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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教育是國民素質的指標，教育培育人才，人才決定國家的未來，是以教育

為立國的根本要務，也是推動社會進步和改革的動力。國家的強盛與否，常決

定於國家教育政策的適切性和落實與否。 

      我國目前正面臨「少子化」衝擊，加上私立學校廣設，十二年國教政策正

式實施後，形成了許多的教育問題，讓原本存在公私立學校間教育資源分配問

題更顯嚴重，本論文之研究是探討如何在十二年國教政策全面實施後，提升學

生就學品質，保障學生教育選擇權，使公私立教育資源更公平，其次，探討是

否應該建立公私立學校競爭績效制度，以獎勵優良的辦學學校，換言之，本論

文研究如何透過十二年國教之實施讓中小學教育教學正常化，各學校建立學校

特色外，探討是否未來我們的教育應該朝向教育自由化和教育市場化，並讓公

私立學校建立競爭績效的制度，以確保教育的品質。 

 

 

 

 

 

 

關鍵字：十二年國民教育政策、教育品質、教學正常化、教育選擇權 

       

 

 

 



 

 
English Abstract  

 
 

The policy of 12-year Compulsory Education formally implemented in Taiwan 

in the 103rd year of the "Republic Era". Although the policy confronts a great deal of 

continuous controversy, it would enhance the studying quality at school, guarantee 

students’ right to choose education, even make parents’ sources at public and private 

schools fairer, and furthermore make us think about how to ensure students’ educa-

tional quality after 12-year Compulsory Education be implemented on the whole. In 

other words, by means of the implement of 12-year Compulsory Education policy, 

we expect it could normalize the education in elementary schools, make each school 

individually develop its own characteristic, achieve to upgrade the competitive ef-

fects of public and private schools, and aim to reward excellent schools. Firstly, the 

dissertation is focu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background and content of the im-

plement of 12-year Compulsory Education Policy.  

 

 

key word : 12-year Compulsory Education policy、 educational quality  、

normalize the education、right to choos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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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序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 研究動機

        研究者本身為中學教師，⾃自從推動教育改⾰革政策之後，不管對學校的⽼老師

或者是學⽣生及家長，甚至是學校經營者（校長），常常處於茫然，不知該如何

因應的狀態，此外，教育改⾰革訊息多變，常常讓⼈人摸不著頭緒，從身為教育現

場的第⼀一線⽼老師角度觀看，如果教育改⾰革政策希望能實施成功，是否應該就教

育政策實施內涵及其相關辦法先讓教師與學⽣生家長充分理解，在⼤大家凝聚共識

之後，由⾏行政機關提出相關配套措施解決民眾疑慮後再執⾏行︖？我國⼗〸十⼆二年國民

教育政策之所以實施，除依據⾺馬總統在民國100年《元旦祝詞》重⼤大教育政策

中的宣⽰示外，根據⾏行政院民國100年3⽉月31⽇日3240次院會備查《中華民國教育報

告書：⿈黃⾦金⼗〸十年百年樹⼈人》，⼗〸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是在九年國民教育的基礎

上，採取五⼤大理念，其核⼼心價值在於依據「教育基本法」第11條：「國民基本

教育應視社會發展需要延長其年限︔；其實施另以法律定之。︒」，究其教育政策

形成的背景⽽而⾔言，其實並非⼀一朝⼀一⼣夕，但研究者身為中學教師卻發現，除在第

⼀一線的中學教師充滿疑慮，研究者所⾯面對的學⽣生與家長更是充滿不安，⼤大家⼼心

中充滿無限的問號，在這樣的前提下，我國⼗〸十⼆二年國民教育政策仍然在民國

1 0 3年正式實施了，研究者內⼼心感到很納悶這樣的政策如何執⾏行︖？究竟執⾏行後

是如何的情形呢︖？

     其次，在實施前，原來⼗〸十⼆二年國民教育政策規劃實施的免學費政策 ，卻臨1

時宣布改變成有條件的排富，這樣的轉變實在是令⼈人非常驚訝的，因為在免學

費政策宣布後，好幾位教育部長曾信誓旦旦的保證教育經費沒有問題，試圖化

 為⿎鼓勵適性就學，培育符合產業需求之基層技術⼈人才，保障就學安全，營造符合社會公平正義之教育環境，1

進⽽而提⾼高國民素質，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全⾯面推動，教育部規劃「⾼高級中等學校免學費⽅方案」。︒｡103學年
度由新⽣生開始，逐年實施就讀⾼高職者免學費，就讀⾼高中且家庭年所得總額新臺幣148萬元以下者亦免學費之補
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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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民眾對此政策的疑慮，怎知道最後卻是突然宣布做如此重⼤大的改變，這實在

讓研究者覺得不可思議，所以本⽂文研究的動機除想了解⼗〸十⼆二年國民教育政策執

⾏行後的狀況，更想瞭解我國是否因為中⼩小學教育經費不⾜足⽽而影響了⼗〸十⼆二年國教

政策的執⾏行。︒

貳、︑研究⽬目的

   ⼗〸十⼆二年國民教育政策在宣布後與實施前，其中差異最⼤大的是原來的全⾯面「免

學費」政策做了最⼤大的改變，根據教育部規劃，⼗〸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高

級職業學校全⾯面補助學費，⾼高級中學學費設補助基準，家⼾戶年所得新台幣1 4 8

萬元以下者全額補助，預估5年可省下137億餘元。︒研究者覺得很納悶，難道為

了節省這137億餘元，所以政策做了如此⼤大的改變嗎?⼀一個全國性的住⼤大教育政

策，竟然在實施前做了如此之決策，影響了學⽣生就讀⾼高中職的選擇，研究者很

好奇這是否是因為教育經費不⾜足或是教育資源分配的不當⽽而導致學⼦子權益的犧

牲，尤其，就讀⾼高職免學費，但就讀⾼高中，卻是有條件的免學費政策，我們的

政府當局以免學費政策當誘因，企圖引導國中的學⽣生就讀⾼高職嗎?又或者讓家

庭社經能⼒力較差之⾼高職學⽣生間接因此⽽而被貼上標籤呢?就讀⾼高中或⾼高職是以家

庭社經能⼒力做區隔嗎?

  這幾年來，隨著教育經費預算逐年之提升，就學⼈人⼜⼝口逐年降下，照理說來每

⼈人所能分配使⽤用之教育資源應該是越來越多，但事實是否真的如此呢︖？再者，

台灣現在正⾯面臨「少⼦子化」衝擊，加上私⽴立學校廣設，⼗〸十⼆二年國民教育政策正

式實施後，已導致全台有不少私校⾯面臨招不到學⽣生的窘境，甚至出現財務拮据

的情況。︒根據⽬目前現⾏行的私校法，已經具備有整併、︑轉型等退場輔導機制，若

是辦學不彰或學⽣生⼈人數不⾜足，教育部也可勒令問題私校停辦，就此⽽而⾔言，我們

不但要思考如何在⼗〸十⼆二年國民教育政策全⾯面實施後提升⼈人民就學品質，保障學

⽣生教育選擇權，讓公私⽴立學⽣生家長資源公平化，更應該思考如何提升公私⽴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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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競爭績效，獎勵優良的辦學學校，保障學⽣生受教之品質，換⾔言之，透過⼗〸十

⼆二年國教之實施讓中⼩小學教育教學正常化，更讓各個學校建⽴立⾃自⼰己的特⾊色是當

務之急。︒

        故本論⽂文⾸首先先了解我國⼗〸十⼆二年國民教育政策實施的背景與內涵，其次，

透過分析近幾年政府有關中⼩小學教育經費的編列，了解改變原本計畫實施的免

學費政策，是否是因教育經費編列預算不⾜足所導致或是教育經費分配不均所導

致，最後，試圖藉由訪談政策制定者與公私⽴立中等學校經營者（校長）和學⽣生

家長，希望能了解我國在⼗〸十⼆二年國教政策執⾏行之後各界的反應，希望因此能找

出政策執⾏行後的問題及設法提出⼀一套合理教育經費分配模式做為將來調整教育

爭策的參考。︒     

�3

 



第⼆二節 研究假設與⽅方法

壹、︑研究假設

     ⼗〸十⼆二年國教從規畫至103年實施上路後爭議不斷。︒尤其，教育部原規畫免學

費政策，本⽂文假設政府是因財政困難，所以才設置排富條款，以致改變原本的

「免學費」政策，但是否是如此呢︖？研究者假設這彼此間是有嚴重影響關係，

所以才導致後續問題無法處理，例如，教育經費的分配不均以及學⽣生無法落實

家長教育選擇權，因為這樣的機制導致公私⽴立學校無法良性競爭，更無法建⽴立

學校特⾊色。︒

       此外，⼗〸十⼆二年國民教育政策的實施，有很多預期的理想，本⽂文除分析近年

來我國教育經費預算之編列顯⽰示出的意義，經由訪談政策制定者及學校經營者

和學⽣生家長，了解在實際執⾏行層⾯面中國家教育角⾊色的轉變、︑教育選擇權是否能

落實和能否建⽴立公私⽴立學校競爭機制，以創造出個學校的特⾊色。︒

政府應考慮資源分配效果、︑增加私校的⽣生存空間，藉機落實教育均等理想、︑開

闢更多⾃自主辦學的理念學校︔；補助⾦金額多寡，公私⽴立校長在認知上有差異，但

可以減輕私⽴立學校家長的教育費⽤用負擔是無庸致疑的，並且可以提⾼高就讀私⽴立

學校的意願。︒在改善私⽴立學校品質⽅方⾯面，雖未取得共識，但已造成教育經費排

擠現象，連帶造成區域間的 不公平。︒臺灣⾼高中職的⽣生態已定型，免學費的誘因

不⾜足，難吸引優秀學⽣生就讀私校，⽬目前的補助策略和⽅方式有教育免學費計畫、︑

學⽣生就學貸款、︑獎助學⾦金計畫、︑部分時間  ⼯工讀…等︔；⼀一經擴⼤大必排擠其他預 

算，有如⽼老⼈人年⾦金問題，勢必成為各 級政府沈重的負擔。︒ 

        

貳、︑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method，是指蒐集與處理資料的程序與⼿手段，主要是指作者針

對⾃自⼰己所欲探討之主題與相關問題，擬如何進⾏行蒐集和分析資料。︒「所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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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就是指蒐集資料的⽅方法(means  of  gathering  data)。︒  」研究⽅方法採⼆二種以

上，以利透過多種研究究⽅方法進⾏行資料蒐和分析，增強研究成果。︒學界或稱此

為「交叉檢證」，以取得更多的事件相互對照，了解最後的真相，本論⽂文研究

以⽂文獻分析法及訪問調查法及比較研究法為主。︒

⼀一、︑⽂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是尋求歷史資料、︑檢視歷史紀錄並客觀地分析、︑評鑑這些資

料的研究⽅方法，由於常需要⼤大量的歷史資料與⽂文獻，因此亦稱歷史⽂文獻法。︒⽂文

獻分析法主要指搜集、︑鑒別、︑整理⽂文獻，並通過對⽂文獻的研究，形成對事實科

學認識的⽅方法。︒由於⽂文獻分析法和內容分析法有共同的對象，都不與⽂文獻中記

載的⼈人與事直接接觸，因此，都稱為非接觸性研究⽅方法。︒內容分析法則通過對

⽂文獻的定量分析，統計描述來實現對事實的科學認識。︒⼆二者的區別是分析的重

點與分析的⼿手段上有所不同。︒從教育科學研究的全過程來看，⽂文獻研究法在科

學研究的準備階段和進⾏行過程中，經常要被使⽤用。︒ ⽂文獻研究法的⼀一般過程包括

五個基本環節，分別是：提出課題或假設、︑研究設計、︑搜集⽂文獻、︑整理⽂文獻和

進⾏行⽂文獻綜述。︒

⼆二、︑訪問調查法

        訪問調查法是調查研究法中⽤用以蒐集資料的⼯工具之⼀一。︒訪問就某種意義⽽而

⾔言，是⼀一種⼜⼝口頭問卷。︒受訪者不⽤用填寫答案，⽽而是與訪談者⾯面對⾯面，按⾃自⼰己的

⽅方式以⼜⼝口頭回答被問及之問題，以提供所需的資料，就其功能⾔言，與郵寄問卷

相近，同為蒐集態度與知覺的資料，⽽而採⾏行的⼀一種⽅方便的⽅方法。︒計畫與執⾏行訪

問調查之步驟為:旭是⽬目標、︑閱覽相關⽂文獻、︑選取樣本、︑設計訪問結構、︑發展訪

問題⽬目、︑選擇與訓練訪問員(訪員)、︑執⾏行預測、︑實施訪問、︑編碼與列表、︑分析

與解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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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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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民教育政策

我國中⼩小學教育經費

教育⾃自由化教育市場化

建⽴立學校特⾊色家⻑⾧長教育選擇權

 



第四節 名詞解釋   

壹、︑⼗〸十⼆二年國教

       ⼗〸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簡稱⼗〸十⼆二年國教。︒為中華民國（台灣）的未來教育

政策，將由現⾏行的九年國教延長至⼗〸十⼆二年，但後三年採非義務性就讀，⾃自願⽽而

不強迫入學。︒⼗〸十⼆二年國教中的後期中等教育包含⾼高中⾼高職及五專前三年。︒台灣

推動延長國民教育之議，早在1 9 8 3年就已經開始規劃，先後經過⼗〸十任教育部

長，但因為受到許多反對聲浪和財務困窘等因素影響⽽而未曾正式實施。︒⾺馬英九

總統於2011年1⽉月宣布，⼗〸十⼆二年國教於2014年（民國103年）正式實施。︒推動⼗〸十

⼆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是在九年國民教育的基礎上，採取五⼤大理念。︒（⼀一）有教

無類：⾼高級中等教育階段是以全體15歲以上的國民為對象，不分種族、︑性別、︑

階級、︑社經條件、︑地區等，教育機會⼀一律均等。︒（⼆二）因材施教：⾯面對不同智

能、︑性向及興趣的學⽣生，設置不同性質與類型的學校，透過不同的課程與分組

教學⽅方式施教。︒（三）適性揚才：透過適性輔導，引導學⽣生瞭解⾃自我的性向與

興趣，以及社會職場和就業結構的基本型態。︒（四）多元進路：發展學⽣生的多

元智能、︑性向及興趣，進⽽而找到適合⾃自⼰己的進路，以便繼續升學或順利就業。︒

（五）優質銜接：⾼高級中等教育⼀一⽅方⾯面要與國民中學教育銜接，使其正常教學

及五育均衡發展︔；另⼀一⽅方⾯面也藉由⾼高中職學校的均優質化，均衡城鄉教育資源，

使全國都有優質的教育環境，使學⽣生有能⼒力繼續升學或進入職場就業，並能終

身學習

貳、︑教育選擇權

      教育選擇權（school choice），又可譯為「學校選擇」，係指⼀一項複雜的學

⽣生分派計畫，其⽬目的在使每⼀一個家長和學⽣生有選擇學校⾃自由與權利。︒換句話說，

也就是打破學區的限制，家長可以根據⾃自⼰己⼦子女的學習程度、︑學習⽅方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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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的教學與管教符合其⼦子女的「最佳福祉」，或者是採取「拒絕上學」，在

家⾃自⾏行教育的⽅方式實施。︒

     教育基本法第八條（88.06.23公佈）：國民教育階段內，家長付有輔導⼦子女

之責任︔；並得為其⼦子女之最佳福祉，依法律選擇受教育⽅方式、︑內容及參與學校

教育事務之權利。︒國民教育法公佈實施之後，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的法定角⾊色，

完全突破傳統的學區制度，家長變成學校的「顧客」、︑「股東」可以對參與學

校事務，並得以要求學校保障其⼦子女的受教權，甚至選擇學⽣生的去留。︒

參、︑義務教育

      義務教育指政府有義務運⽤用公共資源保障所有適齡兒童接受的教育。︒義務

教育的三個基本原則是強制、︑普遍與免費。︒凡是適齡兒童都應強制接受教育的

義務，並且教育對象沒有階級或是出身的限制，此外還必須是免納學費的。︒

1717年，普魯⼠士王國開始實施義務國民教育，是全世界第⼀一個實施義務教育的

國家。︒《世界⼈人權宣⾔言》第26條第⼀一款指出：「⼈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權利，教育

應當免費，至少在初級和基本階段應如此。︒初級教育應屬義務性質。︒」現代⼤大

部份的國家和地區都有實施義務教育，但年數和成效不⼀一。︒ 

     在⽇日常⽣生活中，強制教育（或強逼教育）、︑普遍教育及免費教育均與義務教

育通⽤用，但嚴格來說，這些字詞只提及了義務教育的部份基本原則。︒⽬目前台灣

現狀是在1968年，修改法律（沒有修改憲法）將義務教育延長至九年，開始了

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初級中學不但改稱國民中學，還增設許多國民中等學校。︒

國民學校也改稱國民⼩小學。︒現⾏行的國民教育法第⼆二條規定，凡6-15歲之國民，

應受國民教育︔；已逾齡未受國民教育之國民，應受國民補習教育。︒6-15歲國民

之強迫入學，另以法律定之（即強迫入學條例）。︒雖然國中以後的台灣教育不

屬義務教育，但⼤大約94.7%的國中畢業⽣生仍繼續升學接受教育，⼤大部份就讀⾼高

中或⾼高職，但也有少數國中畢業⽣生不再升學，直接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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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文獻分析

壹.  ⼗〸十⼆二年國民教育經費分配模式之研究─以台北市為例，卓民道，國⽴立台灣

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2010年。︒

     本論⽂文以「⼗〸十⼆二年國民教育經費分配模式之研究─以台北市為例」為題，旨

在探究我國⽬目前如何實施國民教育、︑教育經費之現狀瞭解及教育經費分配情形，

並就九年國教之經費分配比較⼗〸十⼆二年國教差異情形，另設計出⼗〸十⼆二年國教經費

分配模式。︒根據台北市教育統計數據分析教育資源分配，將教育經費分成學校

經費、︑學費補助與配套措施等三項。︒並提出下列研究⽬目的： 

⼀一、︑從「國民教育」之理論與意義，探討「⼗〸十⼆二年國教」之功能和價值觀。︒ 

⼆二、︑從資源角度去探討「九年國民教育」經費現況，以及現⾏行「後期中等教育」

之經費問題 

三、︑了解台北市推動「⼗〸十⼆二年國教」所⾯面臨學⽣生學費補助與配套經費問題。︒ 

四、︑分析台北市經費分配與建構後期中等教育經費重分配模式。︒ 

由於，本論⽂文採⽤用⽂文獻分析與訪談研究法，分析數據後歸納結論如下： 

⼀一、︑發現台北市在推⾏行⼗〸十⼆二年國教之後，經費增加約五億三千多萬元，其中學

費補助比例最⾼高佔總⾦金額之94.2％，全國則增加五⼗〸十四億之多。︒ 

⼆二、︑發現民國103學年度新⽣生⼈人數約為兩萬六千⼈人，⽽而民國106學年度新⽣生⼈人數

約為兩萬⼆二千⼈人，往後每三年減少了四千⼈人左右，台北市政府推動⼗〸十⼆二年國教

初期雖有經費不⾜足之慮，但106年度以後便可省下⽀支出約六千萬元。︒ 

三、︑政府當年在規劃九年國民教育就急亂章出了問題，免學費部分應擴及到全

體。︒未來後期中學補助，應仿效全民健保的給付制度，針對國民主體申請給付，

非針對⼤大醫院或特⾊色診所。︒如此才能有效彰顯國民主權、︑教育選擇權與教育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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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均等的精神。︒ 

