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3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研究結果與討論研究結果與討論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為能清楚呈現研究之結果與討論，將採取問卷統計、訪談分析及

校方取得資訊三方面共同並陳方式繕寫本章節，並依第一節慈心華德福學

校現況分析。第二節慈心華德福學校學生家庭背景分析。第三節影響慈心

華德福學校家長教育選擇權之因素。第四節家長教育選擇權意識發展歷

程。茲分述如下各節。為能配合並陳方試繕寫，以下先就四位受訪者家庭

背景簡略分析如下表：    

<表 4-1>訪談家長家庭社經背景簡表 

家 長 職 業 學 歷 居住地 曾 任 職 務 代 號 備 註 

A 父 

 

 

 

A 母 

公務人員 

 

 

 

家庭主婦 

研究所 

 

 

 

大學 

員山鄉 家長會創會

長及曾任宜

蘭縣家長協

會副理事長 

SP-A 在校生家長 

一子九年級

在學。 

B 父 

B 母 

公務人員 

公務人員 

研究所 

大學 

冬山鄉  SP-B 在校生家長 

一女九年

級、一子八年

級在學。 

C 父 

C 母 

牙科醫師 

財務經理 

大學 

大學 

羅東鎮  

曾任宜蘭縣

家長協會理

事及第二任

家長會會長 

 

OP-C 

離校生家長 

二子同時轉

出，一國二

下、一國小畢

業。 

D 父 

D 母 

證券營業

員 

公務人員 

大學 

大學 

宜蘭市   

OP-D 

離校生家長 

二子皆國小

畢業轉出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慈心華德福慈心華德福慈心華德福慈心華德福學校現況分析學校現況分析學校現況分析學校現況分析    

為了解宜蘭慈心華德福學校之經營現況，本節內文茲將慈心華德福學

校之現況依：一、學生來源分布。二、學生異動情形。三、直升國中部比

例。四、教師學歷及師生比。依序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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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學生來源分布學生來源分布學生來源分布學生來源分布    

慈心華德福中小學 96 學年度全校學生來源分布統計如表 4-1-1，該校

96 學年度全校學生 405 人，學生來源以學校所在地冬山鄉之學生人數最多

佔 34%，其它依序為羅東佔 21%、宜蘭佔 15.3%、五結佔 8.4%、蘇澳佔 6.7%、

三星佔 6.2%、員山佔 3.2%、礁溪佔 2.7%、壯圍佔 1.5%、大同佔 0.2%，而

宜蘭縣最北的頭城及最南的南澳均無人就讀。根據張炳煌(1998)的研究顯

示，不同居住地區家長學校選擇現況的差異明顯不同，都市化程度愈高的

城市家長考慮為子女選擇越區就讀愈明顯。慈心華德福學校除學區冬山鄉

外，其次是羅東鎮及宜蘭市，亦明顯可見此一趨勢。 

早期差不多有早期差不多有早期差不多有早期差不多有 5%5%5%5%是學區內的孩子是學區內的孩子是學區內的孩子是學區內的孩子，，，，現在大概有現在大概有現在大概有現在大概有 10%10%10%10%左右左右左右左右，，，，有一些成長有一些成長有一些成長有一些成長，，，，

這也看得出他的辦學有受到社區的肯定這也看得出他的辦學有受到社區的肯定這也看得出他的辦學有受到社區的肯定這也看得出他的辦學有受到社區的肯定。。。。(SP-B，473-474)    

<表 4-1-1>慈心華德福學校 96 學年度全校學生來源分布統計表 

鄉鎮 冬山 羅東 宜蘭 南澳 

學生人數 141 85 62 0 

百分比 34.8% 21.0% 15.3% 0.0% 

鄉鎮 蘇澳 五結 壯圍 三星 

學生人數 27 34 6 25 

百分比 6.7% 8.4% 1.5% 6.2% 

鄉鎮 頭城 礁溪 員山 大同 

學生人數 0 11 13 1 

百分比 0% 2.7% 3.2% 0.2% 

鄉鎮 跨縣市    

學生人數 0    

百分比 0%    

資料提供：宜蘭縣慈心華德福中小學教導處(2008 年 5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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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學生異動情形學生異動情形學生異動情形學生異動情形    

   義務教育階段中學校辦學是否受家長及社區的肯定，學生異動情形則

是學校辦學績效最直接的表現及考驗。而慈心華德福的學校教育是沒有做

宣傳的，學生入學後的適應與家長的肯定，將表現於學生的異動情形上。 

學校是完全沒有宣傳的學校是完全沒有宣傳的學校是完全沒有宣傳的學校是完全沒有宣傳的，，，，絕對是口耳相傳絕對是口耳相傳絕對是口耳相傳絕對是口耳相傳。。。。我們也看不出來會有多少我們也看不出來會有多少我們也看不出來會有多少我們也看不出來會有多少

家長會選擇家長會選擇家長會選擇家長會選擇，，，，但但但但目前仍有上百位家長再等待孩子能入學目前仍有上百位家長再等待孩子能入學目前仍有上百位家長再等待孩子能入學目前仍有上百位家長再等待孩子能入學。。。。(SP-A，473-474)    

學校自 94 學年度開始成立國中部，至 96 學年度招滿。檢視表 4-1-2，

慈心華德福學校 94~96 學年度學生異動情形可見，近三年學生轉出總人數

由 94 學年度轉出 10 人，95 學年度轉出 27 人至 96 學年度轉出 11 名，在

學校總人數每學年逐漸增加的情形下，96 學年度學生轉出率明顯低於 94、

95 學年度。 

在 94 至 96 學年度中，國小學年度轉出人數均比轉入學數少，可見慈

心華德福國小部之學生人數穩定度相當高，據校方告知該校目前國小部學

生人數已達招生人數上限，而國中部仍有些缺額。國中部除 94 學年度外，

在 95、96 學年度轉出比轉入人數均多。由於國中部人數相較於國小部人

數少，故國中學生轉出率相對於國小轉出率為高，顯見慈心國中部學生穩

定度亦相對低於國小部。張炳煌(1998)、吳知賢、段良雄(1999)的研究指

出：升學率乃是家長教育選擇權之重要影響因素。所以，學生轉入體制內

學校大多都是為升學而考量。 

出口決定了入口出口決定了入口出口決定了入口出口決定了入口。。。。孩孩孩孩子以後還是要參加基測子以後還是要參加基測子以後還是要參加基測子以後還是要參加基測，，，，回到體制內的國中是因回到體制內的國中是因回到體制內的國中是因回到體制內的國中是因

為我沒有辦法背負說孩子的基測如果考得不好為我沒有辦法背負說孩子的基測如果考得不好為我沒有辦法背負說孩子的基測如果考得不好為我沒有辦法背負說孩子的基測如果考得不好，，，，…………這個責任實在太重了這個責任實在太重了這個責任實在太重了這個責任實在太重了，，，，

我覺得我承擔不起我覺得我承擔不起我覺得我承擔不起我覺得我承擔不起。。。。 (OP-D，10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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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慈心華德福中小學 94~96 學年度學生異動情形 

國小部(一至六年級) 國中部(七至九年級) 級別 

學年 轉出 轉入 轉出 轉入 

94 學年度 10 21 0 1 

95 學年度 21 23 6 3 

96 學年度 8 10 3 0 

資料提供：宜蘭縣慈心華德福中小學教導處(2008 年 5 月 1 日) 

三三三三、、、、    直升國中部比例直升國中部比例直升國中部比例直升國中部比例    

上表 4-1-3 中可見慈心直升國中部之情形，94 學年度直升率為 93%，

95 學年度直升率為 84%，96 學年度高達 94%。試比較表 4-1-2 及表 4-1-3

發現 95 學年度直升國中部比例較低，且該學年度國中部轉出人數卻較高，

可見 95 學年度是近三年較不穩定的一年，但據訪談得知國二學生轉出的

原因就是為升學。 

他們班他們班他們班他們班轉出去的轉出去的轉出去的轉出去的二個二個二個二個孩子和我的孩子都是自己很強烈的孩子和我的孩子都是自己很強烈的孩子和我的孩子都是自己很強烈的孩子和我的孩子都是自己很強烈的升學升學升學升學意向要意向要意向要意向要

轉出去轉出去轉出去轉出去。。。。(OP-C，359-360) 

<表 4-1-3>慈心華德福中小學直升率(直升人數/國小畢業生人數) 

學年度 94 學年度 95 學年度 96 學年度 

直升率 93% 84% 94% 

資料提供：宜蘭縣慈心華德福中小學教導處(2008 年 5 月 1 日) 

而依回收之國中問卷中 48 份，勾選非直升人數佔 9 人，依比例估算

近三年平均直升率亦高達 81%以上。 

四四四四、、、、    教師學歷及師生比教師學歷及師生比教師學歷及師生比教師學歷及師生比    

    茲將慈心華德福中小學教師學歷分析表如表 4-1-4，該校教師大學畢

業人數 17 名，佔全校教師人數之 65.4%，研究所以上學歷有 9 名，佔全校

教師人數之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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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慈心華德福中小學教師學歷分析表 

學歷 大學 研究所以上 

人數 17 9 

比例 65.4% 34.6% 

資料提供：宜蘭縣慈心華德福中小學教導處(2008 年 5 月 1 日) 

    依教育部「降低國中小學班級學生人數」政策，自 96 學年度起國中、

小每班人數以 35 人為原則。而慈心華德福學校全校學生人數 405 位，教

師人數共 26 位，故師生比依表 4-1-5 可見為 1：15.6。根據研究班級學生

人數亦是家長教育選擇權考量因素之一(陳昌熙，2005)。在高師生比情況

下，學生相對的接受教師在學習、生活上的照顧與指導將比體制內學校更

符合小班教學之精神。 

<表 4-1-5>慈心華德福中小學師生比例表(全體教師數/全體學生數) 

項目 全校學生數 全校教師數 師生比 

師生比 405 26 1：15.6 

資料提供：宜蘭縣慈心華德福中小學教導處(2008 年 5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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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慈心華德福學校學生家庭背景分析慈心華德福學校學生家庭背景分析慈心華德福學校學生家庭背景分析慈心華德福學校學生家庭背景分析    

本研究之問卷發放總數為 405 份，實際問卷回收份數 269 份，無效問

卷 2 份、有效問卷 267 份，回收率 66%。茲將回收問卷之第一部分：家庭

基本資料分析敘述如下： 

一一一一、、、、    家庭基本資料分析家庭基本資料分析家庭基本資料分析家庭基本資料分析    

慈心華德福家長慈心華德福家長慈心華德福家長慈心華德福家長職業職業職業職業以以以以軍公教軍公教軍公教軍公教族群居多族群居多族群居多族群居多!!!!    

將回收問卷編號後，依序輸入 EXCEL 表格中，統計情形分析如下： 

(一)填答者性別： 

經統計 267 份有效問卷內，填答者男性 83 位(佔 31.1%)、女性 182 位

(佔 68.2%)，有二位此題未予勾選。問卷填答者明顯以母親居多，亦有母

親在問卷中表明為單親家庭。 

(二)父母親職業： 

由表 4-2-1統計情形得知慈心華德福中小學父親職業依序以軍公教佔

27.7%，、商 24.0%、工 19.5%、其它 12.7%、自由業 8.2%、農 3.0%、家管

1.1%，未填答者佔 3.7%。母親職業依序以家管佔 32.6%、軍公教 27.7%，

商 14.6%、其它 9.7%、自由業 8.6%、工 5.2%及未填答者佔 1.5%。依問卷

填答得知家長從事其它職業有：醫療、金融、保險、服務、社工人員…等，

其中依序以醫療業、服務業、金融保險業居多。嚴曉玲(2001)研究指出：

不同社會階級的家長，對教育選擇權利的看法存有差異。中產階級的家長

較主張選擇學校、班級及教師的權利，而勞工階級的家長較贊同選擇課程

的權利。 

    慈心華德福學校家長職業為軍公教者比例最高。而父親職業以軍公教

比列最高，而母親則以擔任家庭主婦照料家庭者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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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慈心華德福學校父母親職業統計表 

選項 未填答 軍公教 農 工 

人數比例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父親職業 10 3.7% 74 27.7% 8 3.0% 52 19.5% 

母親職業 4 1.5% 74 27.7% 0 0.0% 14 5.2% 

選項 商 家管 自由業 其他 

人數比例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父親職業 64 24.0% 3 1.1% 22 8.2% 34 12.7% 

母親職業 39 14.6% 87 32.6% 23 8.6% 26 9.7% 

(三)父母親教育程度： 

    由表 4-2-2 知，慈心華德福學校學生家長父親教育程度以大專程度佔

50.9%最高，其次依序為高中職 23.2%、研究所 19.1%、國中 4.1%、小學

0.4%，未填答者佔 2.2%。而母親教育程度亦為大專佔 53.6%最高，其次依

序為高中職 33.0%、研究所 10.9%、國中 1.1%、小學 0.4%、農者無，未填

答者佔 1.1%。總計父親教育程度大專以上佔 70%，母親教育程度大專以上

佔 64.5%，故慈心華德福學校家長六成以上受過高等教育。 

<表 4-2-2>慈心華德福學校家長教育程度統計表 

選項 未填答 小學 國中 

人數比例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父親教育程度 6 2.2% 1 0.4% 11 4.1% 

母親教育程度 3 1.1% 1 0.4% 3 1.1% 

選項 高中職 大專 研究所以上 

人數比例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父親教育程度 62 23.2% 136 50.9% 51 19.1% 

母親教育程度 88 33.0% 143 53.6% 29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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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生民(2002)研究發現公立國小家長教育程度之不同，為子女選擇越

區就讀之考慮因素亦有不同。慈心華德福家長以大專以上學歷者居多，可

見家長教育選擇權與家長教育程度有正向之相關。 

(四)家庭月總收入： 

    由表 4-2-3 慈心華德福學校家庭收入表可見，家庭收入以 60,001 元

至 100,000 萬元者佔 39.7%最多，其次依序 30,001~60,000 元佔 29.2%、

100,001 元以上佔 18.4%、3,0000 元以內佔 7.1%，未勾選者佔 6.5%。 

根據吳知雄、段良雄(1999)、范瑞祝(2001)研究：家庭經濟因素將影

響家長教育選擇權之行使。秦夢群(1998)指出父母若想自我選擇，多半受

限法令或金錢因素。張德銳(2000)亦指出學校選擇權的行使是強烈地受到

學生家長的財富、種族和社會地位的影響。但由於慈心華德福學校的公辦

民營模式，表中可見月收入 30,000 元以下的家庭亦佔有 7.1%，因此慈心

華德福學校家長教育選擇權受學費、家庭經濟因素考量而無法選讀的情形

較不明顯。 

<表 4-2-3>慈心華德福學校家庭收入統計表 

選項 未填答 3,0000 元以內 3,0001~6,0000 元 

人數比例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家庭月總收入 15 5.6% 19 7.1% 78 29.2% 

選項 
6,0001~10,00000

元 
100,001 元以上  

人數比例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家庭月總收入 106 39.7% 49 18.4%   

過去馮朝霖曾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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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藝華，2005)。而今在公辦民營慈心華德福學校裡，家庭收入

較低之家長亦可依自己的教育選擇權意識，選擇讓子女享有不一樣的另類

教育，打破選讀另類學校大都屬家庭社經背景較高族群的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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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辦民營公辦民營公辦民營公辦民營，，，，這影響事實上非常非常的大這影響事實上非常非常的大這影響事實上非常非常的大這影響事實上非常非常的大，，，，在宜蘭這種農業社會或台灣在宜蘭這種農業社會或台灣在宜蘭這種農業社會或台灣在宜蘭這種農業社會或台灣

的社會雖然經濟已經發展的社會雖然經濟已經發展的社會雖然經濟已經發展的社會雖然經濟已經發展，，，，可是大部分中下階層的收入都不高可是大部分中下階層的收入都不高可是大部分中下階層的收入都不高可是大部分中下階層的收入都不高。。。。(SP-A，

403-404) 

(五)家庭離校距離： 

    由表 4-2-4 知慈心華德福學校學生來源以 5-10 公里間佔 23.6%居多，

其次依序為5公里佔23.2%、10-20公里間佔21.3%、20-30公里間佔15.4%、

縣內 30 公里以上佔 6.4%、跨縣市就讀 4.9%，而未填答者佔 5.2%。表 4-1-1

學生居住於冬山鄉者佔 34.8%，相較於體制內學區制學生家庭離校距離近

有極大的差異。依台灣目前就近入學的學區制劃分情形來看，慈心華德福

學校有不少家長，仍然願意突破距離的限制，目的就是要選擇讓孩子有一

種不同於體制內學校的學習空間。 

宜蘭到冬山單趟的車程就要五十分鐘宜蘭到冬山單趟的車程就要五十分鐘宜蘭到冬山單趟的車程就要五十分鐘宜蘭到冬山單趟的車程就要五十分鐘，，，，而且他們那時候還是小學生而且他們那時候還是小學生而且他們那時候還是小學生而且他們那時候還是小學生，，，，

每天這樣五十分鐘的單趟車程每天這樣五十分鐘的單趟車程每天這樣五十分鐘的單趟車程每天這樣五十分鐘的單趟車程。。。。(OP-D，164-165) 

<表 4-2-4>慈心華德福學校家庭離校距離統計表 

選項 未填答 5 公里內 5-10 公里間 10-20 公里間 

人數比例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離校距離 14 5.2% 62 23.2% 63 23.6% 57 21.3% 

選項 20-30 公里間 縣內30公里以上 跨縣市就讀  

人數比例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離校距離 41 15.4% 17 6.4% 13 4.9%   

由上表可知跨縣市就讀學生人數比例約佔 4.9%。但表 4-1-1 中卻無跨

縣市就讀學生，乃因校方規定學生入學必需設籍於宜蘭縣，故跨縣市就讀

者，家長及學生必先入籍宜蘭縣方可申請入校，跨縣市家長一般作法是在

宜蘭縣寄籍、租屋或購屋後將家長及學生戶籍共同遷入宜蘭縣，方可申請

入學，但仍需依報名順序依序等候通知入學。而這跨縣市就讀者，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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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讓家長選擇離鄉背井，跨縣市就讀華德福學校呢?礙於無跨縣市就讀

之家長願意接受訪談而無法深入探究實為遺憾! 

