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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碧真

【摘要1

近年來民間教改團體倡議「廣設高中、大學」的呼聲不斷，政府面

對社會大眾的需求，一方面增設高中、大學，另一方面增加現有高中、

大學的容量，以為因應。但是教育擴張能否促進入學機會的均等，是研

究教育機會均等的學者關心的課題。過去研究多是隨著教育擴張，探討

不同年代各社經背景學生受教育機會的情形。{且學者Martin Trow指出

教育擴張分成菁英期‘大眾期及普及期，且各個時期有截然不同的特徵。

因此不同教育擴張的階段對入學機會的影響可能有所不同，於是本文從

教育擴張是否是世界趨勢、教育擴張的階段、理論基礎、解釋教育擴張

與教育機會均等關係的理論、教育擴張能否促進教育機會均等的實徵研

究等加以探討，最後據以提出後續實徵研究方向，以供有興趣研究者參

考。

鬧鐘字:教育擴張、教育機會均等、社經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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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國人要求教育改革的呼聲不斷，民國 83年民間囚一0教育改革聯

盟首次走上街頭，提出「廣設高中、大學 J 的訴求，以增加入學機會，舒解

升學壓力，引起社會廣泛的關注與迴響。民國 85年行政院教育改革委員會提

出教育改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建議「政府對於公立高等教育加以規劃，讓

私立學校自由調節 J (民的 30) 0 1990年代教育部面對教改的呼聲，一方

面新設高中、大學，另一方面在現有高中、大學增加容量，以為因應。但是

教育擴張是否有助於弱勢家庭子弟在選擇性教育(包括高中、職及大專教育〕

階段入學機會的均等，則是教育工作者應該關心的議題。因此本研究擬文獻

回顧相關理論與實證研究，以了解教育擴張對入學機會均等的影響，並提出

後續問題供有興趣者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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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遷台後各級教育不斷擴張(見圖一、二) ，民國57年實施九年國民

教育，民國68年「強迫入學條fJU J 公布施行，九年國民教育遂成為義務教育。

這十年間國民中學學校數及學生數大幅增加，但自 67年以後則平穩發展。在

選擇性教育方面，民國 57年高中學校數及學生數都比高職多，但照後配合國

家經濟建設的發展，高職學生數快速成長，有相當長的時間高中、高職學生

數比例維持在三比七。民圈 57年大學院校數量遠遠落後於專科學校，但自 74

年起大學院校快速擴增， 85年數量超越專科學校，然而大學生人數白民囡"

年起迄今，都少於專科學校學生數，未曾改變(教育部，民 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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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把我國資料與美國相比較(見國三、四) ，可以得到有趣的發現，

我國高級中等教育在 1981年達到普及期，美額約於 1930年達到普及期，我國

比美國慢了五十年;我國高等教育在的路年開始步入大眾期，美霞約於 1940

年達到大眾期，我國也比美國慢了約五十年。歐陸高等教育擴張雖在高等教

育就學人口達到 20%左右會停滯不前，但是到了 1990年代也達到 40% '日本

高等教育也已接近普及期。這些現象都說明了各國文化背景、學制函然不同，

但是教育擴張的模式均與美國相似，只是教育擴張的速率及時間有所延遲，

故似可以「延遲的美國模式 J (Delayed American Model) 稱之(Hwang,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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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估計值

區三 1870-1980美國中等教育及高等教育的就學率

背料來源 'Martin Trow, 1997: 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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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擴張之趨勢

美頭學者Martin Trow (1973) 指出每一個進步的社會，教育擴張都會經

過菁英期 (elite type) 、大眾期 (mass type) ，再到普及期(universal

access type) 三總階段。 Trow並以在學人口占學齡人口數的百分比

(proportion of the relevant age grade enrollment)作為各階段的切點，這

個指標已廣為教育界所採舟。菁英期係指中等教育或高等教育在學人數未達

學齡人口數(中等教育為14至 17歲;高等教育為18至21歲)的15% ;大眾艱

係指超過的%但未達50% ;普及期係指超過50% 。

美蜀中等及高等教育的擴張約可分為三億階段(見圖三)。第一階段介

於1870至 1910年筒，中等教育及高等教育都屬於菁英期，僅有少數菁英人士

享有受教機會。第二階段介於1910至1940年間，中等教育急速擴張，越過菁

英期，走向大眾期，更進入到普及期。在此同銬，高等教育仍處於菁英期，

受教機會仍局限於少數菁英分子。第三階段始於1940年，更確切的說應是始

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高等教育受教育人口才突破同年齡層人口的15% '開

始邁向大眾期，並於1970年代達到普及期 (Trow， 1977) 。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eD) 報告對歐陸國家高等教育的資料收錄較為