四、︑鑑於政策與社會關係，國中⽣生在選擇⾼高中百分比會提⾼高，⾼高職、︑五專學⽣生

⼈人數會減少，將來以⾼高中為主之教改⽅方向已確⽴立。︒

貳. ⼗〸十⼆二年國教之賽局分析，許雍瑛，佛光⼤大學經濟學系研究所，2013年。︒

      民國103年實施之⼗〸十⼆二年國教只是不全使⽤用學科篩選學⽣生，多元評量的結果，

形同增加考試項⽬目，使學⽣生多受煎熬。︒多元評量項⽬目決定了升學所需投入的成

本。︒弱勢家庭的孩⼦子或鄉下地區的孩⼦子，或因家長無法陪伴或或因地區資源不

⾜足，使孩⼦子假⽇日無法取得義⼯工時數，更沒有能⼒力培養孩⼦子補習才藝取得加分機

會，對弱勢家庭產⽣生不公。︒ 

過去學⽣生為了追求明星學校跨區就讀，⾈舟⾞車勞頓減少了多元學習、︑課業複習、︑

家⼈人陪伴的時間，造成的通⾞車成本的增加，對學⽣生的體能和家庭的功能皆產⽣生

負擔，可利⽤用均質化、︑優質化每⼀一所學校，並對學⽣生補助，⿎鼓勵就近入學。︒ 

     本⽂文以賽局理論就學校端考試招⽣生或完全免試入學，學⽣生端跨區就讀或不跨

區就讀，在相互競合的⽴立場猜測彼此間互動的科學⽅方法，得以做出最適當的選

擇策略。︒ 

為了讓學習更有效率，入學制度更公平，減少學習上的痛苦及就學成本，使國

中教學正常化，培養健全的⼈人格。︒讓學⽣生選擇⾃自⼰己喜歡的並就近入學就讀。︒建

議均質化、︑優質化每⼀一所學校，入學⽅方式應採學校不考試、︑學⽣生不跨區⽅方式進

⾏行。︒招⽣生學校完全免試入學，完全不設限，沒有任何的成績或任⼀一種比序影響

入學的結果。︒

參.公部⾨門教育經費運⽤用績效分析，張螢翠，中正⼤大學會計與資訊科技研究所，

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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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係以⾏行政院主計處、︑教育部統計處公布之各項資料，將民國93年至97

年度教育部補助予各地⽅方政府之教育經費，作為中央政府教育經費、︑各地⽅方政

府教育經費決算數為教育成本(投入變項)、︑⼤大考入學考試中⼼心之學測成績、︑刑

案發⽣生數、︑兒童嫌犯⼈人數、︑少年嫌犯⼈人數、︑青年嫌犯⼈人數、︑中⼩小學中輟率為教

育利益(產出變項)，以迴歸分析⽅方式，探討中央及地⽅方之教育經費對於教育績

效何者較有效益，中央或地⽅方之教育經費，對於教育績效之貢獻是否會因地區

別⽽而不同。︒實證結果顯⽰示，以平均每⼈人可分得之本年度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教

育經費來看，均以東區最⾼高，東區地⽅方政府當年度平均每⼈人教育經費投入愈多，

對於兒童嫌犯⼈人數之減少，及數學學科級分之提升具有影響⼒力。︒在平均每⼈人可

分得之本年度中央政府教育經費，則以北區最低，該項經費投入愈多，對於每

千⼈人刑案發⽣生數之減少、︑少年及青年嫌犯⼈人數之減少均有助益。︒在平均每⼈人可

分得之本年度地⽅方政府教育經費，則以中區最低，該項經費之投入對於各項績

效指標無助益。︒若以教育經費之投入具遞延性之性質來看，中央政府上年度對

於平均每位學⽣生之經費投入較⾼高時，對於中區及東區中⼩小學中輟率之降低及北

區青年嫌犯⼈人數之減少均有助益︔；地⽅方政府上年度對於每位學⽣生之經費投入較

⾼高時，對於北區中⼩小學中輟率之降低有效果。︒

肆 .臺北市政府教育經費分配之研究，俞素君，銘傳⼤大學公共事務研究專班，

2008年。︒

    2015年3⽉月21⽇日 星期六本研究旨在針對臺北市政府教育經費分配的原則、︑現

況及未來建議，進⾏行有系統的研究。︒研究採德菲法  (Delphi  method)及層級分析

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進⾏行分析，⾸首先，蒐集有關的⽂文獻資料，

由經濟、︑財政、︑社會、︑法律⽅方⾯面探討有關教育經費分配之理論基礎並彙整有關

教育經費分配原則之指標，進⽽而得出「經濟發展」、︑「教育政策」、︑「教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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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社會需求」四⼤大指標。︒其次，經由德菲法徵詢專家學者之意⾒見，篩選

四⼤大主要指標之各次級指標共10個做為經費分配之衡量指標，再建構各層級指

標架構，依其架構設計問卷請教育領域之專家學者填答問卷後以expert choice 11

軟體計算問卷結果。︒ 

     本研究經綜合分析後獲得臺北市政府教育經費分配在各階段學校之比較，其

應然⾯面為⼤大學院校教育及國民中⼩小學教育權重相當，表⽰示⼤大學院校與國民中⼩小

學同等重要，其次為⾼高職、︑⾼高中。︒最後，本研究根據研究發現，提出研究建議

及未來研究⽅方向。︒

伍 .我國國民教育經費補助制度改⾰革之研究，周肇昇，嘉義⼤大學國民教育研究

所，2004年。︒

    本研究旨在探討我國國民教育經費補助制度。︒主要⽬目的有四：(1)探討教育經

費補助的理論基礎︔；(2)分析並比較中英⼆二國國民教育經費補助制度之現況︔；(3)

探討教育主管機關與教育實務⼈人員對國民教育經費補助制度現況與未來規劃之

意⾒見︔；(4)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以作為未來國民教育經費補助制度規劃意⾒見

之參考。︒為達成上述之研究⽬目的，本研究採取比較研究法與訪談法兩種。︒比較

研究法主要分為區域研究及比較研究⼆二部分，本研究第三章的第⼆二、︑三節分別

分析我國與英國國民教育經費的補助制度，屬於區域研究階段︔；第四節比較部

分，則是屬於比較研究階段。︒在訪談調查⽅方⾯面，根據研究⽬目的與⽂文獻探討結果，

發展出訪談⼤大綱，訪談的對象包含5位教育主管機關⼈人員，與5位教育實務⼈人

員，其⽬目的在於獲得⽂文獻探討無法深入取得的資料。︒經訪談結果發現概述如下：

(1)教育優先區的公平性受到質疑，降低班級⼈人數計畫壓縮學⽣生單位空間︔；(2)國

民中⼩小學最需補助的項⽬目為⼈人事費、︑⽔水電費︔；(3)特定與⼀一般補助款在執⾏行上皆

⾯面臨問題︔；(4)補助款的彈性規劃在我國有實施上之必要性︔；(5)補助公式缺乏質

�12

 



性指標，經費的設算與地⽅方需求有所落差︔；(6)教育經費保障的下限訂定缺乏⽴立

論依據︔；(7)地⽅方教育發展基⾦金無法發揮出應有功能，校務發展基⾦金⾯面臨資⾦金來

源問題︔；(8)教育經費使⽤用狀況⼀一律公開於資訊網路。︒ 

根據研究結果，提出下列建議，以供建⽴立國民教育經費補助制度改⾰革之參考： 

⼀一、︑項⽬目訂定層⾯面 

(⼀一)中央訂定補助計畫的整合，執⾏行細項由地⽅方政府規劃，並賦予地⽅方學校⼀一

定程度的彈性⾃自主。︒ 

(⼆二教育優先區的推動宜以學校為單位提出中長程發展計畫。︒ 

⼆二、︑公式計算層⾯面 

(⼀一) 教育設施經費補助計算公式宜以學⽣生為計算單位，並考量質性因素 

(⼆二)特定教育補助也宜採取客觀的公式補助。︒ 

(三)教育經費保障除了編列比例外，也宜訂定⾦金額，並將教育經費的涵蓋範圍

清楚界定與單純化。︒ 

三、︑補助款執⾏行層⾯面 

1.嚴格控管⼈人事經費以外之業務⽀支出，採取最有利標與聯合採購制度，並成⽴立

專業的營繕或採購⼩小組。︒ 

2.評鑑制度的落實宜朝⼈人與制度並重、︑兼顧形成性評鑑，並於前⼀一年度公告相

關事項。︒ 

3.補助款宜儘可能納入預算，或採取代收代付的⽅方式。︒ 

四、︑教育經費管理層⾯面 

(⼀一)地⽅方教育發展基⾦金宜採附屬單位預算的形式，落實專⼾戶的設⽴立。︒ 

(⼆二)家長會與校務發展基⾦金之間的定位，宜由地⽅方政府訂定明確的規範。︒ 

(三)教育審議委員會宜具經常性與機動性，委員的組成宜採專業⼩小組的形式。︒ 

(四)國民中⼩小學宜將教育經費使⽤用之項⽬目與⾦金額公開於資訊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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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國民教育經費分配模式公平性與適⾜足性之研究，王⽴立⼼心，政治⼤大學教育研究

所，2004年。︒

     民國89年12⽉月13⽇日公布的「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不但重新訂定保障政

府教育經費額度的條⽂文，並建構了迥異於以往的教育經費編列與分配模式，本

研究之⽬目的在檢證該法實施前後不同分配模式下，國民教育經費分配的公平性

與適⾜足性。︒ 

     本研究由公共資源分配的理論出發，探討分配正義的議題，並涉及府際間財

政收⽀支與移轉⽀支付體系，以及教育經費補助法制化、︑公式化的相關學理與實徵

研究，以建構本研究之理論基礎，並據以發展⽴立論各異的國民教育經費分配模

式。︒ 

     本研究依循 Berne與Stiefel（1984, 1999）及 Odden與Picus （2004）所發展之

概念架構，取8 7至9 2會計年度間各相關之財政、︑教育年報及會議資料進⾏行分

析，所採⽤用之衡量量數，計有McLoone指數、︑Verstegen指數、︑Gini係數、︑相關

係數、︑斜率、︑調整關係量數，以及Odden-Picus適⾜足性指數等︔；此外，本研究轉

換美國各學區採⾏行的補助公式，發展定額模式、︑基準模式、︑百分比均等化模式、︑

保障稅基模式、︑統籌統⽀支模式及結合模式等六個分配模式，以92會計年度的數

據資料，檢證並比較不同分配模型間所能達成的公平性與適⾜足性。︒ 

本研究主要發現如下： 

⼀一、︑法定模式所達成的政策效果，與美國基準⽅方案相類似。︒ 

⼆二、︑依法定模式編列之國民教育預算，與縣市實際需求仍有落差。︒ 

三、︑法定模式編列⼀一般教育補助，尚能考量到地⽅方的財政能⼒力。︒ 

四、︑不同縣市間國民教育成本指數有相當的差距。︒ 

五、︑就不同年度間的比較⽽而⾔言，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實施後各年度國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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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分配達成公平性及適⾜足性的程度較⾼高。︒ 

六、︑就不同模式間的比較⽽而⾔言，法定模式的國民教育經費分配與仍有改進的空

間，以更符合公平性及適⾜足性的原則。︒ 

依據研究發現，本研究提出對現⾏行國民教育經費分配模式及相關研究之建議： 

⼀一、︑釐清國民教育經費基本需求的成分與單位額度。︒ 

⼆二、︑法定模式的估算應擴⼤大地⽅方政府參與，以適時反應實際需求。︒ 

三、︑法定模式的估算應納入激勵縣市教育財稅努⼒力的因素。︒ 

四、︑發展國民教育成本指數及並建⽴立經費適⾜足標準。︒ 

五、︑對國民教育經費分配的公平性與適⾜足性，進⾏行長期性的評估。︒ 

六、︑依據公平性與適⾜足性原則，修正法定分配模式。︒ 

七、︑配合財政收⽀支劃分法的修訂，調整法定分配模式。︒

柒.縣市間國民教育經費分配之公平性探討，吳⽂文傑，政治⼤大學⾏行政管理學系研

究所，2008年。︒

      本研究從財政公平之觀點出發，探討我國縣市間國民教育經費分配之公平

性，期能瞭解《教育經費編列管理法》之實施是否確實能夠促進我國國民教育

經費縣市間分配之公平性的達成。︒故本論⽂文與之前的研究不同，著重於針對該

法實施之前後年度，就我國各縣市間之實際國民教育經費分配情形，進⾏行公平

性衡量與跨年度之比較分析。︒本論⽂文採⽤用Berneand  Stiefel（1984）財政公平向

量的多構⾯面模式，以89至93學年度各縣市公⽴立國民中⼩小學之學校基本資料，與

2001至2005年度各地⽅方政府國民教育學校教育經費⽀支出預算數據資料相互對應

後，分別以⽔水平公平、︑財政中⽴立及垂直公平三⽅方⾯面，探討我國縣市間國民教育

經費分配之公平性。︒ 

      從本論⽂文之研究結果與分析中發現，受到少⼦子化現象之衝擊，我國國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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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之結構正在改變中︔；⽽而縣市間國民教育經費之分配則逐漸出現M型化的現

象，平均每位學⽣生、︑每個班級及每所學校所能享受到的教育經費數額，會隨著

其就讀學校所處的縣市及班級或學校所處的縣市不同，⽽而有相當顯著的差異，

不符合⽔水平公平︔；且此種差異深深受到其就讀學校所處縣市之財政能⼒力（尤其

是縣市的⾃自有財源部分）影響，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係，不符合財政中⽴立以及

垂直公平。︒亦即⾃自有財源充裕、︑財政能⼒力佳的縣市，其學⽣生、︑班級及學校所能

享有的教育經費亦較充⾜足，⽽而⾃自有財源貧乏、︑財政能⼒力不佳的縣市，其學⽣生、︑

班級及學校所能享有的教育經費也較不⾜足，呈現出「富者恆富、︑貧者恆貧」的

M型化教育現象。︒研究結果也發現《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實施之後，國民

教育經費分配M型化的現象反⽽而更為明顯，意味著該法之實施未能確實促進教

育經費分配之公平性，甚至有導致其惡化的趨勢。︒

    綜合以上⽂文獻分析可知，現階段有關2014年正式實施之⼗〸十⼆二年國教之研究資

料其實不多，尤其有關教育經費之研究更甚少，然此政策之實施影響全國民眾

權益甚⼤大，對此學費問題應有更多關注，甚且過去研究教育問題的資料更甚少

論及學費相關問題，本論⽂文之研究，試圖從已經實施之⼗〸十⼆二年國民教育政策的

執⾏行檢視教育選擇權及競爭績效，並從我國歷年來中⼩小學教育經費的編列探討

和⼗〸十⼆二年國民教育政策實施的相關性，本⽂文中將論及教育資源合理分配制度之

建⽴立的重要性，若能建構合理之教育資源分配模式，除能確保國民之教育選擇

權，又能全⾯面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對已實施的⼗〸十⼆二年國民教育政策有極⼤大之

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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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〸十⼆二年國民教育政策的背景與內涵

      教育是國民素質的指標，教育培育⼈人才，⼈人才決定國家的未來，是以教育

為⽴立國的根本要務，也是推動社會進步和改⾰革的動⼒力。︒國家的強盛與否，常決

定於國家教育政策的適切性和落實與否。︒例如美、︑⽇日及⼤大戰前的德意志，都是

藉由教育改⾰革或特定的教育政策的落實，得以普遍⽽而全⾯面性的改造國民，提昇

教育⽔水準，進⽽而達到提昇國⼒力的⽬目的。︒因此，教育政策之適切與否，往往影響

的不僅是教育者，更影響國家整體之國民素質與國⼒力興衰。︒我國⾃自民國五⼗〸十七

年實施九年義務教育，迄今時間已久遠。︒雖然當初倉促實施，導致問題叢⽣生。︒

但歷經多次教育改⾰革與相關教育法令的修訂，教育的興⾰革促使台灣可以培育出

許多優秀菁英，創造了令⼈人刮⽬目相看的台灣經濟奇蹟。︒現在已跨入⼆二⼗〸十⼀一世紀，

是⼀一個⾼高科技、︑⾼高學歷、︑⾼高資訊的競爭時代。︒為了提昇國家的競爭⼒力，培養下

⼀一代的⽣生存實⼒力，延長國民教育確實有其需求性和前瞻性。︒「⼗〸十⼆二年國教」的

推動⼯工作，便是基於時代及社會需求下⽽而誕⽣生的。︒

        此外，教育必須隨著社會變遷與國家發展需要⽽而不斷進步，民國57年我國

是世界上少數實施九年國教的國家，歷經這麼多年的努⼒力，促進社會流動及民

主化，並創造了經濟奇蹟。︒為紓解國中⽣生升學壓⼒力，促進國中教學正常化，讓

國中教育充滿適性、︑活⼒力、︑創意、︑優質與卓越，歷經多年的倡議、︑規劃，並考

量國家社會發展需求，增進國家競爭⼒力，延長國民基本教育已成為社會⼤大眾殷

切的期待與共識。︒同時，審視國民教育現況，仍存在城鄉差距、︑良莠不齊、︑資

源不均、︑過度升學競爭壓⼒力等問題，還有少⼦子女化帶來的學⽣生數下降的隱憂，

尤其是近半數⾼高中職校是私⽴立，學費⾼高出公⽴立4倍以上，且就讀私校的學⽣生多

數來⾃自中下階層的家庭。︒為了全⾯面解決現階段教育困境，並加強國家⼈人⼒力素質

的提升，有延長國民基本教育的需要，所以⼗〸十⼆二年國教確有實施之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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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〸十⼆二年國民教育政策的實施背景

       我國於民國103年正式實施⼗〸十⼆二年國教政策，有關⼗〸十⼆二年國教政策實施的背

景，經由教育部(2013)所提供的訊息，⼤大致有以下幾項因素，

壹、緣起
⼀一、受⻄西⽅方教育思潮影響開始重視家⻑⾧長教育選擇權

        ⾃自18世紀以降，德法等國受到民族主義的影響，率先實施義務教育，以培

育具有國家意識之忠誠國民為⽬目標，之後許多國家也陸續實施。︒20世紀時，義

務教育的實施範圍，已由初等教育，延長至前期中等教育，甚至到⾼高級中等教

育階段︔；年限也逐步延長，主要國家從8年(西、︑義)到13年(荷)不等，惟以9年最

多︔；設⽴立主體，有些完全由政府負責 (新加坡 )，部分則允許公私⽴立並存 (英、︑

美、︑法)︔；教育內容，在初等教育階段，屬普通教育，但到中等教育階段有些是

完全實施普通教育，部分則普通與職業教育並⾏行︔；實施機構，有些是在單⼀一類

型的學校進⾏行，有些則是分由不同類型學校實施，特別是在⾼高級中等教育階段︔；

至於初等教育晉升到中等教育階段，有些國家並未採取選擇性分流，部分則會

透過某種考試分途︔；總之，依各國制度就其國情與需要⽽而有差別。︒不過普及、︑

免學費、︑義務及強迫入學，則是多國主張之共同內涵。︒政府辦理義務教育的理

念，也從原本培養忠誠國民的政治單⼀一角度，擴⼤大到培養國家經濟發展所需⼈人

⼒力的經濟角度，促進教育機會均等的社會正義角度，以及以學⽣生為本，尊重受

教者的學習權等多元角度。︒

        由於社會變遷與時代進步，20世紀後期接受教育不再是少數社會菁英或優

勢階層所獨享的特權，⽽而漸被視為基本⼈人權之⼀一。︒此觀點在聯合國的「世界⼈人

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1948年)第⼆二⼗〸十六條、︑「兒童權

利宣⾔言」(Right of the Child Manifesto)(1959年)原則七及「國際兒童權利公約」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the Rights of Children)(1989年)第⼆二⼗〸十八條中⼀一再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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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各國應實施義務教育，至少要到初等教育或基礎教育階段。︒之後，延伸到中

