 



 52

解嚴後「教育鬆綁」的問題，即成為教育改革的主要訴求。1996 年，

行政院教改會確立「鬆綁」做為教育改革的主要方向，提出「學校專業自

主」、「營造學校成為學習社區」、「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激發學校內在自

生的力量」與「教師專業自主」等學校教育變革的相關建議(行政院教改

會，1996b)，這種鬆綁，不僅要解除教育體制上的不當管制，還企圖去除

錯誤觀念與習慣的束縛。而教育部另於 1997 年訂定「推展終身教育，建

立學習社會」中程計畫中之主要內容之一為配合從事教育的改革(教育

部，1997)。 

台灣教育鬆綁的腳步雖己邁出，但相關法令的配套制度尚未完成，體

制外學校的發展仍受限許多，家長教育選擇權的落實尚有困難，沒有多元

化的教育，何來落實選擇權的機會呢?馮朝霖認為，台灣家長教育選擇權

的落實做法上，最重要的是應積極制定相關法令，提供比較完美、周詳的

法制建構，給予人民一種教育選擇權，讓有需求的家長擁有一個合法的途

徑去追尋教育的理想，因為教育是一種基本人權。政府既然賦予人民教育

選擇權，便要把它當作積極的事來做，滿足此權利，並臻至完善。朝此方

向發展，也才能符合這幾年高喊的教育多元化(徐藝華，2005：8-9)。 

    教育應是為每個人的需要而存在。教育應是個人的基本權利而非義

務。國家應積極提供人民受教育之機會，並供人民作選擇。不該有所謂官

定的「體制內主流教育」及被排斥的「體制外另類教育」之分(周志宏，

1998：76)。檢視世界各國的教育改革與法律，台灣的教育及法令尚有許

多改革的空間，唯有教育多元化的發展，才能滿足人民對教育的需求。但

是另類教育的發展如果沒有社會的壓力，政府就不會開展教育多元化，不

主動為另類教育解套。就馮朝霖的觀察，扭轉問題根本的鑰匙仍在於觀念

的改變(徐藝華，2005：9)。如果新教育觀念建立的基礎仍固著於社會傳

統價值的判斷及升學主義上，那另類教育的發展在家長心中就會像一扇找

不著鑰匙，永遠打不開的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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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    影響家長教育選擇權的因素影響家長教育選擇權的因素影響家長教育選擇權的因素影響家長教育選擇權的因素    

家長教育選擇權的發展被受爭議，各國對於其權影響因素之探究結

果，亦隨國家文化及教育政策的差異，造成影響因素亦有所差異。茲將國

外影響家長教育選擇權因素之研究，歸納如下表： 

表 3-5  國外影響家長教育選擇權之因素研究歸納表 

時 間 研 究 者 國 別 影 響 因 素 

1982 Elliott 英國 1. 學校距離家裡的遠近。 

2. 學校提供完整的均衡教育。 

3. 子女希望進入該校。 

1984 West 英國 1. 學校離家的遠近(超過 33%)。 

2. 學校聲譽的良好(超過 31%)。 

3. 有無親友在該校就讀或服務(超過

29%)。 

1989 Alder 蘇格蘭 1. 子女在該校就讀會感到快樂。 

2. 子女的兄弟姊妹也在該校就讀。 

3. 學校常規秩序良好。 

4. 學校離家較近。 

1990 Chubb  假設性

分析 

1. 安全和福祉。 

2. 學業成果。 

3. 學校資源。 

4. 傳統取向。 

5. 小班小校。 

6. 課外活動。 

1990 第二十二次

Gallup 教

育問題民意

調查 

美國 1. 教師的素質。 

2. 學校常規秩序的維持。 

3. 學校所規劃的課程。 

4. 班級的大小。 

5. 學生考試的成就。 

6. 學校畢業的校友在高中、大學及工作

上的表現。 

7. 學校規模的大小。 

8. 學校離家近，方便上下學。 

9. 課外活動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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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Maddaus 美國 1. 教學的品質。 

2. 學校的氣氛。 

3. 學業的成就。 

4. 學校的大小。 

5. 允許家長參與的程度。 

6. 課外活動的舉辦。 

7. 學校的建築設備。 

8. 校園的安全性。 

9. 學校所在的位置。 

10. 該校學生的特性。 

11. 該校所屬的外在環境。 

12. 學費的高低。 

13. 上學前放學後的安親輔導。 

14. 學校的宗教屬性。 

15. 是否有家人或朋友在該校就讀。 

16. 家長為該校的教職員。 

17. 子女的喜好。 

1990 Elam 美國 1. 教師的素質。 

2. 學校常規秩序的維持。 

3. 學校所提供的課程。 

4. 班級的大小。 

5. 學生的考試成就。 

6. 學校畢業校友在高中、大學及工作上

的表現。 

7. 學校規模的大小。 

8. 學校離家近、方便上下學。 

9. 課外活動的設計。 

1991 Bastow 英國倫

敦 

1. 學校易於參與。 

2. 路程安全。 

3. 學校紀律。 

4. 孩子的偏愛。 

5. 寬鬆的選擇條件。 

6. 成績表現良好。 

7. 教師的能力與愛心。 

8. 校風。 

9. 學校設備品質。 

10. 兄姊就讀該校。 

11. 相關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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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卡內基基金