完整，提供歐陸國家高等教育擴張的概括輪廓。1945年在許多歡陸屋里家，高

等教育受教者的比例只占同年齡層人口的4%或5% '到了1970年代比例已介

於 10%至20%之間，少數國家更超過20% 。例如:法國在1970年代中期達

17% ;丹麥遠的%英國達 13% ;瑞典達24% (Trow, 1973: 5-6) 。然而歐陸

各國在遠至U20%上下就停滯不前，經過二十年，歐洲各閻高等教育就學人口

比例已提高到30% '並接近40% (天野郁夫，民88 : 24) 。至於日本，其高

等教育的擴張比歐洲各國更早，高等教育在學人數占學齡人口數的比綁在

1970年代已超過35% '現在已超過40% '更將達到50%的普及期(天野郁夫，

民88 : 27)

我國高級中等教育在1976年(註J)的學生數占15-17歲年齡層人口的

43% '到了 1981年達到53% '開始出大眾期進入普及期。至於高等教育，

1976年在學人數占 18-21歲年齡層人口的 11% ' 1988年首次超過的%'進入大

眾期， 1998年已達33% '足見我國高等教育己由菁英期走向大眾期，但尚未

達到普及期(教育部，民88 : 32-33)

、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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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四 1976-1998我國高級中等教育及高等教育的就學率

宵料來源﹒教育部，民8日 32-33

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的擴張不只是學校數及學生數的增加，更是在教育

功能上開始轉型。以中等教育而言，其功能經過兩次轉型，第一次是從提供

少數菁英分子學術性課程，作為進入大學的預備教育 (elite preparatory sys

tem) ，轉變為大眾化的終點教育(mass terminal system) ，旨在提供一般

大眾實用性職業課程，俾便畢業後即刻投入職場，擔任白領階級的工作。關

後太學教育擴張，進入大學的人口大幅增加，中等教育再次轉型，從提供大

眾職業課程的終點教育，轉變為提供一般大眾進入大學的預備教育(mass

preparatory system) (Trow, 1977) 。
至於高等教育從菁英期擴張藝j大眾期，再擴張到普及期，其在各階段的

功能、型態、課程及教學方式、學生的生涯、決策核心、學術水準、入學選

才標準、學術行政主主態、內部監督等都非常不同 (Trow ， 1973) 。茲舉幾項，

略加說明。首先，在高等教育入學機會的看法土，在菁英期，由於只有少數

菁英分子才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所以高等教育被視為是權貴階級子弟才能

事有的「特權 J (privilege) ;在大眾期，高等教育的機會提供給有能力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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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努力者，因此高等教育被視為是符合有能力且肯努力條件者的當然「權利」

( right) ;在普及期，高等教育機會大增，中等或中上路級子弟把接受高等

教育視為是種義務(obligation) 。其次，在入學標準上，菁英期取決於學

術表現，如:高中的表現或是在某些特別考試的成績;在大眾顛，除了學術

功績 (merit)為選才的指標外，還增加其他非學科位約指標，以減少低社經

背景者受教機會的不公平;在普及期，高等教育原則上是不訂入學標準'開

放給想要就讀的學生都可以入學，即使言了定標準，也只是訂最低入學標準。

再者，菁英敗的高等教育旨在培養學生未來在政府及各項專業擔任領導者的

角色，所以高等教育的功能在於形塑統治階級菁英分子的心性與品德;在大

眾敗，高等教育除了仍培養傳統菁英分子外，也在培養技術性及經濟性組織

的領導人才，高等教育的功能從過去培書是心性轉為培養技術性菁英分子所需

要的專門技能，在普及期，則以培養全體國民國應社會快速變遷及科技突飛

猛進的生活適應力為重點。第四，在菁英敗，高等教育機構都是學術導向，

採取高學術標準，所以同質性很高，學生數約在2000-3000人左右，大多是

住校生，校園四周有堅固的圓牆，使得校肉、校外溼涓分明在大眾期，高

等教育機構開始走向多元化，學生數約在3 、 4萬人以下，教職員及學生有住

宿者，也有通勤者，學校與外界雖仍有界限，但是界限趨於模糊，也較易於

穿透;在普及期，高等教育機構非常多樣化，學生數無所限制，學校也沒有

竄牆，學生甚而可以透過電視廣播學習。最後，在學生生涯發展上，在菁英

期，學生高中畢業後llP刻進入大學就讀;在大眾期，雖然大部分的學生仍是

高中畢業後即刻進入大學就讀，但是愈來愈多的學生囡工作或到國外旅行而

延後進大學;在普及期，學生入學年齡延後，入學後有因工作、旅行而休學，

網後又再入學者，同時有工作經驗者回流入學的人數占大多數，並且強調終

身學習的觀念。

綜觀上述，教育擴張似乎是各國趨勢，只是各國情況不間，有些快、有

些慢。再者，教育擴張在菁英期、大眾期及普及期各個結役，不只是人數、

機構數量的擴增，在教育內涵、功能等方面也都有所不同。

冬、解釋教育擴張的理論

學校教育早在古代文明之地即已存在，但是直到二十世紀才在世界各地

快速普及，究其原因，各家看法不一。本節擬從功能論(functio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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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馬克斯主義的衝突論 (conflict theory) 及職位競爭理論 (status compe