等教育階段。︒「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UNESCO)於2000年4⽉月「達喀爾⾏行

動綱領，全民教育：實現我們集體的承諾」（The  Dakar  Framework  for  Action 

Education for All: Meeting Our Collective Commitments)第六條揭櫫：「教育是⼀一

項基本⼈人權」，「也是有效參與21世紀迅速全球化的社會與經濟必不可少的⼿手

段。︒」並強調「教育的發展應由菁英教育轉向全民教育，且應從基礎教育全民

化邁向中等教育全民化。︒」又世界銀⾏行(World  Bank)2005年「為年輕⼈人增加機

會、︑培養能⼒力：中等教育新⽅方案」(Expanding  Opportunities  and  Building 

Competence for young People- New Agenda for Secondary)，強調中等教育全民化，

這是針對國中階段。︒（李奉儒，2013:2-6）

       然⽽而，我國⽬目標應⾼高於兩者，不只數量的普及要從國中教育階段延伸至⾼高

級中等教育階段，更應追求品質的提⾼高，發展個⼈人潛能，促進終身學習。︒因此

學校教育的軸線，透過國民基本教育年限的延長，涵蓋國民中、︑⼩小學與⾼高中、︑

職及五專前三年，已然成為提升國民素質與國家實⼒力的關鍵所在。︒此外，原本

興辦義務教育是強調國家的權利與義務，雖具強迫入學的屬性，但是隨著家長

教育選擇權觀念的提倡，及英美在家⾃自⾏行教育(homeschooling)的推動，開始提

供家長與學⽣生學校教育以外⽅方式的選擇與⾃自由，以⽰示尊重家長的教育權。︒有鑑

於國民教育在理念上已由純粹是國民的義務，轉為同時也是國民的權利。︒

二、我國國民教育因應時勢從初等教育延長至高級中等教育

       我國實施國民教育以來，主要是由國家辦理，最初僅限初等教育階段，民

國24年開始實施義務教育年限僅1-2年。︒33年公布「國民學校法」，國民教育為

6年，義務教育期能達4年。︒38年以後，國民義務教育是6年。︒57年起延長9年至

前期中等教育階段，起初國中階段雖免學費，及學區內免試升學，但因條件所

限並未強迫入學，故不屬於義務教育，只稱為國民教育。︒68年「國民教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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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確定為九年國民教育為義務教育。︒惟直到7 1年修正公布「強迫入學條

例」後，6至15歲學童才全⾯面強迫入學。︒ 

       隨著臺灣社會與經濟發展，⾃自⺠民國70年代起即有延⻑⾧長國⺠民教育的呼聲，但

各界⼀一直有不同意⾒見。7 2年教育部提出「試辦延⻑⾧長以職業教育為主的國⺠民教

育」的主張，提供國中畢業後就業未滿1 8歲者，部分時間之職業補習進修教

育。78年教育部積極研議延⻑⾧長國⺠民教育年限為12年之可⾏行性，⾏行政院則於79年

核定頒布「延⻑⾧長國⺠民教育初期計畫—國⺠民中學畢業⽣生⾃自願就學⾼高級中等學校⽅方

案」。 8 2年教育部提出「發展與改進國中技藝教育⽅方案—邁向⼗十年國教⺫⽬目

標」。此外，我國⾃自77學年度以來，國中畢業⽣生就學機會率皆超過104%；89學

年度以後，我國國中畢業⽣生升學率也皆超過95%。為因應此⼀一趨向，教育部⾃自

83學年度起試辦完全中學，85學年度起試辦綜合⾼高中，87學年度起陸續實施⾼高

中職多元⼊入學⽅方案，及90學年度開始積極推動⾼高中職社區化政策，凡此皆為提

供國中畢業⽣生多元選擇及適性發展的⾼高級中等教育學習環境。8 8年6⽉月公布

「教育基本法」，其中第11條規定：「國⺠民基本教育應視社會發展需要延⻑⾧長其
年限；其實施另以法律定之。」提供未來延⻑⾧長國⺠民教育年限的法源依據。

        ⺠民國90年代起延⻑⾧長國教的呼聲再起。90年教育部委託進⾏行「延伸國⺠民基本

受教育年限規劃研究」。91年「全國教育改⾰革檢討與改進會議」，建議積極規

劃延⻑⾧長國⺠民教育可⾏行性。92年教育部委託實施⼗十⼆二年國⺠民教育的理論基礎、辦
理模式、教學資源及課程與教育經費需求推估等四項議題的研究。同年「全國
教育發展會議」將規劃⼗十⼆二年國教列⼊入討論議題。經由理論學理的探討與實務
運作的評估，93年教育部成⽴立「推動⼗十⼆二年國⺠民教育⼯工作圈」。96年教育部成
⽴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工作⼩小組」、推動⼗十⼆二項前置準備措施及完成《⼗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規劃⽅方案》。同年2⽉月⾏行政院宣布於當年開始推動⼗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並決定⾃自98年起全⾯面實施。然由於理念及實務上仍有許多爭議，以

致該項想法始終未能落實。之後，97年教育部所設之中⼩小學教育永續發展委員
會，家⻑⾧長團體、部分學者及⺠民間團體，⼀一再建議或呼籲積極推動⼗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另外，教育部⾃自97年起穩健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先導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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頗具實施成效，補助私⽴立⾼高中職學⽣生⿑齊⼀一學費⽅方案，已使70％私校學⽣生受惠；

⾼高中職優質化輔導⽅方案，輔助校數達64％；⾼高中職社區化⽅方案，使59％國中畢

業⽣生就近⼊入學；調整⾼高中職⼊入學⽅方式⽅方案，已提供20％的免試⼊入學機會。以上
都已為延⻑⾧長國⺠民基本教育，提供更有利的實施條件。

三、大幅增加高級中等教育投資以帶動新世紀整體教育革新

        長期以來，我國在對於⾼高級中等教育階段的投資，相對偏低。︒雖然⾃自90年

代起教育部先後推動⾼高中職社區化、︑均質化及優質化等⽅方案應加⾼高級中等教育

階段投資，但是就國際比較⾔言，依教育部統計，民國96年我國⾼高中職校每⽣生教

育⽀支出為5,747美元，遠低於英美⽇日韓的8,000-1,2000美元，及經濟合作發展組

織國家(OECD)平均的8,746美元。︒又每⽣生教育⽀支出佔同年度每⼈人平均國內⽣生產

⽑毛額(GDP)的比率為18%，⽽而美⽇日為27％，韓國為36%，OECD平均為26％。︒另

至98學年度，⾼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齡⼈人⼜⼝口就學率已達98％，但其中公私⽴立學校

學⽣生比例約為53：47，換⾔言之，雖然已達普及程度，但是明顯公私⽴立學⽣生間教

育品質存有差距，又⽽而雙⽅方學費有相當距離，公⽴立學校每學年約新台幣 1萬

元，但私⽴立學校達4.5萬元。︒有鑑於⾼高級中等教育實質就學⼈人數已趨近普及，但

因投資不⾜足、︑公私差距頗⼤大、︑且遠低於先進國家⽔水準，故學術界及中等學校⼀一

直呼籲應⼤大幅增加投資。︒

四、建立延長國民基本教育的共識與啟動

        教育部為積極回應各界意⾒見，曾於民國99年8⽉月28-29⽇日召開之第八次全國

教育會議，在「新世紀、︑新公民、︑新承諾」的政策視野中，於⼗〸十⼤大中⼼心議題，

特別規劃中⼼心議題肆「升學制度與12年國民基本教育」進⾏行討論。︒分組會議後

提出三項結論暨建議：⾸首先，在政策定位上，將國民基本教育內涵界定為以普

及、︑定額補助學費、︑非強迫、︑免試、︑就近入學為主，是國民的權利⽽而非義務。︒

其次，在政策進程上，採取「穩健、︑漸進」的步調，逐期推動⼗〸十⼆二年國民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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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最後，在政策措施上，陸續推動「齊⼀一公私⽴立⾼高中職(含五專前三年)學

費⽅方案」、︑「後期中等學校學區劃分及資源調整與充實」、︑「後期中等學校入

學⽅方式改進與輔導」、︑「⾼高中職均優質化⽅方案」及「K-12年課程規劃、︑教育實

驗與⽣生涯輔導」等⽅方案。︒綜合座談時前⾏行政院吳敦義院長提⽰示：「⼗〸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坐⽽而⾔言的時代已經結束，應該要進入起⽽而⾏行的階段。︒」緬察各界對⼗〸十

⼆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企盼後，⾺馬總統在100年元旦祝詞中，揭⽰示「百年樹⼈人、︑

百年⽣生機、︑百年公義、︑百年和平」等四⼤大⽅方向，並宣布⾃自此啟動⼗〸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自103學年⾼高中職學⽣生全⾯面免學費、︑⼤大部分免試入學。︒(李亮，2014)

第⼆二節、⼗十⼆二年國⺠民教育政策的基本內涵

        ⼗〸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簡稱⼗〸十⼆二年國教，2014年（民國103年）起施⾏行教

育政策，由施⾏行前的九年國教延長至⼗〸十⼆二年，但後三年採非強迫性入學、︑免學

費、︑公私⽴立並⾏行及免試為主。︒⼗〸十⼆二年國教中的後期中等教育包含⾼高中⾼高職及五

專前三年。︒台灣推動延長國民教育之議，早在1983年就已經開始規劃，先後經

過⼗〸十任教育部長，但因為受到許多反對聲浪和財務困窘等因素影響⽽而未曾正式

實施。︒⼗〸十⼆二年國教⽬目前已於2014年（民國103年）正式實施。︒  此外，教育部針

對12年國教共提出三⼤大願景、︑五⼤大理念、︑六⼤大⽬目標、︑七⼤大⾯面向、︑⼆二⼗〸十九⽅方案，

最主要企圖解決以下4個問題（⼀一、︑國中教學不正常、︑五育未均衡發展、︑基本

學⼒力未把關：「落實國中教學正常化、︑適性輔導及品質提升」、︑「國中⼩小補救

教學」、︑「提升國民素養」等。︒⼆二、︑⽣生涯規劃、︑適性輔導未受重視：「國中與

⾼高中職學⽣生⽣生涯輔導」、︑「技職教育宣導」、︑「建置12年⼀一貫課程體系」等。︒

三、︑⾼高中職質量資源不均衡：「⾼高中職免學費」、︑「⾼高中職優質化輔助」、︑「⾼高

中職適性學習社區教育資源均質化」、︑「⾼高中職學⽣生學習扶助」、︑「⾼高中⾼高職

學校資源分布調整」、︑「⾼高中職學校評鑑」、︑「⾼高中職發展轉型及退場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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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辦理⼤大學技職繁星－引導就近入學⾼高中職」等。︒四、︑國中升學壓⼒力過⼤大：

「免試入學」、︑「特⾊色招⽣生」、︑「免試就學區規劃」等。︒（吳清山，2002:8）

壹、涵義

     ⺠民國103年8⽉月起，⼗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分兩階段實施，前九年為國⺠民教育，

依「國⺠民教育法」及「強迫⼊入學條例」規定辦理，對象為6⾄至1 5歲學齡之國
⺠民，主要內涵為：普及、義務、強迫⼊入學、免學費、以政府辦理為原則、劃分
學區免試⼊入學、單⼀一類型學校及施以普通教育。後三年為⾼高級中等教育，將推
動制定「⾼高級中等教育法」，對象為15歲以上之國⺠民，主要內涵為：普及、⾃自
願⾮非強迫⼊入學、免學費、公私⽴立學校並⾏行、免試為主、學校類型多元及普通與
職業教育兼顧。主要涵義如下：

⼀一、普及：針對15歲以上之國⺠民，提供均等之教育機會。

⼆二、⾃自願⾮非強迫⼊入學：本階段將提供⾜足夠且多元就學機會，但尊重學⽣生與家⻑⾧長
的教育選擇及參與權，不強迫⼊入學。受教育，是學⽣生的權利⽽而⾮非義務。
三、免學費：本階段將免納學費，但仍須繳納雜費、代收代付費及代辦費

四、公私⽴立學校並⾏行：本階段設⽴立主體，採公⽴立學校 (國⽴立、直轄市⽴立、縣市

⽴立)與私⽴立學校並⾏行。對於獲學費補助私⽴立學校，與公⽴立學校之辦學需同受嚴格
監督與評鑑，以確保教學正常與辦學品質。
五、免試為主：本階段國中畢業⽣生七成五以上將採免⼊入學測驗⽅方式升⼊入⾼高級中
等學校（⾼高中、⾼高職或五專），但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得保留招⽣生區內少部分名
額，以供學校採特⾊色招⽣生⽅方式，經考試分發⼊入學（採學科測驗）或甄選⼊入學（採
術科測驗）。

六、學校類型多元：本階段實施機構，包括⾼高中(含實驗中學、完全中學、綜合

⾼高中)、⾼高職、五專前三年、特殊學校及進修學校，另允許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
教育。

七、︑普通與職業教育兼顧：⼗〸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重視以學⽣生中⼼心的教學，⾼高級

中等教育階段將提供國中畢業⽣生依其性向、︑能⼒力和興趣，升入普通⾼高中、︑職業

學校或五專之分流選擇，並分別施予適性的課程和教學，以使每個學⽣生潛能都

能獲得開展。︒(王延煌、張明⽂文，201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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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12年國民基本教育」（以下簡稱12年國教）早在民國72年教育

部提出「試辦延長以職業教育為主的國民教育」，79年⾏行政院提出「國中畢業

⽣生⾃自願就學⾼高級中等學校⽅方案」，82年教育部提出「發展與改進國中技藝教育

⽅方案－邁向⼗〸十年國教⽬目標」，9 0年開始推動⾼高中職社區化，9 3年教育部成⽴立

「推動12年國民教育⼯工作圈」，96年成⽴立「12年國民基本教育⼯工作⼩小組」並完

成「12年國民基本教育規劃⽅方案」，97年2⽉月⾏行政院蘇貞昌院長宣布推動12年

國教並⾃自98年全⾯面實施，卻因為種種爭議未能落實實踐。︒在第8次全國教育會

議綜合座談中，當時的吳敦義院長宣布「12年國教由坐⽽而⾔言進入起⽽而⾏行階段」

定調，⼀一百年時⾺馬英九總統元旦⽂文告中正式宣佈「開始啟動1 2年國民基本教

育，分階段逐步實施，先從⾼高職做起，預定民國1 0 3年⾼高中職學⽣生全⾯面免學

費、︑⼤大部分免試入學。︒」使得12年國教從準備階段進入「勢在必⾏行」的階段，

也成為近年來影響國內未來教育發展最重⼤大的政策議題。︒

貳、⼗十⼆二年國教的基本理念

        教育部訂定「⼗〸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計畫」，做為準備實施的依據。︒教

育部當初之所以規劃從民國103年8⽉月1⽇日起全⾯面實施，主要理由有以下五點：

⼀一、︑為達成⼗〸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而訂定之各重要⼯工作要項關鍵指標值，⼤大部分

可於103學年度達成︔；⼆二、︑為顧及與尊重利害關係⼈人權益，於當事⼈人入學前公

告未來實施⽅方式，讓100  學年度國⼀一新⽣生提早因應︔；三、︑配合學齡⼈人⼜⼝口減少趨

勢，政府有能⼒力負擔所需經費︔；四、︑反映民意需求，積極回應社會期待︔；五、︑

穩健緩解當前中⼩小學教育問題，提升⾼高級中等教育品質。︒簡單說來，推動⼗〸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是在九年國民教育的基礎上，採取五⼤大理念。︒

⼀一有教無類：⾼高級中等教育階段是以全體15歲以上的國民為對象，不分種族、︑

性別、︑階級、︑社經條件、︑地區等，教育機會⼀一律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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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材施教：⾯面對不同智能、︑性向及興趣的學⽣生，設置不同性質與類型的學校，

透過不同的課程與分組教學⽅方式施教。︒

三適性揚才：透過適性輔導，引導學⽣生瞭解⾃自我的性向與興趣，以及社會職場

和就業結構的基本型態。︒

四多元進路：發展學⽣生的多元智能、性向及興趣，進⽽而找到適合⾃自⼰己的進路，
以便繼續升學或順利就業。

五優質銜接：⾼高級中等教育⼀一⽅方⾯面要與國民中學教育銜接，使其正常教學及五

育均衡發展︔；另⼀一⽅方⾯面也藉由⾼高中職學校的均優質化，均衡城鄉教育資源，使

全國都有優質的教育環境，使學⽣生有能⼒力繼續升學或進入職場就業，並能終身

學習。︒（吳清山，1999）

        在實施⼗〸十⼆二年國教之後我們有以下幾個優勢1.國中教學正常化2.國中教育

充滿適性、︑活⼒力、︑創意、︑優質與卓越3.增加國家競爭⼒力4.提升國家⼈人⼒力素質以

及可以解決諸多問題，例如：減少城鄉差距、︑減少國民教育的良莠不齊、︑減少

資源不均、︑減少升學壓⼒力、︑減少（⾼高中職）學⽣生數下降的隱憂、︑減少學費壓⼒力。︒

但是根據這樣的理念下，我們卻只看⾒見⼗〸十⼆二年國教在基本理念上不只沒解決學

費問題，其他的問題要怎麼解決，似乎仍有重重的困難，以下我們先從國民教

育來了解。︒此外，為有效推動這計畫，依照以下原則實施之：

（⼀一）、︑分階段穩健實施：本計畫分為啟動準備階段及全⾯面實施階段，並訂定

重要⼯工作項⽬目關鍵指標值，逐年落實。︒

（⼆二）、︑中央與地⽅方政府共同合作：本計畫相關免學費、︑劃分免試就學區、︑免

試入學及特⾊色招⽣生、︑政策宣導等多項措施，將由中央與地⽅方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協調合作，以竟全功。︒

（三）、︑系統整合：本計畫已整合現階段正在實施之多項⽅方案或先導計畫，以

發揮永續發展的整體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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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家長參與：本計畫將⿎鼓勵和擴⼤大家長共同參與諮詢與推動宣導⼯工作。︒

（五）、︑學校伙伴協助：本計畫將邀請國⼩小、︑國中、︑⾼高中、︑⾼高職及五專學校代

表、︑相關⾏行政⼈人員及教師代表，參與諮詢及推動宣導。︒

（六）、︑教育優質化：改善並充實⾼高級中等學校資源，縮⼩小城鄉差距，逐步擴

增優質⾼高中職數量，以吸引學⽣生就近入學。︒

（七）、︑學習⼀一貫化：透過統整與連貫之課程結構，國中⼩小教育與⾼高中職教育

相互銜接，使學⽣生之學習經驗與身⼼心發展階段連結。︒

（八）、︑學習品質確保：強化國中學⽣生學習成就評量機制，審視學校教學成效，

以確保國中⽣生素質。︒（余霖，2007）

        綜合以上所述可知，隨著社會的進步以及世界教育所趨，延長國民教育的

呼聲甚囂塵上。︒尤其是在多元入學造成多補入學，學⽣生升學壓⼒力更為沈重之際，

不少⼈人期望以⼗〸十⼆二年國教作為紓解升學壓⼒力以及多元入學亂象的萬靈丹。︒但研

究者認為，⾸首先必須要認清⼗〸十⼆二年國民教育的意義，究竟是國民⼗〸十⼆二年教育或

⼗〸十⼆二年國民教育。︒    

第三節 ⼗〸十⼆二年國民教育政策的爭議

       有關⼗〸十⼆二年國民教育政策的爭議，曾經在教改推動廿年，教改總體檢論壇

成⽴立⼗〸十年的當時，前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校長劉源俊感嘆教育成了詐欺事業。︒⾯面