可是來這邊問題很大可是來這邊問題很大可是來這邊問題很大可是來這邊問題很大。。。。租房子租房子租房子租房子、、、、買房子買房子買房子買房子、、、、家庭分隔兩地家庭分隔兩地家庭分隔兩地家庭分隔兩地，，，，也發生一些也發生一些也發生一些也發生一些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SP-B，485-486)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影響慈心華德福學校家長教育選擇權之因素影響慈心華德福學校家長教育選擇權之因素影響慈心華德福學校家長教育選擇權之因素影響慈心華德福學校家長教育選擇權之因素    

本節茲將研究者回收之「公辦民營特許委辦另類學校家長教育選擇權

調查問卷」第二部分：家長教育選擇權影響之因素及訪談內容整理後，將

影響因素區分為一、家庭因素。二、學校因素。三、社會因素。四、主要

影響因素。分述如下： 

一一一一、、、、    家庭因素家庭因素家庭因素家庭因素    

(一) 問卷分析 

快樂學習快樂學習快樂學習快樂學習、、、、教育理念教育理念教育理念教育理念、、、、喜歡程度為影響較大之因素喜歡程度為影響較大之因素喜歡程度為影響較大之因素喜歡程度為影響較大之因素，，，，而離校距離而離校距離而離校距離而離校距離、、、、

經濟因素經濟因素經濟因素經濟因素、、、、交通及接送的便利性影響相對較小交通及接送的便利性影響相對較小交通及接送的便利性影響相對較小交通及接送的便利性影響相對較小。。。。    

由表 4-3-1 知，慈心華德福中小學在家長教育選擇權影響因素之家庭

因素部分，依影響百分率高低為子女可以在該校快樂的學習(98.5%)、對

子女的教育理念(97.4%)、子女喜歡該校的程度(83.9%)、子女的兄弟姊妹

或朋友就讀的學校(40.8%)、家庭離校的距離(25.8%)、家庭經濟因素

(27.7%)、交通及接送的便利性(28.5%)。 

顯見慈心華德福學校家長教育選擇權家庭部分影響因素以子女可以

在該校快樂的學習、對子女的教育理念及子女喜歡該校的程度影響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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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素相對影響較小。與王晴秋(2002)研究調查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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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學習的快樂程度(91.0%)是家長為子女選擇學校時最主要考量的因素

相符，但本研究是項因素同意的比例更高達(98.5%)。由此可見，慈心華

德福學校家長整體上更重視子女可以在學校快樂的學習。 

<表 4-3-1>慈心華德福中小學家長教育選擇權影響因素：家庭因素統計總表 

影 響 與 否 百 分 率 題

號 
因 素 內 容 

人數 是 人數 否 

1. 對子女的教育理念。 260 97.4% 5 1.9% 

2. 交通及接送的便利性。 76 28.5% 189 70.8% 

3. 家庭離校的距離。 69 25.8% 196 73.4% 

4. 子女喜歡該校的程度。 224 83.9% 41 15.4% 

5. 子女可以在該校快樂的學習。 263 98.5% 2 0.7% 

6. 子女的兄弟姊妹或朋友就讀的學校。 109 40.8% 156 58.4% 

7. 家庭的經濟因素 74 27.7% 191 71.5% 

華德福家長教育選擇權受子女喜好影響華德福家長教育選擇權受子女喜好影響華德福家長教育選擇權受子女喜好影響華德福家長教育選擇權受子女喜好影響，，，，國中較國小明顯國中較國小明顯國中較國小明顯國中較國小明顯。。。。    

茲將回收問卷依國中、國小部分別重新統計家庭因素，可得下表 4-3-2

及 4-3-3。    

<表4-3-2>慈心華德福中小學家長教育選擇權影響因素：家庭因素國小統計表 

影 響 與 否 百 分 率 題

號 

因 素 內 容 
人數 是 人數 否 

1. 對子女的教育理念。 213 97.3% 4 1.8% 

2. 交通及接送的便利性。 64 29.2% 153 69.9% 

3. 家庭離校的距離。 59 26.9% 158 72.1% 

4. 子女喜歡該校的程度。 178 81.3% 39 17.8% 

5. 子女可以在該校快樂的學習。 261 98.6% 1 0.5% 

6. 子女的兄弟姊妹或朋友就讀的學校。 92 42.0% 125 57.1% 

7. 家庭的經濟因素 58 26.5% 159 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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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3>慈心華德福中小學家長教育選擇權影響因素：家庭因素國中統計表 

影 響 與 否 百 分 率 題

號 

因 素 內 容 
人數 是 人數 否 

1. 對子女的教育理念。 47 97.9% 1 2.1% 

2. 交通及接送的便利性。 12 25.0% 36 75.0% 

3. 家庭離校的距離。 10 20.8% 38 79.2% 

4. 子女喜歡該校的程度。 46 95.8% 2 4.2% 

5. 子女可以在該校快樂的學習。 47 97.9% 1 2.1% 

6. 子女的兄弟姊妹或朋友就讀的學校。 17 35.4% 31 64.6% 

7. 家庭的經濟因素 16 33.3% 32 66.7% 

以上兩表相較發現慈心華德福中小學國小與國中部家長教育選擇權

家庭部分之影響因素，均以子女可以在該校快樂的學習及對子女的教育理

念同意影響者最高，但在子女喜歡該校的程度，國小有影響者佔 81.3%，

而國中有影響者佔 95.8%。明顯可見慈心華德福學校國中家長教育選擇權

受孩子的喜好所影響較國小明顯。 

我的孩子都是自己很強烈的意向要轉出去我的孩子都是自己很強烈的意向要轉出去我的孩子都是自己很強烈的意向要轉出去我的孩子都是自己很強烈的意向要轉出去。。。。父母親都是尊重的父母親都是尊重的父母親都是尊重的父母親都是尊重的。。。。對對對對，，，，

他們都知道自己要什麼他們都知道自己要什麼他們都知道自己要什麼他們都知道自己要什麼，，，，這就是華德福教育孩子的特質這就是華德福教育孩子的特質這就是華德福教育孩子的特質這就是華德福教育孩子的特質。。。。(OP(OP(OP(OP----CCCC，，，，350350350350、、、、362362362362、、、、

364364364364)))) 

(二)訪談分析 

1111、、、、 對子女的教育理念對子女的教育理念對子女的教育理念對子女的教育理念    

愛孩子就該多陪他一起成長愛孩子就該多陪他一起成長愛孩子就該多陪他一起成長愛孩子就該多陪他一起成長，，，，給他多元的環境及選擇給他多元的環境及選擇給他多元的環境及選擇給他多元的環境及選擇!!!!    

台灣教育的普及、教育程度的提昇，家長對於子女的教育理念產生另

一種期盼，希望政府能提供與一般標準公立學校不同的教學、節目、活動

和環境(Cooper，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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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在事業與陪伴孩子成長的抉擇下，愛孩子就是要陪他一起成長。

所預，另類學校家長是比較有時間去關心孩子(徐藝華，2005)。家長家長家長家長賺賺賺賺錢錢錢錢

的目的是為了孩子好的目的是為了孩子好的目的是為了孩子好的目的是為了孩子好，，，，可是當把所有的時間付出去賺錢的同時可是當把所有的時間付出去賺錢的同時可是當把所有的時間付出去賺錢的同時可是當把所有的時間付出去賺錢的同時，，，，跟孩子互跟孩子互跟孩子互跟孩子互

動的時間就悄然的過去了動的時間就悄然的過去了動的時間就悄然的過去了動的時間就悄然的過去了，，，，孩子變成一種未知的狀態孩子變成一種未知的狀態孩子變成一種未知的狀態孩子變成一種未知的狀態，，，，就跟當初賺錢的目就跟當初賺錢的目就跟當初賺錢的目就跟當初賺錢的目

的不一樣的不一樣的不一樣的不一樣(SP-A，400-402)。。。。 

在過去體制教育、升學主育下長大的家長，深深省思自己的人生是用

分數來排定的，發展出不同的教育理念：我覺得是不是該給任何一個孩我覺得是不是該給任何一個孩我覺得是不是該給任何一個孩我覺得是不是該給任何一個孩

子子子子，，，，他有夢想就該他有夢想就該他有夢想就該他有夢想就該有有有有一條他願意去走一條他願意去走一條他願意去走一條他願意去走、、、、可以選擇的路可以選擇的路可以選擇的路可以選擇的路。。。。也就是我們這一代也就是我們這一代也就是我們這一代也就是我們這一代，，，，

在教育沒有很多的選擇在教育沒有很多的選擇在教育沒有很多的選擇在教育沒有很多的選擇。。。。可是我希望在孩子這裡可是我希望在孩子這裡可是我希望在孩子這裡可是我希望在孩子這裡，，，，可以有很多的選擇可以有很多的選擇可以有很多的選擇可以有很多的選擇

(SP-A，185-186)。。。。 

孩子應該在開放的空間成長與學習孩子應該在開放的空間成長與學習孩子應該在開放的空間成長與學習孩子應該在開放的空間成長與學習。。。。    

華德福學校教育課程是以開放、親和、整合性、藝術化的方式實施教

學(黃雅鳳，2000)，過去在體制內教學場域的親身經驗，讓離開教育界後

更清楚的體認出體制內教育的問題。家長對現行體制教育的不滿與孩子的

不適應，很大的原因是來自於老師，甚至是不適任教師。我們國中有我們國中有我們國中有我們國中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

的不適任老師的不適任老師的不適任老師的不適任老師，，，，都被排去教童軍都被排去教童軍都被排去教童軍都被排去教童軍、、、、美術美術美術美術，，，，所以所以所以所以根本就沒有童軍教育根本就沒有童軍教育根本就沒有童軍教育根本就沒有童軍教育、、、、美術美術美術美術

教育教育教育教育(OP(OP(OP(OP----CCCC，，，，033033033033----034)034)034)034)。。。。    

Greene 認為教師應有足夠自由開放的心胸以邂逅其班級學生的多樣

化、多元化；足夠的勇氣以容忍乃至促進張力與異議(馮朝霖，2007：202)。

家長同樣的期待孩子能在一個開放式的教育空間去學習與成長，不僅是教

育理念的開放、學習的開放，更重要的是導師也要有一顆開放的心導師也要有一顆開放的心導師也要有一顆開放的心導師也要有一顆開放的心(OP(OP(OP(OP----CCCC，，，，

018)018)018)018)，用愛來編織出理想的開放式學習空間。所以，對對對對孩子的教育理念是孩子的教育理念是孩子的教育理念是孩子的教育理念是

希望他在一個比較開放的空間希望他在一個比較開放的空間希望他在一個比較開放的空間希望他在一個比較開放的空間，，，，…………期待有一種比較開放式的教育讓我的孩期待有一種比較開放式的教育讓我的孩期待有一種比較開放式的教育讓我的孩期待有一種比較開放式的教育讓我的孩

子子子子去接受去接受去接受去接受，，，，對對對對!!!!就是教育選擇權就是教育選擇權就是教育選擇權就是教育選擇權(OP(OP(OP(OP----CCCC，，，，003003003003、、、、019019019019----020020020020))))。。。。    



 86

健全的人格健全的人格健全的人格健全的人格、、、、進取的人生觀與正確的生活態度比成績更重要進取的人生觀與正確的生活態度比成績更重要進取的人生觀與正確的生活態度比成績更重要進取的人生觀與正確的生活態度比成績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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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生命視野，為一個美好的人類未來奠定基礎(林家

興，2004：115)。希望孩子能有一個快樂的童年希望孩子能有一個快樂的童年希望孩子能有一個快樂的童年希望孩子能有一個快樂的童年(OP-D，070)，人生真不

該只有成績和分數，人的成長與發展更不應該用學業成績來評斷，因為每

一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未來都有無限的可能，不要太早把孩子判刑。教

育不應該只有成績還有更多更重要的東西值得孩子去學習與建立，應該給應該給應該給應該給

孩子一個健全的人格成長孩子一個健全的人格成長孩子一個健全的人格成長孩子一個健全的人格成長、、、、人生觀及生活態度人生觀及生活態度人生觀及生活態度人生觀及生活態度，，，，這更超越成績這更超越成績這更超越成績這更超越成績。。。。快樂快樂快樂快樂、、、、幸幸幸幸

福對一個福對一個福對一個福對一個人人人人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來說是非常重要的(OP-D，006-007)。。。。 

2222、、、、 子女可以在該校快樂的學習子女可以在該校快樂的學習子女可以在該校快樂的學習子女可以在該校快樂的學習    

快樂的學習快樂的學習快樂的學習快樂的學習，，，，才能讓孩子保才能讓孩子保才能讓孩子保才能讓孩子保持持持持學習的胃口學習的胃口學習的胃口學習的胃口!!!!    

填鴨式的教育，對許多人的學習經驗通常不是一件快樂的事!學習大

多是被別人或自己壓迫的競爭。從小就一直在跟人競爭從小就一直在跟人競爭從小就一直在跟人競爭從小就一直在跟人競爭，，，，各種考試各種考試各種考試各種考試、、、、升學升學升學升學

考試考試考試考試、、、、就業考試就業考試就業考試就業考試，，，，甚至於是公務職場的升遷甚至於是公務職場的升遷甚至於是公務職場的升遷甚至於是公務職場的升遷，，，，都是在競爭都是在競爭都是在競爭都是在競爭，，，，合作的觀念與合作的觀念與合作的觀念與合作的觀念與

精神是比較少的精神是比較少的精神是比較少的精神是比較少的(OP-D，094-095)，，，，而華德福教育的主張的合作重於競爭，

在發展人的獨立自我時需跟周圍的人、社會和自然保持和諧(黃曉星，

2003)。在壓迫及競爭的環境下，學習失去了它原有的意義，教學只為了

考試及正確答案，卻忽略讓孩子自我學習、探索的過程與機會，如此的教

育何來學習的快樂呢! 

慈心華德福的孩子上學對他們來說：就是用一個快樂來形容就是用一個快樂來形容就是用一個快樂來形容就是用一個快樂來形容，，，，每天去每天去每天去每天去

上學揹著上學揹著上學揹著上學揹著…………就像是要去野餐一樣就像是要去野餐一樣就像是要去野餐一樣就像是要去野餐一樣，，，，一出門就唱歌一出門就唱歌一出門就唱歌一出門就唱歌，，，，放學回來也是一樣放學回來也是一樣放學回來也是一樣放學回來也是一樣，，，，一一一一

開樓梯門就一直唱歌唱歌開樓梯門就一直唱歌唱歌開樓梯門就一直唱歌唱歌開樓梯門就一直唱歌唱歌，，，，很快樂很快樂很快樂很快樂。。。。…………他會很快樂他會很快樂他會很快樂他會很快樂，，，，很勇於表現自己很勇於表現自己很勇於表現自己很勇於表現自己。。。。他他他他

是可以很自在是可以很自在是可以很自在是可以很自在，，，，可以很自在的做自己可以很自在的做自己可以很自在的做自己可以很自在的做自己。。。。(OP(OP(OP(OP----DDDD，，，，134134134134----141141141141))))    

對慈心的孩子而言，學習對他們是一種期待，是胃口沒有被破壞掉是胃口沒有被破壞掉是胃口沒有被破壞掉是胃口沒有被破壞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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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他對學習的胃口就是他對學習的胃口就是他對學習的胃口就是他對學習的胃口沒有被破壞掉沒有被破壞掉沒有被破壞掉沒有被破壞掉(OP-C，399)!!!!因為胃口沒有被破壞，所

以學習就會變得比較快樂。而快樂不是因為學校裡沒有考試，而是學習的

期待，讓每天的都能保持一顆愉悅的心，快樂的去學習，而這期待的原因

就是因為華德福學校是沒有教科書，學生需要依主課程學習，完成製做自

己的課本(林麗真，2002)。。孩子永遠不知道明天老師要教什麼，所以，

對學習產生更大的期待。 

在慈心的學習是沒有壓迫的，允許孩子慢慢的學習成長，慢慢的等待

孩子對學校學習氣氛的適應，最後形成心裡的感受是期待的，身心靈的發

展是健全的，這就是華德福教育理念主張的人是身體、心靈與精神三種層

次結合的完整個體，教育者須幫助孩子早期得到全面且均衡的發展 (黃雅

鳳，2000)。希望孩子能有一個快樂的童年希望孩子能有一個快樂的童年希望孩子能有一個快樂的童年希望孩子能有一個快樂的童年。。。。在快樂中一樣有獲得在快樂中一樣有獲得在快樂中一樣有獲得在快樂中一樣有獲得，，，，在身在身在身在身

心靈上心靈上心靈上心靈上都都都都能有成長與獲得能有成長與獲得能有成長與獲得能有成長與獲得(OP-D，072-073)。。。。 

訪談家長認為子女可以在該校快樂的學習是家長選校考量的重要因

素之一，與張炳煌(1998)、陳明德(2000)、周生民(2002)、王秋晴(2002)

等四位之研究結果相符，顯見體制內外家長對子女能快樂學習都相當的重

視。 

3333、、、、 子女喜歡該校的程度子女喜歡該校的程度子女喜歡該校的程度子女喜歡該校的程度    

對孩子的尊重與等待對孩子的尊重與等待對孩子的尊重與等待對孩子的尊重與等待、、、、對學習的期待與自主是綿密情感的主因對學習的期待與自主是綿密情感的主因對學習的期待與自主是綿密情感的主因對學習的期待與自主是綿密情感的主因。。。。    

華德福教育的實踐植基於關懷生命的本質與意識的演化的人智學基

礎(邱奕叡，2007)。孩子在這裡能夠獲得在心靈及學習上的關懷與等待，

在生活中的尊重與自主，讓孩子從內心感覺到喜歡，孩子去那裡他很喜孩子去那裡他很喜孩子去那裡他很喜孩子去那裡他很喜

歡歡歡歡、、、、他願意去上學他願意去上學他願意去上學他願意去上學、、、、去學習去學習去學習去學習，，，，甚至孩子對很多東西保持著好奇甚至孩子對很多東西保持著好奇甚至孩子對很多東西保持著好奇甚至孩子對很多東西保持著好奇。。。。可以看到可以看到可以看到可以看到

孩子的笑容孩子的笑容孩子的笑容孩子的笑容(SP-A，133-135)。。。。    

華德福教育以開展人類內在自由為目標(李建良，2001)。慈心讓孩子

在學校可以自主學習，也沒有太大的課業壓力。回到體制內後我我我我的孩子在的孩子在的孩子在的孩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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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簿聯絡簿聯絡簿聯絡簿裡裡裡裡寫到以前慈心沒有什麼課本寫到以前慈心沒有什麼課本寫到以前慈心沒有什麼課本寫到以前慈心沒有什麼課本，，，，他回到家想要看什麼書就看什麼他回到家想要看什麼書就看什麼他回到家想要看什麼書就看什麼他回到家想要看什麼書就看什麼

書書書書。。。。可是他現在來到這裡太多課業了可是他現在來到這裡太多課業了可是他現在來到這裡太多課業了可是他現在來到這裡太多課業了，，，，他都沒有時間看他都沒有時間看他都沒有時間看他都沒有時間看，，，，他寫他寫他寫他寫了一句不知了一句不知了一句不知了一句不知

什麼時候才可以重回以前的日子什麼時候才可以重回以前的日子什麼時候才可以重回以前的日子什麼時候才可以重回以前的日子(OP-C，179-181)。。。。 

華德福的教育、生活與師生情誼，綿密了大家的情感及對華德福學校

的榮譽。當孩子轉到體制內有優異的表現，讓老師嚇一跳怎麼懂那麼多老師嚇一跳怎麼懂那麼多老師嚇一跳怎麼懂那麼多老師嚇一跳怎麼懂那麼多!!!!