tition theory) 加以說明。

←)功能論者認為教育擴張主要是基於傳統社會化功能瓦解、建立道德與

文化的共識、促進教育機會均等等因素(Hu凹， 1993: 74-81) 。隨著工業化

及都市化的發展，過去子承父業傳統社會化的功能面臨挑戰，學校於是大量

擴張，培養學生基本讀寫算的能力，及聽命行事、守時、努力不懈的特簣，

以因應勞動市場的需求。二十世紀初，隨著工商組織日漸擴大，需要許多處

理文書作業的白領階級，中等教育於是快速發展。二次世界大戰後，專業性

及技術性的職業如工程師、研究人員等需求快速增加，需要受過高度訓練的

人力，使得高等教育迅速擴張。其次，學校應教導學生現代社會的規範。一

般而言，家長教導子女比較是人情、人際關係導向，學校教育比較是工作導

向。在學校，教師對不同背景的學生一視同仁，讓學生在師生互動的過程中，

體認各憑本事的表現宴上 b靠人情關係來得重要。過去農業社會強調人情、人

際關係，家庭扮演教導的重要角色，現代社會重視社會規範、遊戲規則，因

此學校教育應發揮教導的主要功能。再者，學校教育快速普及減少貧窮家庭

背景帶給其子女不利影響，可達成機會均等的理想。美國自實施免費義務教

育開始，到 1920年代許多州立大學及學院對低社經背景者只酌收少許學費，

柄後實施綜合中學，以及 1960年代聯邦政府對貧窮及弱勢子弟提供經濟上的

協助，都在努力消弦貧富差距及增進他們向上社會流動的機會。

(=1新馬克斯主義衝突論者認為各級教育擴張與工廠生產、白領階級需求

及高級人力需求有關 (Hu間， 1993: 81-85) 。十九世紀義務教育的擴張與工

業化及都市化並不直接相關，而是與工廠的生產有關。工廠展主懇要學校教

育教導學生的不是讀寫算的能力，而是道德特質的培養，因為他們認為受過

教育的人比較有可能是個可信賴、穩當、刻苦耐勞、辛勤工作的人，比較不

可能參加罷工行動，並組織工會與雇主抗爭。二十世紀初勞動市場對自領階

級職位需求大增，需要中等教育培養與他人溝通、協調的社交技巧，中等教

育的擴張乃應運而生。同一時期，勞工們組織激進的工會與資方抗爭，造成

前所未有的動盪與不安。面對這種局面，菁英分子處心積慮地設計出綜合中

學的制度，一方面可以提供白領階級職位所需的技能，另一方面也可以撫慰

勞工階級激烈的反應。綜合中學巧妙地運用智力測驗，將低語土經背景者導向

職業教育，將中產階級導向學術性課程的分流教育，讓一般人誤認綜合中學

很有效率地培養職場所需不同的人力 (Bowles & Gintis, 1976) 。二次大戰

後戰場上需要大量技術性及半專業性人力，二年制的社區學院於是快速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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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培養中層人力的主力。這些學校讓許多貧窮子弟實現了向上社會流動的

夢想，但事實上郤是導引這些學生到沒有什麼自主權的低層白領階級職位。

而四年制大學教育旨在培養獨立思考、自主的能力，恰好導引菁英分子到有

自主權及獨立作業的專業及研究職位。

臼職位競爭理論源自於 1970年代，歐美國家大學及碩、博士畢業生過剩，

文憑的購買力降低，形成過度教育( over-educated) 的現象(引自 Hu凹，

1993: 87) ，而提出的理論。這派理論認為教育擴張不是因為社會經濟發展需

要許多高度專業知能人力的結果，而是職位競爭的結果。由於教育成就與權

力及職位密切相關，各偶團體莫不希望子女接受此自己更高的教育，以爭奪

高社會地位的職位。當弱勢家庭家長為其子弟爭取更高的教育，以改進其職

業地位時，刺激了中、高階級的危機感，他們也開始想辦法為其子女獲得更

高的教育，以維持其既有的相對優勢地位，中等教育及高等教育的擴張於焉

產生。舉例來說，過去高社會地位的團體藉由協助其子女修畢大學教育，以

保有其專業性的職位。現在他們發現二次世界大戰後愈來愈多中產階級進入

大學，使其過去享有的保障消失了，因而要其子女去唸研究所，以維持其相

對的優勢。這種職位競爭的結果，使得二十年前中低階層職位只需要高中畢

業生即可擔任，現在擔任這些職位的基本學歷要求已提高到專科學業。

總括三派理論對教育擴張的看法各不相同，功能論認為教育擴張是為了

社會經濟發展的需求，新馬克斯主義認為教育擴張是為了菁英分子的需求。

職位競爭理論認為教育擴張與社會需求及菁英分子的需求無闕，而是各團體

急於為其子女確保高社會地位職位，而需要教育文憑所致，因此教育擴張不

是個理性的決定。

肆、解釋教育擴張與教育機會均等關係的

理論

本節擬從現代化理論(modernization theory) 、文化再製理論(cultural

reproduction theory )及持續惶不公平論點(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加以說明教育機會均等與教育擴張的關係(Wanner， 19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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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代化理論