對⼗〸十⼆二年國民教育政策引起的爭議，他表⽰示，教改強調要教育鬆綁，實際上卻

是愈綁愈緊，教改沒有聯考，卻⼀一樣有基測︔；⼗〸十⼆二年國教沒有基測，但⼀一樣有

會考。︒課程改⾰革最重要，可是沒有看到教育部致⼒力改⾰革課程。︒（劉源俊，

2013:275）教育改⾰革是否到最後會淪為如此的感概呢︖？

        我國剛實施的⼗〸十⼆二年國民教育政策是否也如此︖？依據憲法第21條規定：「⼈人

民有受國民教育之權利與義務」︔；第1 6 0條亦規定：「六歲至⼗〸十⼆二歲學齡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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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一律接受基本教育，免納學費」︔；且國民教育法第五條規定「國民⼩小學及

國民中學學⽣生免納學費︔；貧苦者，由政府供給書籍，並免繳其他法令規定之費

⽤用。︒」︔；民國八⼗〸十八年頒布的教育基本法則確⽴立：「⼈人民無分性別、︑年齡、︑能

⼒力、︑地域、︑宗教信仰、︑政治理念、︑社經地位及其他條件，接受教育之機會⼀一律

平等」，由此可⾒見現階段國民教育具有基本性、︑義務性、︑強迫性，甚至是免費

性。︒但這些特性由於與⽬目前教育部規劃的「非免試、︑非免費、︑非強迫」的認定

並不相同，因此引發社會的爭議。︒

壹、⾮非義務教育的國⺠民教育

     事實上不論是國民⼗〸十⼆二年教育、︑⼗〸十⼆二年國民教育，不應拘泥在名稱之上，重

點應在解決現⾏行後期中等教育就學缺乏鄰近性、︑城鄉發展失衡、︑貧富不均及公

私⽴立無法均質化等問題，以保障學⽣生就學的「基本」權益，提升教育品質。︒就

其內涵⽽而⾔言，實為⼗〸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宜在相關措施上周延配套，延長國民

基本教育，提升民眾⽔水準。︒對於⼗〸十⼆二年國教到底是什麼，教育部定位為:名稱是

依據教育基本法第11條規定，所以叫做⼗〸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與國民義務教育

不同的地⽅方在於⼗〸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是「非強迫入學（非義務）、︑低學費（國

民權利）」的教育。︒意即所謂的⼗〸十⼆二年國教指的是只要你想念，就要有得念。︒

這與⽬目前的九年國教的差別在於，九年國教是你⼀一定要念九年，沒念到九年要

受罰，但是後⾯面你是否能受教不是政府所要維護的。︒⼗〸十⼆二年國教指的是，你10

～12年你只要想念（非義務），政府就⼀一定要使你有學校念，⽽而且學費要低到

所有⼈人都能負擔得起（國民權利），但事實真是如此嗎︖？那義務教育與國民教

育是否⼀一樣呢︖？以下分述說明

⼀一、︑義務教育的意涵

         義務教育指政府有義務運⽤用公共資源保障所有適齡兒童接受的教育。︒義務

教育的三個基本原則是「強制、︑普遍與免費」。︒凡是適齡兒童都應強制接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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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義務，並且教育對象沒有階級或是出身的限制，此外還必須是免納學費的。︒

1717年，普魯⼠士王國開始實施義務國民教育，是全世界第⼀一個實施義務教育的

國家。︒《世界⼈人權宣⾔言》第26條第⼀一款指出：「⼈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權利，教育

應當免費，至少在初級和基本階段應如此。︒初級教育應屬義務性質。︒」現代⼤大

部份的國家和地區都有實施義務教育，但年數和成效不⼀一。︒

         論及義務教育的緣起，⾸首先我們可知在⽇日常⽣生活中，強制教育（或強逼教

育）、︑普遍教育及免費教育均與義務教育通⽤用，但嚴格來說，這些字詞只提及

了義務教育的部份基本原則。︒義務教育（Compulsory  Education），原為強迫教

育之意。︒現今世界各國，⼤大多於其憲法明確規定，國民應受教育之權利與義

務。︒其涵義有⼆二：⼀一、︑為所有適齡兒童，無論貧富貴賤、︑男女賢愚、︑健全殘廢，

均有接受教育之權利︔；⼆二、︑為家長、︑法定監護⼈人及政府，均負有令適齡兒童就

學之義務。︒近年來，世界各國確知國家之⽣生存端賴全體國民的⼒力量，因⽽而認為

只有提⾼高全體國民之知識、︑技能⽔水準，國家才能步入富強之境，此種所謂「富

國強兵」之要求，遂促使義務教育制度成⽴立。︒時至今⽇日，民主思潮洶湧澎湃，

民主國家相繼成⽴立，全體國民均能參與政治，是以如何普及教育，提⾼高全體國

民之知識及道德⽔水準，乃成各國所共同追求的⽬目標︔；這也是現代國家所以傾注

其全⼒力，樹⽴立國家教育系統，並相率延長義務教育年限的主要原因。︒

        台灣義務教育，我們知道台灣曾接受⽇日本殖民。︒20世紀初臺灣總督府當時

為了吸引臺民入學，已經有免費學費的優惠。︒不久總督府又於臺灣各地普設更

多公學校、︑蕃⼈人公學校等，在台⽇日⼈人則獨⽴立設置⼩小學校。︒所以1910年臺灣總督

府就明定8-14歲臺灣學童須強制入學的義務教育法規，當時的年制為6年（某些

特例為4年，例如臺灣原住民所唸的蕃⼈人公學校、︑蕃童教育所等）。︒1943年，

公學校、︑蕃⼈人公學校、︑⼩小學校等統⼀一改為6年制的國民學校，當時全臺灣的6-12

歲義務教育普及率⾼高達70%以上，已達⽂文明國家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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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中華民國政府從接收臺灣。︒依據《中華民國憲法》第21條規定，

⼈人民有受國民教育（簡稱「國教」）之權利與義務，台灣民眾⾃自此接受到了公

平的教育。︒中華民國政府在國共內戰戰敗失守中國⼤大陸後，中華民國義務教育

僅能在其有效統治的臺灣、︑澎湖、︑⾦金⾨門、︑⾺馬祖實施。︒6-12歲之學齡兒童受的基

本教育就是⼩小學。︒1968年以前實施6年義務教育時（延續⾃自中華民國⼤大陸時期

之政策），⼩小學的正式名稱是「國民學校」，簡稱「國校」。︒國校畢業後的教

育就不是義務教育：先是「初級中學」，簡稱「初中」，要考取初中聯考才能

入學︔；公⽴立初中考不取者，多報考私⽴立初中。︒1968年，在舉步維艱的國情下，

中華民國仍舊修改法律（沒有修改憲法）將義務教育延長至九年，開始了九年

國民義務教育。︒初級中學不但改稱國民中學，還增設許多國民中等學校。︒國民

學校也改稱國民⼩小學。︒⾼高達80%的台灣⼈人民因此受益，為台灣未來發展奠定了

基礎。︒（維基百科）

 ⼆二、︑ 國民教育

          觀察台灣近代教育之發展可從1968年談起，因為這年中華民國修改法律

（沒有修改憲法）將義務教育延長至九年，開始了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初級中

學不但改稱國民中學，還增設許多國民中等學校。︒國民學校也改稱國民⼩小學。︒

至於現⾏行的國民教育法第⼆二條規定，凡6-15歲之國民，應受國民教育︔；已逾齡

未受國民教育之國民，應受國民補習教育。︒6-15歲國民之強迫入學，另以法律

定之（即強迫入學條例）。︒國中以後的台灣教育不屬義務教育，但⼤大約94.7%

的國中畢業⽣生仍繼續升學接受教育，⼤大部份就讀⾼高中或⾼高職，但也有少數國中

畢業⽣生不再升學，直接就業。︒

       回顧國民教育發展的歷史，我國於民國五⼗〸十七年，公布九年國民教育實施

條例，開始實施九年國民教育。︒實施條例中規定，國民⼩小學畢業⽣生分發國中入

學，並免納學費，但對於不願升學者並未迫入學。︒六⼗〸十八年，公布國民教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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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規定凡六歲至⼗〸十五歲之國民，應受國民教育，已逾齡未受國民教育之國民

應受國民補習教育︔；國民教育以由國家辦理為原則︔；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

免納學費，貧苦者由政府供給書籍，並免繳其他法定之費⽤用︔；國民中學應另設

獎學⾦金、︑助學⾦金，獎助優秀清寒學⽣生。︒迨七⼗〸十⼀一年公布強迫入學條例，規定六

歲至⼗〸十五歲國民強迫入學，⽗父母或監護⼈人不送其⼦子弟入學者科⼀一百元以下罰鍰，

繼續科罰至入學為⽌止。︒至此，九年國民教育已完成義務教育之法律程序。︒

究竟⼗〸十⼆二年國教所指的是義務教育或是國民教育呢?⾸首先，我們必須了解什

麼是「⼗〸十⼆二年國教」︖？根據台⼤大經濟系教授駱明慶的定義，國民教育，在美國

是  compulsory  schooling，其實是強迫教育。︒（有⼈人把國民教育定義為義務教

育，⽽而不提compulsory  schooling。︒「義務教育」絕對是個錯誤的詞，個⼈人對政

府沒有什麼「義務」可⾔言。︒）現⾏行「⼗〸十⼆二年國教」並沒有要強迫所有國民受⼗〸十

⼆二年教育的意思，所以它其實不是「國民教育」，和「九年國教」強制學⽣生要

唸完國中不同。︒此外，究竟是國民⼗〸十⼆二年教育或⼗〸十⼆二年國民教育︖？隨著⾼高中數

量增多以及學⽣生來源減少，就實際⽽而⾔言，國中畢業⽣生就學機會率早已超過百分

之百，⽽而升學率也⾼高達百分之九⼗〸十六，⼗〸十⼆二年教育已是名副其實。︒但⼗〸十⼆二年國

民教育則有不同的定義，顧名思義為⼗〸十⼆二年的國民教育。︒依據憲法第2 1條規

定：「⼈人民有受國民教育之權利與義務」︔；第160條亦規定：「六歲至⼗〸十⼆二歲

學齡兒童，⼀一律接受基本教育，免納學費」︔；且國民教育法第五條規定「國民

⼩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免納學費︔；貧苦者，由政府供給書籍，並免繳其他法令規

定之費⽤用。︒」︔；民國八⼗〸十八年頒布的教育基本法則確⽴立：「⼈人民無分性別、︑年

齡、︑能⼒力、︑地域、︑宗教信仰、︑政治理念、︑社經地位及其他條件，接受教育之機

會⼀一律平等」，由此可⾒見現階段國民教育具有基本性、︑義務性、︑強迫性，甚至

是免費性。︒由於與⽬目前教育部規劃的「非免試、︑非免費、︑非強迫」的認定並不

相同，因此引發社會的爭議（徐明珠，2003）。︒

�30

 

http://ap6.pccu.edu.tw/encyclopedia_media/data.asp?id=7004&nowpage=1
http://ap6.pccu.edu.tw/encyclopedia_media/data.asp?id=1641&nowpage=1


那麼，「⼗〸十⼆二年國教」是什麼︖？就⽬目前所知，有兩個主要⾯面向。︒1.  弭平就

讀公私⽴立⾼高中職學費的差距，作法是補貼就讀私⽴立學校學⽣生和就讀公⽴立學校的

學費差額。︒理由是把就讀⾼高中職視為國民的權利，不應有差別待遇，但這還不

夠，因為政府還對公⽴立學校有⼤大量的經費補助，就讀公⽴立或私⽴立學校的差異，

其實不只是所交學費的差異。︒2.  「⼗〸十⼆二年國教」要取消⾼高中職入學考試，以減

輕學⽣生壓⼒力。︒作法是，讓⾼高中職入學採學區制，這就引發是否讓少數「明星⾼高

中」可以跨區招⽣生的爭議。︒「明星⾼高中」的校長們，當然主張應該保有跨區招

⽣生的可能性，這是明星⾼高中的學⽣生來源，是明星⾼高中之所以是明星⾼高中即使不

是唯⼀一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問題是，⼀一旦仍然容許跨區招⽣生的可能，考試分數

就必然是最重要的篩選基準，國中學測就還是會存在。︒

貳、︑嚴重教育資源不均

      歷經漫長的教育改⾰革,我們的確看到從威權體制解放出來的教育⽣生命⼒力、︑⾃自

主性與多元性的成長。︒但不可否認的,台灣的教育仍有許多問題。︒其中最引⼈人詬

病的問題之⼀一,即是資源分配的不公,使得教育的社會階層流動效果不彰:中下階

層家庭的⼩小孩 ,無法透過教育 ,提⾼高其⽇日後的社經地位、︑改善⽣生活⽔水準。︒這其中

的關鍵,即在於這些弱勢的孩⼦子,無法獲得同等的機會,接受良好的教育。︒

       長期以來教育體制為升學主義所主導，現⾏行後期中等教育存在就學缺乏鄰

近性、︑城鄉發展失衡、︑貧富不均及公私⽴立無法均質化等問題，影響教育的品質

與發展。︒以就學缺乏鄰近性⽽而⾔言，現今跨學區就讀的情況嚴重，耗費許多時間

及教育成本，同時增加競爭明星學校的壓⼒力，因此不少⼈人認為，學校的社區化

可以解決教育不當的扭曲現象。︒但⽬目前教育部初步規劃將分成「區域」與「地

區」學校，並區隔為考試及免試入學，且規定區域明星⾼高中招⽣生名額的上限，

不但無法落實學校社區化，同時將學校及考試制度扭曲成兩極化。︒就城鄉發展

失衡⽽而⾔言，都會地區教育資源優於鄉村地區，導致優秀學⽣生擠進都會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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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流嚴重，對鄉⼟土認同不⾜足。︒雖然⾼高中數量已經⾜足夠，但是全國有超過五成以

上的鄉鎮根本沒有⾼高中職五專，並無法以鄉鎮為學區的劃分單位，與在地的社

區化理念恐有落差。︒再就公私⽴立失衡⽽而⾔言，後期中等教育以私⽴立學校居多，無

法僅從公⽴立學校角度著眼，但在公私⽴立均質化過程的同時，卻又難以監督私校

補助之運⽤用，無法避免「公款私⽤用」不當的情況。︒尤其經濟優勢的家庭仍然獨

占公⽴立學校的主要市場，對於經濟弱勢的家庭必然更為不利。︒就城鄉發展失衡

⽽而⾔言，都會地區教育資源優於鄉村地區，導致優秀學⽣生擠進都會區，⼈人才外流

嚴重，對鄉⼟土認同不⾜足。︒雖然⾼高中數量已經⾜足夠，但是全國有超過五成以上的

鄉鎮根本沒有⾼高中職五專，並無法以鄉鎮為學區的劃分單位，與在地的社區化

理念恐有落差。︒

     都會與鄉鎮地區學⽣生升學機會不均，所造成的教育資源落差問題相當嚴重,

都會地區能憑藉優勢的資源吸引優秀學⽣生前往就讀。︒⽽而且,近年來台灣步入少⼦子

化的社會,⾯面臨學齡⼈人⼜⼝口數快速下降的情形,  未來鄉鎮地區的學校招⽣生不⾜足情形

將會越來越嚴重,如未能有效改進,則⼗〸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將遭受阻礙。︒再者，

私⽴立學校的財政狀況、︑經費⽀支⽤用情形、︑教學品質等都與公⽴立學校完全不同,且各

私⽴立學校辦學狀況差異甚⼤大,政府無法⼀一⼀一檢查,維持私校的教育品質,致使私⽴立

學校無  法享有與公⽴立學校相等的教育資源,如此不均等的教育資源分配現象,將

嚴重影響⼗〸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推動。︒（廖修寬，2009）

    再就公私⽴立失衡⽽而⾔言，後期中等教育以私⽴立學校居多，無法僅從公⽴立學校角

度著眼，但在公私⽴立均質化過程的同時，卻又難以監督私校補助之運⽤用，無法

避免「公款私⽤用」不當的情況。︒尤其經濟優勢的家庭仍然獨占公⽴立學校的主要

市場，對於經濟弱勢的家庭必然更為不利，在公私⽴立、︑貧富偏差雙重剝削下，

窮孩⼦子在升學路上就只有靠邊站的份。︒事實上不論是國民⼗〸十⼆二年教育、︑⼗〸十⼆二年

國民教育，不應拘泥在名稱之上，重點應在解決現⾏行後期中等教育就學缺乏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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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性、︑城鄉發展失衡、︑貧富不均及公私⽴立無法均質化等問題，以保障學⽣生就學

的「基本」權益，提升教育品質。︒就其內涵⽽而⾔言，實為⼗〸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宜在相關措施上周延配套，延長國民基本教育，提升民眾⽔水準。︒（徐明珠，

2003：125）

    事實上，⼗〸十⼆二年國教到⽬目前為⽌止地宣稱，好像開放明星學校教育資源就平均

了，但是對於真正導致教育差距的原因,城鄉差距與階級差異,  似乎還是沒有任

何⼀一個非常有效的⽅方向與制度。︒提升國中的教育環境這點包含著升學壓⼒力，教

學制度，教育資源，師資培訓等。︒在台灣由於升學導向的結果，所以後三者的

設計甚至學⽣生的組成都會環繞著能否使學⽣生往更好的學校發展。︒也因為我們有

所謂的明星⾼高中與明星⾼高中的招⽣生名額有限，所以導致所謂的升學壓⼒力。︒在這

樣的論述之下，升學導向是因，畸形的教學制度，教育資源分配，師資培訓，

升學壓⼒力都是因此所得到的。︒

        然⽽而升學導向這個國中教育的因，又來⾃自社會觀感對於⼀一個⼈人的學歷的看

重，以及除了⼀一般研究型⼤大學能獲得較⾼高的社會評價所導致的。︒這表⽰示我們的

教育在除了⾼高中-研究型⼤大學-研究型研究所這條路線之外，並沒有創造出⼀一個

良善的發展環境。︒意即，今天⼀一個學⽣生如果想要往⾳音樂，藝術，設計，傳播，

服務，餐飲，考古，翻譯業等，他們幾乎只能靠⾃自⼰己，我們沒有⼀一個好的教育

環境去對待這樣的⼀一群⼈人，也沒有⼀一個好的發展機會使得他們在畢業後得以靠

他們的能⼒力去獲得。︒因此他們即便想要適性發展這些能⼒力，終究都會受到⽣生存

壓⼒力導致往研究之路升學。︒因此如果要減少升學壓⼒力，改善國中的教育環境，

並非單只對國中教育改善，⽽而是要針對各式可能的技能提供⼀一個良善的求學環

境與社會⽣生存機會與社會地位的提升。︒事實上，如果12年國教的重點在改善⾼高

職教育的話，那麼在國中升學制度的改進，就可以說是相輔相成的。︒但是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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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的預期效益，沒有，我們又很遺憾地得到沒有任何⼀一項提到改善⾼高職教育