你是唸那一個小學的你是唸那一個小學的你是唸那一個小學的你是唸那一個小學的，，，，怎麼懂這麼多呀怎麼懂這麼多呀怎麼懂這麼多呀怎麼懂這麼多呀!!!!他他他他就跟老師說是念華德福的就跟老師說是念華德福的就跟老師說是念華德福的就跟老師說是念華德福的，，，，那那那那

老師說華德福是什麼學校怎麼沒有聽過老師說華德福是什麼學校怎麼沒有聽過老師說華德福是什麼學校怎麼沒有聽過老師說華德福是什麼學校怎麼沒有聽過，，，，他就很驕傲的說華德福是一所沒他就很驕傲的說華德福是一所沒他就很驕傲的說華德福是一所沒他就很驕傲的說華德福是一所沒

有考試也沒有課本的學校有考試也沒有課本的學校有考試也沒有課本的學校有考試也沒有課本的學校(OP-D，199-202)。。。。 

(三)問卷與訪談比較 

    由問卷調查及訪談結果相較，二者在家長教育選擇權影響因素家庭部

分結果相同，家長以對子女的教育理念、子女可以在該校快樂的學習及子

女喜歡該校三項因較具家長教育選擇權之影響性。 

二二二二、、、、    學校因素學校因素學校因素學校因素    

(一) 問卷分析 

學生的學業成績表現不是慈心華德福家長教育選擇權之重要考學生的學業成績表現不是慈心華德福家長教育選擇權之重要考學生的學業成績表現不是慈心華德福家長教育選擇權之重要考學生的學業成績表現不是慈心華德福家長教育選擇權之重要考

量因素量因素量因素量因素。。。。    

由表4-3-4可知慈心華德福中小學家長教育選擇權影響因素學校因素

部分影響百分比高低依序為學校的辦學特色(95.1%)、學校的管教方式

(92.5%)、學校的課程安排及學校的教師素質(91.8%)、學校的教學品質

(91.4%)、學校的校風(89.9%)、校長的辦學理念(85.0%)、學校的設備與

環境(71.2%)、學校校園的安全性(63.3%)、學校課外活動的多寡(43.1%)、

學生的學業成績表現(22.8%)。 

家長認為學生的學業成績表現及學校課外活動的多寡對家長選擇權

的影響很小，而是著重於學校的辦學特色、學校的管教方式、學校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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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及學校的教師素質、學校的教學品質等因素，都有超過91%以上的家

長同意有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國內研究發現升學率(張炳煌，1998；吳知賢、段良雄，

1999；童敏雯，1999；周生民，2002)、學生表現與成就(范瑞祝，2001；

吳育偉，2002；王欽哲，2006)是影響家長教育選擇權的重要因素，而在

華德福學校家長對學生的學業成績表現同意有影響之百分率卻僅22.8%，

顯現學生的成績表現在華德福家長教育選擇權之影響較體制內家長教育

選擇權的影響差異甚大。 

<表4-3-4>慈心華德福中小學家長教育選擇權影響因素：學校因素統計總表 

影 響 與 否 百 分 率 
題 號 因 素 內 容 

人數 是 人數 否 

8. 校長的辦學理念。 227 85.0% 38 14.2% 

9. 學校的校風。 240 89.9% 25 9.4% 

10. 學校的辦學特色。 254 95.1% 11 4.1% 

11. 學校的課程安排。 245 91.8% 20 7.5% 

12. 學校的設備與環境。 190 71.2% 75 28.1% 

13. 學校的教師素質。 245 91.8% 20 7.5% 

14. 學校的教學品質。 244 91.4% 21 7.9% 

15. 學校的管教方式。 247 92.5% 18 6.7% 

16. 學生的學業成績表現。 61 22.8% 204 76.4% 

17. 學校課外活動的多寡。 115 43.1% 150 56.2% 

18. 學校校園的安全性。 169 63.3% 96 36.0% 

慈心華德福慈心華德福慈心華德福慈心華德福學校學校學校學校國中家長較國小家長更重視學校的課程安排及國中家長較國小家長更重視學校的課程安排及國中家長較國小家長更重視學校的課程安排及國中家長較國小家長更重視學校的課程安排及

教學品質教學品質教學品質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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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回收問卷分國中與國小統計得表 4-3-5 及表 4-3-6。相較下國小及

國中家長對於家長教育選擇權影響因素之學校部分，國小家長認為有影響

因素的前三項為學校的辦學特色(95.0%)、學校的管教方式(92.7%)及學校

的教師素質(92.2%)。而國中家長則認為有影響的因素前三項為學校的辦

學特色(95.8%)、學校的課程安排(93.8%)、學校的教學品質及學校的管教

方式(91.3%)。顯見慈心華德福學校國中與國小階段影響家長教育選擇權

行使的因素，雖都以學校的辦學特色同意百分比最高，但國中家長對於學

校的課程安排與教學品質較國小重視。 

<表4-3-5>慈心華德福中小學家長教育選擇權影響因素：學校因素國小統計表 

影 響 與 否 百 分 率 
題 號 因 素 內 容 

人數 是 人數 否 

8. 校長的辦學理念。 185 84.5% 32 14.6% 

9. 學校的校風。 197 90.0% 20 9.1% 

10. 學校的辦學特色。 208 95.0% 9 4.1% 

11. 學校的課程安排。 200 91.3% 17 7.8% 

12. 學校的設備與環境。 161 73.5% 56 25.6% 

13. 學校的教師素質。 202 92.2% 15 6.8% 

14. 學校的教學品質。 200 91.3% 17 7.8% 

15. 學校的管教方式。 203 92.7% 14 6.4% 

16. 學生的學業成績表現。 54 24.7% 163 74.4% 

17. 學校課外活動的多寡。 92 42.0% 125 57.1% 

18. 學校校園的安全性。 138 63.0% 79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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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6>慈心華德福中小學家長教育選擇權影響因素：學校因素國中統計總表 

影 響 與 否 百 分 率 
題號 因 素 內 容 

人數 是 人數 否 

8. 校長的辦學理念。 42 87.5% 6 12.5% 

9. 學校的校風。 43 89.6% 5 10.4% 

10. 學校的辦學特色。 46 95.8% 2 4.2% 

11. 學校的課程安排。 45 93.8% 3 6.3% 

12. 學校的設備與環境。 29 60.4% 19 39.6% 

13. 學校的教師素質。 45 89.6% 3 10.4% 

14. 學校的教學品質。 44 91.7% 4 8.3% 

15. 學校的管教方式。 44 91.7% 4 8.3% 

16. 學生的學業成績表現。 7 14.6% 41 85.4% 

17. 學校課外活動的多寡。 23 47.9% 25 52.1% 

18. 學校校園的安全性。 31 64.6% 17 35.4% 

(二)訪談分析 

辦學理念辦學理念辦學理念辦學理念、、、、教師素質教師素質教師素質教師素質、、、、對體制教育的不滿對體制教育的不滿對體制教育的不滿對體制教育的不滿、、、、孩子孩子孩子孩子的個別因素及學的個別因素及學的個別因素及學的個別因素及學

校教育的參與校教育的參與校教育的參與校教育的參與，，，，是家長選擇慈心華德福學校的重要因素是家長選擇慈心華德福學校的重要因素是家長選擇慈心華德福學校的重要因素是家長選擇慈心華德福學校的重要因素。。。。    

慈心華德福學校的公辦民營，讓家長有不一樣的教育選擇。一個台灣

新實踐的教育理念與學校的出現，吸引了為數愈來愈多的家長將孩子送到

慈心華德福中小學就讀。體制內小學因少子化，近年來新生入學人數逐漸

下降，但慈心的學生人數卻不受影響，且國小人數己達飽和後，目前仍還

有一百廿多位的家長報名再等候通知入學就讀。慈心的成立給體制內教育

學校很大的壓力，但透過相互競爭方式，可提高學校教育品質(吳清山、

黃久芬，1995)。所以，慈心慈心慈心慈心能促使公立學校好好的成長能促使公立學校好好的成長能促使公立學校好好的成長能促使公立學校好好的成長、、、、進步進步進步進步，，，，…………公立公立公立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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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學校學校學校會有壓力會有壓力會有壓力會有壓力!!!!如芒刺在背一樣如芒刺在背一樣如芒刺在背一樣如芒刺在背一樣(SP-B，467、470)。。。。 

家長選擇學校除了安全、距離、方便外，更希望好學校是符合家長價

值觀和教學型態是父母所喜歡的(Goldring & Hausman,1999：486)。而家

長對於學校的不滿許多集中在教師的教育信念及學校行政對改革的躲避

與不足(Edwards & Whitty ,1992)。家長選擇慈心華德福學校之學校影響因

素，在教師教育信念及學校改革亦是重要的影響因素。以下依訪談內容整

理如下： 

1111、、、、 學校的辦學理念學校的辦學理念學校的辦學理念學校的辦學理念    

七年三階段的教育理念七年三階段的教育理念七年三階段的教育理念七年三階段的教育理念，，，，形塑完整的身心靈發展形塑完整的身心靈發展形塑完整的身心靈發展形塑完整的身心靈發展。。。。    

史代納的七年為一週期的三大階段說就是華德福教育的中心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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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曉星，2003)，華德福教育最迷人的地方就華德福教育最迷人的地方就華德福教育最迷人的地方就華德福教育最迷人的地方就

是可以真正的關心孩子心靈層次的部分是可以真正的關心孩子心靈層次的部分是可以真正的關心孩子心靈層次的部分是可以真正的關心孩子心靈層次的部分(SP-A，058-059)。。。。 

體制內教育在升學主義引導下，知識層面的教授與學習是最主要的目

的，許多不適任教師安排去任教童軍或美術許多不適任教師安排去任教童軍或美術許多不適任教師安排去任教童軍或美術許多不適任教師安排去任教童軍或美術。。。。所以所以所以所以，，，，根本就沒有童軍教育根本就沒有童軍教育根本就沒有童軍教育根本就沒有童軍教育、、、、

美術教育美術教育美術教育美術教育(OP-C，033-034)，且教學沒有正常化。如果教育的目的只為升

學與考試，那真的很危險!  

然而孩子的成長只有一次，在身心靈各個層面都應該得到均衡的發

展。孩子的成長不能等待孩子的成長不能等待孩子的成長不能等待孩子的成長不能等待，，，，華德福教育最重要的有七年三階段說華德福教育最重要的有七年三階段說華德福教育最重要的有七年三階段說華德福教育最重要的有七年三階段說。。。。我覺得我覺得我覺得我覺得

以這幾年的觀察來講以這幾年的觀察來講以這幾年的觀察來講以這幾年的觀察來講，，，，這幾年來我沒有辦法他一直仍再說服著我這幾年來我沒有辦法他一直仍再說服著我這幾年來我沒有辦法他一直仍再說服著我這幾年來我沒有辦法他一直仍再說服著我，，，，我覺得我覺得我覺得我覺得

我挑不出他的毛病啦我挑不出他的毛病啦我挑不出他的毛病啦我挑不出他的毛病啦(SP-B，045-048)。。。。    

華德福教育是一個真正去了解孩子華德福教育是一個真正去了解孩子華德福教育是一個真正去了解孩子華德福教育是一個真正去了解孩子，，，，了解孩子不只是表面上而是心靈了解孩子不只是表面上而是心靈了解孩子不只是表面上而是心靈了解孩子不只是表面上而是心靈

層次層次層次層次，，，，而且而且而且而且是從各個階段去了解孩子是從各個階段去了解孩子是從各個階段去了解孩子是從各個階段去了解孩子、、、、配合孩子配合孩子配合孩子配合孩子，，，，去了解孩子在給孩子適去了解孩子在給孩子適去了解孩子在給孩子適去了解孩子在給孩子適

合這個階段需要的東西合這個階段需要的東西合這個階段需要的東西合這個階段需要的東西(SP-A，049-051)。。。。華德福教育華德福教育華德福教育華德福教育認為人小時候就該認為人小時候就該認為人小時候就該認為人小時候就該

要順其自然要順其自然要順其自然要順其自然，，，，就好像小樹苗只要給它充足的陽光就好像小樹苗只要給它充足的陽光就好像小樹苗只要給它充足的陽光就好像小樹苗只要給它充足的陽光、、、、水水水水，，，，不要一直給他肥料不要一直給他肥料不要一直給他肥料不要一直給他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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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分太多不一定會長很好養分太多不一定會長很好養分太多不一定會長很好養分太多不一定會長很好。。。。所以所以所以所以，，，，就要等到他都很健康就要等到他都很健康就要等到他都很健康就要等到他都很健康，，，，就好像植物一樣就好像植物一樣就好像植物一樣就好像植物一樣，，，，

小時候夠了小時候夠了小時候夠了小時候夠了，，，，根紮得深基礎就會穩了根紮得深基礎就會穩了根紮得深基礎就會穩了根紮得深基礎就會穩了(OP-C，264-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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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奕叡，2007)。受訪家長對於華德福的辦學理

念，入學前僅有一位家長對華德福學校的辦學理念有所認知與了解。另外

三位家長對於華德福學校的辦學理念更是一無所知。是經由和慈心華德福

教師交談後教師交談後教師交談後教師交談後，，，，產生教育理念的吸引產生教育理念的吸引產生教育理念的吸引產生教育理念的吸引(OP-C，013)或經由信任老師轉為信任經由信任老師轉為信任經由信任老師轉為信任經由信任老師轉為信任

華德福的教育理念華德福的教育理念華德福的教育理念華德福的教育理念(OP-D，055)。 

慈心對於家長參與學校發展與改革是主動與鼓勵的。而家長對於學校

辦學理念的建立，很多更是入學後經由慈心華德福學校所辦理家長的研習

與活動中，讓家長參與校務、了解學校的辦學理念及華德福教育理念，進進進進

入慈心之後建立了一套自己的教育理念入慈心之後建立了一套自己的教育理念入慈心之後建立了一套自己的教育理念入慈心之後建立了一套自己的教育理念。。。。…………這個理念是慢慢型塑出來的這個理念是慢慢型塑出來的這個理念是慢慢型塑出來的這個理念是慢慢型塑出來的

(SP-B，006、009)。。。。而家長也藉由參與華德福的活動，以補足史代納所倡以補足史代納所倡以補足史代納所倡以補足史代納所倡

導的導的導的導的三階段說的第一階段未參與孩子成長的過程三階段說的第一階段未參與孩子成長的過程三階段說的第一階段未參與孩子成長的過程三階段說的第一階段未參與孩子成長的過程(SP-A，069；SP-B，051)，

期使能與孩子成長的第二階段銜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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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選擇就要參與，經由學校活動的參與及家長社群成立的基礎下，逐

漸澄清、確認、建立屬於自己的一套教育理念，並進而相信、認同華德福

學校的辦學理念，建立屬於華德福教育信念。 

2222、、、、 學校的教師素質學校的教師素質學校的教師素質學校的教師素質    

慈心華德福教師是教育的宗教家慈心華德福教師是教育的宗教家慈心華德福教師是教育的宗教家慈心華德福教師是教育的宗教家!!!!    