基於功能論的原理，此派理論認為社會愈來愈趨於工業化，勞動市場就

愈來愈倚賴受過高度訓練及具有高度技能的勞動力，戰場也就愈來愈需要招

募大量受過高等教育的學生來擔任職位 (Kerr et a i., 1960; Parsons, 1970;

Treim凹， (970) ，因此個人的教育成就對未來職業地位的影響力日漸增加。

其次，工業化經濟需要以功績(merit)作為學校教育與勞動市場選才的標準;

換言之，個人獲得未來職業地位的關鍵，不是靠家世背景，而是靠個人的才

華、能力及努力，所表現出來的功績。這兩個現代化社會的條件，使得家庭

背景與子女未來教育成就的關係漸漸脫鉤，因此現代化理論預測隨著社會愈

趨工業化，家長的職業地位、教育成就對子女未來教育成就的影響力會愈來

愈小。教育擴張有助於出身弱勢家庭但有才華、肯努力的子弟脫穎而出，區

此教育擴張會實質地減少高職位團體在爭取高社會地位職位的優勢，而增加

低社會地位團體向上社會流動的機會。簡而言之，教育擴張有助於創造一個

個人才智得以發揮、機會均等的功績社會(Hum， 1993: 的8)

二、文化再製理論

基於衝突論的原理，此派理論認為教育機構利用能力分班、分流教育等

機制，導引低學習成就者到職業教育課程，高學業成就者到大學教育，使得

低階層子弟數以接受較高的教育，進而難以獲得較高的職業地位，而使上一

代所處的階級地位在其子女身上再次複製(reproducing the class structure)

(Bowles & Gint凹， 1976; Colli肘， 197]) 。其次，學校教育的「文憑J 並不

像功能論所言，代表一個人擁有多少與職業有蹋的知能，反而被視為是階級

地位價值的象徵(Colli肘， 1979) ，成為向上社會流動最主要的工具。菁英

分子為確保其子女繼續獲得高教育成就，主要的機制就是傳遞文化資本(cul

tural capital) 。學校教育傳遞的文化類似主流文化，因此學校教育成為一代

{專一代階級複製的主要機制，教育擴張因而不會促進教育機會均等。準此，

這派理論預測家庭背景對子女未來教育成就的影響力不會隨著時鬧而有所改

變，因為學校教育在資本主義社會，除了繼續維持現有優勢固體與弱勢團體

在人生機會上既有的差異外，沒有辦法有其他的作為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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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持續性不公平論點