以及後續發展等更⼤大的國家發展問題。︒

 國家經濟發展⼀一⽅方⾯面要 追求更⾼高的⽣生產和所 得,另⼀一⽅方⾯面要追求更公平 的

所得及財富分配。︒⽽而更⾼高的⽣生產和所得 ,要靠更多資源累積 ,以及資源更有效的

運⽤用。︒更公平的所得及財富分配則主要須讓每個⼈人擁有更平均的資源分配,以及

協助弱勢者的所得重分配政策。︒長期⽽而⾔言,公平合適的教育在這幾個主要的努⼒力

⽅方向中都極為重要。︒（陳博志，2012）⼈人⼒力資源的有效運⽤用包括⼈人們已具有的

能⼒力之有效運⽤用,以及⼈人們潛⼒力的充分開發兩部分。︒⼈人的能⼒力只有少部分來⾃自天

⽣生 ,絕⼤大部分都來⾃自學習和教育。︒同樣的⼈人⼜⼝口和相似的天⽣生資質 ,若能有更好的

教育,就可以產⽣生更⾼高的能⼒力和更多的⼈人⼒力資源。︒任何國家若讓更多貧窮的⼈人民

失去教育機會,那個國家未來的⼈人⼒力資源就會相對較少。︒（沈姍姍，1997:30）

        最後從公平分配的⽅方向來看,⼈人的先天能⼒力雖各有不同,但能⼒力的先天分配

已  比財富的分配更公平。︒若能協助弱勢者得到公平的教育  機會並做好因材施

教,則社  會上絕⼤大多數⼈人都能有相當⾼高的能⼒力來從事⽣生產,後天能⼒力的分配將可

更為平均,  ⽽而成為促使社會分配公平與平均的重⼤大⼒力量。︒特別是在知識經濟時

代 ,知識創新乃是未來所得和財富的主要來源 ,所以我們若能讓所有的⼈人都有公

平受適當教育⽽而建⽴立其知識創新或其他特長的機會,則⼤大家都可有發展財  富或

其他成就的機會。︒這⼀一代貧窮的⼈人將有下⼀一代或未來發展的機會。︒也就是家庭 

貧富不會固定不變,所得階  層可持續流動,所以從長期  來看的所得和財富分配會

更平均。︒因此公平的教育機會 也可說是社會長期合理平等 的基礎。︒

事實上不論是國民⼗〸十⼆二年教育、︑⼗〸十⼆二年國民教育，不應拘泥在名稱之上，

重點應在解決現⾏行後期中等教育就學缺乏鄰近性、︑城鄉發展失衡、︑貧富不均及

公私⽴立無法均質化等問題，以保障學⽣生就學的「基本」權益，提升教育品質。︒

就其內涵⽽而⾔言，實為⼗〸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宜在相關措施上周延配套，延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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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基本教育，提升民眾⽔水準。︒實施⼗〸十⼆二年國教政策⾸首先需要經費的⽀支持，應事

先規劃「⼗〸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基⾦金」的設置，確保延長基本教育所需財源。︒

參、︑公私⽴立教育資源落差⼤大，變相懲罰就讀私校學⽣生與家長

      台灣教育資源的分配不均，使得城鄉差距讓偏鄉的孩⼦子輸在起跑點上，「這

不只是學習上的落差，甚至深深影響下⼀一代的多元發展，說得更嚴重⼀一點，在

少⼦子化浪潮已經來到眼前之際，這是國⼒力衰減的警訊，這絕非危⾔言聳聽，這是

迫不急待的國安層次問題，我們不能眼睜睜的再任其繼續惡性循環下去。︒」長

期以來，升學成為⼤大部分國中的辦學⽬目標，教學難以正常化。︒在升學的緊箍咒

之下，學科考試之外的學習與配合學⽣生⽣生涯發展、︑性向興趣的適性輔導長期被

忽略漠視，不僅造成國中學⽣生壓⼒力居⾼高不下，僵化以紙筆測驗為主的學習更妨

害其全⼈人均衡發展、︑令其喪失主動學習動機︔；另⼀一⽅方⾯面，⾼高中職的質量分佈不

均、︑城鄉資源差異、︑公私⽴立學費落差，亦增加學習落差、︑不利弱勢家庭孩⼦子發

展。︒此外，近年來由於⾼高中職普遍設置，國中進入⾼高中職之升學率已⼤大幅提昇

（99學年為98.15％），隨著少⼦子女化趨勢，更將由「學校挑學⽣生」進入「學⽣生

選學校」階段，可望投入更多教育資源照顧好每⼀一個孩⼦子。︒除了上述背景原因，

推動12年國教最⼤大動⼒力也來⾃自家長團體對「降低國中升學壓⼒力」的強烈訴求，

包括舉辦「我要12年國教」遊⾏行以及多次的記者會，給予執政者及教育主管機

關相當⼤大的壓⼒力。︒

     學校有公私⽴立之別，但保障與照顧學⽣生受教權益則無公私⽴立之分。︒⾼高級中等

教育的發展主軸在於「適性揚才」，因此，⼗〸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後三年的⾼高級

中等教育，秉承九年國民教育的基礎，規劃「普及、︑免學費」等實施內涵。︒推

動免學費政策即是⿎鼓勵學⽣生均能「適性就學」，不因家庭經濟因素、︑學費負擔

考量⽽而限制選讀公⽴立或私⽴立學校，⽽而以尊重學⽣生選擇理想科別之意願為⽬目標，

真正落實適性導向的⽣生涯規劃，發展個⼈人專長及⾃自我特⾊色，進⽽而落實減輕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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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學經濟負擔、︑尊重教育選擇權及保障教育機會均等⽬目的，並實現⼗〸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目標。︒（沈姍姍，1997:140）

         此外，根據當時⾏行政院宣布12年國教「⾼高職全⾯面免學費」、︑「⾼高中適當排

富」，原本以「家庭年收入新臺幣11 4萬元」排富標準，因受外界爭議，前⾏行

政院長江宜樺要求教育部再作精算。︒後來⾏行政院再送交⽴立法院的報告書則指

出，學⽣生維持現⾏行規定，亦即「⾼高職免學費」僅適⽤用⾼高⼀一新⽣生，⾼高⼆二、︑⾼高三學

⽣生仍維持舊制，形同在12年國教上路後，仍會出現兩種學費制度。︒當時前教育

部長蔣偉寧出席「部長與學⽣生有約座談會」時指出，12年國教學費政策，適⽤用

於103年進入⾼高中職的新⽣生，先前已入學的舊⽣生則仍維持現⾏行⽅方案。︒如此逐年

推動，3年後便全部到位，蔣部長解釋，⾏行政院先前提出的「排富線」是依照

現⾏行「⾼高職免學費」及「公私⽴立⾼高中職齊⼀一學費」⽅方案的標準，兩者以家庭年

收入114萬元為排富⾨門檻，低於114萬元以下的⾼高職⽣生可免學費，公私⽴立⾼高中⽣生

則統⼀一收費。︒

     然⽽而，研究者認為若今⽇日政府將教育⼯工程定位，這是極其重要的事項，是務

必要優先執⾏行的事項，應將教育問題提⾼高其定位如同是國安問題，例如：若能

像健保制度⼀一樣所有⼈人都是⽤用，那麼對於⼀一個家庭經濟弱勢的孩⼦子才不致因家

庭經濟能⼒力⽽而影響了他的未來，所以若能如原定計畫實施免學費政策將受惠很

多學⽣生。︒

       ⼗〸十⼆二年國教拍板定案，這是重⼤大的教育⼯工程，教育部提出許多美好政策，

社區⾼高中職優質化、︑齊⼀一公私⽴立⾼高中職學費、︑7成5學⽣生免試入學等，其中，齊

⼀一⾼高中職學費政策看似拉近公私⽴立學⽣生學費差距，減輕家長負擔，也讓私校在

12年國教政策中，看似搶得競爭機會。︒但真相真是如此嗎︖？教育應該是公平與

正義的，受教育（尤指國民教育）是公民權利，私校學費⾼高，卻多是家庭社經

背景較差的學⽣生去就讀，這是台灣向來學費結構的不正義之處。︒台灣中學⽣生，
�36

 



⼤大約5成多就讀公⽴立⾼高中職、︑約4成就讀私⽴立⾼高中職，不過，教育部每年傾全⼒力

補助公⽴立學校，但給私校的資源加起來，不到公⽴立學校的5分之⼀一，每年補助

⼀一所私校，才100多萬元，少得可憐。︒社經地位⾼高的學⽣生容易考進公⽴立學校，

公⽴立學校學⽣生教育資源相當豐富，台北市公⽴立學校每年分配給每位學⽣生教育經

費約14萬，但私校學⽣生每年分配的教育資源不過幾千元，即使再加上齊⼀一學費

政策給的最⾼高上限額度，也不到4萬元，公私⽴立學⽣生享受到的教育資源，每年

差距約10萬元。︒

⼩小結

   ⼗〸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簡稱⼗〸十⼆二年國教。︒此教育政策，將由現⾏行的九年國教

延長至⼗〸十⼆二年，但後三年採非義務性就讀，⾃自願⽽而不強迫入學。︒台灣推動延長

國民教育之議，雖然早在1983年就已經開始規劃，先後經過⼗〸十任教育部長，但

因為受到許多反對聲浪和財務困窘等因素影響⽽而未曾正式實施。︒直到2011年1

⽉月⾺馬英九總統宣布，⼗〸十⼆二年國教於2014年（民國103年）開始正式實施。︒   

      ⼗〸十⼆二年國教制度乍看之下⽴立意良好，但事實上不僅沒辦法適應⽂文化，同時

也沒辦法形成充分的誘因使社會變得多元，最後必然失敗。︒我認為⼗〸十⼆二年國教

⼤大⼒力宣揚的「多元入學」、︑「特⾊色學校」根本不可能實現︔；⾼高中之後緊接著就

是⼤大學，只要「進入好⼤大學」仍是學⽣生們的最終⽬目標，所有的教學就會以升學

為導向，依照⼤大學入學⽅方式配置時間。︒簡⽽而⾔言之，學⽣生想唸好⾼高中之⽬目的在於

容易考上好⼤大學，真正的關鍵是「⾼高中之後的升學模式」與「過度單⼀一的社會

期待」，⽽而不是「進入⾼高中的⽅方式是否多元」與「⾼高中教學內容是否多元」。︒

不僅是概念上，⼗〸十⼆二年國教的執⾏行⾯面也充滿問題。︒例如教育部雖然希望各⾼高中

能透過降低必修、︑增加選修，以達成各校都有不同的教學特⾊色之⽬目標︔；但對於

已經習慣傳統備課的⾼高中教師⽽而⾔言，準備選修課程是件極端累⼈人的事情，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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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學校得拜託⽼老師們開課，這意味著選修課程很難顧及質量。︒更何況，即使⽼老

師有⼼心，但選修課程是否真的能擺脫傳統課程︖？例如國⽂文⽼老師們開課，是否真

的能給出超越傳統國⽂文課的主題、︑內容或者教法︖？換⾔言之，從理論上與實務上

看來，我認為⼗〸十⼆二年國教將會是⼀一個多元價值的制度在缺少多元價值的情境中

失敗的標準案例。︒（Ｓean Huang，2014）     

       ⼗〸十⼆二年國教的核⼼心價值，應該是保障⼈人民教育權，讓⼈人民有選擇受教的權

利，同時創造開放性的教育競爭體系，促進教育的多元發展，提昇教育⽔水準與

國民素養。︒但是，很遺憾的，我們的教育既不多元，也沒有公平正義，更讓教

育無法形成良性的競爭體系。︒但多數⼈人都只在乎明星學校，甚至多數的學校，

都只是明星學校的陪襯，這次教育部說要打破明星學校迷思，依數學、︑英語、︑

美術、︑⾳音樂、︑體育等不同項⽬目，發展特⾊色學校，相當不錯，但不解決不公不義

的教育問題，明星學校永遠存在，12年國教永遠辦不好。︒

      所以說要成功推動⼗〸十⼆二年國教，還是要回到核⼼心價值，提供每個學⽣生平等

的受教機會，⽽而最基本的，就是不分公、︑私⽴立學校的學⽣生，都享有⼀一樣的教育

資源。︒也就是，教育資源必須重分配，台灣的健保制度很好，不分公⽴立或私⼈人

醫院，若加入健保體系，只要是有繳交健保費⽤用的民眾前往看病，無論在公⽴立

或私⼈人醫院，都能獲得等值的健保照顧，不會因為到私⼈人醫院看醫⽣生，補助就

減少。︒如果12年國教能像健保制度，將教育資源重分配，學⽣生無論就讀公⽴立或

私⽴立，都能有⼀一樣的補助，相同的教育品質，就沒有明星學校的問題，或者說，

每個學校都能發展成具有特⾊色的⾼高中。︒（⿈黃城，2010）

      政府依學⽣生⼈人數給予補助，私校資源增加，因此更能發展特⾊色，吸引具該

項特⾊色的學⽣生入學，甚至可吸引有意興學者，到偏鄉辦學，解決偏鄉學⽣生就學

問題，未來學⽣生不僅可就近入學，更可選擇真正符合興趣的學校就讀，正好與

教育部希望12年國教學⽣生能就近入學，選擇社區⾼高中職理念相同。︒我們呼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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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值此推動12年國教的關鍵時刻，請重新分配資源，讓每個孩⼦子享有同樣

的教育資源，創造公平正義的教育環境，才能培養優秀素質的未來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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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國中⼩小學教育經費析論

        我國教育經費的⽀支出並不算少，但按照國內⽣生產⽑毛額或國民⽣生產⽑毛額的比

率觀之，10年來政府的⽀支出雖然逐年增加但隨著物價波動，政府投資的教育總

⾦金額計近年來並沒有增加很多，尤其《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的公布與落實，

並未能爭取更⾼高比重的經費(比起1999年之前)，對此，我們認為政府應有增加

投資的空間。︒同時，原本以免試、︑免學費為訴求的⼗〸十⼆二年國教，隨著政策跳票

如今⾼高中職不但有所區隔，且有排富條款，原因只因政府財政困難，這就培育

國家未來⼈人才厚植競爭⼒力⽽而⾔言，實在是很諷刺，這種與「經濟波動」掛勾的教

育經費編列⽅方式是否符合教育需求?若能以「適⾜足性」概念為基準的機制，是

否更能貼近學⽣生與學校教育的學習本質，也不會讓學⽣生的受教權因政黨相互角

⼒力⽽而犧牲。︒

此外，近年來私⼈人教育投資節節上升，顯⾒見⼈人們渴望接受更多教育，若政

府不負擔更多責任，放任貧窮家庭學⽣生缺乏教育機會，那麼教育將不是促進「社

會流動」的利器，反⽽而會成為「社會階級再製」的溫床。︒尤其⼗〸十⼆二年國教上路，

過程中也因為政策反覆，引發反彈，⽬目前⼗〸十⼆二年國教政策雖已實施但問題仍多，

故應該盡快提出改善之道，才能讓學⽣生家長放⼼心，甚至現在國⼩小家長已經開始

因為擔憂⼗〸十⼆二年國教，紛紛要將孩⼦子往私校送，實施前台北市學⽣生家長會也曾

要求，⼗〸十⼆二年國教應該取消排富，不要讓學⽣生因為家庭的收入，被貼標籤(林麗

⽟玉，102)。︒當時台北市⾼高中家長會聯合會總會長趙筱瓏也表⽰示，她們也反對⼗〸十

⼆二年國教排富，擔⼼心排富的政策，可能會造成部分學⽣生會被貼標籤。︒儘管國中

⼩小家長接表⽰示反對意⾒見但此政策還是實施了，⽬目前正實施的⼗〸十⼆二年國教正是以

⾼高中職階段為重點，所以我們更需仔細思考此些有關中⼩小學教育經費問題，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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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能提出改善知道讓教育政策更完善，以下我們先就⽬目前我國中⼩小學教育資源

與經費逐步做分析。︒

第⼀一節 我國教育經費相關法令

        政府的法令規章，規範著公部⾨門組織運作與府際制度⾯面的關係，我國教育

經費在憲法164條凍結之前，是世界上與巴西唯獨對教育經費以預算比率⽅方式

加以保障的兩個國家，其後因教育經費⽀支出隱藏著非教科⽂文其他爭議性之⽀支出

及因應社會變遷等因素⽽而凍結，引起各級學校及教育⼯工作者的反彈，進⽽而催⽣生

教育經費管理法等法案的公布︔；以下就憲法對教育經費的保障、︑修憲、︑教育基

本法與教育編列管理法來作探討 （潘春龍，2003:78）。︒

壹、︑憲法對教育經費保障的凍結與爭議

       教育為⽴立國之本，我國憲法對於教育⽬目的及教育實施均有明⽂文規定，憲法

第⼀一百六⼗〸十四條明⽂文規定：「教育、︑科學、︑⽂文化之經費，在中央不得少於其預

算總額百分之⼗〸十五，在省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百分之⼆二⼗〸十五，在縣市不得少於

其預算總額百分之三⼗〸十五。︒其依法設置之教育⽂文化基⾦金及產業，應予以保障」。︒

此條⽂文因限於國家財政與特殊的台海政治情勢，教、︑科、︑⽂文經費定義未明確，

長久以來難以落實︔；地⽅方政府雖符合比率規定，但是教育經費主要都⽀支付在⼈人

事費⽤用上，⽤用在教育興辦的費⽤用則有限︔；以中央⽽而⾔言，⼀一直到民國79年才開始

達到上述法定比例，備受爭議（藍順德、︑王俊權，2001：36）。︒

       國民⼤大會於八⼗〸十六年七⽉月修憲時，曾凍結第⼀一百六⼗〸十四條規定各級政府教、︑

科、︑⽂文預算之最低比例該條⽂文之適⽤用，引起各界關⼼心教育⼈人⼠士對教育經費能否

持續適當成長之憂慮。︒凍結之理由有三：其⼀一是⽬目前世界上只有巴西與我國才

有保障教科⽂文經費下限的規範，是⼀一種落後⽽而不合理的條⽂文︔；其⼆二是在教科⽂文

經費保障之下，教育部在計畫不完善之下也可以輕易得到經費，影響教育品質︔；

其三是廢除保障條⽂文並不⼀一定會使教育經費減少，但卻可以使經費受到監督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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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合理的使⽤用（藍順德、︑王俊權，2001：37）。︒

       當憲法第164條被凍結，引起教育界之震撼，進⽽而引發了「927為教育⽽而⾛走」

的霸教遊⾏行活動︔；各⼤大學校長亦發表共同聲明，認為⾼高等教育是國家競爭⼒力的

源頭，需要⼤大量經費的投入，取消憲法對教科⽂文預算的下限保障，將使經費來

源處於不確定狀態，不利於教育與學術的長期發展︔；民間教改團體與民意代表

也⼤大聲急呼，要求恢復憲法對教科⽂文預算的保障。︒為因應憲法第164凍結，86

年11⽉月，⽴立法委員洪秀柱、︑劉進興與朱惠良等30⼈人共同聯署⾸首度提出「教育經

費國庫負擔法」草案，學者⽴立委陳漢強也提出「教育、︑科學、︑⽂文化預算編審條

例」。︒

        各國政府對於教育經費總有⼀一定程度的保障，以求辦理好教育事業，尋求

國家和⼈人民的發展，因此，我國憲法第⼀一六四條明⽂文規定：教育、︑科學、︑⽂文化

之經費，在中央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百分之⼗〸十五，在省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百

分之⼆二⼗〸十五，在市、︑縣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百分之三⼗〸十五，其依法設置之教育

⽂文化基⾦金及產業，應予保障。︒然⽽而，在過去近五⼗〸十年來，這種規範在實質上卻

沒有絕對的落實。︒⾸首先，所謂「預算總額」沒有明確的定義。︒⽽而「教育、︑科學、︑

⽂文化」之經費，究竟應包括哪些項⽬目沒有清楚界定，這些「教育、︑科學、︑⽂文化」

之事務在各級政府間的劃分亦無明確標準（蓋浙⽣生、︑陳麗珠，1999）。︒   其

次，⾃自民國八⼗〸十八年起，台灣省根據「台灣省組織精簡條例」進⾏行虛級化，現

⾏行的制度僅剩中央政府與地⽅方縣市政府兩級，各級政府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

就各項財政收入與⽀支出，進⾏行資源分配。︒教育科學⽂文化⽀支出在財政收⽀支劃分法

中，同屬於中央與縣市政府的⽀支出項⽬目之⼀一，引發中央與地⽅方政府在教育財政

責任上的劃分問題（陳麗珠，1997:69）。︒

      再者，民國八⼗〸十年以後，中央政府執⾏行「國家建設六年計畫」，建設經費

⼤大幅度成長，中央政府的教育經費產⽣生暴漲現象，但是教育財政系統長久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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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在主計⼈人員⼿手中，教育經費的不當使⽤用和教育資源的浪費現象在此時引起