在一個另類學校慈心華德福中小學教師圖像應該為何?慈心華德福教慈心華德福教慈心華德福教慈心華德福教

師是一種具特殊的人格的教師師是一種具特殊的人格的教師師是一種具特殊的人格的教師師是一種具特殊的人格的教師(SP-B，419)。學歷不是最重要的是教育理學歷不是最重要的是教育理學歷不是最重要的是教育理學歷不是最重要的是教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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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堅持才是最重要的念的堅持才是最重要的念的堅持才是最重要的念的堅持才是最重要的(SP-B，447-448)。在訪談中就有三位家長完完全

全是被華德福學校的教師理念(OP-C、OP-D)及人格特質(SP-B)給吸引，而

讓子女進入華德福學校就讀的。此與范瑞祝(2001)之研究結果，影響家長

教育選擇權教師方面因素之一：人格，有相近的結果。 

經由訪談內容中整理出華德福學校教師的圖像如下： 

(1)(1)(1)(1) 宗教家的執著與狂熱宗教家的執著與狂熱宗教家的執著與狂熱宗教家的執著與狂熱    

教師教師教師教師進慈心華德福學校是為了實踐教育理想及內心層次的滿足進慈心華德福學校是為了實踐教育理想及內心層次的滿足進慈心華德福學校是為了實踐教育理想及內心層次的滿足進慈心華德福學校是為了實踐教育理想及內心層次的滿足!!!!    

為了實踐自己的教育理想及追求內心層次的滿足，慈心華德福教師一

定有自己的教育價值觀，而進入華德福學校一定是華德福教育思想給他們進入華德福學校一定是華德福教育思想給他們進入華德福學校一定是華德福教育思想給他們進入華德福學校一定是華德福教育思想給他們

很大的滿足很大的滿足很大的滿足很大的滿足，，，，滿足內在心靈層次的追求滿足內在心靈層次的追求滿足內在心靈層次的追求滿足內在心靈層次的追求(SP-B，033-034)。為了實踐對教

育的理想，夫妻共同辭去公立學校教師職務，投入前途未卜的私立慈心華

德福學校，怎麼有這麼大的勇氣呢怎麼有這麼大的勇氣呢怎麼有這麼大的勇氣呢怎麼有這麼大的勇氣呢????…………這是一個教育理念這是一個教育理念這是一個教育理念這是一個教育理念，，，，該做的事就應該做的事就應該做的事就應該做的事就應

該去做該去做該去做該去做，，，，我覺得有宗教家的執著和狂熱的感覺我覺得有宗教家的執著和狂熱的感覺我覺得有宗教家的執著和狂熱的感覺我覺得有宗教家的執著和狂熱的感覺    (OP-D，049-050)。。。。 

 

(2)(2)(2)(2) 開放無私的心開放無私的心開放無私的心開放無私的心    

開放的教育開放的教育開放的教育開放的教育，，，，最重要的是教師有開放的心最重要的是教師有開放的心最重要的是教師有開放的心最重要的是教師有開放的心。。。。    

Bastow(1991)提出教師的能力與愛心是影響家長教育選擇權之因素

之一。而什麼樣的愛心是家長所認同的呢? 

一般學校的導師就是比較沒有一個開放的心一般學校的導師就是比較沒有一個開放的心一般學校的導師就是比較沒有一個開放的心一般學校的導師就是比較沒有一個開放的心(OP-B，018)，家長期待

有一個比較開放的教育，一位非常尊重孩子想法、看法，而且會包容他們

孩子的導師。家長肯定華德福教師對孩子的用心，因為尊重孩子尊重孩子尊重孩子尊重孩子，，，，所以孩所以孩所以孩所以孩

子相對的會有一些思考子相對的會有一些思考子相對的會有一些思考子相對的會有一些思考、、、、判斷的能力判斷的能力判斷的能力判斷的能力(OP-B，157)。 

在一件事情中看出華德福教師開放無私的心。華德福中小學前家長會

會長盡心盡力的催生成立慈心華德福學校國中部，但孩子卻在國二下時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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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學，這樣的結果讓她很難決定，她實在不願意讓孩子離開慈心。但孩子

卻因個人升學考量想轉入體制內國中為國中基測做最後的衝刺。就在學校

辦理登玉山活動時，老師在山上打電話給我老師在山上打電話給我老師在山上打電話給我老師在山上打電話給我，，，，跟我說要儘快決定孩子留下跟我說要儘快決定孩子留下跟我說要儘快決定孩子留下跟我說要儘快決定孩子留下

還是轉出去還是轉出去還是轉出去還是轉出去，，，，因為他已經感覺到很焦慮因為他已經感覺到很焦慮因為他已經感覺到很焦慮因為他已經感覺到很焦慮，，，，他說我媽媽不讓我轉出去他說我媽媽不讓我轉出去他說我媽媽不讓我轉出去他說我媽媽不讓我轉出去。。。。…………你你你你

看一位老師不會因為你要轉出去就對你孩子怎麼樣看一位老師不會因為你要轉出去就對你孩子怎麼樣看一位老師不會因為你要轉出去就對你孩子怎麼樣看一位老師不會因為你要轉出去就對你孩子怎麼樣。。。。他看見孩子已經在焦他看見孩子已經在焦他看見孩子已經在焦他看見孩子已經在焦

慮了慮了慮了慮了，，，，老實說這就是我非常欣賞的教育老實說這就是我非常欣賞的教育老實說這就是我非常欣賞的教育老實說這就是我非常欣賞的教育(OP-C，410-412、415)。。。。老師不會

因為孩子要轉學就不關心，更看見孩子的焦慮與不安，而希望家長能尊重

孩子的決定，就是這開放無私的心! 

(3)(3)(3)(3) 史代納教育理念的堅持與奉行史代納教育理念的堅持與奉行史代納教育理念的堅持與奉行史代納教育理念的堅持與奉行    

在人生關鍵的抉擇在人生關鍵的抉擇在人生關鍵的抉擇在人生關鍵的抉擇，，，，是需要極大的勇氣與信仰的支持是需要極大的勇氣與信仰的支持是需要極大的勇氣與信仰的支持是需要極大的勇氣與信仰的支持。。。。    

華德福學校重視教師專業素養，型塑教師教育信念(游春生，2002)，

產生對史代納教育理念的堅持與奉行。華德福的教育實踐系從理念轉化到

教師信念(范熾文，2004)。而教育制度本身的變革並不是解決教育問是的

關鍵，重要的是教育理念如何落實(陳惠邦，2000)。 

在偏遠國小裡看見一位認真教學的好老師，卻不卻不卻不卻不認為自己教學教得認為自己教學教得認為自己教學教得認為自己教學教得

好好好好，，，，只是把孩子內心的東西引發出來而己只是把孩子內心的東西引發出來而己只是把孩子內心的東西引發出來而己只是把孩子內心的東西引發出來而己(OP-D，039-040)。。。。當夫妻同時

辦理離職，離開教師公職，捨近求遠的加入私立慈心華德福小學團隊。放

棄公職深陷前途未卜之中，卻因對教育理念的堅持，該做的事就該去做

下，毅然有決定的勇氣。這種感動讓家長深感第一線教師的重要性。教改教改教改教改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老師不改都是沒有用的老師不改都是沒有用的老師不改都是沒有用的老師不改都是沒有用的，，，，因為教育最重要的是第一線的老師因為教育最重要的是第一線的老師因為教育最重要的是第一線的老師因為教育最重要的是第一線的老師…………，，，，

他一定要對他的教育價值很清楚很認識他一定要對他的教育價值很清楚很認識他一定要對他的教育價值很清楚很認識他一定要對他的教育價值很清楚很認識    (OP-C，420、425)。。。。    

教師的素質則首重於教師的人格特質及對教育理念的堅持，在教育理

念的堅持下就是教學品質的保障    

(4)(4)(4)(4) 等待與尊重等待與尊重等待與尊重等待與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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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學習與成長過程是需要等待與被尊重孩子的學習與成長過程是需要等待與被尊重孩子的學習與成長過程是需要等待與被尊重孩子的學習與成長過程是需要等待與被尊重。。。。    

人小時候就該要順其自然人小時候就該要順其自然人小時候就該要順其自然人小時候就該要順其自然，，，，就好像小樹苗只要給它充足的陽光就好像小樹苗只要給它充足的陽光就好像小樹苗只要給它充足的陽光就好像小樹苗只要給它充足的陽光、、、、水水水水，，，，

不要一直給他肥料不要一直給他肥料不要一直給他肥料不要一直給他肥料，，，，養分太多不一定會長很好養分太多不一定會長很好養分太多不一定會長很好養分太多不一定會長很好(OP-C，264-266)。。。。給予充

分的保護兒童，使其自然發展(鄧麗君等譯，1998）。而這慢慢的自然發

長包含了學習上慢慢的等待學習上慢慢的等待學習上慢慢的等待學習上慢慢的等待(SP-B，162)，等待孩子慢慢的學習。體制內

的教育模式是共同進度的，並未能尊重到孩子的個別差異沒有等待的機

會。對於慈心華德福教師而言，對孩子耐心和關懷的等待是極為重要的。 

慈心華德福教育中老師是非常尊重他們的想法老師是非常尊重他們的想法老師是非常尊重他們的想法老師是非常尊重他們的想法、、、、看法看法看法看法，，，，而且會知道包而且會知道包而且會知道包而且會知道包

容容容容。。。。所謂的包容就是說會知道孩子所謂的包容就是說會知道孩子所謂的包容就是說會知道孩子所謂的包容就是說會知道孩子各階段的各階段的各階段的各階段的發展發展發展發展(OP-C，151-152)。。。。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可以允許孩子在學習角那邊乖乖的看他自己的書可以允許孩子在學習角那邊乖乖的看他自己的書可以允許孩子在學習角那邊乖乖的看他自己的書可以允許孩子在學習角那邊乖乖的看他自己的書，，，，以不要影響別人為原則以不要影響別人為原則以不要影響別人為原則以不要影響別人為原則

(OP-D，240-241)。。。。慈心華德福的教師會尊重孩子自主與學習，孩子也從

中學習到判斷及尊重，因為對孩子因為對孩子因為對孩子因為對孩子尊重也陪養出孩子的思考尊重也陪養出孩子的思考尊重也陪養出孩子的思考尊重也陪養出孩子的思考、、、、判斷的能力判斷的能力判斷的能力判斷的能力

(OP-C，157)和獨立自主性獨立自主性獨立自主性獨立自主性(OP-D，311)。此與體制內的學校易導致齊一性、

呆板性與閉鎖性，妨礙學生個性的發展及自主精神的培養(秦夢群，1998)

有所不同。艾里克森理論亦認為強制兒童學習，難免使教育本具有的人格

發展助力，變成為人格發展的阻力(張春興，1997)。 

在教師給予孩子的尊重與等待下，讓孩子在關愛的環境中，在智能、

藝術、實用技得以平衡發展，在涵蓋廣博科目課程及特定課程的實踐才能

完全發展(鄧麗君譯，1996/1998），建立正確的人生態度及養成健全人格。 

3333、、、、 對體對體對體對體制教育的不滿制教育的不滿制教育的不滿制教育的不滿    

對體制教育的不滿對體制教育的不滿對體制教育的不滿對體制教育的不滿，，，，為尋求孩子健康學習成長的環境為尋求孩子健康學習成長的環境為尋求孩子健康學習成長的環境為尋求孩子健康學習成長的環境。。。。    

為什麼有那麼多的考試、為什麼教學沒有正常化、為什麼不適任教師

還可以留在學校…太多的為什麼充斥在體制內的教育當中，卻一直未見改

善。或許不適任老師是我或許不適任老師是我或許不適任老師是我或許不適任老師是我們自己們自己們自己們自己講的講的講的講的，，，，…………或許不適任老師會說是我的孩子或許不適任老師會說是我的孩子或許不適任老師會說是我的孩子或許不適任老師會說是我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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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適合讀這邊不適合讀這邊不適合讀這邊不適合讀這邊(SP-B，394-396)。。。。    

在考試引導升學的大環境中，每年畢業生的升學榜單似乎就成為國中

辦學的定期考查成績單，有太多的家長只看得到國立高中錄取率有多少?

在現行的考試制度下，孩子的學習成效與學校教育的成敗都綁成命運共同

體，考得好就代表學校辦學績效好，考不好就代表老師教學不認真，學校

辦學有問題，孩子就需要去補習。如此因為考試領導教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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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不滿體制內教育重覆的考試重覆的考試重覆的考試重覆的考試(OP-C，192)、抄寫，期待有一個主

動、靈活的學習環境。在過去會誤解老師在過去會誤解老師在過去會誤解老師在過去會誤解老師，，，，有些老師都不負責任有些老師都不負責任有些老師都不負責任有些老師都不負責任!!!!社會國社會國社會國社會國

家給你們這麼大的資源家給你們這麼大的資源家給你們這麼大的資源家給你們這麼大的資源，，，，但後來想一想他們也是沒辦法但後來想一想他們也是沒辦法但後來想一想他們也是沒辦法但後來想一想他們也是沒辦法(SP-B，350-351)。。。。

難道教育只有升學和成績而己嗎?或許在老師的眼裡，好學生就是全方位好學生就是全方位好學生就是全方位好學生就是全方位

的好的好的好的好，，，，每一科成績都要好每一科成績都要好每一科成績都要好每一科成績都要好(OP-D，081-082)，除了成績之外教育還有更重

要的才對。 

4444、、、、 孩子的個別因素孩子的個別因素孩子的個別因素孩子的個別因素    

體制內的無法適應體制內的無法適應體制內的無法適應體制內的無法適應，，，，卻在慈心找到自己卻在慈心找到自己卻在慈心找到自己卻在慈心找到自己。。。。    

選擇學校家長最主要還是會考量孩子的個別因素(陳寶鈺，2003)。慈

心有不少孩子在體制內被貼了標韱孩子在體制內被貼了標韱孩子在體制內被貼了標韱孩子在體制內被貼了標韱、、、、在學區內學校沒辦法再讀下去的或是在學區內學校沒辦法再讀下去的或是在學區內學校沒辦法再讀下去的或是在學區內學校沒辦法再讀下去的或是

發展比較有障礙的發展比較有障礙的發展比較有障礙的發展比較有障礙的 (OP-C，114-115)，也有在體制內不適應或遇到不適任不適應或遇到不適任不適應或遇到不適任不適應或遇到不適任

老師老師老師老師(SP-B，150)等個別因素而入學的孩子。在體制內適應不良的學生，

經常是因為個別因素造成學習落後及自信心不足，喪失學習的興趣，而產

生所謂的適應不良的行為。而慈心華德福學校對於這類的孩子教育，先使

其在這個教育場域中重新感受到關愛，而後再重拾學習的心。 

5555、、、、學校學校學校學校教育教育教育教育的參與的參與的參與的參與    

在學校鼓勵家長參與校務及學校教育活動中，增進家長對學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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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可加強親師合作機會(吳清山、黃久芬，1995)。而華德福學校鼓勵家

長參與學校活動及成長研習，而家長社群的成立與自主管理是家長聯繫、

成長的重要關鍵，家長社群的綿密發展與功能發揮更在華德福教育中扮演

了極重要的地位。而此學校社群自我管理的理念，符合以兒童本位為出發

點的教育改革運動四大精神之一(馮朝霖，2002)。慈心慈心慈心慈心華德福的社群平台華德福的社群平台華德福的社群平台華德福的社群平台

都是為了孩子過來學習成長都是為了孩子過來學習成長都是為了孩子過來學習成長都是為了孩子過來學習成長，，，，沒有任何利益糾葛沒有任何利益糾葛沒有任何利益糾葛沒有任何利益糾葛，，，，在這個很健康的社群平在這個很健康的社群平在這個很健康的社群平在這個很健康的社群平

台上台上台上台上，，，，孩子在這個孩子在這個孩子在這個孩子在這個環境下當然會變健康環境下當然會變健康環境下當然會變健康環境下當然會變健康，，，，健康的在這裡成長健康的在這裡成長健康的在這裡成長健康的在這裡成長    (SP-A，

112-113)    。。。。    

學校很多活動家長參與也捐款學校很多活動家長參與也捐款學校很多活動家長參與也捐款學校很多活動家長參與也捐款，，，，在公立學校我們也捐款在公立學校我們也捐款在公立學校我們也捐款在公立學校我們也捐款，，，，可是公立學可是公立學可是公立學可是公立學

校捐款你也知道就是捐給校捐款你也知道就是捐給校捐款你也知道就是捐給校捐款你也知道就是捐給…………。。。。可是到華德福去我們也一樣花錢呀可是到華德福去我們也一樣花錢呀可是到華德福去我們也一樣花錢呀可是到華德福去我們也一樣花錢呀!!!!可是我可是我可是我可是我

們花錢是為了我們要做的事情們花錢是為了我們要做的事情們花錢是為了我們要做的事情們花錢是為了我們要做的事情，，，，意意意意義不一樣啦義不一樣啦義不一樣啦義不一樣啦(SP-B，175-178)!!!!當父母積

極主動地參與學習目標的發展—為了孩子的學校教育而互動，他們賦權了

自己，也賦權了自己的孩子與教師，這就是真正的「自我賦權」(馮朝霖，

2002)。經由參與中產生對學校教育理念的認識、建立良好的親師關係及

家長社群情感的相互支持與維繫等，對家長教育選擇權的影響有極大的幫

助。 

 ( ( ( (三三三三))))問卷與訪談比較問卷與訪談比較問卷與訪談比較問卷與訪談比較    

    從問卷調查之研究顯示，影響家長教育選擇權之學校因素，在學校的

辦學特色、管教方式、課程安排、教師素質及教學品質同意百分比均超過

91%以上。而經研究者訪談整理發現影響家長教育選擇權之因素有學校的

辦學理念、教師素質、對體制教育的不滿、孩子的個別因素與學校活動的

參與有較明顯的影響。 

    綜整本研究問卷及訪談結果，慈心華德福家長教育選擇權學校部分之

影響因素，主要在於學校的理念與特色，教師素質及教學品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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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會因素社會因素社會因素社會因素    

((((一一一一))))問卷分析問卷分析問卷分析問卷分析    

教育改革未能改教育改革未能改教育改革未能改教育改革未能改善教育亂象善教育亂象善教育亂象善教育亂象，，，，品格教育更勝於學業成就品格教育更勝於學業成就品格教育更勝於學業成就品格教育更勝於學業成就。。。。    