Raftery & Hout (1993) 比較愛爾蘭四個不同年齡層(cohort) 出生者

受完初等教育後的升學情形，根據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 的假設，提出

持續性不公平論點。研究發現最年長的兩個年齡層(1908-1920 、 1921

1935) ，其升學率都很低，反映出那個時期只需要初等教育培養的讀寫算能

力，尚不需要中等教育培養的學術能力。同時這兩個年齡層所處的年代，經

濟發展遲滯，以致大眾對教育的成本及效益的感覺沒什麼改變。第三年長的

年齡層 (1936-1955)正值該國1959年經濟擴張頭，接受中等及高等教育的效

益大增。同峙，因政府興建許多公立學校取代原有昂貴的住宿學校，而使接

受中等教育的成本大幅降低。效益的增加以及成本的降低使得各社會階層基

於理性，選擇了升學，導致升學率增加。最晚出生的年齡層(1956)雖然升

學率增加，但是 1967年政府提供中等教育免繳學費、免費通車上學的措施 1

卻未減少教育機會的不公平。主要是因為 1960年代末期該國失業率為歷史新

低，受完初等教育後找到工作的機會很大。對他們而言，尤其是低社經背景

者，接受教育的成本不只是看看得見的學費、交通費等成本，更要考慮因就

學而喪失的機會成本。國小畢業後即可找到工作，以及接受中等教育的成本

的增加，使得有些低社經背景者基於理性的選擇，而未升學。政府想以免繳

學費及提供免費交通以增加升學率的美意落空。整體而言，最早出生的年齡

層之升學退路階層化的環象比最晚出生的年齡層明顯。然而，在教育擴張的

過程中，社會階級對學生升學情形的影響並未改變，中上階級雖然喪失了部

分優勢，但並未喪失全部的優勢。

綜觀上述，解釋教育擴張與教育機會均等關係的三個理論，現代化理論

最為樂觀，認為儘管學校教育選擇優秀人才的方法不鑫完美，但是比起過去

靠著個人與生俱來的家世背景、宗教、種族等選才方式好上許多;教育擴張

不只是合乎社會正義的道德訴求，更是以理性方式發現人才、篩選人才的方

法。文化再製理論則顯得悲戳，認為各式各樣的智力測驗提供了中等及高等

教育採取能力分班及分流教育正當性的理由，讓貧窮及弱勢子弟覺得他們無

法接受學術性課程或大學教育，進而無法擔任高職位的工作，是函為他們沒

有能力及才華之故，因此認為教育擴張無助於低社會階層子弟向上流動的機

會。持續性不公平論點也很悲觀，認為在教育擴張的過程中，社會階級對學

生升學情形的影響並未改變，中上階級雖然喪失了部分優勢，但並未喪失全

部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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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100
1日。

100

11. 5
14.7
22.3
是1. 8

26 是

28.3
32.8
27.3

34.8
31. 7
27.9
20.4

家庭收入(美元)

8， 000 以下 8， 000-12，是99 12, 500-20, 000 20 ， 000 以上 總計

表二 就讀美國各類裂高等教育學生之家庭收入分佈

高等教育類型

公立二年制社里學院 27.2
公立四年制學院 25.4

公立四年制大學 15. 1
私立四年制大學 10.6

父親教育

高等教育類型 曲中未畢業 局中畢業大學未畢業大學畢業研究所畢業總計

公立二年制社區學院 34 31. 7 19. 1 11. 5 3.8 100
公立四年制學院 31. 5 34. 7 17.9 11. 1 4.8 100
公立四年制大學 21. 9 29.0 20.3 19.0 9.8 100
私立四年制大學 l也 2 21. 9 18 日 2是 4 20.5 100
菁英大學 4.5 10.6 13. 1 31. 3 40.5 100

宵料來源、 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 (1 966:22) ，引自 Karabel (1977:237) 0

註﹒菁英大學係指大一新生SAT測驗總平均成績超過650分者。

背料來源 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 (1971:39) ，引自Karabel (1977:236)

英國的研究 (Halsey， Heath , & Ridge, 1980) 也指出，專業性及管理性

工作者的子弟進入學術聲望卓著大學的機會是無技術及半技術工作者子弟的

八倍。在許多其他歐洲國家也發現類似的階級差異，甚而更嚴重( Hondon

1974 )

2.階級間入學機會的差異有累積的效果

Bondon (1974) 指出有些國家學生到高中就學需要經過激烈的考試競爭，

低階層子弟考進這些高中的機率比中、高階層子弟{忌。低階層子弟即使考進

了高中，未來通過考試進入大學的機會仍比中、高層子弟低(Halsey， Heath ,

&R治阱， 1980) 0 在人生生渡的每個階段，低檔層子弟直都處於不利的

地位，這些劣勢會不斷地長期累積。舉例來說，進入高中峙，低社經背景者

可能只有三比 的劣勢，但是到了入大學時，其劣勢可能已經是八比一，甚

父親職業

技半無推技技r術性街性性 半小買專型賣商業及性店雇員 專管業理性性

高等教育類型 總計

公公私公私 立立立立立 二四四四四 年年年年年 創制剖制制判開制圳圳 社學學大大學區院院學學 院
55 29 16 100
是9 32 19 100
38 30 32 100
32 33 35 100
20 31 是9 100

一、國外研究

伍、實徵研究結果

管料來源， Medsker &Trent ( 1965) .引自 Karabel (1977: 236)

現代化理論、文化再製理論及持續性不公平論點，對教育擴張是否能夠

帶來機會均等各有推測，但實際情形如何，有賴實徵研究的證明。本節歸納

整理國內、外相關研究結果，略述於下

1 各階級間就讀高等教育的差異仍然很大

研究顯示不論從父親職業、家庭收入及父親教育等指標都可以看出，美

國高等教育有明顯階層化的現象， NP社區學院學生的家庭背景最低，其後依

序為公立學院、公立大學、私立大學。 Medsker & Trent (1965) 的研究指

出(見表一) ，社區學院只有的%的學生來自於高社經背景的專業及經理人

員家庭， {旦有55% 的學生來自於低社經背景的藍領階級;相反地，具有崇高

學術聲望的私立大學有49%的學生來自於專業及經理人員家庭，只有20%的

學生來自於藍領階級。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 (1971) 的報告也指

出(見表二) ，社區學院有超過25%的學生來自於年收入低於J\千美元的家

庭，只有12%的學生來自於年收入超過三萬美元的家庭;相反地，學術聲望

崇高的私立大學則有超過40% 的學生來自於高收入家庭，只有12%的學生來

自於低收入家庭。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 (1966) 的報告顯示(見

表三) ，有15%社直學院學生的父親大學畢業，有34%學生的父親高中沒有畢

業;相反地，有45%私立大學學生的父親大學畢業，只有14%學生的父親高

中沒有畢業。

表一就讀美國各類型高等教育學生之父親職業分布

教育研究集刊 2000'1'44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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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十比一( Hu凹， 1993: 113) 。這方菌的實徵研究不多， Sewell (1976 :