極⼤大的爭議（陳麗珠，2003:67）。︒更者中央政府的百分之⼗〸十五下限常遭其他部

⾨門分食，地⽅方政府也多將上級的教育補助挪⽤用他處，由中央政府至地⽅方各級政

府，對於教育經費有灌⽔水之嫌，按「政事別」將各部⾨門研究發展、︑出國考察研

習等費⽤用均歸入「教育、︑科學、︑⽂文化」經費內，使總數符合憲法規定（陳麗珠，

1997:277）。︒近幾年真正的教科⽂文預算，實際佔中央總預算的百分之九點九左

右，其餘的包括國防部中科院武器研發、︑農委會的農業科技研發、︑經濟部的半

數預算以及交通部、︑退輔會、︑衛⽣生署、︑總統府都有預算列入教科⽂文⽀支出中（張

德聰，1995:43），由此可⾒見教科⽂文預算遭挪⽤用的情形。︒此外，同⼀一筆教育經費

在三級政府的預算中重複計算，造成「⼀一⿂魚三吃」的現象時有所聞，還有將政

府⽀支出詮釋為特別預算以逃避憲法條⽂文「總預算收⽀支」的規範問題，憲法規定

的下限實際上只具虛形。︒由於以上種種問題，憲法第⼀一六四條對教育、︑科學、︑

⽂文化之經費與已明⽂文保障的實質意義受到爭議（洪佩圓，2003:57）。︒

貳、︑「教育基本法」與「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的制定

⼀一、︑教育基本法

        教育部為因應修憲後我國教育經費籌措及運作⽅方式應如何因應，乃委託學

者進⾏行專案研究，探討過去教育經費在各級政府總預算的⽀支⽤用情形，同時也比

較各先進國家教育經費之分配⽀支⽤用⽅方式，進⽽而研究在現⾏行⼆二級政府的架構下，

如何釐訂新的運作規則，以提升教育經費的使⽤用績效。︒88年6⽉月23⽇日總統公布

「教育基本法」，該法明確規範教育之主體、︑教育之⽬目的、︑教育之責任、︑教育

之⽅方式與教育之作為︔；其內涵包括對⼈人民教育權的保障、︑地⽅方政府教育全縣的

擴增、︑⼩小校⼩小班、︑家長的教育參與與選擇權、︑終⽣生學習社會的倡導等（吳清

山，1997：4-10）。︒該法第五條規定：「各級政府應寬列教育經費，並合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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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及運⽤用教育資源。︒對偏遠及特殊地區之教育，應優先予以補助。︒教育經費之

編列應予以保障︔；期編列與保障之⽅方式，另以法律定之」。︒此條⽂文明確的賦予

訂定教育經費編列法源︔；要⾔言之有四⼤大部分：教育經費的籌措應該充實、︑教育

經費的分配應該合理、︑教育經費的分配對於不利地區應該給予特殊照顧、︑教育

經費編列應該⽴立法保障，此項條⽂文涉及⾜足夠性、︑公平性和有效性（陳麗珠，

2000︔；藍順德，2000：19）。︒

⼆二「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   

    為落實「教育基本法」保障教育經費編列之規定，教育部成⽴立訂法⼩小組，由

政務次長楊國次召集，其成員包括⿈黃榮村、︑林全、︑蓋浙⽣生等17⼈人，積極研訂並

於89年4⽉月提出「教育經費編列與保障基準法」︔；與⽴立委林正則的「教育經費

保障法」、︑翁⾦金珠等的「教育經費收⽀支運⽤用暨管理法」、︑李慶安的「教育經費

編列與管理法」於⽴立法院提出討論（藍順德、︑王俊權，2001：38）。︒2000年11

⽉月三讀通過，並於89年12⽉月13公布施⾏行。︒

    「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立法宗旨為「維護教育健全發展之需要，提昇教

育經費運⽤用績效」，是我國教育財政制度的新階段的開始。︒「教育經費編列與

管理法」明定政府應於國家財政能⼒力範圍內，充實、︑保障並致⼒力推動教育經費

之穩定成長︔；⾏行政院須成⽴立教育經費基準委員會，以計算教育經費基本需求及

編列教育經費︔；透過教育經費分配審議委員會的機制，期能將我國各級學校、︑

教育機構教育經費的收⽀支運作加以規範，重新建⽴立⼀一套教育財政運作系統，以

因應現代社會及教育發展趨勢，增進教育績效，達成教育經費保障合理化，教

育經費編列制度化，教育經費分配公開化，教育經費運⽤用透明化的⽬目標。︒

    ⾏行政院會中華民國100年12⽉月28⽇日通過「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將各級政府教育經費預算近3年度的決算歲入淨額平均值，由21.5%

提⾼高到22.5%。︒當時的⾏行政院長吳敦義表⽰示，這項修正案代表了政府推動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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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教的堅定決⼼心，政府⼀一定會在不排擠原有教育經費的前提下來努⼒力推動。︒配

合12年國教的推動，⾏行政院會通過了「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前教育部長吳清基表⽰示，這項修正草案通過之後，明定各級政府的教育

經費預算，合計應該不低於該年度預算籌編前 3年度決算歲入淨額平均值的

22.5%，也就是政府教育經費近3年度的決算歲入淨額平均值，由21.5%增加到

22.5%，不會把學校教職員薪資課稅的經費納入額度。︒其中，增加1%的經費⼤大

約相當於200多億元，將可以優先⽤用於推動12年國教，確保12年國教推動的經

費無虞。︒

  我國教育財政環境，長久以來即存在編列與分配的問題，蓋浙⽣生

（1999 ,118）指出，當前我國教育經費在分配上有以下失衡的現象：1.採取精

英主義，偏重⾼高等教育⽀支出。︒2 .偏重間接分配，辦理低學費⾼高品質的公⽴立學

校，但因名額有限，且富者可選擇績優之私校，使教育機會均等理念未能落實。︒

3.教育⽀支出含意不明，有分配灌⽔水現象。︒4.補助款重複計算，造成分配縮⽔水現

象。︒其次，陳麗珠（2003:57）亦認為有以下問題與缺失：1.我國教育財政系統

⼀一項採取統籌統⽀支⽅方式，缺乏獨⽴立的籌措與分配系統，中央與地⽅方權責不清。︒

2.學校採公務預算，會計系統牽制了教育系統。︒3.縣市國民教育⽀支出仰賴中央

之補助，經費使⽤用常有爭議。︒4.為達憲法對教育經費之保障比率，重複計算教

育經費⽀支出。︒「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的制定，除彌補憲法164條凍結的缺

憾之外，亦在改善上述長久存在的問題。︒

叁、︑⾼高級中等教育法    

       中華民國102年07⽉月10⽇日通過「⾼高級中等教育法」及「專科學校法」。︒教育

部長吳清基表⽰示，此法案的通過，主要是配合12年國教的實施，訂定包括12年

國民基本教育的定義、︑⾼高級中等學校就學區的規劃程序、︑中央與地⽅方的權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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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並明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免交學費。︒前教育部長吳清基說：『明定就讀⾼高

級中等學校及專科學校5年制前3年可以全⾯面免學費，這樣讓學⽣生有更多公平就

學的機會。︒』吳清基指出，⽬目前的9年國教是「免試、︑免學費、︑強迫入學」，

屬有教無類︔；⽽而1 2年國教的⾼高級中等教育則以「免試」為主，學⽣生可以免學

費，並依性向和興趣⾃自願入學。︒此外，當時前教育部部長吳清基：『這個法跟

專科學校法通過之後，未來⾼高級中等學校及專科學校的入學⽅方式都是採「免試」

為主。︒經各該主管機關、︑⾏行政機關核定之後，可以釋出部分的名額作為特⾊色招

⽣生，來引導學⽣生適性教育，讓我國中等教育發展能夠具有多元特⾊色。︒(張德厚，

2011:255)』

⼩小結

       憲法對教育經費保障條⽂文之凍結，象徵著社會對教育經費分配的質疑與關

注，卻也讓教育⼯工作者（包括教育⾏行政機關與學校）對教育經費的管理與使⽤用

再次省思，同時催⽣生了「教育基本法」、︑「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此⼆二法

規範著我國教育經費之編列與運⽤用，使教育經費的運作機制更趨完整，對中央

與地⽅方府際間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之權責有更明確的規範，並將教育經費的分

配與使⽤用推向學校本位管理的階段，合於財政理論之⾃自由、︑效率與公平之理想︔；

同時，學校在增權之下，亦須增能，以提升教育經費使⽤用績效。︒

第⼆二節 我國教育經費補助制度

       國民教育是百年樹⼈人的國家事業，具有重要的社會價值，⼀一直以來被政府

視為重要的公共服務項⽬目。︒近年來國內的教育蓬勃發展，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

資持續增加，可⾒見政府對教育事業⽇日益重視。︒然⽽而，我國由於特殊的政治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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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勢，成效不易⽴立竿⾒見影的公共教育，其投資順序⼀一直屈居於經濟建設之後。︒

        此外，我國的國民教育經費⼀一直以來存在許多問題，最受到爭議的，要屬

財源貧瘠的各縣市政府承受⼈人數最多的國民教育，財源較豐的中央政府卻負擔

⼈人數較少的⾼高等教育，國民教育階段的經費窘境不⾔言可喻。︒其次，各個縣市以

及城鄉之間，教育經費有明顯的差距，導致學⽣生接受的單位成本有極⼤大的懸殊，

雖為義務教育，⽴立⾜足點卻各不平等，受到相當⼤大的質疑。︒再者，我國的教育部

駐制度也存在若⼲干問題，⼀一⽅方⾯面是補助公式備受爭議，⼀一⽅方⾯面是補助款項並未

符合實際所需，各地區補助款的分配亦極不平均。︒更者，民國八⼗〸十六年，國民

⼤大會第⼆二次臨時會第三⼗〸十三次⼤大會通過修正增修條⽂文第⼗〸十八條第八項，憲法⼀一

六四條的教育經費下限保障廢除，我國的教育⽣生態⾯面臨重⼤大的轉變，教育經費

實質上已經縮減，縣市政府辦理的國民教育更是⾸首當其衝，修憲造成的教育資

源縮減現象，使原本就已相當貧瘠的國民教育經費問題更受注⽬目（洪佩圓，

2003:146）。︒

壹、︑我國國民教育經費問題

        我國國民教育經費現存許多問題，多年來⼀一直紛爭不停，由民國七⼗〸十年代

至今，經歷國家經濟的發展與停滯，在教育經費的使⽤用與分配上也遭遇不同的

困境，⼀一般⽽而⾔言，可約略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民國七⼗〸十七年以前，這

個階段的國民教育⾯面臨的問題是教育經費明顯不⾜足，各項設施不舉，國民教育

的發展陷入窘境。︒第⼆二個時期是民國七⼗〸十七年至八⼗〸十六年之間，這個階段的國

民教育擁有憲法保障，政府落實憲法⼀一六四條的執⾏行，教育經費⽔水漲船⾼高，然

⽽而，政府雖然享有龐⼤大的教育資源卻未能發揮應有的功能，造成教育資源的⼤大

量浪費。︒此外，由於各縣市經費不均、︑財⼒力懸殊，導致各縣市教育經費有明顯

的差異。︒民國八⼗〸十⼆二年配合「財政收⽀支劃分法」，教育經費分層負責，中央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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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高等教育，省辦理中等教育，這種作法違背了垂直公平的原則，也給予縣市

政府極⼤大的負擔，不同縣市的國民教育發展機會嚴重不公，經費分配明顯不

均。︒ 由於這種「府際財政不平衡」的現象極為嚴重，也就是不同層級政府間，

因財政權限分配不當，⽽而產⽣生「垂直」和「⽔水平」的財政不平衡，為了彌補上

下級政府和同級政府間財政收⽀支狀況的差異性，因此有補助制度的產⽣生，但是

我國⽬目前的補助制度存在若⼲干問題，備受非議。︒第三個時期是民國八⼗〸十六年憲

法⼀一六四條修正後至今的幾年間，這個階段的國民教育⾯面臨八⼗〸十八年的精省改

⾰革，原本由省政府辦理的⾼高級中學和⾼高級職業學校改由中央直接辦理，省屬教

育⾏行政單位與相關組織必須進⾏行適度調整，以及教育資源的重新分配，在⾼高等

教育較受重視的環境之下，國民教育⾯面臨經費不⾜足的窘境（周肇昇，

2011:125）。︒

      除各縣市客觀的財源不均之外，縣市⾸首長對於國民教育的重視程度差異也

造成各縣市教育經費的明顯不同。︒有些縣市⾸首長為求近利，重視經濟建設，忽

視教育投資，形成縣市之間教育經費比重寬嚴不⼀一，影響國民教育的均衡發展。︒

⽬目前縣市政府對於教育經費的編審易受財政部⾨門所操控，更為縣市議會所⼲干涉，

導致教育經費分配不合實際所需。︒根據研究結果發現，台灣地區國民中⼩小學教

育經費資源以台北市、︑⾼高雄市、︑台南市較⾼高，其資本⾨門⽀支出及每⽣生單位成本均

⾼高於其他縣市，⽽而⼈人事費⽀支出比例較低︔；台東縣籍澎湖縣每⽣生單位成本較⾼高，

可能因為其位於偏遠地區，在學校固定規模投資下，學⽣生⼈人數過少，不符合經

濟效益，造成教育資源的浪費。︒總體⽽而⾔言，都會地區的學校在經費資源及教師

資源上比偏遠地區學校更具優勢（孫志麟，1998:89）。︒

貳、︑我國國民教育經費補助制度

       精省以前，我國的政府層級分為中央、︑省和直轄市、︑以及縣市政府三級，

中央負責興辦⾼高等教育、︑省政府負責辦理⾼高中職教育、︑縣市政府負責辦理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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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教育，直轄市則較為特殊，教育事業的涵蓋範圍包括⾼高等教育、︑中等教育以

及國民教育。︒由於縣市政府所負責辦理的中⼩小學教育屬於義務教育，在學⽣生與

教職員⼈人數眾多又免於繳納學雜費的情形下，地⽅方政府無法獨⽴立承攬，⽽而必須

仰賴中央政府的補助，⽅方能確保國民教育在質與量上的並⾏行發展。︒

       然⽽而隨著省政府虛級化政策的推⾏行，根據民國87年10⽉月公布的「台灣省政

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之規定，台灣省政府在教育⽅方⾯面的職責與業

務已⼤大為縮減，由原省政府負責辦理的⾼高中職教育轉移至中央辦理，中⼩小學教

育則仍由地⽅方政府負責辦理，我國政府層級由三級轉⽽而成為⼆二級制，只有中央

政府與地⽅方的直轄市與縣市政府。︒此外，為提升教育經費運⽤用績效，我國特依

教育基本法第五條第⼆二項之規定，於民國89年12⽉月13⽇日公布「教育經費編列與

管理法」，成為我國政府部⾨門教育經費財源、︑分配與管理的法律依據（丁志權，

2002:276）。︒該法除了明訂教育經費的最低比率，將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之教

育補助，分為⼀一般教育補助及特定教育補助⼆二種外，並設置教育經費基準委員

會、︑教育經費分配審議委員會、︑創設地⽅方與學校教育發展基⾦金制度，與明訂對

學校財政監督事項及經費使⽤用績效之評鑑。︒

        我國於民國57年將義務教育延長為九年，前六年為國民⼩小學教育，後三年

為國民中學教育。︒國民中⼩小學教育由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而後期中等教育

階段主要為⾼高級中學與⾼高級職業學校，由省與直轄市辦理。︒根據民國87年10⽉月

公布的「台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之規定，台灣省政府在教

育⽅方⾯面的職責與業務已⼤大為縮減，省⽴立學校已全部改為國⽴立。︒

       教育經費最低比例之保障：教育為⽴立國之本，我國憲法對於教育⽬目的及教

育實施均有明⽂文規定，並於第⼀一百六⼗〸十四條規定各級政府教科⽂文預算之最低比

例，為國民⼤大會於民國86年7⽉月修憲時，凍結該條⽂文之適⽤用。︒教育部為因應各

界對教育經費能否持續適當成長之憂慮，乃研訂「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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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在第三條第⼆二項規定中：「各級政府教育經費預算合計應不低於該年度預算

籌編時之前三年結算歲入淨額平均值之百分之⼆二⼗〸十⼀一點五。︒」⽽而之所以規定採

取「決算歲入淨額」作為計算基礎，理由在於教育經費隨年度歲入多寡⽽而調整，

較為合理可⾏行，且可以避免因G N P變動較⼤大，可能造成國家財政負擔（藍順

德、︑王俊權，2001：117）。︒

       教育經費補助制度的產⽣生，導因於府際間財政收⽀支不平衡、︑城鄉差異或⼈人

⼜⼝口因素等，致使各區域貧富差異太⼤大，故須對財政不佳地區或個⼈人採取補助制

度︔；另從社經背景的⾯面向來說，教育機會均等的問題，均須由政府保障就學機

會等（詹紹威，2011:122）︔；職此之故，其⽬目的是在均衡不同區域間的教育發

展以使普羅⼤大眾接受公平和正義的國民教育(廖修寬，2012:177)。︒臺灣⾃自103學

年度實施⼗〸十⼆二年國教︔；基本上，⼗〸十⼆二年國教是⼀一項龐⼤大的教育改造⼯工程，涉及

定位、︑法制、︑師資、︑課程與教學、︑經費、︑學區劃分等關鍵議題。︒尤其是經費部

分，無疑對當前政府的捉襟⾒見肘之財政及城鄉不均的教育經費補助制度，產⽣生

更⼤大的隱憂！反觀臺灣2013年102會計年度教育經費已⾼高達8,371億新臺幣，⼗〸十

⼆二年國教後雪上加霜的窘境，更值得吾⼈人深入探討。︒

第三節 我國教育經費現況分析

     國內整體的教育經費分配概況如何呢︖？⾸首先我們從教育經費占國民⽣生產⽑毛額

(Gross  National  Product,  GNP)比率來分析，過去這10年來的變化情況為何︖？此

外教育經費佔政府歲出比率為何︖？這些都是分析的重點。︒另外，談到整體經費

的分配，各級教育之間相對分配⾦金額的多寡也是重要的議題，國內過去少有⼈人

針對此⼀一議題進⾏行分析，此處的初步分析，希望能夠提供國內各界作為參考。︒

最後，眾⼈人關⼼心的「單位學⽣生經費」問題，關係著學⽣生的基本需求是否滿⾜足，

所以基於⽬目前正值推動⼗〸十⼆二年國教政策之際，研究者就教育統計資料做分析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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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希冀透過研究分析之結果以提供政府制訂政策時的參考。︒

壹、︑我國政府教育經費分析  

⼀一、︑政府教育教育經費的投入占政府當年歲出比率

       2009年我國各級政府教育教育經費的投入占政府當年歲出的19.93%︔；2010

年我國各級教育教育經費的投入占政府當年歲出的20.13%︔；2011年我國各級教

育教育經費的投入占政府當年歲出的20.58%︔；2012年我國各級教育教育經費的

投入占政府當年歲出的20.49%，2013年我國各級教育教育經費的投入占政府當

年歲出的19.59%，與2009相較，我國政府對於各級教育經費的投入有逐漸減少

的情形。︒

表4-1 政府教育經費占政府歲出比率    單位 (UNIT:%)