    社會因素對於家長教育選擇權的影響，以學校所處的社區環境對於慈

心華德福中小學的家長而言，如表 4-3-7 所示，有影響者佔 43.3%，無影

響者佔 55%。而對國小家長而言依表 4-3-8 認為有影響者佔 42.0%，無影

響者佔 57.1%。國中家長部分，則如表 4-3-9 所示，認為有影響與沒影響

者相同佔 50.0%。 

<表4-3-7>慈心華德福中小學家長教育選擇權影響因素：社會因素統計總表 

影 響 與 否 百 分 率 
題 號 因 素 內 容 

人數 是 人數 否 

19. 學校所處的社區環境。 116 43.4% 149 55.8% 

20. 其它。 20 7.5%   

<表4-3-8>慈心華德福中小學家長教育選擇權影響因素：社會因素國小統計表 

影 響 與 否 百 分 率 
題 號 因 素 內 容 

人數 是 人數 否 

19. 學校所處的社區環境。 92 42.0% 125 57.1% 

20. 其它。 17 7.8%   

<表4-3-9>慈心華德福中小學家長教育選擇權影響因素：社會因素國中統計表 

影 響 與 否 百 分 率 
題 號 因 素 內 容 

人數 是 人數 否 

19. 學校所處的社區環境。 24 50.0% 24 50.0% 

20. 其它。 3 6.3%   

    在其它因素部分，問卷中家長提出下列幾點： 

1、主要是希望孩子能學習為自己負責，自身內在能力的成長比外在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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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視。(問卷編號：003) 

2、支持華德福教育，認同華德福教育理念。(問卷編號：039、164) 

3、注重孩子身心靈的發展。(問卷編號：040) 

4、教改失敗與其在體制內隨風搖擺，不如重人格教育的培養。(問卷編號：

047) 

5、教學理念背後主導對人的哲學思維及整體觀。(問卷編號：068、192) 

6、教育亂象、智育導向的迷思，找一處讓小孩成為小孩的場所罷了。(問

卷編號：071) 

7、不滿體制內的重覆抄寫、測驗，期待有一個主動、靈活的學習環境。(問

卷編號：080) 

8、學校注重家庭教育，對看電視和使用電腦的態度，注重飲食和健康，

對社群經營的用心。(問卷編號：090) 

9、華德福教育理念佳又完整。(問卷編號：092) 

10、補習風盛行，影響到小孩子的身體健康及品格發展。(問卷編號：185) 

11、智育導向之教育迷思造成教育亂象，想找一處小孩的地方，讓孩子自

在的學習。(問卷編號：186) 

12、和主流社會強調智能相較，他考量是整體發展。(問卷編號：209) 

13、體制內外的學校，均有其問題及改善的空間，都不是完美的。然而體

制學校過於壓抑學生個人人格兩相權衡下，選擇本校就讀。(問卷編號：

211) 

14、外縣市租屋，因小孩就讀體制學校產生一些學習和生活上的困擾，故

選擇此校是唯一的選擇。公辦民營體制外學校甚少。(問卷編號：216) 

15、導師太棒，孩子太喜歡學校及家長間的互動。(問卷編號：220) 

16、因個別差異做為選校考量。(問卷編號：238) 

17、學校重視學生的身心靈發展，也注意到個別學生的差異性，教師非常

的用心，因此在慈心學到的不止課業，也學到生活上的態度。(問卷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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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綜觀家長所述，將其它因素可歸納成三大部分：一、孩子學習(1、3、

11、13、14、15、16)。二、學校教育理念(2、5、8、9、12、17)。三為

社會文化環境(4、6、7、10)三大類因素。 

歸納上述家長述寫之因素，在孩子學習部分，家長主要考量是希望孩

子能自在學習、身心靈健康及發展良好品格，也因為孩子的喜好及個別差

異、個別適應不良而受影響。在學校教育理念部分，家長認為慈心華德福

學校有完整的教育理念，並給予認同與支持。且慈心亦重視家庭教育及孩

子個別差異，非僅著重於孩子智育的發展，是全方位身心靈的照護。最後

是對社會文化的不滿，認為教育改革仍未能改善目前的教育亂象，學校教

學以智育為主，過於壓抑學生人格的發展，而孩子身心的健全發展及品格

教育的培養，在家長心裡更勝於學業的成績的表現。 

((((二二二二)))) 訪談分析訪談分析訪談分析訪談分析    

升學主義讓孩子的學習沒有快樂和胃口升學主義讓孩子的學習沒有快樂和胃口升學主義讓孩子的學習沒有快樂和胃口升學主義讓孩子的學習沒有快樂和胃口，，，，只有壓力只有壓力只有壓力只有壓力!!!!    

1111、、、、 考試領導教學考試領導教學考試領導教學考試領導教學    

台灣教育改革的高中多元入學、國中基本能力測驗及一綱多本，並沒

有讓考試領導教學有所改變，教學不正常化仍然充斥在整個國中教育階段

中。考試與補習在孩子學習的路程中，佔據了很多的時間與體力。孩子在

重覆的考試中失去了學習的興趣與胃口，甚至失去了對自己的信心。教育教育教育教育

用升學主義來導向用升學主義來導向用升學主義來導向用升學主義來導向，，，，對人性的扭曲是非常的大對人性的扭曲是非常的大對人性的扭曲是非常的大對人性的扭曲是非常的大，，，，…………如此氛圍下家長對孩子如此氛圍下家長對孩子如此氛圍下家長對孩子如此氛圍下家長對孩子

要面臨這樣的教育會產生一些心理層面的恐懼要面臨這樣的教育會產生一些心理層面的恐懼要面臨這樣的教育會產生一些心理層面的恐懼要面臨這樣的教育會產生一些心理層面的恐懼(SP-A，181，018-019)。制

式教育升學主義的種種偏差，使得許多人急於尋找其它教育的可能性(馮

朝霖，2001b)。。 

高中聯考改成二次國中基測，仍然是以考試來決定孩子的升學，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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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落後的孩子而言考一次與考二次又有多大的差別?    最近教改的巨最近教改的巨最近教改的巨最近教改的巨

變變變變，，，，其實都是在技術層面上打轉其實都是在技術層面上打轉其實都是在技術層面上打轉其實都是在技術層面上打轉，，，，造成孩子學習的興趣幾乎被澆熄造成孩子學習的興趣幾乎被澆熄造成孩子學習的興趣幾乎被澆熄造成孩子學習的興趣幾乎被澆熄，，，，學習學習學習學習

變成很痛苦變成很痛苦變成很痛苦變成很痛苦(SP-A，034-035)。。。。只要是用考試來決定升學，那學校教育怎

能不用考試來評量?教學怎能不隨考試來領導?孩子考得好是家長的期

望，於是家長就期待學校能在智育上多加強，在家長及社會大眾的期待

下，學校就順應期待來要求老師，而老師也就承擔所有的託負，產生教學

就為了升學考試的錯誤認知。  

2222、、、、社會價值觀社會價值觀社會價值觀社會價值觀    

一個孩子的價值一個孩子的價值一個孩子的價值一個孩子的價值，，，，怎能用成績來決定怎能用成績來決定怎能用成績來決定怎能用成績來決定。。。。    

    每一個孩子都有其個別的差異，中國諺語「行行出狀元」清楚的描繪

應尊重每一個人個別差異的發展。今日在孩子的求學階段，家長卻仍抱持

者中國「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舊觀念，會讀書的孩子就是好孩子，

不會讀書的孩子就沒出息。升學主義的錯誤價值觀造成「學習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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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教改會，1995b)。自由意志下有

選擇性的學習權，變成強迫、義務性沒有選擇的受教權。在體制教育下制

式、統一化的學習環境中，學生失去選擇學習的權利，失去隨性向發展的

方向。而學校教育亦被此觀念給扭曲了教育的本質，造成多少行的狀元就

此被扼殺了發展機會?甚至是成為階下囚! 

每一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每一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每一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每一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現在的老師現在的老師現在的老師現在的老師、、、、家長都會說家長都會說家長都會說家長都會說，，，，可是再一直呼可是再一直呼可是再一直呼可是再一直呼

口號要鼓勵個體的同時口號要鼓勵個體的同時口號要鼓勵個體的同時口號要鼓勵個體的同時，，，，大人真的有做到嗎大人真的有做到嗎大人真的有做到嗎大人真的有做到嗎????我很懷疑我很懷疑我很懷疑我很懷疑。。。。我們還是以我們還是以我們還是以我們還是以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各種成績來取決這個人的價值各種成績來取決這個人的價值各種成績來取決這個人的價值各種成績來取決這個人的價值。。。。我覺得到目前為止大部分的家長都還是我覺得到目前為止大部分的家長都還是我覺得到目前為止大部分的家長都還是我覺得到目前為止大部分的家長都還是    

(OP(OP(OP(OP----DDDD，，，，088088088088----090)090)090)090)。。。。面臨到孩子的升學時，口號就僅止於口號而己，難以

跳脫現實社會價值觀的迷思中，觀嚴重影響家長教育選擇權之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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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教學本來就是學校場域的基本工作，而今要求學校正常教學卻變

成是教育的命令。學校教學正常竟成為家長教育選擇權的影響因素(張炳

煌，1998)。錯誤的社會價值觀，讓學校的教學不正常，試想在不正常的

教學場域中能教出多少身心靈健全發展的孩子。而目前社會的價值觀不正

是台灣教育五十多年來累積的寫照?改談何容易呀!芬蘭是在堅持了四十

年的常態編班與正常教學下才有今日教育的成果呀! 

““““人需要有向傳統說不的勇氣人需要有向傳統說不的勇氣人需要有向傳統說不的勇氣人需要有向傳統說不的勇氣，，，，需要有超越文化的豪邁需要有超越文化的豪邁需要有超越文化的豪邁需要有超越文化的豪邁!!!!教育的相對教育的相對教育的相對教育的相對

意義因此不再是盲目的維護傳統意義因此不再是盲目的維護傳統意義因此不再是盲目的維護傳統意義因此不再是盲目的維護傳統、、、、附和環境附和環境附和環境附和環境，，，，而在於培養批判性思考的能而在於培養批判性思考的能而在於培養批判性思考的能而在於培養批判性思考的能

力與性格力與性格力與性格力與性格。。。。””””(馮朝霖，2004b：8) 

3333、、、、公辦民營的影響公辦民營的影響公辦民營的影響公辦民營的影響    

慈心華德福中小學的公辦民營，開啟另類學校的大門，讓家長在另類

學校的選擇上可不受家庭經濟因素的影響。公辦民營公辦民營公辦民營公辦民營讓很多中產家庭讓很多中產家庭讓很多中產家庭讓很多中產家庭、、、、家家家家

庭收入不允許的孩子有機會就讀庭收入不允許的孩子有機會就讀庭收入不允許的孩子有機會就讀庭收入不允許的孩子有機會就讀(SP-A，296)。過去另類學校經常被稱之

為貴族學校，社會經濟條件較優的家庭才有選校的自由(林孟皇，1999)。

如果慈心華德福學校在宜蘭它要用私立的方式在宜蘭它要用私立的方式在宜蘭它要用私立的方式在宜蘭它要用私立的方式，，，，相信它很快就會萎縮掉相信它很快就會萎縮掉相信它很快就會萎縮掉相信它很快就會萎縮掉

(SP-A，441-442)。。。。 

公辦民營公辦民營公辦民營公辦民營，，，，這影響事實上非常非常的大這影響事實上非常非常的大這影響事實上非常非常的大這影響事實上非常非常的大，，，，…………今天要受一個不一樣的教今天要受一個不一樣的教今天要受一個不一樣的教今天要受一個不一樣的教

育那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育那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育那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育那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    (SP-A，390，405)。。。。    

如果沒有公辦民營的話如果沒有公辦民營的話如果沒有公辦民營的話如果沒有公辦民營的話，，，，說真的我會很考慮的說真的我會很考慮的說真的我會很考慮的說真的我會很考慮的(SP-B，387-388)。。。。    

公辦民營公辦民營公辦民營公辦民營，，，，非常的需要這樣子非常的需要這樣子非常的需要這樣子非常的需要這樣子，，，，希望這個模式並推廣到各個縣市希望這個模式並推廣到各個縣市希望這個模式並推廣到各個縣市希望這個模式並推廣到各個縣市。。。。其其其其

實我非常樂見各種不同的教育在我們台灣實我非常樂見各種不同的教育在我們台灣實我非常樂見各種不同的教育在我們台灣實我非常樂見各種不同的教育在我們台灣讓他長長看讓他長長看讓他長長看讓他長長看(OP-C，452-453)。。。。    

公辦民營當然有正面的影響公辦民營當然有正面的影響公辦民營當然有正面的影響公辦民營當然有正面的影響，，，，因為念這個書念這個小學不是一年因為念這個書念這個小學不是一年因為念這個書念這個小學不是一年因為念這個書念這個小學不是一年、、、、二二二二

年年年年，，，，其實學費多寡真的是一個蠻重其實學費多寡真的是一個蠻重其實學費多寡真的是一個蠻重其實學費多寡真的是一個蠻重要考量的因素要考量的因素要考量的因素要考量的因素!!!!對大部分家長來說會覺對大部分家長來說會覺對大部分家長來說會覺對大部分家長來說會覺

得這是一個很大的負擔得這是一個很大的負擔得這是一個很大的負擔得這是一個很大的負擔(OP-D，413-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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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明德(2000)研究發現，家長贊成以公辦民營模式提供家長選擇另類

學校的機會，以軍公教職贊成比率最高。與本研究訪談家長職業(有三位

公職人員，另一位原亦為教職人員)所得結論相符。 

公辦民營模式，讓家長免受高學費的困擾，四位訪談家長一致認為此

模式提供家長去除經濟壓力後多一種教育選擇的機會。更因此希望這個模

式能夠推廣到全國各縣市，讓各種不同的教育在我們台灣都能讓它長長

看，讓家長都知道。 

四四四四、、、、主要影響因素之排序主要影響因素之排序主要影響因素之排序主要影響因素之排序    

慈心華德福家長著重慈心華德福家長著重慈心華德福家長著重慈心華德福家長著重在教育理念在教育理念在教育理念在教育理念，，，，體制內學校家長著重於教學品質體制內學校家長著重於教學品質體制內學校家長著重於教學品質體制內學校家長著重於教學品質。。。。    

由問卷中家長教育選擇權影響因素排序之第一序位因素填答情形，統

計得表 4-3-10，第一序位為家長的教育理念佔 35.6%、第二序位為學校的

辦學特色佔 20.2%、第三序位為子女可以在該校快樂的學習佔 18.0%、第

四序位為校長的辦學理念佔 7.5%、第五序位為學校的教師素質佔 4.1%。

綜觀國內國中小學家長教育選擇權之影響因素研究，家長考量因素於家庭

部分著重於交通便利性、經濟因素、子女學習的快樂程度為主，而學校部

分因素仍著重於教學品質、教師素質、教學設備、學校理念、特色及學校

管教與校風為主(張炳煌，1998；吳清基，1999；吳知賢、段良雄，1999)。

本研究於家庭因素中增列家長的教育理念，此為其它研究中所無之因素，

卻成為另類學校慈心華德福家長教育選擇權最主要之影響因素，影響因素

同意百分比高達 97.4%。 

    表 4-3-10 中僅將回收問卷影響家長教育選擇權主要影響因素，家長

填寫序位一之主要因素做百分比統計。但經研究者將問卷中影響家長教育

選擇權主要因素家長填寫之前三項、前五項及前十項次序因素分別加權統

計後，發現順序仍未改變，故未再增列前三項、前五項及前十項次序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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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表格。 

<表4-3-10>慈心華德福學校家長教育選擇權影響主要因素全體排序前五項表 

填答 影響因素 主要因素 
題號 因素 

人數 同意百分比 排序百分比 排序 

1 家長的教育理念。 95 97.4% 35.6% 1 

10 學校的辦學特色。 54 95.1% 20.2% 2 

5 子女可以在該校快樂的學習。 48 98.5% 18.0% 3 

8 校長的辦學理念。 20 85.0% 7.5% 4 

13 學校的教師素質。 11 91.8% 4.1% 5 

 ( ( ( (一一一一))))與國內國中小家長教育選擇權相關研究結果之比較與國內國中小家長教育選擇權相關研究結果之比較與國內國中小家長教育選擇權相關研究結果之比較與國內國中小家長教育選擇權相關研究結果之比較    

    相較於體制內中小學家長教育選擇權影響因素之研究：張炳煌

(1998)、吳清基(1999)、吳知賢、段良雄(1999)之研究結果前五項因素排

序，與本研究另類學校慈心華德福家長教育選擇權之影響因素，以家長教

育理念為優先考量截然不同。 

張炳煌(1998)之研究指出整體性影響因素前五項分別為：一、學校教

師教學認真(平均數 3.71)。二、學校常規秩序良好(平均數 3.60)。三、

學校教學正常(平均數 3.57)。四、子女在該校可以快樂學習(平均數

3.50)。五、學校設備較佳(平均數 3.22)。與本研究結果僅在子女在該校

可以快樂學習相符。 

吳清基(1999)之研究五項影響因素均為學校因素：一、學校的教學品

質(84%)。二、學校校園的安全性(80%)。三、學校的教師素質(79%)。四、

學校的設備與環境(77%)。五、學校的校風(76%)，較著重在學校教學、校

園安全、設備環境與校風，與本研究僅在學校的教師素質相近。 

吳知賢、段良雄(1999：266)之研究中指出，國中階段顯著影響解釋

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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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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出國中部分顯現出家