9-28 )的研究預佑，美國高社經背景學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是低社經背景

學生的2.5倍，然而進入四年制大學就讀的機會是低社經背景學生的4倍，完

成大學教育的機會是低社經背景學生的六倍，完成研究所教育或專業教育

(註2) 是低社經背景學生的九倍。

3.各階級間就讀高等教育之差異未隨時間改變而有明顯變化

歐洲社會學家對於各社會階層間教育成就有很大的差異，以及這些差異

有累積的效果均有共識，但是對於階級差異及累積效果的長期發展趨勢則沒

有一致的看法。荷蘭的資料顯示:男學生經過激烈競爭，進入學術性高中的

比例，下層階級從1942年的4%增至 1960年的7% '但上層階級則由45%增至

67% 。雖然下層階級者入學的相對機會 (relative chances) 比上層階級寓，

但增加的實際數值 (absolute magnitude) 卻是上層階級比下層階級高出許多

(Hu凹， 1993: 113) 。英國的研究指出 1923至 1932年期間出生的學生中，最

高階層的家庭有 15.9%的學生通過嚴格的選拔，進入菁英大學，最下層潛層的

家庭只有1.2%的學生有機會入學。 1943至 1952年期問出生的學生入學機會大

幅增加，各階層總平均入學率從 3.4%增加到 8.5% '最低層入學率由1.2%增加

至:U3.1% '最高階層從 15.9%增加到 26.4% (Halsey , Heath & Ridge , 1980:

188)。英國與荷蘭的研究結果均不支持各精層問入學機會差距漸漸縮小的論

點。此外，雖然低階層子弟入學機會增加超過一倍以上，最高階層子弟的入

學機會只增加二分之一倍，但階級間實際數值的差距郤是隨著時間而擴大。

換言之，教育擴張新增的大學生仍然多是出身於高階層者，只有非常少數是

來自於低階層。

Boudon (1974) 廣泛收集歐洲的資料，亦發現教育擴張改進了低層勞工

階級進入學研or位高中或大學的相對機會(自lative chances) 。法、荷、瑞典

等國的研究發現，勞工家庭子弟入學機會增加相對比例倍數的速度比中等措

級快。教育擴張之初，勞工家庭子弟入大學的比例極低，新增的大學生大多

來自於中、上層階級 o~期內因為中、上層階級比下層階級者獲得更多的入

學機會，也就是說他們占了新增教育機會的優勢，不可避免的教育擴張加大

了階層問入學機會的差距。然而Boudon頗為樂觀地認為低層家庭入學機會增

加的速率高於中、上階級，下層家庭子弟入學機會終將趕上上層階級，但是

似乎沒有什麼徵兆顯示各階層入學機會的差距有縮小之勢。1960 、 1970年代

大多數歐洲國家新增大學的入學機會仍是出身於中、上階層家庭子弟高於勞

工階層可以為證 (Baud凹， 1974; Hals旬， Heath , & Ridge, 1980: 216-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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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sey (1993) 研究英國的情形發現，在1974年取得高等教育學位者的

家長為專業性及管理性人員的比例是一般隨機分配者的2.75倍，家長為半技

術或無技術者的比例是一般隨機分配者的0.28倍，家長為技術位者的比例是

一般隨機分配者的0.52倍。到了1985年，上述的比例分別為2.05倍、。 36 倍

及0.5倍 o 換言之，高等教育受教機會並未盟教育擴張而有明顯改善，仍然是

對專業性及管理性人員家庭子弟有利。

Clotfelter (1991) 整理美鷗1966至 1988年的資料發現三個現象(見表

四)

1.就讀美國各類型高等教育機構的新生，其父親為大學畢業者的比例二

十年間增加1.7倍，若將高等教育分別計算，三年制社區學院增加2.2倍，四年

制公立大學校院增加1.8倍，私立大學校院增加1.6倍。

2 二十年間仍然呈現私立大學校院新生的父親為大學畢業者之比例最高，

其次為公立大學校院，再其次是二年制社區學院。

3.1968年公立大學校院新生之父親為大學畢業者之比例為二年制社區學

院的2.3倍，私立大學校院新生之父親為大學畢業者之比例為二年制社區學院

的3.4倍。但自1967年起至1988年近十二筒年情勢相當穩定，公立大學校說新

生的父親為大學畢業者的比例約為二年制社區學院的2倍，私立大學校院新生

的父親為大學畢業者的比例約為二年制社區學院的2.5倍。

表四 1968-1988年就讀美國各類型高等教育新生之父親為大學畢業者之比例

高等教育類型

年代 所有高教機構 二年制社區學院 公立大學校院 私立大學校院

1968 24. 5 13. 3 30. 9 甚4.8

1972
1976 33 吐 23.5 45.0 55.9
1980 35. 5 2是 1 47.0 60.8
198是 37.2 25.1 49.1 65.3
1988 42. 5 29. I 54. 7 6日 .9