會 

美國 1. 學業因素(佔三分之一)。 

2. 學校地點。 

3. 學校環境。 

4. 方便性。 

5. 私人因素。 

6. 校譽。 

7. 課程。 

8. 教師因素。 

9. 班級人數。 

10. 課後輔導。 

1992 Maddaus 彙整 1. 參與體育校隊。 

2. 學術品質：教師知識、技能與態度、

課程、行政領導、學業標準、教學方

法。 

3. 學生表現：分數或測驗成績、畢業生

的成就。 

4. 學校氣氛：紀律、價值、氣氛。 

5. 學校或班級規模。 

6. 課外活動。 

7. 父母參與。 

8. 建築物的可用性。 

9. 安全。 

10. 地點：離家的距離與交通、附近的特

性。 

11. 學生特性、種族或人種、社經地位。 

12. 財務費用。 

13. 放學前、放學後，學童照顧的安全。 

14. 學前註冊。 

15. 宗教教學、宗教訓練和人員的承諾。 

16. 先前兄姐或朋友就讀該校。 

17. 父母任職該校。 

18. 子女的偏好。 

1993 Marginson 歸納 1. 教學的品質。 

2. 學校的氣氛。 

3. 學業的成就。 

4. 學校的大小。 

5. 家長參與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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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West 英國倫

敦 

1. 學校離家的遠近。 

2. 學校聲譽的良好。 

3. 有無親友在該校就讀或服務。 

1994 Funkhouser

等人 

美國明

尼蘇達

州 

1. 學校的位置距離家裡比較近。 

2. 學校提供比較好的課程。 

3. 規模比較小的學校或比較小的班級。 

1994 David 英國倫

敦 

1. 學業成就。 

2. 學校氣氛。 

3. 學校離家的遠近。 

4. 課程科目的提供。 

5. 學校設備的良好。 

1994 

Martinez, 

Thomas & 

Kemerer 

美 國 五

項 著 名

學 校 選

擇計畫 

主要考量因素： 

1. 教育品質。 

2. 學習氣氛。 

次要考量因素： 

1. 校規。 

2. 學校風氣。 

瑞典 

1. 朋友/良好同儕之間的氣氛。 

2. 平靜/沒有暴力/班級規模小。 

3. 好的老師或校長。 

4. 社會因素/詢問子女的意見。 

5. 特殊的教學方法。 

6. 地理位置上的因素。 

7. 較好的設備。 

8. 會注意到問題的學生。 

9. 學校提供特殊的科目。 

10. 良好的學校聲譽。 

1994 

OECD 

經濟合作暨

發展組織 

法國 

1. 學校離家較近。 

2. 良好的教學品質。 

3. 學校提供多元課程可供選擇。 

4. 學校聲譽良好。 

5. 與初等學校的連貫。 

6. 子女喜歡該學校。 

7. 考試成就的表現。 

8. 子女的兄弟姊妹也在該校就讀。 

9. 班級人數較少。 

10. 學校的常規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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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 

1. 子女喜歡該校。 

2. 學校離家較近/上下學方便。 

3. 子女的朋友也在該校就讀。 

4. 學校教學優良。 

5. 學校設備良好。 

6. 學校的聲譽良好。 

7. 子女在該校將可快樂學習。 

8. 學校的氣氛。 

9. 學校的常規秩序。 

10. 多元課程的提供。 

美國 

1. 教師的素質。 

2. 學校常規秩序的維持。 

3. 學校所提供的課程。 

4. 班級的大小。 

5. 學生的考試成就。 

6. 學校離家近，方便上下學。 

7. 課外活動的安排。 

8. 體育活動的設計。 

9. 種族或宗教上的因素。 

1995 Bauch & 

Goldring 

美國四

州 

1. 學業成就。 

2. 學校常規秩序。 

3. 學校的道德教育。 

4. 學校的發展。 

5. 學校離家較近。 

1996 Bradley 英國 1. 子女喜歡該校。 

2. 認為子女將會感到快樂。 

3. 學校在校規秩序上有好的聲譽。 

4. 學校擁有良好的設備。 

5. 上下學方便。 

6. 學校擁有良好的學業成績。 

7. 子女的朋友將在該校就讀。 

8. 學校督促學生更加用功。 

9. 該校提供廣泛的課程。 

10. 學校要求學生穿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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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Woods  1. 中上階級的家長較重視「智育的教育