⼆二、︑公私⽴立教育投資占國民⽣生產⽑毛額（GNP）之比率    

       表4-2為民國89至102年之間公私⽴立教育投資占國民⽣生產⽑毛額（GNP）之比

例，由表中數據可知，我國教育經費似乎逐年隨著國民⽣生產⽑毛額（GNP）的增

2009年 2010年

非⾼高等教
育

⾼高等教育 各級教育 非⾼高等教
育

⾼高等教育 各級教育

中華民國
2010
2011
2012
2013
OECD
⽇日本
南韓
美國
加拿⼤大
英國
OECD國家平均

12.58                4.23              19.93

6.4                     1.8                    8.9
10.8                   2.6                    15.3
9.3                     3.0                    13.1
8.3                     4.7                    12.3
9.0                     1.6                    11.3
8.7                     3.1                    13.0

13.34             4.61                  20.13
14.02             4.91                  20.58
14.47             5.00                  20.49
                                               19.59

6.7                 1.8                     9.3
11.2                2.6                   16.2
8.6                  3.3                   12.7
8.5                  4.7                   13.2
9.4                  2.0                   12.0
8.6                  3.1                   13.0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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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呈現逐年增加的趨勢。︒

      民國89年公布「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之後，可得知89年至90年平均的

教育⽀支出與公⽴立教育⽀支出佔國民⽣生產⽑毛額比例為5.31%提⾼高至5.83%及3.96%提

⾼高至4.34%，明顯比「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公布前來得⾼高許多，這項訊息

顯⽰示「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的制定與公布確實對於我國教育經費之分配與

運⽤用，產⽣生了非常明顯的影響  就教育經費占國民⽣生產⽑毛額(GNP)比率觀之，教

育經費在這10多年之間⼤大約介於6.14%到5.37%，上下震盪差距約為20%左右，

⽽而且⾃自從2007年陷入最低點之後(5.37%)，近幾年來只有2009年達到6.13%,其他

時間看來⼤大致都未超過6%。︒檢視公私部⾨門之差距發現，⾃自從2000年以來，政府

的⽀支出比例其實沒有很⼤大的成長，我國教育經費之⽀支出有減緩之趨勢，這樣的

情形到了2009年出現不同教育經費⽀支出達到最⾼高占6.13%，但⾃自此之後還是呈

現逐年下降情形，直到2013年仍然⼀一直處於未超過6%的情形。︒

此外從表中數據可得知公部⾨門教育經費的⽀支出與私⼈人教育經費的⽀支出呈現

相反的情況，公⽴立教育經費⽀支出佔國民⽣生產⽑毛額比例隨著時間逐年呈現下降情

形，然⽽而私⽴立教育經費⽀支出佔國民⽣生產⽑毛額比例除2007、︑2010、︑2011這三年有

稍微降低之外，則是出現維持穩定的比例⽀支出⼤大約占1.5%左右，顯⽰示出私⽴立教

育經費⽀支出並沒有減少的情形。︒也就是說，私部⾨門的投資卻是從2000年之後出

現⼀一直出現有增加投資之情形才能維持穩定的比例⽀支出。︒

        也因此根據上述的分析，我國教育預算的「實質經費」(real terms)(扣除通

貨膨脹)增加有限，以占國民⽣生產⽑毛額(GNP)的比率估計，甚至處於倒退，⽽而且

下滑的原因可能來⾃自「公部⾨門」或「政府」投資不⾜足，這個結論也可以從政府

⽀支出⾦金額的變化中獲得⽀支持︔；相反的，私⼈人投資的比重呈現緩步上揚，才使得

我國教育經費占國民⽣生產⽑毛額⼤大約維持在6%的⽔水準。︒

表4-2民國89年至102年教育經費占國民(內)⽣生產⽑毛額（GNP/GDP）之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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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國歷年教育經費占國內⽣生產⽑毛額（GDP）之比率

      承上所述,從表4-2中我們可以發現我國歷年來政府教育經費⾃自2009年的6.34%

逐年下降減至2013年的5.75%，⽽而公部⾨門所佔的投資比例則⾃自2009年的4.76%逐

年減少至2011年的4.21%。︒至於私部⾨門是從2009年的1.57%減少至2011年的

1.54%,相較於公部⾨門只是略微減少。︒從以上數據所顯⽰示我們可知我國歷年來政

府教育經費逐年減少，尤其在公部⾨門的⽀支出是明顯的減少，反觀私部⾨門的教育

經費，卻是在2010年逐年減少後，到了2013年又有增加之情形出現。︒就純粹的

教育經費⽀支出⾦金額⽽而⾔言(不論公部⾨門或私部⾨門)，從2000至2013年國內教育經費

有逐年成長的之現象，從新台幣5487億元的規模，成長到2013年的新台幣8371

億元，成長幅度⾼高達3 5 %之多，是巨幅的成長。︒但是若從其他不同角度來檢

視，則我們可以發現政府的教育經費增加是很有限的。︒

就整體⾯面觀之根據表4-3(2013年各國教育經費佔國內⽣生產⽑毛額(GDP)比率表-

按公私⽴立與教育級別分)，我們可以發現台灣在2010年是5.75%，相較於經濟合

教育經費⽀支出(千元) 占國民⽣生產⽑毛額
比率%toGNP

占國內⽣生產⽑毛額
比率%toGDP

總計 公部⾨門 私部⾨門 總
計

公 私 總
計

公 私

政府經費 ⾃自籌經費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548764226
590444164
614797386
632686033
658024639
683855359
702184753
710784665
730759895
790815093
778540825
797942652
831433054
837182142

381937815
406886944
423036518
424811457
441251948
457296815
469392790
476822193
481068268
532325154
516804324
537799401
548815737
544616920

26620594
32526330
33217159
38411056
41549240
46084122
47415774
50322699
53256026
62301286
67464231
65789163
72974164
68414096

140205817
151030890
158543709
169463520
175223451
180474422
185376189
183639773
196435601
196188653
194272273
194354088
209643153
224151126

5.31
5.83
5.77
5.74
5.61
5.68
5.59
5.37
5.65
6.13
5.57
5.66
5.72
5.59

3.96
4.34
4.28
4.20
4.11
4.18
4.12
3.98
4.13
4.61
4.18
4.28
4.28
4.09

1.36
1.49
1.49
1.54
1.49
1.50
1.48
1.39
1.52
1.52
1.39
1.38
1.44
1.50

5.39
5.95
5.90
5.92
5.79
5.82
5.74
5.51
5.79
6.34
5.74
5.82
5.91
5.75

4.01
4.42
4.38
4.33
4.25
4.29
4.22
4.08
4.23
4.76
4.31
4.40
4.42
4.21

1.38
1.52
1.52
1.58
1.54
1.54
1.51
1.42
1.56
1.57
1.43
1.42
1.49
1.54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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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暨發展組織的國家，只比三個國家⾼高 -⽇日本5 . 1 %、︑義⼤大利4 . 7 %與西班牙

5.6%，與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平均值  6.3%相較則明顯低很多。︒從數據中可

得知2009年我國公⽴立各級教育約占國內⽣生產⽑毛額的4.76%，但經濟合作暨發展

組織國家平均約為5.4%，到了2013年我國公⽴立各級教育約占國內⽣生產⽑毛額的

4.21%，但是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平均約為5.4%，因此若就我國各級教育

中公⽴立學校教育經費占國內⽣生產⽑毛額的比率與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相比較，

則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發現我國此部分之比例是明顯低很多，也就是我國政府投

注在各級教育經費上的比例是明顯的不如。︒

此外，私⽴立學校的⽀支出卻遠比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的平均值⾼高。︒換⾔言

之，我國全部教育經費的投入(占國內⽣生產⽑毛額的比率)，雖然與先進國家相去

不遠，但⼤大部分教育經費卻是透過私⼈人投資來補⾜足。︒同樣的情況也在「初等、︑

中等級以上非⾼高等教育階段」可看出： 2 0 1 2年此階段公⽴立學校的經費占

2.75%，遠低於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平均值3.7%，私⼈人投資0.58%明顯多過其他

已開發國家甚至比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的平均值0.3%。︒這樣的現象在此表

中⾼高等階段教育更加顯著，由此可以確認推動⼗〸十⼆二年國教政府除本身必須增加

教育經費之外，國內私⼈人教育投資更是非常重要的，特別在⾼高中職及⾼高等教育

階段，為落實⼗〸十⼆二年國教，政府如何⿎鼓勵私⼈人投資教育之經費增加呢?這值得

我們好好思考。︒

2009年我國各級教育教育經費的投入占當年GDP的6.34%，公部⾨門教育經費

占GDP的比率由2009年的4.76%逐年下降至2013年時則為4.21%︔；私部⾨門教育經

費占GDP的比率由2000年的1.38%增加到2013年的1.54%。︒從非⾼高等教育經費的

層⾯面來看，其占GDP的比率也是呈現減少的趨勢。︒主要的變化在於，公部⾨門的

教育經費占GDP的比率由2009年的4.76%下降到2013年的4.21%。︒再從⾼高等教育

經費的層⾯面來看，其占GDP比率從2010的1.86%增加到2012年的1.96%，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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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公部⾨門的教育經費占GDP比率的成長，也就是說2010時是0.87%，但到了

2021年已調⾼高至 0.95%。︒

     2013年我國各級教育經費占GDP的比率為5.75%，與OECD國家平均6.3%相

較其實是有⼀一些落差存在的，但在公部⾨門教育經費的⽀支出4.21%是遠低於OECD

國家的平均5.4%。︒2012年我國非⾼高等教育之經費占當年GDP比率的3.34%，明

顯低於OECD國家的平均（4.0%），其差距在於公部⾨門教育經費⽀支出所占GDP

的比率（2.75%）低於OECD國家的平均（3.7%）。︒⽽而我國⾼高等教育之經費占當

年GDP的1.96%，略⾼高於OECD國家的平均（1.7%）。︒但在公部⾨門教育經費占當

年GDP的比率（0.95%），反⽽而是低於OECD國家的平均（1.1%）。︒

      與各國比較可知，在各級教育經費部分，南韓、︑美國、︑法國、︑英國、︑四國，

其各級教育占GDP的比率在6.3%至7.6%間，均⾼高於我國的5.75%。︒非⾼高等教經

費部分，我國占GDP比率（3.34%），僅⾼高於⽇日本（3.0%）、︑義⼤大利(3.2%)、︑

西班牙 ( 3 . 3 % )。︒⾼高等教育部分，南韓（2 . 6 %）、︑美國（2 . 8 %）、︑加拿⼤大

（2.7%）的比率皆⾼高於我國之比率（1.96%）。︒

表4-3  2013年各國教育經費佔國內⽣生產⽑毛額(GDP)比率表

-按公私⽴立與教育級別分

各級教育 初等中等及中等以上非⾼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

2009年 2010年 2009年 2010年 2009年 2010年

總
計

公
⽴立

私
⽴立

總
計

公
⽴立

私
⽴立

總
計
公
⽴立

私
⽴立

總
計

公
⽴立

私
⽴立

總
計

公
⽴立

私
⽴立

總
計

公
⽴立

私
⽴立

中華
民國

2010
2011
2012
2013

6 . 3
4

4 . 7
6

1 . 5
7

5 . 7
4
5 . 8
2
5 . 9
1
5 . 7
5

4 . 3
1
4 . 4
0
4 . 4
2
4 . 2
1

1 . 4
3
1 . 4
2
1 . 4
9
1 . 5
4

3.2 2 . 6
9

0 . 5
1

2 . 9
7
3 . 1
9
3 . 3
4

2 . 5
3
2 . 6
7
2 . 7
5

0 . 4
4
0 . 5
2
0 . 5
8

1 . 9
6

0 . 9
1

1 . 0
5

1 . 8
6
1 . 9
4
1 . 9
6

0 . 8
7
0 . 9
3
1 . 9
5

0 . 9
9
1 . 0
1
1 .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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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各級政府教育經費⽀支出與結構

 ⼀一、︑各級政府單位教育經費⽀支出

       我國教育經費⽀支出以中央政府所佔的比例最⾼高，受2000年「教育經費編列

與管理法」之影響，可發現該法實施前當時的教育經費⽀支出中央政府占

9.02%、︑台北市政府占27.92%、︑⾼高雄市政府占27.90%、︑各縣市政府占46.32%︔；

⽽而民國90年開始實施「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之後，除中央政府和各縣市政

府呈現負成長外，兩者分別從原本的9.02%降低到8.880%，從46.32%降低至

37.75%，台北市政府剛開始有些許降低26.96%之外，爾後則是逐年提⾼高，甚至

在會計年度九三年時提⾼高至36.64%、︑此外，⾼高雄市政府也提⾼高至36.23%，直轄

市政府可說是⼤大幅增加教育經費。︒

表4-4    2000 年2013年 各級政府教育經費占歲出比率

⽇日本
南韓
美國
加拿⼤大
英國
法國
義⼤大利
西班牙

O E C D
國家平
均

5.2
8.0
7.3
6.1
6.0
6.3
4.9
5.6

6.3

3.6
4.9
5.3
4.8
5.3
5.8
4.5
4.9

5.4

1.7
3.1
2.1
1.3
0.7
0.5
0.4
0.7

0.9

5.1
7.6
7.3
6.6
6.5
6.3
4.7
5.6

6.3

3.6
4.8
5.1
5.0
5.9
5.8
4.3
4.8

5.4

1.5
2.8
2.2
1.6
0.6
0.5
0.4
0.8

0.9

3.0
4.7
4.3
3.6
4.5
4.1
3.4
3.3

4.0

2.7
3.6
3.9
3.2
4.5
3.8
3.3
3.1

3.7

0.3
1.1
0.3
0.4
n
0.2
0.1
0.2

0.3

3.0
4.2
4.0
3.9
4.8
4.1
3.2
3.3

4.0

2.8
3.4
3.7
3.4
4.8
3.8
3.1
3.0

3.7

0.2
0.9
0.3
0.4
n
0.3
0.1
0.3

0.3

1.6
2.6
2.6
2.5
1.3
1.5
1.0
1.3

1.6

0.5
0.7
1.0
1.5
0.6
1.3
0.8
1.1

1.1

1.0
1.9
1.6
0.9
0.7
0.2
0.2
0.3

0.5

1.5
2.6
2.8
2.7
1.4
1.5
1.0
1.3

1.7

0.5
0.7
1.0
1.5
0.7
1.3
0.8
1.1

1.1

1.0
1.9
1.8
1.2
0.6
0.2
0.2
0.3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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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
年度

總計 中央
政府

直轄市政府 台灣省
政府

各縣市政
府

各鄉鎮 ⾦金⾨門⾺馬祖

台北市 ⾼高雄市

八八 18.80 9.02 27.92 27.90 25.01 46.32 2.97 30.13

八九 17.75 8.88 26.96 36.23 - 37.75

不計 併各縣市政府

九0 17.91 8.91 27.37 33.70 - 37.22

九⼀一 19.72 9.44 31.27 32.81 - 4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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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級政府教育經費結構      

        我國政府之公共教育經費⽀支出，分別由中央政府、︑台灣省政府、︑台北市政

府、︑⾼高雄市政府與各縣市政府所⽀支出，雖然各年度的教育經費總額逐年成長，

但是比較各級政府的歷年間變動，可發現各縣市政府的教育經費所占的比例似

乎與中央政府所占比例相去不遠，值此之際，在2 0 1 4年已開始實施⼗〸十⼆二年國

教，政府若要成功推動⼗〸十⼆二年國教的落實，怎能又寄望如此的龐⼤大教育經費由

各縣市政府去承擔呢?從表4-51999年-2013年各級政府教育經費結構中數據，不

但沒發現近幾年來中央政府的教育經費呈現⼤大幅度的成長，反⽽而在2 0 1 0年之

後，卻出現不斷的降低教育經費的比例⽀支出(2009年是35.02%到2010年下降至

32.16%，2011年則是32.05%，2012年為30.08%，到2013至剩下29.64%)，試問

這樣的政府如何給予⼈人民信⼼心呢?我們如何相信政府是真的要落實⼗〸十⼆二年國教

九⼆二 19.17 8.85 32.27 31.81 - 40.94
不計 併各縣市政府

九三 19.65 8.76 36.58 29.60 - 40.59

九四 19.95 9.60 36.64 31.17 - 39.06

九五 21.20 10.68 34.58 33.15 - 40.87

九六 20.82 10.40 33.23 30.47 - 41.03

九七 20.53 10.20 35.47 29.88 - 38.07

九八 19.93 11.02 32.51 31.16 - 36.39

九九 20.13 10.52 31.28 35.79 - 36.52

⼀一00 20.58 11.07 33.07 - 37.03

⼀一0⼆二 20.49 10.17 34.67 - 39.06

⼀一0三 19.59 10.03 32.65 - 32.88

說明:
1.政府歲出資料係依財政部統計處(102.6.25)提供之資料
2.100年度直轄市政府含新北市、︑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五都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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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教育乃百年之⼤大計，能這樣輕忽嗎?

        對照下表4-51999年-2013年各級政府教育經費結構，我們可以發現各級政

府之中，各縣市政府因為辦理國民教育，所以⼀一直是教育經費⽀支出最多的⼀一級，

其比率在⼗〸十年之間逐年成長，⽽而中央政府成長比率較各縣市政府為低，顯⽰示中

央政府對於教育資源之補助已減少，此外，各縣市政府其⾃自⾏行負擔之教育經費

已逐年增加。︒且⾃自9 0年起，各縣市政府由於廢省及教育經費編列管理法之訂

定，各地⽅方縣市政府所占比例更為增⾼高，⽽而中央政府教育經費則逐漸縮減。︒

        受2000年「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之影響，可發現該法實施前當時的教

育經費⽀支出中央政府占33.07%、︑台北市政府占10.45%、︑⾼高雄市政府占4.22%、︑

各縣市政府占39.10%︔；⽽而民國90年開始實施「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之後，

除中央政府和各縣市政府呈現負成長外，兩者分別從原本的3 3 . 0 7 %降低到

32.45%，從39.10%降低至25.74%，台北市政府提⾼高至12.21%、︑⾼高雄市政府也提

⾼高至8.69%，可說是⼤大幅增加教育經費，此外因2010年12⽉月31⽇日五都成⽴立，所

以我們發現2010年新北市政府從7.94%提⾼高至2011年的8.23%︔；台南市政府也從

4.74%提⾼高至2011年的4.99%，此後仍出現持續不段增加的情形，就此⽽而⾔言，我

們發現地⽅方政府的教育經費隨著時間逐年不斷的增加，然⽽而，主導推動⼗〸十⼆二年

國教政策的中央政府，卻相對地逐年減少教育經費，所以就此點⽽而論，我們可

知中央政府的教育投資是明顯的不⾜足。︒    

              表4-5  1999年-2013年各級政府教育經費結構 單位:%                                                              

會計
年度

總計 中央
政府

新北市
政府

台北市
政府

台中市
政府

台南市
政府

⾼高雄市
政府

台灣省
政府

各縣市
政府

各鄉
鎮

⾦金⾨門
⾺馬祖

八八 100.00 26.23 － 10.45 － － 4.22 18.71 39.10 0.82 0.47

八九 100.00 33.07 8.42 12.21 6.56 4.82 8.69 － 25.74 不計 0.49

九○ 100.00 32.45 8.09 11.76 7.35 4.61 8.58 － 26.64 不計 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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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級教育經費結構       

        從表4-6 2002年-2012年我國各級學校經費結構可以發現，從不同學制階段

相互比較，幼稚園相對於其他階段是經費比重最低的(⼤大約3 % )，除了學年數

短、︑學⽣生⼈人數少之外，與其非義務教育性質且⼤大都為私⼈人經營有莫⼤大關係︔；其

次為國⼩小與國中階段，兩者分別占教育經費之25%與15%左右，但國⼩小學⽣生總

數為國中2倍上下，經費不到國中的2倍，因此學⽣生的單位成本低於國中︔；第三

為⾼高中、︑職與專科學校，這兩個階段的共通特⾊色是私⽴立學校多，就學年齡有重

疊(15-18歲)。︒⾼高中、︑職經費兩者合計⼤大約占15%-16%左右，與國中階段相仿，

⽽而專科學校則是僅次於幼稚園以外，經費比例最低的學制(最⾼高時只有1.3%)，

這可能是學⽣生⼈人數少，單位成本低所致(與⼤大學比較)︔；⼤大學及獨⽴立學院若不論

九⼀一 100.00 30.79 7.53 12.17 7.13 4.89 8.64 － 28.30 不計 0.54

九⼆二 100.00 30.00 8.69 12.35 7.23 4.93 8.52 － 27.74 不計 0.53

九三 100.00 28.42 8.20 11.79 7.78 5.17 8.55 － 29.58 不計 0.52

九四 100.00 30.53 7.69 11.36 7.50 5.10 8.64 － 28.71 不計 0.48

九五 100.00 31.71 7.48 11.25 7.37 5.00 8.25 － 28.46 不計 0.48

九六 100.00 31.46 7.79 11.19 7.17 5.08 8.44 － 28.38 不計 0.49

九七 100.00 30.47 8.03 11.36 7.21 5.06 8.32 － 29.00 不計 0.56

九八 100.00 35.02 7.94 10.29 6.57 4.53 7.81 － 27.24 不計 0.60

九九 100.00 32.16 8.23 10.63 7.03 4.74 8.27 － 28.36 不計 0.59

⼀一○○ 100.00 32.05 8.86 10.57 6.81 4.99 8.16 － 28.07 不計 0.50

⼀一○⼀一 100.00 30.08 9.39 10.83 7.36 4.95 8.26 － 28.50 不計 0.63

⼀一○⼆二 100.00 29.64 9.81 10.93 7.42 5.16 8.21 － 28.26 不計 0.5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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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編列⽅方式之差異，⼤大致都維持在35%以上的預算，因此我國所有的教育經

費⽀支出，可說是以⾼高等教育為最⼤大宗。︒

若以個別教育階段分析，這10年來經費比例的變化也有所差異。︒基本上幼

稚園的經費除⼤大致維持在以往3%左右的⽔水準，近兩年則出現⼤大幅的增加情形，

2011年是5.07%︔；2012年則提⾼高為6.9%。︒國⼩小與國中則有緩步下滑的現象，但

是這應該與學齡⼈人⼜⼝口數減少有關係︔；⽽而⾼高中職的預算，10年來則有先升後降的

趨勢，  2012年⾼高中只有9.98%︔；⾼高職只有4.84%，⾼高職可能是因為學校數量減

少(轉型為綜合⾼高中)，經費比重降到歷年來最低⽔水準，⾼高中的部分則令我們更

加覺得不解，因為既然要推動⼗〸十⼆二年國教政策，但整體上在⾼高中職的教育經費

卻出現明顯的減少情形，這如何說服⼈人民，政府有⼼心要推動⼗〸十⼆二年教呢?