管料來源 引自 Clotfelter (1 991:132)

Clotfelter (1991) 另整理美國1966至 1988年進入高等教育新生的家庭收

入發現(見區五、六) ，家庭收入屬於最低五分之一等級者的比例有略微增

加，約在8%至15%之間浮動;家庭收入屬於最高五分之一等級者的比例在

215



教育研究集刊 2000'1'44輯

1970年前由38%巨幅下降至28% '但 1984年後比例叉開始從25%左右增加至約

35% '說明低而iii經背景者接受高等教育機會確有增加，但高社經背景者接受

高等教育的優勢並未隨著高等教育的擴張而減緩。其次，二十多年來社區學

院學生之家庭收入屬於最低五分之一等級者的比例在 8%至20%之間浮動，與

其他公私立四年制大學相比，始終是比例最高者。相反的，社區學院學生之

家庭收入屬於最高五分之一等級者，在 1966年有30% '隨後逐漸下滑到 1970

年代大致都低於20% '與公私立大學相比，二十多年來始終是比例最低者(圖

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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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料來源 引自 Clotfelter (1991: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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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六 就請各類型高等教育學生之家庭收入為最高五分之一等級之百分比

皆料來源 引自 Clotfelter (1991:129)

Shavit & Blossfeld (1993) 曾對十三個國家的教育機會做大規模的留際

比較研究，發現除了瑞典及荷蘭外，其他國家教育機會不均等的現象，在不

同年齡層都呈現相當穩定的狀態。該研究最後歸結儘管各國教育都在快速

擴張，但大部分的國家都呈現出教育機會階層化不公平的情況沒有什麼改變，

功能論的假設不能成立o Wanner (1999) 以 1920至 1994年的資料了解加拿大

教育擴張與教育機會均等的關係'其研究發現與Shavit & Blossfeld ( 1993)

的研究結果相同。

總括上述，從積極區來看，在世界各地低層及勞工階級都經歷比以前更

多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其次，在美國以及在歐洲部分國家，長久以來大

學入學機會階級闊的差距仍未有稍滅的跡象。固然，低社會階層者近來在入

學機會相對地獲益甚多，但這些利益主要是源自於其起點基數太小之故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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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研究

我國有關教育機會均等的實徵研究不少 o 楊瑩(民86 )會將國內近四十

年來學者對教育機會均等的研究，從性別、種族、地區及家庭背景等角度加

以整理。在家庭背景方面，約可分為以下四類。第一類是家庭背景愈佳者，

學業成就愈高。第二類是家庭社經背景會影響學生升學意顧。第三類是家庭

背景會影響學生進入大專院校就讀的機會。第四類是教育機會的分配隨教育

擴張明顯改善，代筒向上流動的比例增加。

第三類及第四類研究發現與本文主題相闕，故略加揀述如下。楊瑩(民

72 、民86 )與陳聽安(民70 )的研究都發現: (1)高所得家庭子女進入大專院

校就讀約機會，上tiJ£}'j丹得家庭子女要高; (2)這種家庭高所得者在教育機會的

優勢，也同樣適用於父親的職業與父親的教育程度; (3)公立大學校院學生家

庭背景，無論在家庭所得、家長教育程度與職業，都優於私立大學校院學生

的家庭。其次，都大教研所(民67) 以民國的學年度報考大學之高中畢業生

為研究對象，就其家庭背景進行分析，結果發現報考者與錄取者在家長教育

程度、職業類別及家庭收入各方面的分布情形均有差異。一般而言，家長教

育程度較高、職業類別較佳、家庭收入較多者，其錄取的比率較高;反之，

刻較低。惟此種差異與外圈相比則較不顯著。

另外楊瑩的研究指出，隨著教育擴張，不同階級子女受教育機會均有增

加之勢，但各階級子女受教機會增加速度不一。在教育擴張初期，最早獲益

者通常是高社經背景子女，到教育擴張後期，低社經背景者受教機會才有明

顯改善。換言之，不同階級子女受教育機會的差距在教育擴張初期有擴大的

環象(引自民86 : 17) 。張建成(民82 )的研究發蹺，台灣光復以後，原住

民受教育成就有街上提升的趨勢，但山跑向上流動的教育量，有隨教育擴張

先擴大後縮小之跡象。

陸、建議後續實徵研究

本宣告根據前述教育擴張及教育機會均等的相關理論及實徵研究，不揣淺

陋，提出三項後續研究的方向，提供有興趣者參考。第一、 Martin Trow指出

教育擴張都會經過菁英期、大眾期及普及期三億階段，而且每個階段都有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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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明顯不同的特徵。然揍諸國內外現有相關實徵研究，似乎都忽略教育擴張