水準」、「學校的氣氛」、「考試成

績」以及「學校的建築與校地」等因

素。 

2. 勞動階級的家長較重視「小孩喜歡該

校」、「學校離家較近」、「小朋友

的朋友在該校」等因素。 

1996 Elemore & 

Fuller 

 1. 學校選擇權的行使是強烈地受到學生

家長在財富、種族和社會地位的影響。 

2. 學校選擇的背景因素會影響學校選擇

的設計和執行。也就是說，地方上的

文化和制度背景會強烈地影響不同團

體的家長和學生對學校選擇的態度及

其實施結果。 

1998 Gorard  許多父母都自發的表示，先前的教育經驗

深切影響為子女所做的學校選擇，而影響

家長選校的兩個因素分別是「反射效應」

及「骨牌效應」。 

1. 反射效應是一種父母對自己過去就學

的經驗中，來作為孩子選擇學校的依

據，如果過去學校經驗是愉快、正面

的，則會為子女選擇相同的學校；如

果是負面的、痛苦的，家長則選擇不

同類型的學校。 

2. 骨牌效應則是第一個孩子的學校經驗

會影響下一個孩子所做的教育選擇。 

1999 Gorard  1. 安全和福祉。 

2. 學業成果。 

3. 學校資源。 

4. 傳統取向。 

5. 小班小校。 

6. 課外活動。 

資料引自：A study of the factors affecting parental choice of secondary 

school. Bastow,D.(1991)。國中生家長學校選擇權之研究。張炳煌（1998）。

未出版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台北市。臺灣地區公私立國中、國小學

校選擇模式。吳知賢、段良雄（1999）。人文及社會科學人文及社會科學人文及社會科學人文及社會科學，9(2)，254-268。國

民小學實施家長教育選擇權可行性之研究-以台北縣為例。陳明德（2000）。未

出版之，國立台北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國立台北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國立台北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國立台北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台北市。家長教育選擇權之研究--

以花蓮縣為例。吳育偉（2002）。未出版之，慈濟大學教育研究所慈濟大學教育研究所慈濟大學教育研究所慈濟大學教育研究所，花蓮。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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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國小學童越區就讀及其相關問題之研究。周生民（2002）。未出版之，國立台國立台國立台國立台

南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硏究所南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硏究所南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硏究所南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硏究所。台北市大學區國小越區就讀學生家長教育選擇權行

為之研究。陳寶鈺（2003）。未出版之，國立台北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國立台北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國立台北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國立台北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台

北市。國民小學家長教育選擇權及學區劃分之研究～以嘉義縣市為例。王欽哲

（2006）。未出版之，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嘉義。 

就學校層面於學校性質(公、私立)、宗教背景、單雙性(男女合校或

分校)、地點、交通、入學標準、辦學績效、學校領導方式等。就家庭方

面則於父母教育程度、職業、家庭收入、居住地區、子女數、宗教背景、

教育期望等(吳知賢、段良雄，1999：255)。卡內基基金會(Carnegie 

Foundation)指出：「回顧美國學校選擇計畫，許多父母基於他們對學校選

擇的種種因素下，莫過於以教育品質為最重要考量」。所以，能給予家長

有機會去選擇他們孩子的學校，這樣的結果會令家長們感到非常高興

(Henig，1999)。 

綜整表3-5，國外影響學校選擇的因素可由學校、家庭與社會加以考

量，學校因素則以學校校風\校譽、教師素質與教學品質為最主要之影響

因素，而學校教學設備、學校\班級規模、學生學業成就表現、課程\課外

活動安排、學生管教亦為家長考量之因素。家庭因素則以距離\方便性為

最主要之影響因素，而子女喜好\快樂、親友在該校就讀、家長參與、家

庭社經地位亦有相當程度之影響，社會因素則以安全性為最主要考量因

素。 

以下茲將國內對於家長教育選擇權影響因素之相關研究彙整如表

3-6。其他國內對家長教育(學校)選擇權研究之期刊及論文，研究者略將

整理於附錄二： 

表 3-6  國內家長教育選擇權影響因素之研究整理表 

時 間 研究者 研究對象及方法 影 響 因 素 

1998

年 

張炳煌 1.以台灣地區 47

所公、私立國中一

年級家長抽樣為

研究對象。 

整體性影響因素前八項：(平均數) 

1.學校教師教學認真(3.71)。 

2.學校常規秩序良好(3.60)。 

3.學校教學正常(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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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採用文獻分析