長考量著重於家庭經濟、交通、管教及升學問題。國小部分則仍以家庭經

濟、交通及教學目標為主，與本研究之結果明顯差異甚大。 

依問卷調查結果發現慈心華德福家長教育選擇權影響因素著重在家

長教育理念(97.4%)、學校特色(95.1%)與辦學理念(85.0%)，亦相當重視

教師素質(91.8%)及孩子快樂的學習(98.5%)，與上所述的體制內中小學家

長教育選擇權主要影響因素之研究結果顯然不同。 

    在表 4-3-10 中校長的辦學理念因素同意有影響者為 85.0%，明顯比其

它四項同意者均超過 90%以上為低，但主要影響因素之排序卻在第四順

位。從回收問卷中家長述明及家長訪談中研究者找出了端倪，主要原因是

因為華德福家長認為慈心的經營不是校長的辦學理念，而是學校的辦學理

念。因為華德福學校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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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心華德福學校校長二年一任期，學校之辦

學理念以人智學為基礎發展，由親師共同研擬絕非是校長一人之辦學理念

所能主導，故同意百分比較低些。研究者認為此項影響因素名稱，宜將校

長的辦學理念改成學校的辦學理念或學校的教育理念較為理想，也較符合

慈心華德福學校之實際現況。 

((((二二二二))))    與國內國小家長教育選擇權相關研究結果之比較與國內國小家長教育選擇權相關研究結果之比較與國內國小家長教育選擇權相關研究結果之比較與國內國小家長教育選擇權相關研究結果之比較    

    因慈心華德福中小學，仍以國小人數為多，且本研究之問卷回收國小

部分回收問卷共計 222 份，佔回收問卷之 83.1%。如僅與國內相關國中小

之研究相較實有欠佳之處，故增列國小部分家長教育選擇權影響因素分析

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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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11>慈心華德福學校家長教育選擇權影響主要因素國小排序前五項表 

填答 影響因素 主要因素 
題號 因素 

人數 同意百分比 排序百分比 排序 

1 家長的教育理念。 84 97.3% 37.8% 1111    

10 學校的辦學特色。 42 95.0% 18.9% 2222    

5 子女可以在該校快樂的學習。 41 98.6% 18.5% 3333    

8 校長的辦學理念。 14 84.5% 6.3% 4444    

13 學校的教師素質。 9 92.2% 4.1% 5555    

    由表 4-3-11 與 4-3-10 相互比較下，慈心華德福學校影響家長教育選

擇權之主要因素順序並無改變，影響因素同意百分比變化亦不大。但在主

要影響因素排序百分比上發現家長的教育理念列為影響主要因素的比例

由 35.6%提升至 37.8%，增加了 2.2%變化最為明顯，顯見國小部家長教育

選擇權影響因素受家長的教育理念影響較大國中部大。 

而與國內體制內針對國小家長教育選擇權影響因素之研究相互比較

如下： 

陳明德(2000)以台北縣公私立國民小學教師及家長為研究對象之研

究，考量因素前五項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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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學校的辦學特色(76.1%)。4.

學校的教師素質(76.1%)。周生民(2001)以台南市四所國小為例之研究發

現，影響家長教育選擇權之因素前五項依序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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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及教師認

為考量因素著重在教師教學及素質、學校設備、安全、特色及校風為主，

交通問題也是考量因素之一。以上二者之研究與本研究僅在學校的辦學特

色及教師素質有相同之處。惟相同二因素中另類學校家長同意百分比較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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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內研究百分比高出許多。 

王秋晴(2002)以台南市公私立國小教師及家長所做之研究發現主要

因素前五項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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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以子女學習的快樂程度比例最高。該

研究與本研究在子女學習的快樂程度、學校教師的素質二項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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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慈心華德福學校家長教育選擇權意識發展歷程 

另類學校慈心華德福家長教育選擇權之影響因素，在家庭方面主要受

子女可以在慈心快樂的學習、對子女的教育理念及子女喜歡慈心的程度所

影響，學校方面主要受慈心辦學特色\辦學理念、管教方式、課程安排、

教師素質、校風、對體制教育的不滿與失望、孩子的不適應問題為主要因

素。而社會因素則在於教育亂象、考試領導教學、偏差的社會價值觀及慈

心華德福學校公辦民營之影響。人的意識發展並不能獨立於所處環境內外

在因素而獨立真空發展，故此；影響家長教育選擇權之因素與慈心家長教

育選擇權意識發展之歷程必息息相關，甚至左右著家長教育選擇權意識發

展之方向。 

黑格爾說：「意識本身就是它自己的概念」，而自我概念的形成受內外

在因素的影響，概念的改變也將引發不同的意識發展，家長教育選擇權意

識發展歷程亦是如此。，當家長受內外在因素影響後，產生對教育的價值

觀和理念改變時，意識發展方向就將隨之轉向。本章將慈心華德福學校家

長教育選擇權意識發展歷程區分為：一、意識覺醒期。二、意識成形期。

三、賦權增能期。四、意識分化期。四階段分述如下： 

一一一一、、、、    意識覺醒期意識覺醒期意識覺醒期意識覺醒期    

教育改革運動，喚醒家長教育選擇權意識的覺醒。 

人的主體意識的覺醒程度，最終取決於社會的生產方式(吳增炎，1994)

下，隨著台灣經濟的發展，人民的主體意識隨之改變。在四一○教育改革

的運動，喚起台灣教育改革的力量。家長對子女受教權的觀念，從國民義

務教育中被動、義務的錯誤認知，轉變成主動、權利的爭取。家長教育選

擇權意識從外在因素影響下，產生主體內在的選擇權利的意識覺醒： 

((((一一一一))))成長成長成長成長的的的的省思省思省思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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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不不不不需要需要需要需要靠分數來靠分數來靠分數來靠分數來指引指引指引指引方向方向方向方向。。。。    

在從小在用功讀書、考取高分、念好學校才會有好將來的觀念下，雖

然求學之路順遂讓今日有此成就及社會地位今日有此成就及社會地位今日有此成就及社會地位今日有此成就及社會地位，，，，算是運氣好吧算是運氣好吧算是運氣好吧算是運氣好吧!!!!不知道我們不知道我們不知道我們不知道我們

的興趣在那裡的興趣在那裡的興趣在那裡的興趣在那裡，，，，就是符合考試的規則罷了就是符合考試的規則罷了就是符合考試的規則罷了就是符合考試的規則罷了(SP-A，194-195)!感嘆用考試分

數來決定的人生，意義在哪裡?選擇工作的機會也是經由考試來取決，工

作的快樂在哪裡?人生沒有目標，工作沒有能符合興趣，每一個路口的方

向都是經由一個個考試的結果來決定。是否要讓孩子再面對沒有選擇的人

生?面對一生方向竟是用考試分數來決定的可悲。我們就是被排定的我們就是被排定的我們就是被排定的我們就是被排定的、、、、被被被被

選定的選定的選定的選定的、、、、Chance by ChanceChance by ChanceChance by ChanceChance by Chance，，，，選到那裡就讀那裡選到那裡就讀那裡選到那裡就讀那裡選到那裡就讀那裡，，，，就往那個方向走就往那個方向走就往那個方向走就往那個方向走(SP(SP(SP(SP----AAAA，，，，

183183183183----184)184)184)184)。。。。 

““““人同時是文化的人同時是文化的人同時是文化的人同時是文化的「「「「創造者創造者創造者創造者」」」」與與與與「「「「創物者創物者創物者創物者」，」，」，」，當文化成為人生命發展當文化成為人生命發展當文化成為人生命發展當文化成為人生命發展

的包袱的包袱的包袱的包袱，，，，文化與人的創化互相扞格衝突時文化與人的創化互相扞格衝突時文化與人的創化互相扞格衝突時文化與人的創化互相扞格衝突時，，，，獅子象徵人類向文化壓迫獅子象徵人類向文化壓迫獅子象徵人類向文化壓迫獅子象徵人類向文化壓迫「「「「說說說說

不不不不」」」」的勇氣的勇氣的勇氣的勇氣，，，，易言之易言之易言之易言之，，，，此也意謂人之此也意謂人之此也意謂人之此也意謂人之「「「「自我完成性依他起之反思自我完成性依他起之反思自我完成性依他起之反思自我完成性依他起之反思」。」。」。」。””””(馮

朝霖，2004b：8)    

教育只有智育教育只有智育教育只有智育教育只有智育，，，，沒有五育沒有五育沒有五育沒有五育。。。。    

五育均衡發展是我國國民教育的目標，但智育的發展卻成了學生優劣

的評斷指標。在過度強調智育的體制教育中，我們一直被要求當全方位一直被要求當全方位一直被要求當全方位一直被要求當全方位每每每每

一科一科一科一科都好的孩子都好的孩子都好的孩子都好的孩子(OP-D，081)，在每一次的考試中不斷的被評斷，挨打就

成了家常便飯，像我這個年紀從小就是被電得最慘的像我這個年紀從小就是被電得最慘的像我這個年紀從小就是被電得最慘的像我這個年紀從小就是被電得最慘的(SP(SP(SP(SP----BBBB，，，，357)357)357)357)。。。。尤其

最不好的印象最不好的印象最不好的印象最不好的印象和和和和經驗就是在國中經驗就是在國中經驗就是在國中經驗就是在國中，，，，同學的自信心在國中被摧殘了同學的自信心在國中被摧殘了同學的自信心在國中被摧殘了同學的自信心在國中被摧殘了，，，，然後他然後他然後他然後他

們也找不到他們的專長們也找不到他們的專長們也找不到他們的專長們也找不到他們的專長，，，，現在一輩子都庸庸碌碌的現在一輩子都庸庸碌碌的現在一輩子都庸庸碌碌的現在一輩子都庸庸碌碌的。。。。我不認為每一個人都我不認為每一個人都我不認為每一個人都我不認為每一個人都

應該把書讀得很好應該把書讀得很好應該把書讀得很好應該把書讀得很好，，，，就是說每一個人都只有升學這條路而已就是說每一個人都只有升學這條路而已就是說每一個人都只有升學這條路而已就是說每一個人都只有升學這條路而已(OP-C，

054-056)。 

過度強調智育教育下的結果，讓許多孩子喪失了信心，我就會想像這我就會想像這我就會想像這我就會想像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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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有一個體制能夠鼓勵你某樣有一個體制能夠鼓勵你某樣有一個體制能夠鼓勵你某樣有一個體制能夠鼓勵你某一方面的優點一方面的優點一方面的優點一方面的優點，，，，然後讓你有信心然後讓你有信心然後讓你有信心然後讓你有信心，，，，那你自己應那你自己應那你自己應那你自己應

該會活得更快樂該會活得更快樂該會活得更快樂該會活得更快樂(OP-D，084-085)。。。。    

 ( ( ( (二二二二))))教育的批判教育的批判教育的批判教育的批判    

對體制學校教育的不滿及恐懼對體制學校教育的不滿及恐懼對體制學校教育的不滿及恐懼對體制學校教育的不滿及恐懼。。。。    

台灣教育的問題根源是升學主義，其原因乃社會人民對文憑的重視及

教育理念和目標的窄化(許智香，2006：150)。升學主義造成考試領導教

學，而教育改革也未能改善教育的亂象，影響了家長教育選擇意識的發

展。因為我因為我因為我因為我們是在這文化中長大的們是在這文化中長大的們是在這文化中長大的們是在這文化中長大的，，，，…………教育改革很好教育改革很好教育改革很好教育改革很好，，，，但因為升學但因為升學但因為升學但因為升學、、、、考試考試考試考試，，，，

大部分教育變革的本質都被扭曲了大部分教育變革的本質都被扭曲了大部分教育變革的本質都被扭曲了大部分教育變革的本質都被扭曲了(SP(SP(SP(SP----BBBB，，，，347347347347----349)349)349)349)。。。。在教育改革教育改革教育改革教育改革、、、、升學升學升學升學

主義等的社會氛圍下主義等的社會氛圍下主義等的社會氛圍下主義等的社會氛圍下，，，，…………對整個的台灣教育會對整個的台灣教育會對整個的台灣教育會對整個的台灣教育會產生恐懼產生恐懼產生恐懼產生恐懼(SP(SP(SP(SP----AAAA。。。。017017017017----019)019)019)019)。。。。 

對學校的教育其實就是有些不滿對學校的教育其實就是有些不滿對學校的教育其實就是有些不滿對學校的教育其實就是有些不滿，，，，考試領導教學考試領導教學考試領導教學考試領導教學(OP-C，006、019)、、、、

學習無法等待學習無法等待學習無法等待學習無法等待、、、、遇到不適任老師遇到不適任老師遇到不適任老師遇到不適任老師(SP-B，158、163)、、、、課業壓力大課業壓力大課業壓力大課業壓力大、、、、笑容愈笑容愈笑容愈笑容愈

來愈少來愈少來愈少來愈少(SP-A，091)等，讓家長有機會去省思，為孩子的成長而去思考為孩子的成長而去思考為孩子的成長而去思考為孩子的成長而去思考，

教育要回歸到教育的本質要回歸到教育的本質要回歸到教育的本質要回歸到教育的本質(SP-A，097、101)，讓孩子快樂、多元的學習。 

孩孩孩孩子身心靈健子身心靈健子身心靈健子身心靈健康的康的康的康的成長成長成長成長比成績更重要比成績更重要比成績更重要比成績更重要。。。。 

升學主義讓教育理念和教育目標窄化了，面對競爭的世界、共同的平

台，台灣需要提昇國際競爭力就需要透過多元教育來培養。所以，教育就教育就教育就教育就

要豐富化要豐富化要豐富化要豐富化、、、、多元多元多元多元化化化化(SP-A，344)，在主流教育如此一元的時代裡，另類教

育是多元教育中必要的一環(唐宗浩、李雅卿、陳念萱，2006)。 

考試領導教學造成學校教學沒有正常化，國中沒有童軍和美術國中沒有童軍和美術國中沒有童軍和美術國中沒有童軍和美術

(OP-C，036)教育。到底父母該給孩子什麼樣的教育? 給他一個健全的人給他一個健全的人給他一個健全的人給他一個健全的人

格成長格成長格成長格成長、、、、人生觀及生活態度人生觀及生活態度人生觀及生活態度人生觀及生活態度，，，，…………更超越他的成績更超越他的成績更超越他的成績更超越他的成績(OP-D，006-007)。。。。    

一般體制教育較無法照護到學生身心的健全發展，而華德福比較注重華德福比較注重華德福比較注重華德福比較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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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靈魂體孩子的靈魂體孩子的靈魂體孩子的靈魂體，，，，那是一個教育哲學思想下去關注孩子靈魂體的發展那是一個教育哲學思想下去關注孩子靈魂體的發展那是一個教育哲學思想下去關注孩子靈魂體的發展那是一個教育哲學思想下去關注孩子靈魂體的發展

(OP-C，472-473)，在快樂中一樣有獲得在快樂中一樣有獲得在快樂中一樣有獲得在快樂中一樣有獲得，，，，在身心靈上能有一個成在身心靈上能有一個成在身心靈上能有一個成在身心靈上能有一個成長與獲長與獲長與獲長與獲

得得得得(OP-D，072-073)。。。。家長希望孩子教育能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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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生命視野，為一個美好

的人類未來奠定基礎(林家興，2004：115)。    

二二二二、、、、    意識成形期意識成形期意識成形期意識成形期    

經由家庭協商，尋求教育共識，家長教育選擇權意識開始成形。 

家長教育選擇權的萌芽，從想讓孩子接受一個不同於體制內教育的第

一個念頭開始。家庭的協商是必要的過程，什麼理由讓家長信任華德福的

教育，心中的價值觀及疑慮如何澄清，家長教育選擇權的意識逐漸開始在

焦慮中成形： 

((((一一一一))))家庭協商家庭協商家庭協商家庭協商((((意識混淆意識混淆意識混淆意識混淆))))    

傳統價值觀念的阻傳統價值觀念的阻傳統價值觀念的阻傳統價值觀念的阻力力力力。。。。    

決定讓孩子進入體制外的學校，對大部分的家庭而言是需要時間去溝

通、討論與協商。面對一個校名都還搞不清楚面對一個校名都還搞不清楚面對一個校名都還搞不清楚面對一個校名都還搞不清楚、、、、沒寫字沒寫字沒寫字沒寫字(OP-C，220)、沒沒沒沒

考試考試考試考試(OP-D，175；SP-B，162；OP-D，202)又沒有課本沒有課本沒有課本沒有課本(SP-B，271；OP-D，

202)的學校，從體制教育長大的家長，第一個反應就是這怎麼可以，傳統

觀念仍然是很難被憾動的。迷思在傳統價值觀念下，前二年也會覺得很質前二年也會覺得很質前二年也會覺得很質前二年也會覺得很質

疑疑疑疑，，，，面對很多挑戰面對很多挑戰面對很多挑戰面對很多挑戰，，，，社會價值社會價值社會價值社會價值、、、、親戚朋友親戚朋友親戚朋友親戚朋友、、、、長輩長輩長輩長輩，，，，我父母到現在還是不能我父母到現在還是不能我父母到現在還是不能我父母到現在還是不能

諒解諒解諒解諒解(SP-B，130-131)，選擇後仍然要面臨許多挑戰與質疑。 

家庭家庭家庭家庭需需需需建立建立建立建立共識共識共識共識。。。。    

在…激烈的討論下激烈的討論下激烈的討論下激烈的討論下，，，，家裡是不贊成孩子去念華德福的家裡是不贊成孩子去念華德福的家裡是不贊成孩子去念華德福的家裡是不贊成孩子去念華德福的，，，，…………還有還有還有還有華德福華德福華德福華德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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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方式和傳統的不一樣的教育方式和傳統的不一樣的教育方式和傳統的不一樣的教育方式和傳統的不一樣，，，，會擔心孩子未來的前途會擔心孩子未來的前途會擔心孩子未來的前途會擔心孩子未來的前途(OP-D，073-075)，，，，

花了蠻多的時間與力氣去和先生討論花了蠻多的時間與力氣去和先生討論花了蠻多的時間與力氣去和先生討論花了蠻多的時間與力氣去和先生討論，，，，後來為了尊重我就答應後來為了尊重我就答應後來為了尊重我就答應後來為了尊重我就答應(OP-D，

160-161)。。。。我先生一開始對這個學校我先生一開始對這個學校我先生一開始對這個學校我先生一開始對這個學校嗯嗯嗯嗯…………我的主導性比較強我的主導性比較強我的主導性比較強我的主導性比較強，，，，可能是因為可能是因為可能是因為可能是因為

我先生認為我當過老師我先生認為我當過老師我先生認為我當過老師我先生認為我當過老師，，，，然後中間的過程我們也會討論然後中間的過程我們也會討論然後中間的過程我們也會討論然後中間的過程我們也會討論，，，，後來我先生也變後來我先生也變後來我先生也變後來我先生也變

得比較在意國中部分得比較在意國中部分得比較在意國中部分得比較在意國中部分(OP-C，320-322)。。。。因為孩子還小因為孩子還小因為孩子還小因為孩子還小，，，，小學嘛小學嘛小學嘛小學嘛，，，，…………給他給他給他給他

們嘗試們嘗試們嘗試們嘗試，，，，如果有任何不妥如果有任何不妥如果有任何不妥如果有任何不妥…………，，，，我們就可以我們就可以我們就可以我們就可以…………轉換環境轉換環境轉換環境轉換環境(OP-C，046-047)。。。。

誠如本研究結果：國中家長對於學校的課程安排與教學品質較國小重視。

所以；國小可以試一試吧! 而這答應卻未必是認同，而爭取的一方其內心

來自對方反對的壓力仍未消除，只是獲得暫時的妥協。    

共識需要父母、孩子三方面都能接受與體認，家庭沒有共識，則華德

福教育就難以成功。因為沒有太太的支持就沒有辦法做啦沒有太太的支持就沒有辦法做啦沒有太太的支持就沒有辦法做啦沒有太太的支持就沒有辦法做啦!!!!華德福教育很華德福教育很華德福教育很華德福教育很

重視家庭教育重視家庭教育重視家庭教育重視家庭教育，，，，如果沒有支持如果沒有支持如果沒有支持如果沒有支持，，，，那兩套教育怎麼可以呢那兩套教育怎麼可以呢那兩套教育怎麼可以呢那兩套教育怎麼可以呢(SP-B，315-316)    ????    