的階段性，以及各但階段的特殊性，而末將教育擴張階段與教育機會均等闊

的關係加以連結。換句話說，過去研究或有長期追蹤不同年代教育擴張與教

育機會的關係，有的研究發現教育擴張後，教育機會仍然不均，有的則指出

在教育擴張初期，教育機會不公平的現象較為明顯，但桐後會有改善。而這

其間的差異是否是因不同教育擴張階段所致，有待驗證。

我國各級教育學齡人口在學率的教育統計始於民國 65年(教育部，民

88) ，因此相關資料只可追溯至民團65年。根據統計，我國高級中等教育在

民團70年以前屬於大眾期，70年以後屬於是普及期，高等教育在民國76年以

前是菁英期， 76年以後迄今均處於大眾期。因此在這倡議題上，筆者建議具

體研究的問題包括:(1)學生在高級中等教育的受教機會在普及其且是否會比大

眾期均等。(2)學生在高等教育的受教機會在大眾期是否會比菁英艱均等?至

於高等教育的教育機會在普及期是否會上巨大眾期更為均等，刻俟高等教育擴

張至普及期時，再做比較研究。

其次，有關各級教育諧層化的問題，在美國由於高中教育己納入義務教

育階段，其階層化的現象已不明顯，故近代研究多集中於高等教育階段。但

在號稱極為強調「功績表現」的美國社會，也發現二年制社區學院與四年制

公私立大學校院間階層化的現象未滅。我國義務教育已達九年，其階層化的

現象應該如同美國一樣已不明顯。至於非義務教育階段的選擇性教育(高中

職及大專) ，長久以來都是靠聯考選才，聯考制度雖然屢遭詬病，但其公平

位卻一直廣受社會大眾所肯定，成認草草考使得許多貧窮子弟得以進入大學，

獲得較佳的職業地位，促進了社會流動。揍諸我國現有有關家庭背景影響學

生進入選擇性教育機會的研究，大多以參加大學入學考試的考生或是已經考

取大專者為研究對象，似乎忽略了尚非義務教育階段的高中職是否有精層化

的現象。陳套意會建議「如果能夠進一步分析各級學校學生的家庭背景，探

討各級階段學生社會階層結構的變化情形，將更能幫助吾人了解我國教育制

度是否符合教育機會均等的理想J (民79 : 71 )。區此在這個議題上，筆者

建議具體研究的問題包括: (1)在高級中等教育的大眾期、普及期，高中、高

職階層化的情形是否有所不同? (2)在高等教育的菁英期、大眾敗，大學、專

科階層化的情形是否有所不同?尤其是我國公私立大學階層化的現象可能與

美國不同。

最後，隨於各階層問接受各級教育的機會是否有累積效果的問題，國外

相關研究指出低階層子弟就學機會的劣勢會不斷累積，進高中、大學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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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來民間 f廣設高中、大學」的訴求甚囂塵上，教育部也呼應民儲教改

團體的訴求，並參考行政院教育改革委會的諮議報告書，已從原有大學增設

系戶丹、增加招生名額、專科升格為學院、學院改制為大學、新設大學等管道，

快速擴張高等教育，大學聯考的錄取率已達六成。但是高級中等教育及高等

教育的擴張到底是否會如現代化理論(功能論)者的預期:會促進教育機會

的公平;還是會如文化再製理論(衝突論)的預期 教育擴張只會使不同社

經背景子弟受教育的機會更趨不公平，還是像持續性不公平論點，認為在教

育擴張的過程中，社會階級對學生升學情形的影響並未改變，中上階級雖然

喪失了部分優勢，但並未喪失全部的優勢。亦或是在不同教育擴張階段，有

不同的理論可以解釋，實有賴學者進一步研究。

註 I: 教育部在氏國65年前未統計各級教育學禽人口在學車，故民國65年前的資料不可

考 o

註 2: 美國專業教育係指招收大學畢業生，培養專業人員的教育。例如醫學院是大學畢

業後修讀四年，法學院是大學畢業後修讀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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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al Expansion and Access to
Education

必說-~且今蟬血

Abstract

In the early 1990s a concerted effort to reform our education sys

tern began. The slogan of "More high schools and more universities

" has been one of the reform proposals that have attracted the most

attention in Taiwan. In response to the cry for more access to

schooling ,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has expanded education by set

ting up new high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as well as by accommodat

ing more students in current schools. A concern is the possible in

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following educational expansion.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discuss the international trend of educational

expansion , theory of educational expansion ,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al expansion and equal access to education. Finally , current

empirical studies of access to education are reviewe忌， and topics for

future study are suggested.

Keywords: educational expansion, equality of access to education, socio·econ
。mic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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