法及問卷調查法

為研究方法。 

4.子女在該校可以快樂學習

(3.50)。 

5.學校設備較佳(3.22)。 

6.認同學校的辦學理念(3.02)。 

7.學校擁有較高升學率(3.00)。 

8.交通或接送上的方便(3.00)。 

1999

年 

吳清山 1.以國民中小學

教師、家長及大專

院校學者專家為

研究對象。 

2. 研究方法採用

問卷調查法為主

並輔以諮詢座談

會為輔。 

影響因素排序前九項： 

1.學校的教學品質(84%)。 

2.學校校園的安全性(80%)。 

3.學校的教師素質(79%)。 

4.學校的設備與環境(77%)。 

5.學校的校風(76%)。 

6.學校的管教方式(71%)。 

7.學校的辦學特色(70%)。 

8.校長的辦學理念(67%)。 

9.交通的便利性(66%)。 

1999

年 

吳知賢 

段良雄 

1.以臺灣北部與

南部公、私國中、

國小各一所為研

究對象。 

2.以文獻分析法

及問卷調查法為

研究方法。 

一、國中階段顯著影響解釋變項： 

1.學費。 

2.考上一流高中的升學率。 

3.學校離家的遠近。 

4.男女是否合校。 

5.有無校車接送。 

6.可否直升原校高中。 

7.是否需要課外補習。 

8.家庭所得。 

二、國小階段顯著影響解釋變項： 

1.學費。 

2.考上私中的機率。 

3.學校離家的距離。 

4.學校教學目標。 

5.家庭所得。 

1999

年 

童敏雯  1.望子成龍，望女成鳳的心理。 

2.好面子心理。 

3.對學區的學校缺乏信心。 

2000

年 

陳明德 1.以台北縣公私

立國民小學教師

及家長為研究對

象。 

考量因素前九項： 

1.學校的教學品質(81.1%)。 

2.學校校園的安全性(77.7%)。 

3.學校的設備與環境(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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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採用文獻分析

法、問卷調查法及

深度實地訪談法

為研究方法 

4.學校的辦學特色(76.1%)。 

5.學校的教師素質(76.1%)。 

6.校長的辦學理念(71.9%)。 

7.學校的校風(71.9%)。 

8.子女學習的快樂程度(63.8%)。 

9.學校的管教方式(63.4%)。 

2001

年 

范瑞祝 1.以教育行政人

員、專家學者、國

小學校行政人員

及教師、國小學生

家長為研究對象。 

2.採用文獻分析

法與訪問調查法

為研究方法。 

(一)家長層面： 

1.家庭的經濟因素。 

2.家長的時間。 

(二)學校層面： 

1.學校的硬體環境。 

2.學校的軟體設施。 

3.學校的周圍環境。 

4.辦學績效。 

5.學生表現。 

6.學校特色。 

7.學校校風。 

8.校長理念。 

(三)教師方面： 

1.教師年齡。 

2.教師素質。 

3.教師人格。 

4.教師熱忱。 

5.教師敬業態度。 

(四)學生層面 

1.學生同儕關係。 

2.學童需求。 

2002

年 

吳育偉 1.以花蓮縣國民

小學家長及教育

人員 14 位為研究

對象。 

2.採用深度訪談

法及文件分析法

為研究方法。 

1.便利。 

2.成就。 

3.理念與特色。 

4.資源。 

5.安全。 

6.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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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 

周生民 1.以台南市四所

國小高年級普通

班之級任導師、越

區就讀學生及其

家長共850位為問

卷調查對象。 

2.以台南市四所

國小學校校長及

主任、組長各一名

共 12 名為訪談對

象。 

3.採用文獻分析

法、問卷調查法及

半結構式訪談法

為研究方法。 

1.學校教師的素質(51.8%)。 

2.學校的校風與傳統(51.1%)。 

3.交通/接送的方便性(38.5%)。 

4.學校的辦學特色(37.8%)。 

5.學校的設備與環境(25.1)。 

6.為未來升學做準備(22.5%)。 

7.對學區學校缺乏信心(19.2%)。 

8.子女學習的快樂程度(16.3%)。 

9.學校校園的安全性(12.6%)。 

10.學校的課程安排(7.8)。 

11.子女的朋友就讀的學校

(5.5%)。 

12.新設的學校(5.2%)。 

13.其它。 

2002

年 

王秋晴 1.以台南市公私

立國民小學之學

校教師及學生家

長為研究對象。 

2.採用文獻分析

法、問卷調查法及

非結構性訪談法

為研究方法。 

主要因素前十項：  

1.子女學習的快樂程度(91.0%)。 

2.交通/接送的方便性(85.4%)。 

3.學校教師的素質(84.7%)。 

4.學校的教學品質(82.1%)。 

5.學校的設備與環境(81.9%)。 

6.學校校園的安全性(81.1%)。 

7.學校的辦學特色(78.9%)。 

8.校長的辦學理念(64.5%)。 

9.學校的課程安排(64.3%)。 

10.學校的管教方式(60.0%)。 

2003

年 

陳寶鈺 1.以台北市湖山

國小、指南國小及

大佳國小之家長

為研究對象。 

2.採用文獻分析法

與訪問調查法為研

究方法。 

1.老師的專業、敬業與教學。 

2.學校環境、設備與課程。 

3.交通及接送的方便性。 

4.校長的辦學理念與學校的傳

統、校風。 

2005

年 

陳昌熙 1.以二國小家長及

學校人員。 

2.以問卷調查法、訪

談法及個案研究法

為研究方法。 

1.接送便利性。 

2.學校運作。 

3.教學效能。 

4.學區環境。 

5.其它。(如學生人數、課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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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設備…等) 