隱憂未除隱憂未除隱憂未除隱憂未除。。。。    

父母面對一個新的教育體制及孩子教育的未來性，再做出決定前的確

是需要長時間的內心爭札，因為有太多的不確定因素及親友的反對，因為

與現實體制教育違背太多，因為與我們的教育成長背景完全不同，太多的

因為在心中糾纏。所以，選擇華德福學校的心路歷程是孤軍奮戰沒有人支選擇華德福學校的心路歷程是孤軍奮戰沒有人支選擇華德福學校的心路歷程是孤軍奮戰沒有人支選擇華德福學校的心路歷程是孤軍奮戰沒有人支

持的持的持的持的，，，，也其實在心裡已經背負了心理壓力也其實在心裡已經背負了心理壓力也其實在心裡已經背負了心理壓力也其實在心裡已經背負了心理壓力，，，，…………也會擔心念了國中會不會銜也會擔心念了國中會不會銜也會擔心念了國中會不會銜也會擔心念了國中會不會銜

接不上來接不上來接不上來接不上來，，，，那是一直放在心中隱約的擔心那是一直放在心中隱約的擔心那是一直放在心中隱約的擔心那是一直放在心中隱約的擔心(OP-D，159-166)。。。。    

當然也有很多家長很擔心當然也有很多家長很擔心當然也有很多家長很擔心當然也有很多家長很擔心。。。。所以所以所以所以；；；；白天上華德福的教育白天上華德福的教育白天上華德福的教育白天上華德福的教育，，，，晚上去補華晚上去補華晚上去補華晚上去補華

德福不足的部德福不足的部德福不足的部德福不足的部分分分分(OP-C，262-263)。。。。也也也也因為路途遙遠的問題因為路途遙遠的問題因為路途遙遠的問題因為路途遙遠的問題(OP-D，074)、

晚上回家應該也要過華德福的生活晚上回家應該也要過華德福的生活晚上回家應該也要過華德福的生活晚上回家應該也要過華德福的生活…………，，，，家長晚上回到家其實都蠻累了家長晚上回到家其實都蠻累了家長晚上回到家其實都蠻累了家長晚上回到家其實都蠻累了。。。。當當當當

然學校的活動我們都會參與然學校的活動我們都會參與然學校的活動我們都會參與然學校的活動我們都會參與，，，，那只是代表我們關心孩那只是代表我們關心孩那只是代表我們關心孩那只是代表我們關心孩子子子子。。。。但實際上要我改但實際上要我改但實際上要我改但實際上要我改

變生活實在是很困難變生活實在是很困難變生活實在是很困難變生活實在是很困難，，，，我們只是欣賞而己我們只是欣賞而己我們只是欣賞而己我們只是欣賞而己(OP(OP(OP(OP----CCCC，，，，242242242242、、、、257257257257----261261261261))))。。。。一個教

育的成功需要多方的配合，在家長心中隱憂未除下，其家長教育選擇權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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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發展將倍受考驗。 

((((二二二二))))信任老師信任老師信任老師信任老師((((意識遷移意識遷移意識遷移意識遷移))))    

經由經由經由經由信任信任信任信任慈心的慈心的慈心的慈心的老師轉為信任老師轉為信任老師轉為信任老師轉為信任慈心慈心慈心慈心華德福華德福華德福華德福的教育的教育的教育的教育。。。。    

家長在沒有教育理念為後盾，對華德福教育理念又不了解的情形下，

是什麼原因讓家長可以安心的讓孩子入學?是對華德福學校教師的信任意

識轉化遷移成為對華德福教育的信任，由信任老師進而信任學校。 

我就過去和老師談談我就過去和老師談談我就過去和老師談談我就過去和老師談談，，，，心裡面就想只要這邊的老師看起來還好心裡面就想只要這邊的老師看起來還好心裡面就想只要這邊的老師看起來還好心裡面就想只要這邊的老師看起來還好，，，，我就我就我就我就

讓他讀讓他讀讓他讀讓他讀。。。。…………兩兩兩兩位教師給我的感覺對生命位教師給我的感覺對生命位教師給我的感覺對生命位教師給我的感覺對生命、、、、對教學的熱忱對教學的熱忱對教學的熱忱對教學的熱忱，，，，我覺得這樣就很我覺得這樣就很我覺得這樣就很我覺得這樣就很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SP-B，166-167、170-171)。。。。    

發現一個導師在談的過程中發現一個導師在談的過程中發現一個導師在談的過程中發現一個導師在談的過程中，，，，很吸引我很吸引我很吸引我很吸引我，，，，對對對對!!!!就是覺得這樣的一個教就是覺得這樣的一個教就是覺得這樣的一個教就是覺得這樣的一個教

育理念育理念育理念育理念，，，，…………，，，，在他講到對待孩子的方法時候在他講到對待孩子的方法時候在他講到對待孩子的方法時候在他講到對待孩子的方法時候，，，，還有今天的社會現象是很契還有今天的社會現象是很契還有今天的社會現象是很契還有今天的社會現象是很契

合我的心合我的心合我的心合我的心。。。。所以所以所以所以，，，，我就決定要讓我的孩子去讀我就決定要讓我的孩子去讀我就決定要讓我的孩子去讀我就決定要讓我的孩子去讀(OP-C，013-016)。。。。    

我覺得是從我信任我覺得是從我信任我覺得是從我信任我覺得是從我信任○○○○老師這個人老師這個人老師這個人老師這個人，，，，轉為信任華德福的理念轉為信任華德福的理念轉為信任華德福的理念轉為信任華德福的理念，，，，再加上華再加上華再加上華再加上華

德福的一些教育理念跟我內心深處要給孩子的一個健全人格成長德福的一些教育理念跟我內心深處要給孩子的一個健全人格成長德福的一些教育理念跟我內心深處要給孩子的一個健全人格成長德福的一些教育理念跟我內心深處要給孩子的一個健全人格成長、、、、人生態人生態人生態人生態

度某些地方是契合的度某些地方是契合的度某些地方是契合的度某些地方是契合的(OP-D，055-057)。。。。    

((((三三三三))))形塑理念形塑理念形塑理念形塑理念 ( ( ( (意識穩定意識穩定意識穩定意識穩定))))    

教育參與教育參與教育參與教育參與，，，，形塑家長的教育理念形塑家長的教育理念形塑家長的教育理念形塑家長的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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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參與華德福活動而慢慢了解到華德福教育和一般體制內因為參與華德福活動而慢慢了解到華德福教育和一般體制內因為參與華德福活動而慢慢了解到華德福教育和一般體制內因為參與華德福活動而慢慢了解到華德福教育和一般體制內

的教育是不一樣的的教育是不一樣的的教育是不一樣的的教育是不一樣的，，，，而去改變自己的教育觀念而去改變自己的教育觀念而去改變自己的教育觀念而去改變自己的教育觀念(OP-C，094-096)。。。。有些家

長開始忠誠的配合華德福教育理念，家裡家裡家裡家裡半年後就沒電視了半年後就沒電視了半年後就沒電視了半年後就沒電視了，，，，華德福教育華德福教育華德福教育華德福教育

強調不能有電視強調不能有電視強調不能有電視強調不能有電視。。。。…………一年後就沒電腦了一年後就沒電腦了一年後就沒電腦了一年後就沒電腦了 (SP-B，132-13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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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價值觀並不會因為慈心華德福學校的成立就能在短期內有巨大

的改變。在面在面在面在面對壓力的時候對壓力的時候對壓力的時候對壓力的時候，，，，會想會想會想會想，，，，也許在台灣慈心華德福是非主流教育也許在台灣慈心華德福是非主流教育也許在台灣慈心華德福是非主流教育也許在台灣慈心華德福是非主流教育，，，，

可是跳脫台灣拉高視野可是跳脫台灣拉高視野可是跳脫台灣拉高視野可是跳脫台灣拉高視野，，，，華德福教育是一個跟歐美銜接的主流華德福教育是一個跟歐美銜接的主流華德福教育是一個跟歐美銜接的主流華德福教育是一個跟歐美銜接的主流(SP-A，

222-224)。。。。    

碰撞與磨合碰撞與磨合碰撞與磨合碰撞與磨合間間間間，，，，建立革命情感建立革命情感建立革命情感建立革命情感。。。。    

一個新的教育體制在台灣成長，配合國情、民風及教育環境的不同，

它必需經過長時間的轉化、調整與適應。如何將國外的如何將國外的如何將國外的如何將國外的華德福華德福華德福華德福教育轉化適教育轉化適教育轉化適教育轉化適

合台灣的教育環境合台灣的教育環境合台灣的教育環境合台灣的教育環境。。。。…………過程中它需要很多的時間去衝撞和磨過程中它需要很多的時間去衝撞和磨過程中它需要很多的時間去衝撞和磨過程中它需要很多的時間去衝撞和磨合合合合(OP-C，

077-079)!!!!在這階段中，感覺上感覺上感覺上感覺上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像白老鼠像白老鼠像白老鼠像白老鼠，，，，可是我覺得他們最幸福可是我覺得他們最幸福可是我覺得他們最幸福可是我覺得他們最幸福。。。。

因為有衝撞讓學校因為有衝撞讓學校因為有衝撞讓學校因為有衝撞讓學校、、、、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家長有思考的機會家長有思考的機會家長有思考的機會家長有思考的機會，，，，因為這是直接衝撞到因為這是直接衝撞到因為這是直接衝撞到因為這是直接衝撞到，，，，所所所所

以辛苦以辛苦以辛苦以辛苦。。。。但是這對但是這對但是這對但是這對他們未來的人生有一定的幫助他們未來的人生有一定的幫助他們未來的人生有一定的幫助他們未來的人生有一定的幫助(SP(SP(SP(SP----BBBB，，，，145145145145----147)147)147)147)。。。。    

藉由華德福教育的參與過程藉由華德福教育的參與過程藉由華德福教育的參與過程藉由華德福教育的參與過程，，，，當然會更堅定你對教育的信念當然會更堅定你對教育的信念當然會更堅定你對教育的信念當然會更堅定你對教育的信念(SP-A，

240)!!!!也將家長凝聚在一起，為了孩子的教育而努力，彼此建立濃厚的革建立濃厚的革建立濃厚的革建立濃厚的革

命感情命感情命感情命感情(SP-B，175；OP-C，099)。 

三三三三、、、、    賦權增能期賦權增能期賦權增能期賦權增能期    

教育選擇權的參化，演化出積極公民權力爭取的行動。 

增能就在於批判意識和有效行動的連結，來擺脫社會結構的桎梏(王

美文，2001)。參化就是「同時學習」、「共同演化」、「參贊化育」(馮朝霖，

2007)。家長經由教育的參與、學習來建立自我教育的理念，教育選擇權

意識發展進入自我賦權、賦權增能的階段。是家長教育選擇權之參與權與

自主權的體現，更是家長意識自覺、自立的過程，是對華德福教育的肯定

與價值觀的認同。讓家長演化出現代積極公民的權力爭取行動，由「為己」

的私人關懷轉化為「為社群」、「為教育」及「為國家社會」的公共事務參

與，這是教育選擇權參化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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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類學校的發展與奮鬥另類學校的發展與奮鬥另類學校的發展與奮鬥另類學校的發展與奮鬥，，，，仍在於其秉持仍在於其秉持仍在於其秉持仍在於其秉持「「「「國民教育權國民教育權國民教育權國民教育權」」」」的理念的理念的理念的理念，，，，為為為為

實現個人解放與促進社會民主而堅持的理念實現個人解放與促進社會民主而堅持的理念實現個人解放與促進社會民主而堅持的理念實現個人解放與促進社會民主而堅持的理念，，，，這是典型的這是典型的這是典型的這是典型的「「「「自我賦權自我賦權自我賦權自我賦權」」」」實實實實

踐踐踐踐，，，，是邁向公民社會的勇敢貢獻是邁向公民社會的勇敢貢獻是邁向公民社會的勇敢貢獻是邁向公民社會的勇敢貢獻!!!!””””(馮朝霖，2004a：39) 

((((一一一一))))教育的參與教育的參與教育的參與教育的參與((((自我賦權自我賦權自我賦權自我賦權、、、、參與權參與權參與權參與權))))    

   教育選擇權的重點先要有得選擇教育選擇權的重點先要有得選擇教育選擇權的重點先要有得選擇教育選擇權的重點先要有得選擇，，，，有得選擇後你就要去參有得選擇後你就要去參有得選擇後你就要去參有得選擇後你就要去參

與與與與。。。。(SP(SP(SP(SP----AAAA，，，，501)501)501)501)    

學校的活動、家長的研習，家長可以選擇參加或不參加。對於孩子的

教育、學校的生活及學習，家長也可以自行決定關心程度的高低。在積極、

正向的選擇意識發展過程中就是家長「自我賦權」—積極主動的參與學校

活動。賦權了自己，也賦權了自己的孩子與教師 (馮朝霖，2002)。家長

意識發展了解到，在賦權後參與的重要性。 

    慈心也花很多時間辦理家長活動慈心也花很多時間辦理家長活動慈心也花很多時間辦理家長活動慈心也花很多時間辦理家長活動，，，，而家長會也辦了家長學苑而家長會也辦了家長學苑而家長會也辦了家長學苑而家長會也辦了家長學苑(OP-C，

086)，家長很喜歡去家長很喜歡去家長很喜歡去家長很喜歡去(SP-B，381)，而且會沉浸在這快樂而且會沉浸在這快樂而且會沉浸在這快樂而且會沉浸在這快樂之中之中之中之中，，，，…………因為參因為參因為參因為參

與與與與…………也讓也讓也讓也讓家長家長家長家長經歷到第二童年經歷到第二童年經歷到第二童年經歷到第二童年(SP-A，108-110)。在參與的過程中，不只不只不只不只

孩子獲得快樂的童年孩子獲得快樂的童年孩子獲得快樂的童年孩子獲得快樂的童年，，，，父母也有成長父母也有成長父母也有成長父母也有成長，，，，讓人生觀和理念不再制式和狹隘讓人生觀和理念不再制式和狹隘讓人生觀和理念不再制式和狹隘讓人生觀和理念不再制式和狹隘，，，，

人有無限可能人有無限可能人有無限可能人有無限可能、、、、適才適用的說法適才適用的說法適才適用的說法適才適用的說法，，，，不再是文句性不再是文句性不再是文句性不再是文句性、、、、文章性的敘述文章性的敘述文章性的敘述文章性的敘述，，，，而是比而是比而是比而是比

較深層的領略較深層的領略較深層的領略較深層的領略(OP-256-286)。所以，「另類教育」之所以吸引人，即在於

人的第二次誕生、自由與自我完成之間的重新聯結(馮朝霖，2004b)。 

((((二二二二))))社群的社群的社群的社群的成立成立成立成立((((賦權增能賦權增能賦權增能賦權增能、、、、參與參與參與參與權權權權))))    

為了孩子教育為了孩子教育為了孩子教育為了孩子教育，，，，成立健康的社群平台成立健康的社群平台成立健康的社群平台成立健康的社群平台。。。。    

教育只有靠學校是不夠的，家庭教育亦是教育成功重要的一環。而學學學學

校在這九年間很校在這九年間很校在這九年間很校在這九年間很快速的成長快速的成長快速的成長快速的成長，，，，在成長過程中我們家長如果單靠學校在成長過程中我們家長如果單靠學校在成長過程中我們家長如果單靠學校在成長過程中我們家長如果單靠學校、、、、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的力量是不可能的的力量是不可能的的力量是不可能的的力量是不可能的 (SP-A，209-210)。。。。藉由家長社群的成立，透過這個平透過這個平透過這個平透過這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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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台台台，，，，讓自己更深入了解孩子外讓自己更深入了解孩子外讓自己更深入了解孩子外讓自己更深入了解孩子外，，，，也結交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也結交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也結交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也結交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都是大家都是大家都是大家都是