以上因素，二校家長考量有所差

異。 

2006

年 

王欽哲 1.以嘉義縣市國小

越區就讀學生家

長為研究對象。 

2.以焦點團體訪

談法為研究方法。 

1.生活便捷。 

2.學習成就。 

3.校舍環境。 

4.專業師資。 

5.輔助資源。 

6.市場關係。 

資料來源：張炳煌（1998）。國中生家長學校選擇權之研究國中生家長學校選擇權之研究國中生家長學校選擇權之研究國中生家長學校選擇權之研究。國立台灣師
範大學教育學系，未出版。吳清山（1999a）。家長教育選擇權之研究家長教育選擇權之研究家長教育選擇權之研究家長教育選擇權之研究。國
科會專題研究（NSC 88-2413-H-133-001）。童敏雯（1999）。家庭教育選
擇權。教育社會學通訊教育社會學通訊教育社會學通訊教育社會學通訊，17171717，17-18。吳知賢、段良雄（1999）。臺灣地區
公私立國中、國小學校選擇模式。人文及社會科學人文及社會科學人文及社會科學人文及社會科學，9999(2)，254-268。陳
明德（2000）。國民小學實施家長教育選擇權可行性之研究國民小學實施家長教育選擇權可行性之研究國民小學實施家長教育選擇權可行性之研究國民小學實施家長教育選擇權可行性之研究----以台北縣為以台北縣為以台北縣為以台北縣為
例例例例。國立台北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未出版。范瑞祝（2001）。國民國民國民國民
小學階段實施家長教育選擇權之研究小學階段實施家長教育選擇權之研究小學階段實施家長教育選擇權之研究小學階段實施家長教育選擇權之研究。國立新竹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
所，未出版。吳育偉（2002）。家長教育選擇權之研究--以花蓮縣為例。
慈濟大學教育研究所慈濟大學教育研究所慈濟大學教育研究所慈濟大學教育研究所，未出版。周生民（2002）。台南市國小學童越區就台南市國小學童越區就台南市國小學童越區就台南市國小學童越區就
讀及其相關問題之研究讀及其相關問題之研究讀及其相關問題之研究讀及其相關問題之研究。國立台南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硏究所，未出版。王
秋晴（2002）。台南市國民小學實施家長學校選擇權意見之調查研究台南市國民小學實施家長學校選擇權意見之調查研究台南市國民小學實施家長學校選擇權意見之調查研究台南市國民小學實施家長學校選擇權意見之調查研究。國
立台南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硏究所，未出版。陳寶鈺（2003）。台北市大學台北市大學台北市大學台北市大學
區國小越區就讀學生家長教育選擇權行為之研究區國小越區就讀學生家長教育選擇權行為之研究區國小越區就讀學生家長教育選擇權行為之研究區國小越區就讀學生家長教育選擇權行為之研究。國立台北師範學院國民
教育研究所，未出版。陳昌熙（2005）。家長選擇學校之研究家長選擇學校之研究家長選擇學校之研究家長選擇學校之研究--------以兩所國以兩所國以兩所國以兩所國
小為例小為例小為例小為例。國立台南大學國民教育研究所，未出版。王欽哲（2006）。國民國民國民國民
小學家長教育選擇權及學區劃分之研究小學家長教育選擇權及學區劃分之研究小學家長教育選擇權及學區劃分之研究小學家長教育選擇權及學區劃分之研究————以嘉義縣市為例以嘉義縣市為例以嘉義縣市為例以嘉義縣市為例。國立中正大學
教育學研究所，未出版。 

美國紐澤西州實施控制式選擇時，發現較高收入的家庭較常參與教育

選擇方案 (張德銳，1999)。綜觀國內對家長教育選擇權影響因素之研究

發現家長的社經地位、教育程度、家庭居住地等家庭背景因素易在子女教

育選擇上會有明顯的差異(張炳煌，1998；嚴曉玲，2001；周生民，2002；

陳昌熙，2005)。表 3-6 國內家長教育選擇權影響因素之研究發現，大部

分研究之對象均以國小為主，歸納影響中小學家長教育選擇權之主要因

素，學校因素部分著重在學校教師素質\教學品質、教學設備、學校辦學

理念\特色及學校環境為主。家庭因素部分則著重在於交通或接送的便利



 64

性，社會因素則在於安全性為主要考量之因素。而學生學業成就\升學率

及家庭經濟因素亦為影響家長教育選擇權之考量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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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台灣另類教育家長教育選擇權台灣另類教育家長教育選擇權台灣另類教育家長教育選擇權台灣另類教育家長教育選擇權意識意識意識意識發展與政治發展與政治發展與政治發展與政治、、、、社會文化脈動社會文化脈動社會文化脈動社會文化脈動    

一一一一、、、、台灣另類學校教育台灣另類學校教育台灣另類學校教育台灣另類學校教育的的的的改革改革改革改革發展發展發展發展    

教育為何要改革，教育改革的目的無非是要順應時代教育潮流，切合

人民教育的需要而變革。而教育改革的動力一則來自於政府主動的順應世

界教改趨勢，二則來自於民間教育改革的力量。然而政治面的教育改革不

論多寡總有帶些非教育面的色彩，而民間發起的教育改革力量是一股牽動

台灣現代教育改革脈動的推力，是沒有政治、利益色彩的清流。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學習權宣言」認為：學習權是人類生存不可或

缺的要素，而且所有教育活動的核心便是學習活動，「將每個人從任其自

然發展的客體，轉變成創造自己歷史的主體」(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1997)。道出教育應朝向主體性的方向來改革，每一個人都不應在教育改

革中缺席，因為它的革新與我們下一代的教育和國家的未來發展息息相

關。馮朝霖說：「另類教育是教育改革的反對黨，是牽動社會文化價值脈

動的方向指標，更是人民民主性、主體性的體現。所以；另類是教育的出

路(徐藝華，2005：12)。」在教育改革中，另類教育不應被莫視，建立多

元教育選擇才能提昇教育品質增生國家競爭力及創造力。 

另類本身就是一種動力，刺激著主流改革與進步。在歐洲有許多的另

類學校茁壯到某種程度，展現出傑出成就時，往往會被納入公立體系，或

被公立學校吸收其優點，並非永遠停留在另類學校。就如同宜蘭的華德福

現在變成公辦民營的學校(徐藝華，2005：11)。 

綜觀台灣另類學校的改革依時間過程吳清山(2003：20-21)將其大致

分為：(一)1996 年以前的醞釀期。(二)1997 年到 1999 年間為試辦期。

(三)1999 年到 2000 年的法制期。(四)2000 年以後的推廣期。而唐宗浩等

(2006：27-33)將台灣另類學校之發展則列出以下幾個階段：(一)草創期：

混亂、分裂、激辯。(二)發展期：風氣、制度、反思。(三)成熟期：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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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足(理論與實踐面的完足)。(四)分享期。 

但從表 1-1 台灣另類學校教育理念、目標與辦理型態表中可見，台灣

另類學校的發展到目前為止僅約十所左右，而許多另類學校仍處於堅持理

念辛苦經營的情形中，雖然宜蘭縣已將另類學校發展至公辦民營特許委辦

的模式，但其餘之另類學校仍處於高收費、經營困難的階段。且法制化的

層面亦尚未健全完整，而國內學者周志宏、馮朝霖、陳佩英等受教育部委

託組成研究小組研擬之「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草案」，以期對整體

教育發展建立一套完整的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制度。故此，依國內目前另類

學校發展之情況而言，另類學校的擴展力量仍屬有限，在台灣另類/創化

的教育學僅處於萌芽階段(馮朝霖，2004b)，尚待更多發展力量的參與。

而家庭經濟因素更是讓家長教育選擇權的發展受限極大，也會造成許多負

面影響與爭議，而公辦民營特許委辦的經營模式仍為極少數，各縣市政府

依權責發展地方教育，實有推廣此模式之必要思考。 

二二二二、、、、台灣另類教育發展重大紀事台灣另類教育發展重大紀事台灣另類教育發展重大紀事台灣另類教育發展重大紀事    

在台灣另類教育的發展的歷程中，在許多學者、民意代表及家長團體

的努力下，讓另類教育的發展在法制上、體制上有逐年的成長。自四一○

教改後國內在另類教育改革過程中的重要紀事簡述如下： 

一、1997年行政院成立「教育改革推動小組」，由副院長劉兆玄擔任召集

人，以乎應民間教改的要求。(相關資料請可自教育部部史全球資訊網查

詢http://history.moe.gov.tw/milestone.asp)。 

二、1998年1月31日「第一屆民間團體教育會議」由人本教育基金會、主

婦聯盟等32個民間團體召開，政府與民間教改團體正共同為台灣教育問題

提出許多建言與要求。 

三、1998年立法院第三屆第五會期臨時提案於5月28日提案編號47案，案

由：「建請教育部早日落實目前體制外學校之立法及制度設計，並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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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學校」的宏觀，來早日解決目前四所體制外學校，即雅歌實驗學校、種

子學校、全人中學及森林小學的辦學合法化，以結合民間的活力，來落實

教育改革的政策，以造福青少年兒童，並尊重他（她）們的受教權益。(立

法院第三屆第五會期臨時提案，1998)」這是台灣立法機關首見建請教育

部重視另類學校教育發展，並希望給予合法化的地位。 

四、1999年公布教育基本法落實教育的主體，應該是學生。第二條明訂：

「人民為教育權的主體」，彰顯現代國家以學習及受教育為人民權利的時

代潮流。此法之通過對未來教育的影響有：1、教育主體性的確立—人民

教育權的保障。2、教育行政體制重建—地方政府教育權限擴增。3、學校

型態多樣化—公辦民營學校的出現。4、國民小學規模改變—小班小校的

編制。5、家長影響權力大增—教育選擇權及參與校務。6、學校制度的改

變—國民基本教育的延長。7、終身教育的倡導—邁向終身學習的社會。8、

師生權益的保障—提供行政救濟機會(吳清山，2002：9-12)。 

五、1999年7月教育部發布「國民教育法」，開放國民教育階段可在家教育

及非學校型態的實驗教育。國民教育法第四條的修正，讓非學校型態之實

驗教育有了法源依據，而其辦法由直轄市或縣 (市) 政府定之。縣市政府

依權責擬訂「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辦法」，讓另類學校教育有了法源

依據，各縣市政府除了開始核准私立另類學校的設立，另類學校開始有了

合法的生存空間，其發展開始邁入法制化的合法經營。 

六、1999 年台灣教師會成立，基本上秉持”啟蒙、團結與責任”之實踐理

性，致力於教育本身與社會文化相關議題(馮朝霖，2001b)，台灣教師會

之成立除了為全國教師權益的維護與爭取外，對於國內教育於政治、社會

脈動及國際潮流中提出教育現場工作者的建言，該會對台灣教育之影響有

著更深遠的助力。 

七、2000年4月21日在部分理念學校更共同呼籲制訂「理念學校法」，讓理

念學校可免再受其他法令限制，在立法院舉行了民間版「理念學校法」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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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會。此期間是台灣另類學校的法源建立及家長教育選擇權擴增的之法制