為了孩子過來學習成長為了孩子過來學習成長為了孩子過來學習成長為了孩子過來學習成長，，，，沒有任何利益糾葛沒有任何利益糾葛沒有任何利益糾葛沒有任何利益糾葛，，，，在這個很健康的社群平台在這個很健康的社群平台在這個很健康的社群平台在這個很健康的社群平台

(SP-A，110-113)。。。。    

家長社群平台的成立，讓許多的小家庭得以彼此的協助與鼓勵，發揮發揮發揮發揮

以前大家庭的功能以前大家庭的功能以前大家庭的功能以前大家庭的功能(SP-A，283)，也讓孩子得到了健康的學習、成長環境，

更強化家長的共同理念與協助慈心的發展的力量，家長社群的參與給予家

長教育選擇權賦權增能的空間。 

((((三三三三))))權利的爭取權利的爭取權利的爭取權利的爭取((((賦權增能賦權增能賦權增能賦權增能、、、、自主權自主權自主權自主權))))    

意識到華德福教育的珍貴與意識到華德福教育的珍貴與意識到華德福教育的珍貴與意識到華德福教育的珍貴與重要重要重要重要，，，，積極爭取積極爭取積極爭取積極爭取慈心慈心慈心慈心增設國中增設國中增設國中增設國中。。。。    

當家長長期參與華德福教育活動、研習與社群活動後，對子女教育觀

念及價值觀的澄清後，深刻體認到慈心華德福教育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珍

貴與對自己教育選擇權行使的重要，開始思考華德福教育如果只有國小階

段的教育是不夠的。便開始由家長社群、家長會開始有向學校表達意向，

向縣府積極爭取慈心華德福教育延伸至國中的行動，這是家長社群及慈心

家長會內需而產生自主的行動，家長教育選擇權意識發展至賦權增能後的

自主權體現： 

                一群家長凝聚在一一群家長凝聚在一一群家長凝聚在一一群家長凝聚在一起起起起，，，，…………對對對對華德福華德福華德福華德福教育的認識很重要教育的認識很重要教育的認識很重要教育的認識很重要，，，，我們我們我們我們有革命的有革命的有革命的有革命的

感情感情感情感情，，，，…………我們不僅僅是對我們不僅僅是對我們不僅僅是對我們不僅僅是對華德福華德福華德福華德福教育的理解教育的理解教育的理解教育的理解，，，，我們有情感因為我們要辦國我們有情感因為我們要辦國我們有情感因為我們要辦國我們有情感因為我們要辦國

中中中中(OP-C，097-101)。。。。此時辦國中是很多家長共同的、積極的心願與目標，

A家長說：「對對對對!!!!也很幸運的也很幸運的也很幸運的也很幸運的，，，，我太太當召集人我太太當召集人我太太當召集人我太太當召集人(SP-A，229-230)。。。。」」」」爭取國

中的成立是為大家服務，也是為自己、為孩子的服務，也就是說這國中當也就是說這國中當也就是說這國中當也就是說這國中當

初是初是初是初是家長家長家長家長敲鑼打鼓打出來的敲鑼打鼓打出來的敲鑼打鼓打出來的敲鑼打鼓打出來的(OP(OP(OP(OP----CCCC，，，，160)160)160)160)。。。。第一屆最後有高達 94%的學生直

升國中部，小孩子這麼高興小孩子這麼高興小孩子這麼高興小孩子這麼高興，，，，當然就順理成章的讓他們讀上來了當然就順理成章的讓他們讀上來了當然就順理成章的讓他們讀上來了當然就順理成章的讓他們讀上來了(SP-B，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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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    意識分化期意識分化期意識分化期意識分化期    

信念的堅定與社會價值觀的轉變，將使家長教育選擇權意識開始分化。 

意識最重要的特性是主體性、主觀面向的。奧修(Osho)認為意識的演

化，從選擇開始。在每一個選擇與決定後意識將重新被創造定位。而人生

活在這個政治、社會文化之中，意識發展必然會受到這些外在因素的影

響。意識是隨著生活的變化、演進而變化、演進(劉忠世，1994)，意即意

識的發展與生活的變化二者密不可分。    

個人對自己所做的選擇負有決定責任。教育應該是要被獨立的教育應該是要被獨立的教育應該是要被獨立的教育應該是要被獨立的，，，，教育教育教育教育

選擇權不太會受政治選擇權不太會受政治選擇權不太會受政治選擇權不太會受政治、、、、社會文化變遷等外在因素的影響社會文化變遷等外在因素的影響社會文化變遷等外在因素的影響社會文化變遷等外在因素的影響(OP-D，370-371)。

孩子的基測如果考得不好孩子的基測如果考得不好孩子的基測如果考得不好孩子的基測如果考得不好，，，，這這這這個責任實在太重了個責任實在太重了個責任實在太重了個責任實在太重了，，，，我覺得我承擔不起我覺得我承擔不起我覺得我承擔不起我覺得我承擔不起

(OP-D，)。這責任是一個矛盾的意識組合，理念、升學、政治與社會文化

的關聯。同樣的接受慈心華德福的教育，家長教育選擇權的意識發展，就

在升學主義的考量下，開始進進入矛盾的意識轉變期： 

((((一一一一))))    選擇的轉變選擇的轉變選擇的轉變選擇的轉變 

價值衝突導致選擇權意識的轉變價值衝突導致選擇權意識的轉變價值衝突導致選擇權意識的轉變價值衝突導致選擇權意識的轉變。。。。    

張炳煌(1998)、吳知賢、段良雄(1999)的研究指出升學率乃是家長教

育選擇權之重要影響因素。國小沒有升學壓力，但國中生卻需經國中基測

分數來決定高中升學學校的選擇壓力。所以，無論是體制內、外學校的家

長，升學考量都一定曾是家長教育選擇權意識發展中考慮的因素之一，只

是最後在它的定位與比重權衡不同而己。本節理念的轉變將從：一、孩子

升學的自覺。二、家長責任的自覺。二個面向來討。理念、價值觀將引導

家長教育選擇權意識的發展、意識發展影響家長教育選擇權的決定，這就

是家長教育選擇權意識轉變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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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孩子自主的自覺孩子自主的自覺孩子自主的自覺孩子自主的自覺    

    華德福教育因為尊重孩子因為尊重孩子因為尊重孩子因為尊重孩子，，，，所以孩子相對的會有思考所以孩子相對的會有思考所以孩子相對的會有思考所以孩子相對的會有思考、、、、判斷的能力判斷的能力判斷的能力判斷的能力

(OP-C，156-157)。他己經知道他人生的道路是什麼他己經知道他人生的道路是什麼他己經知道他人生的道路是什麼他己經知道他人生的道路是什麼，，，，也會有自主性地去也會有自主性地去也會有自主性地去也會有自主性地去

選擇他未來的路選擇他未來的路選擇他未來的路選擇他未來的路(SP-A，282-283)。。。。升學主義不只是影響到家長教育選擇

權意識，同樣的也影響到孩子對自己學校選擇權的選擇意識。 

慈心在學科的學業成就跟體制內的學校比慈心在學科的學業成就跟體制內的學校比慈心在學科的學業成就跟體制內的學校比慈心在學科的學業成就跟體制內的學校比，，，，是較慢的是較慢的是較慢的是較慢的，，，，差異性也比較差異性也比較差異性也比較差異性也比較

大大大大。。。。…………在知識的學習上慈心沒有辦法滿足他在知識的學習上慈心沒有辦法滿足他在知識的學習上慈心沒有辦法滿足他在知識的學習上慈心沒有辦法滿足他(OP-C，111-112、133)。。。。他是他是他是他是

很清楚國二下他要轉出來很清楚國二下他要轉出來很清楚國二下他要轉出來很清楚國二下他要轉出來，，，，因為他擔心他考不上好高中因為他擔心他考不上好高中因為他擔心他考不上好高中因為他擔心他考不上好高中(OP-C，158-159)。。。。

這是孩子對個人生涯規劃的自主性自覺，面對升學所做的選擇。家長教育

選擇權的意識發展仍在尊重孩子，以孩子學習為主體、為考量的影響下，

我們沒有法懷疑我們沒有法懷疑我們沒有法懷疑我們沒有法懷疑，，，，我們很相信華德福教育的價值我們很相信華德福教育的價值我們很相信華德福教育的價值我們很相信華德福教育的價值(OP(OP(OP(OP----CCCC，，，，209209209209----210)210)210)210)。。。。事實事實事實事實

上我們能讀那麼久上我們能讀那麼久上我們能讀那麼久上我們能讀那麼久，，，，就代表我們對華德福教育不會太懷疑否定了就代表我們對華德福教育不會太懷疑否定了就代表我們對華德福教育不會太懷疑否定了就代表我們對華德福教育不會太懷疑否定了((((OOOOPPPP----CCCC，，，，

338338338338----339)339)339)339)。。。。但孩子的自主自覺，不得不對家長教育選擇權帶來考驗與衝擊。 

2222、、、、家長責任的家長責任的家長責任的家長責任的承承承承擔擔擔擔    

同樣的升學主義困擾了孩子，也困擾了家長。比較摸不著的是他數學比較摸不著的是他數學比較摸不著的是他數學比較摸不著的是他數學

就是輸人家就是輸人家就是輸人家就是輸人家。。。。所以所以所以所以；；；；我們不知道孩子以後的根能紮多深我們不知道孩子以後的根能紮多深我們不知道孩子以後的根能紮多深我們不知道孩子以後的根能紮多深(OP(OP(OP(OP----CCCC，，，，270270270270----271)271)271)271)。。。。

而且很多體制外的老師都在門外看很多體制外的老師都在門外看很多體制外的老師都在門外看很多體制外的老師都在門外看，，，，…………不喜歡讓我的孩子被當成一個特殊不喜歡讓我的孩子被當成一個特殊不喜歡讓我的孩子被當成一個特殊不喜歡讓我的孩子被當成一個特殊

的小孩的小孩的小孩的小孩(OP-C，275-276)。這是家長不願承擔加諸於自己的心理責任重擔，

孩子數學不好、怕孩子被當成特殊的小孩等等問題的呈現，是家長教育選

擇權潛藏意識的隱憂。    

出口決定了入口出口決定了入口出口決定了入口出口決定了入口，，，，孩子以後還是要參加基測孩子以後還是要參加基測孩子以後還是要參加基測孩子以後還是要參加基測，，，，回回回回到體制內的國中是因到體制內的國中是因到體制內的國中是因到體制內的國中是因

為我沒有辦法背負孩子的基測如果考得不好為我沒有辦法背負孩子的基測如果考得不好為我沒有辦法背負孩子的基測如果考得不好為我沒有辦法背負孩子的基測如果考得不好。。。。…………這個責任實在太重了這個責任實在太重了這個責任實在太重了這個責任實在太重了。。。。我我我我

覺得我承擔不起覺得我承擔不起覺得我承擔不起覺得我承擔不起，，，，萬一他們基測真的考的不好萬一他們基測真的考的不好萬一他們基測真的考的不好萬一他們基測真的考的不好，，，，我覺得我犯這樣的錯誤我覺得我犯這樣的錯誤我覺得我犯這樣的錯誤我覺得我犯這樣的錯誤，，，，

對我來說太沉重了對我來說太沉重了對我來說太沉重了對我來說太沉重了(OP(OP(OP(OP----DDDD，，，，10101010----102102102102、、、、113113113113----114)114)114)114)。。。。基測如果考不好會影響孩

子一生的重責，是家長教育選擇權意識發展的重要關卡，就算是孩子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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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德福、以華德福學校為榮，家長對老師的信任及對自己的教育理念沒有

改變，少數家長教育選擇權意識發展卻仍然無法突破現實升學主義的影

響。如果撇開這個升學導向的問題如果撇開這個升學導向的問題如果撇開這個升學導向的問題如果撇開這個升學導向的問題，，，，會讓孩子唸完慈心華德福國中的會讓孩子唸完慈心華德福國中的會讓孩子唸完慈心華德福國中的會讓孩子唸完慈心華德福國中的

(OP-D，261)。 

這是結果論的論斷選擇，由社會價值認定的結果來論斷對錯，心中是

矛盾的、衝突的。「萬一他們基測真的考不好…犯這樣的錯誤錯誤錯誤錯誤。」在基測

考不好的前提下，過去建立的教育理念就將屈服於現實的社會價值觀考

量，這是家長教育選擇權的意識發展受社會文化的外在因素影響所產生的

屈服與轉變，選擇回歸體制教育能讓自己避免犯下錯誤，讓心中的矛盾消

失，讓自己安心免於內心隱憂的責任承擔。 

((((二二二二))))信念的堅定信念的堅定信念的堅定信念的堅定    

華德福教育華德福教育華德福教育華德福教育是理念是理念是理念是理念更更更更是信念是信念是信念是信念。。。。    

家長教育選擇權意識發展到此階段，是意識的覺醒、形成、賦權增能

到認同、滿意的將理念轉化為信念的堅定思維。 

1111、、、、認同與滿意認同與滿意認同與滿意認同與滿意    

從問卷填答中有 77.2%家長認為成績表現沒有沒有沒有沒有影響家長教育選擇權，

學生成績的表現對慈心而言，求的只是一個標準值求的只是一個標準值求的只是一個標準值求的只是一個標準值(SP-B，289)，家長填

答的情形是對慈心教育理念的認同表現。 

基測是孩子要面臨的基測是孩子要面臨的基測是孩子要面臨的基測是孩子要面臨的壓力壓力壓力壓力，，，，是人生的一個過程是人生的一個過程是人生的一個過程是人生的一個過程，，，，我個人對自己的孩子我個人對自己的孩子我個人對自己的孩子我個人對自己的孩子

是非常的滿意是非常的滿意是非常的滿意是非常的滿意，，，，因為我已經很清楚找出我對孩子的期望因為我已經很清楚找出我對孩子的期望因為我已經很清楚找出我對孩子的期望因為我已經很清楚找出我對孩子的期望，，，，…………而他已經在華而他已經在華而他已經在華而他已經在華

德福學校德福學校德福學校德福學校，，，，在學校在學校在學校在學校、、、、老師和家長的付出老師和家長的付出老師和家長的付出老師和家長的付出，，，，孩子已經達到這個標準了孩子已經達到這個標準了孩子已經達到這個標準了孩子已經達到這個標準了(SP-A，

311-315)。。。。我甚至再想小朋友這輩子不用擔心了我甚至再想小朋友這輩子不用擔心了我甚至再想小朋友這輩子不用擔心了我甚至再想小朋友這輩子不用擔心了，，，，…………他們會追求自己的夢他們會追求自己的夢他們會追求自己的夢他們會追求自己的夢

想想想想 (SP (SP (SP (SP----BBBB，，，，325325325325、、、、335335335335))))。。。。家長能夠清楚、理性的找到對孩子的期望，甚至

不用擔心是每一位家長的共同企盼，是對華德福教育的滿意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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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理念轉化為信念理念轉化為信念理念轉化為信念理念轉化為信念    

史代納的教育思想不只是慈心華德福學校的辦學理念基礎，教師的教

育理念也是由此立基，而家長對此一教育思想覺得以這幾年的觀察覺得以這幾年的觀察覺得以這幾年的觀察覺得以這幾年的觀察，，，，我沒我沒我沒我沒

有辦法他一直仍再說服著我有辦法他一直仍再說服著我有辦法他一直仍再說服著我有辦法他一直仍再說服著我，，，，我覺得我挑不出他的毛病啦我覺得我挑不出他的毛病啦我覺得我挑不出他的毛病啦我覺得我挑不出他的毛病啦(SP-B，

047-048)。。。。並肯定的告知華德福教育華德福教育華德福教育華德福教育…………這套哲學理念是這個社會這套哲學理念是這個社會這套哲學理念是這個社會這套哲學理念是這個社會、、、、家庭可家庭可家庭可家庭可

以普遍來用的以普遍來用的以普遍來用的以普遍來用的，，，，可以用這套理念和孩子一起成長可以用這套理念和孩子一起成長可以用這套理念和孩子一起成長可以用這套理念和孩子一起成長(SP-B，126-128)。。。。    

華德福教育是值得家長投資時間的教育，值得相信它的教育。我們沒我們沒我們沒我們沒

有辦法懷疑有辦法懷疑有辦法懷疑有辦法懷疑，，，，我們很相信華德福教育的價值我們很相信華德福教育的價值我們很相信華德福教育的價值我們很相信華德福教育的價值(OP(OP(OP(OP----CCCC，，，，209209209209----210210210210))))。。。。這個教育這個教育這個教育這個教育

很值得我們去為他付出很值得我們去為他付出很值得我們去為他付出很值得我們去為他付出。。。。…………所以我們不只是停留在選擇權的部份所以我們不只是停留在選擇權的部份所以我們不只是停留在選擇權的部份所以我們不只是停留在選擇權的部份，，，，我們還我們還我們還我們還

要它一直的延伸下去要它一直的延伸下去要它一直的延伸下去要它一直的延伸下去(SP(SP(SP(SP----AAAA，，，，235235235235----237237237237))))    。。。。    

當孩子在慈心華德福學校顯現出學習的快樂與期待，讓孩子學到人與

人的相處不是因為競爭而是合作才會成功。也看見孩子在個性上有很大的

改變，就只能用快樂來形容。更看見孩子變得很懂得珍惜資源，很惜福，

這是家長一直在叮嚀的也教不來的，為什麼華德福可以教得這麼好。漸漸

的從內心相信華德福教育，堅定自己的教育信念初衷，家長教育選擇權意

識發展己經將理念化成信念，堅定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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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家長教育選擇權意識發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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