關鍵時期。 

八、2001 年 5 月擬訂理念學校法，鼓勵興辦具特殊教育理念的私立學校，

提供體制外教育更大辦學空間，將於 7 月召開的 2001 教改檢討研討會研

討(教育部，2001)。 

九、2002 年公辦民營宜蘭慈心華德福中小學的成立，乃依據教育基本法

與國民教育法之授權，委託財團法人興辦慈心、人文國民小學，深信此種

作法是正確的，委託辦理國民小學的經驗，將成為宜蘭縣政府持續推動此

一政策的基礎，未來將會擴增委託辦理之校數或向上延伸，將國民中學委

託私人辦理，藉以提供民眾參與國民教育之管道(文超順，2006：87)。此

公辦民營模式，讓更多的家長可免除經濟因素選擇另類學校，對於台灣另

類學校的發展踏出極重要的一大步。 

十、2005 年 1 月 15 日台灣另類教育學會正式成立並推選出政治大學馮朝

霖教授為學會理事長，該協會致力於全球性另類教育理論與實際之學術研

與推展，裨益我國教育任務之變異與創化，進而促進教育文化之革新與演

化。其成立理想如下：1、推展全球性另類教育之學術研究。2、關懷發展

本土另類教育之實踐。3、舉辦另類教育相關學術研討活動。4、推動有益

另類教育發展相關法制工作。5、參與國際性另類教育相關學術活動。6、

發行另類教育相關學術刊物(台灣另類教育學會網站，2007 年 10 月 15 日，

取自：http://fapa.nccu.edu.tw/)。    

三三三三、、、、教育選擇權教育選擇權教育選擇權教育選擇權意識意識意識意識發展與發展與發展與發展與政治政治政治政治、、、、社會社會社會社會文化文化文化文化脈動脈動脈動脈動    

教育改革過程遷動家長教育選擇權意識的發展，但教育改革卻受國內

政治與社會文化變遷脈動所牽動。而教育進行改革，本質蘊含著對教育理

想與進步的追求。教育改革具有「教育事實的趨迫性」和「政治的象徵性」。

所謂「教育事實的趨迫性」意指：教育的措施與作為為了因應內外在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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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遷的需要，不得不採取的改善與變革。所謂「政治的象徵性」此處意指：

教育改革被用來當作有理想、有作為及能追求進步的象徵，藉以獲取社會

大眾的肯定和認同，以維護權力的合法地位。唯就整體觀之，任何一項教

育改革都是在特定的社會情境文化脈絡下推展(黃宗顯，2002：101)。 

在解決教育問題的過程中常依社會背景、經濟情境、文化差異及政治

發展階段的不同，教育改革就具有不同階段性的任務(張芳全，1999)。以

下就政治與社會文化之影響簡述對教育選擇權的影響如下： 

(一)政治層面的影響 

台灣教育法制下，國民所接受的教育，依然嚴重欠缺教育者的主體

性，直到 90 年代開始，強人威權體制的鬆動國民教育權在教育法制中才

有空間(周志宏，1997：121)，在民間教育改革運動與教育官僚體制的相

互對抗下，進入了一個重要的轉變期。教育選擇權開始受到家長的重視，

家長除真實面對子女的教育選擇權外更積極尋找其它非體制內的教育方

式。   

1995 年由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第一期諮議報告書提及教育問

題的形成因素包括社會因素、文化因素、經濟因素、政府因素及教育因素。

而政府因素即是：政府的努力，裨益教育發展，但革新速率緩慢的法規與

限制，以及革新機制的欠缺或不足，常成為問題的形成因素(行政院教育

改革審議委員會，1995a)。然而政治因素中除革新速率緩慢及革新機制的

不足外，更嚴重的問題其一是政府政策與民間改革方向尚未能完全契合，

此乃教育改革需有所為鑑。其二為台灣教育改革基本上乃是”人民出招，

政府接招”的辯證發展，許多改革理念與方向在民間社會提出之初，政府

方面不是根本的反應，就是虛迤應付。總之，十足的官僚與保守。在民間

鍥而不捨的奮戰與努力下，逐步產生了豐碩的成果。但官方與教育行政界

大都仍不能了解”另類教育”對教育改革與教育演化的深刻意義(馮朝

霖，2001b：7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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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體制及意識型態的紛爭干擾了教育改革的助力，折損了教育改

革的效力；一般而言，教育自主性並不高，他常常受政治力所支配(吳清

山，1996：15)，亦即教育受政治意識與政治權利的影響(王仁宏，1997)。

受到「四一○教改運動」的訴求影響政府逐漸感受到民間教改的龐大壓

力，慢慢的聽見人民的聲音與訴求，於是於第四期諮議報告書中的核心概

念便是學習權，以推動「教育基本法」之立法。誠如馮朝霖(2001a：39)

所言：「國家教育若要維持創新與進化的動力，一方面，應鼓勵體制外不

同構想的「實驗教育」；另一方面，則應使體制教育能維持最高的開放性

與彈性以學習「另類教育」的優點，如此，整體教育系統將能有最佳的演

化機會」。切勿以政治為手段、統治為目的的前提下來執行教育改革，採

取開放政策，容許各種不同體制教育的發展，讓政治與教育的發展能相輔

相成正面積極，勿讓教育成為政治的手段，而影響教育的正常發展與改革。 

(二)社會文化層面之影響 

台灣教育改革有既存的文化習性的制限與問題(黃宗顯，2002)，過去

推動的改革方案，幾乎都是同形態的政令下達，全面性要求施行。在統一

性、排他性的教育改革中必然會造成教育的封閉、獨斷文化，而改革就僅

止於形式、表現，在沒有打破舊思維的反省與突破下，另類教育改革的機

會就甚為渺茫。隨著民主化的進步，教育改革的脈絡與政治民主化息息相

關，二者環扣在由專制走向民主，由單一邁向多元，由精英朝向全民而發

展(周麗玉，2006：2)。在自由化與多元化的教育改革趨勢中，我們應該

在政策推動改革的同時更積極建立正確、有共識的價值觀(周祝瑛，

2003)。教育的價值觀應該朝向多元、尊重的方向來建立，讓台灣的土地

上能容許更多元教育型態，讓家長有更多元的教育選擇，讓學生都有適性

的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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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第一期諮議報告書提及教育問題的形成

因素之社會因素及文化因素述說如下：1.社會因素：急劇的社會變遷形成

社會解組、價值衝突及個人行為偏差，使原有教育制度無法滿足新的社會

需要，失去功能，產生教育體系的失調。 2.文化因素：部分文化價值促

進教育發展，但部分不適當的傳統文化期望影響現代教育體系與教育過

程，形成課程、教學方法及考試的重大缺失(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

1995a)。 

而教育與社會變遷的關係可說是一、教育反映社會變遷的結果與事

實，二、教育是促進社會變遷的動因，三、教育是社會變遷的條件(姜得

勝，1998：230)。「任何一種社會改革計畫，不能脫離歷史脈絡；教育改

革尤其必須「瞻前顧後」，是出於兩項因素。首先，教育是以「國家未來

的主人翁」為對象，因此，培育人才必須以適應未來社會的需求和挑戰為

考慮。第二點，教育有「延遲性效果」，不但任何教育措施的規劃和實行

費力耗時，而且其成效往往要延遲相當時日才能顯現。(聯合報社論，

1994)」 

聯考制度產生考試領導教學，以及五育未能均衡發展的弊病，特別是

以「一試定終生」所引申的惡質補習文化及升學主義，最為人所詬病(潘

美玲，2006：170)。台灣社會在升學主義、文憑主義及管理主義的交互影

響下，「學習權」則被扭曲為「受教權」，教育的目的與手段翻轉，學習

不是由主體內發的驅力，而是強迫性的壓力，學習不再有趣。教育的結果，

只是培養出一批批會應付考試的「專家」。為了通過升學考試，窄化了學

習的內容；為了快速而有效地解題，批判及創造性思考被擱置；為了競爭

獲利，無法珍視合作的精神，學校變成當代「叢林」─為少數精英有利的

發展而犧牲了學習的弱勢，學校成了「非人性化」的社會，學習的主體性

不被重視，因而無法實現全人教育的理想(行政院教改會，1995b)。 

「升學」是教育改革的緊箍咒(周麗玉，2006)。在制式教育升學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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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種種偏差，使得許多人急於尋找其它教育的可能性(馮朝霖，2001b)。

為了孩子健全人格的發展著想，家長開始積極思考不同的教育理念及尋找

不同體制內教育的可能性，家長教育選擇權意識朝向更多元的思考方向發

展。 

台灣需要有體制外不同的改革力量和實驗教育，讓教育改革能朝向更

多元化，讓體制內教育有所驅策及借鏡。落實教育基本法精神，讓家長參

與學校校務將有助於讓家長參與的意識覺醒，期待能催化更多家長參與意

識的覺醒與行動實踐(馮朝霖，2004a)，對於家長教育選擇意識發展及學

校經營將有正面助益。吳明清(2001：48)亦指出家長教育選擇權，如果表

現於教育決策和學校教育的參與過程，應該是比較符合民主社會的共同需

求。而隨著國內政治與社會文化的變遷，另類學校家長教育選擇權將不斷

的朝向自由、多元與尊重的方向邁進，教育的改革會不斷的持續下去，另

類學校家長教育選擇權的意識未來發展將是值得研究與了解。  

    另類教育學校已逐漸引起國人的注意，相關研究、出版書籍及發表期

刊日益增多，以下就2000年以後國內對另類教育、另類學校相關研究、發

表期刊及出版書籍略為整理於附錄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