除此之外，我們發現⽽而專科的經費比重，可能因為近年來學制改⾰革，許多

學校紛紛升格為技術學院甚或科技⼤大學，使得經費比重除2003年是1.3%以外，

⾃自2004年到2012年皆下降至不到1%的規模這乃代潮流趨勢所導致︔；最後，在⼤大

學與獨⽴立學院部分我們發現受益於⾼高等教育擴充政策，使其預算比重達到2009

年37.95%的⾼高標準，但同期間受教⼈人⼜⼝口數也創下歷史新⾼高，這樣的發展也使得

單位學⽣生的經費⽇日漸下降。︒整體⽽而⾔言，我們發現就2002年-2012年我國各級教育

經費結構可看出我國⽬目前幼稚園的經費比重最低，⽽而⼤大學與獨⽴立院校比例最⾼高，

本論⽂文重點在分析⾼高中職部分，從上⼀一段數據分析，我們明顯發現此部分的比

例是逐年下降外，居然在2012年出現了明顯減少之情形，對個別學⽣生的教育資

源明顯是受到很⼤大的影響，政府既然要推動⼗〸十⼆二年國教，就必須展現出決⼼心，

讓⼈人民相信，不是嗎︖？所以我們極⼒力呼籲政府正視此問題。︒

表4-6  2002年-2012年我國各級學校經費結構

幼稚園 國⼩小 國中 ⾼高中 ⾼高職 專科學校 ⼤大學 其他

2002 3.14 27.24 16.90 10.18 5.64 1.24 35.01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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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平均每⽣生教育經費 （學⽣生單位成本）2

        若國民教育經費總⽀支出的增加，分攤於每⼀一學⽣生的數額⾃自然應該增加。︒但

我們發現雖然國民教育經費總⽀支出隨著時間逐年的增加，民國90年實施「教育

經費編列與管理法」之後，⾼高中職的平均每⽣生教育成本卻出現明顯減少情形，

反觀專科學校與⼤大學獨⽴立學院，其平均每⽣生教育成本則有持續不斷成長的趨勢。︒

2003 3.20 26.82 16.87 10.36 5.40 1.30 35.37 0.67

2004 3.15 27.06 16.77 10.47 5.27 0.88 36.72 0.69

2005 2.84 27.06 16.58 10.34 5.22 0.84 36.47 0.65

2006 2.78 27.10 16.40 10.39 5.09 0.67 36.96 0.61

2007 2.89 26.60 15.59 10.70 5.20 0.79 37.59 0.64

2008 2.96 26.89 15.14 10.50 5.42 0.73 37.71 0.66

2009 3.19 26.61 14.73 10.70 5.43 0.74 37.95 0.64

2010 3.42 26.67 14.67 10.56 5.44 0.77 37.78 0.70

2011 5.07 41.08 10.32 5.04 0.90 36.92 0.65

2012 6.90 40.66 9.98 4.84 0.83 36.17 0.63

備註

各級學校平均每⽣生分攤經費＝各級學校教育經費⽀支出預算數÷各級學校學⽣生⼈人數，其中教育經費⽀支出包含經常2

⽀支出（如⼈人事費、︑業務費等）及資本⽀支出（如⼟土地、︑房屋建築、︑機械及資訊軟硬體設備等），不含折舊。︒理論
上，若每個學校均僅有⼀一種學制，則平均每⽣生分攤經費之計算極為簡單，惟實際狀況並非如此，某些學校可能
包括2種以上學制，且會計帳務無法拆分，例如⼤大專校院中，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即有附設國⼩小、︑國中、︑⾼高職等
學制，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附設⾼高職學制，由於經費不易拆分，故本處歷來均將各該校教育經費及學⽣生⼈人數計入
其最⾼高學制內計算。︒進⼀一步以專科學校平均每⽣生分攤經費為例加以說明，102學年共有14所專科學校，其中國
⽴立臺東專科學校因有附設⾼高職學制，故計算時，其⾼高職學制之教育經費及學⽣生數均計入「專科學校」內，即分
⼦子（教育經費⽀支出）為14所專科學校教育經費⽀支出預算數合計數52.4億元，⽽而分母（學⽣生⼈人數）原為14所專科
學校專科學⽣生總數54,177⼈人，再加計臺東專科學校附設⾼高職學⽣生⼈人數800⼈人，經調整後分母為54,977⼈人，算得平
均每⽣生分攤經費為9萬5,288元，至於計算「⾼高級中等學校」之每⽣生分攤經費時，臺東專科學校⾼高職部分，因已
計入「專科學校」內，故分⼦子、︑分母均不含該校⾼高職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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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觀之，政府將義務教育之經費挪⽤用至⾼高等教育，迫使義務教育階段之平均

每⽣生成本驟降，惟恐造成義務教育⽔水平降低，影響學⽣生學習成效。︒

若以不同教育的階段⽽而⾔言，基本上愈⾼高層的教育成本愈⾼高，從幼稚園到⼤大學⼀一

路攀升，這樣的現象符合教育經濟學中⽣生產函數的估算，⼤大學(尤其是研究所)

需要⾼高級知識、︑⼈人⼒力、︑更多儀器設備及低師⽣生比，都使⼤大學需要更多經費。︒但

是從表4-7 是1999年-2013年各級教育平均每⽣生分攤經費，我們發現 2000年當時

國中的學⽣生單位成本是75197元，⾼高中⽣生則只有91905元︔；到了2010年⾼高中⽣生的

學⽣生單位成本是102581元，還不如⼀一位⼩小學⽣生的學⽣生單位成本114929元。︒換⾔言

之，此種情形⾃自2008年後開始逐年減少，⾼高中(指普通⾼高中)每位學⽣生的單位成

本除低於國中，甚至比國⼩小每位學⽣生所享有的資源還少，此現象除與精省後許

多⾼高中職規屬中央管轄是否有關外，抑或有其他因素影響,值得我們深入探討。︒

        此外，專科⽣生單位成本明顯低於⼤大學，與⾼高職學⽣生經費互有⾼高低，但近年

來有些許增加的趨勢。︒若以個別教育階段論之，單位學⽣生成本，10年間有明顯

的差距。︒經費增加最多者為幼稚園，接著是國⼩小及國中。︒學⽣生經費刪減最多者，

以專科學⽣生為最明顯，在⾼高中⾼高職的部分似乎在八九學年度是明顯減少外，近

⼗〸十年來則是逐年維持穩定的⼩小幅度增加。︒這些數據尚未考慮歷年的通貨膨脹，

若將此因素列入參考，那麼⾼高中、︑⾼高職學⽣生之教育成本顯然「缺乏實質成長」，

甚至倒退，⾼高中、︑職學⽣生的經費明顯縮⽔水，這種狀況是否合宜︖？接著以下我們

將從幾年來各國數據比較中尋找更多線索。︒

                   表4-7  1999年-2013年各級教育平均每⽣生分攤經費

學年度 總計 幼稚園 國⼩小 國中 ⾼高中 ⾼高職 專科 ⼤大學獨
⽴立學院

八八 102,316 60056 75197 111984 91905 116637 109253 162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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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級教育平均每⽣生分攤經費

學⽣生單位教育成本隨著教育階段上升，且成本有增加情況，台灣和絕⼤大多

數國家⼀一樣，呈現常態曲線。︒就台灣的學前教育與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平均值

很接近，甚至在2012年超越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的平均值6762美元達到

7113美元︔；⼤大學及後期中等教育(⾼高中職)  雖然有逐年不斷增加的情形，但與經

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相比較差距仍⼤大。︒

其次，依據表4-8 2010年平均每⽣生使⽤用教育經費，若以⾦金額比較，我國不論

哪個階段的學⽣生單位成本都低於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平均值，原本與經濟合作

暨發展組織國家平均值接近的國中(前期中等教育)與國⼩小(初等教育)階段，在以

⾦金額對比的⽅方式下也下降許多。︒換⾔言之，我國各階段的單位學⽣生成本全⾯面低於

八九 108,432 61992 75759 117126 91995 109854 91499 169906

九○ 113,255 66556 75845 115182 88553 96246 116784 152275

九⼀一 117,018 69943 76248 115155 86846 101556 113948 158866

九⼆二 120,375 73858 77948 118957 90576 104846 140618 160950

九三 125,376 76415 82651 122832 92219 106153 131820 164518

九四 130,743 75323 87715 125973 92386 105644 121804 171965

九五 133,465 83445 91402 12731 94434 103513 104737 175263

九六 138,692 94736 95223 125188 101160 107324 135597 182649

九七 147,250 101228 101684 122951 101326 109831 116724 183955

九八 154,703 112565 107419 122542 103228 110279 108139 188496

九九 158,746 121863 114929 129198 102581 112497 105430 190613

⼀一○⼀一 169,203 115015 133897 107726 114240 123281 199573

⼀一○⼆二 168,068 111875 148049 109458 117720 116400 206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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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進國家，落後的幅度隨著階段有所差異。︒

       以我國實際每⽣生單位成本觀察，2012年我國投資每名國中學⽣生⽀支出9413美

元，⾼高中職學⽣生⽀支出7123美元，⾼高等教育之⼤大學⽣生⽀支出12926美元。︒對照當年

度OECD各國的平均值，投資每名國中學⽣生⽀支出8893美元，⾼高中職學⽣生⽀支出為

9322美元，⾼高等教育之⼤大學⽣生⽀支出為13528美元，從以上可知，我國此⼆二級教

育對每⽣生單位成本⽀支出顯著低於OECD個國家的平均值。︒

       與各國比較， 從中等教育階段與⾼高等教育階段觀之，我國與OECD各國比

較之後，差距仍⼤大。︒以中等教育為例，我國對每名中學⽣生的投資僅僅只有7123

美⾦金，遠不如⽇日本對每名中學⽣生的投資10064美元、︑美國13045美元、︑韓國9477

美元。︒⽽而在⾼高等教育階段，我國對⼤大學⽣生的投資也同樣低於⽇日本16015美元、︑

美國25576美元、︑甚至歐洲各國，⽽而與韓國相比，韓國對每名⼤大學⽣生的投資為

9972美元，我國也僅為12926美元。︒

      表4-8       2010年平均每⽣生使⽤用教育經費             單位：美元

學前教
育

國⼩小 中 等
教育

非 ⾼高
等 教
育

⾼高等教育

國中 ⾼高中職 專科 ⼤大學
以上

中華民國

2009 6565 － 6553 6153 10840 6307 10994

2010 7345 － 7210 6374 11306 6354 11489

2011 7277 － 8471 6946 12443 7800 12626

2012 7113 － 9413 7123 12926 7401 13150

⽇日本 5550 8353 9957 9847 10064 16015 10239 17544

南韓 6739 6601 8060 6652 9477 9972 5713 11271

美國 10020 11193 12464 11920 13045 25576 － －

義⼤大利 7177 8296 8607 8548 8646 9580 10673 9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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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平均每⽣生教育經費佔每⼈人國內⽣生產⽑毛額（GDP）之比率

 從表4-92010年各國平均每⽣生教育經費占每⼈人國內⽣生產⽑毛額之利率來看，平

均每⽣生使⽤用教育經費占⼈人均GDP之比率可以測量出每個國家的財富能⼒力。︒因為

較低的教育階段是屬於普遍性的教育，故⽽而在較低教育階段的平均每⽣生使⽤用教

育經費占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之比率則會因國家可以花費的能⼒力⽽而起伏。︒但

是較⾼高的教育階段則會收到各⽅方⾯面的影響，諸如國家收入和學⽣生在學率等。︒因

此計算教育經費的⽀支出上， 必須注意平均每⽣生使⽤用教育經費占平均⼈人均GDP之

比率。︒

      就我國近幾年來的數據分析發現，其實變動不⼤大。︒例如:以中學之國中及⾼高

中職階段為例。︒2011年國中從20%增加23%︔；2011年⾼高中職則從18%增加到

19%，2012年國中仍⼩小幅度增加至24%，2012年則還是⼀一樣維持是19%，⼤大致

看來在中等教育這部分仍是逐年穩定的增加，但若與OECD的組成國家來相比

較，由於這些國家多半是屬於已開發國家之類，其G D P亦⾼高於我國，因此在

OECD各國的GDP多半⾼高於我國的情況下，各國在各階段教育上平均每⽣生使⽤用

教育經費占平均GDP之比率，皆明顯較我國⾼高(2010年OECD國家平均中等教育

之國中是26%⾼高中職27%，⾼高等教育41%)，此點顯⾒見我國在各階段教育上的投

資仍顯不⾜足，所以政府要成功推動⼗〸十⼆二年國教，⾸首先即是增加在教育經費上的

投資。︒

西班牙 6685 7291 9608 9208 10306 13373 10384 14072

荷蘭 7664 7954 11838 11925 11750 17161 9873 17172

OEC國家
平均

6762 7949 9014 8893 9322 4413 13528

備註               資料來源:2013年經濟合作發展組織「各國教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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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OECD各國投資學前教育每名占平均⼈人均GDP之比率的平均數是20%，

OECD各國投資每名中學⽣生國中占平均⼈人均GDP之比率的平均數是26%，⾼高中

職占27%，OECD各國投資每名⼤大學⽣生占平均⼈人均GDP之比率的平均數是41%。︒

同年我國對學前教育的投資每名占平均⼈人均GDP之比率是21%，中學⽣生裡國中

占平均⼈人均GDP之比率是20%︔；⾼高中職則是18%，⼤大學⽣生占平均⼈人均GDP之比

率是32%。︒以此看來，我國教育分配的比重跟OECD各國之趨勢雷同，⾼高等教

育所得到的經費都較初等、︑中等教育來得多，只是與此些國家的平均值相較，

我國仍是明顯低很多。︒

表4-9   2010年各國平均每⽣生教育經費占每⼈人國內⽣生產⽑毛額之利率

學
前
教 
育

國⼩小 中
等
教
育

中 等
以 上
非 ⾼高
等 教
育

⾼高
等
教
育國中 ⾼高中 專

科
⼤大 學
以上

中華民國

2009 21 － 21 20 34 20 35

2010 21 － 20 18 32 18 33

2011 19 － 23 19 33 21 34

2012 18 － 24 19 34 19 34

⽇日本 16 24 28 28 29 － 45 29 50

南韓 23 23 28 23 33 － 35 20 39

美國 22 24 27 26 28 － 55 － －

英國 20 27 30 30 29 － 45 － －

義⼤大利 22 26 27 27 27 － 30 33 30

西班牙 21 23 30 29 33 － 42 33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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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我國中⼩小學教育經費編列與⼗〸十⼆二年國教的實施

       ⼀一個國家教育經費⽀支出⽔水準或有其特定背景，但與其他國家評比，特別是

與已開發國家比較，對我國教育經費的分配狀況具有啟發作⽤用，甚至可當作改

善的參照。︒在第三節中，研究者除分析我國有關教育經非之相關統計資料外，

更將我國之數據與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主要會員國進⾏行對比，藉此分析我國

相對的教育投資⽔水準。︒

    綜合歸納，可發現近幾年來我國教育經費的⽀支出並不算少且有逐年增加之趨

勢，但若按照國內⽣生產⽑毛額或國民⽣生產⽑毛額的比率來做比較，坦⽩白說這近10年

來政府的⽀支出算是維持在低下的狀態，當初期待《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的

公布與落實，希望能爭取更⾼高比重的經費(比起1999年之前)，也就是說政府應

有更多增加教育投資的空間，但是我們卻發現近⼗〸十年來隨著少⼦子化的影響，若

政府教育經費是逐年增加，但在⼈人均的比例上，卻只有公⽴立學校的⼈人均是增加

的，對私⽴立學校的⼈人均⽽而⾔言，並沒有很明顯的增加，此外，我們從教育經費的

⽀支出很明顯的發現，私⼈人教育的投資增加的幅度遠⾼高於政府在公⽴立學校教育經

費的投資，這即是上⼀一節中我們所提到要徹底落實⼗〸十⼆二國教需要很⼤大比例的經

費是來⾃自私⼈人教育的投資，但政府除逐年增加公⽴立教育經費之外，如何⿎鼓勵私

⼈人增加教育投資的⾦金額?又或者說實施⼗〸十⼆二年國民教育政策勢必增加學校辦學

的學⽣生成本，以公⽴立學校⽽而⾔言，有政府無條件的教育經費補助，所以教育經費

從來都不擔⼼心，但是對私⽴立⾼高中職學校經營者⽽而⾔言，這些增加的學⽣生成本從何

荷蘭 18 19 28 29 28 27 41 24 41

OECD國家平均 20 23 26 26 27 15 41 25 43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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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此外，就讀私⽴立⾼高中職學校的學⽣生理論上勢必付出更⾼高的代價，但是⽬目

前所宣布的教育政策是就讀⾼高職全⾯面免學費，那麼最可憐的不就是就讀私⽴立⾼高

中的學⽣生了︖？

      政府將⼈人民繳稅的錢⼤大部分只⽤用於增加公⽴立學校的教育，但就讀私⽴立學校

則必須⾃自⾏行負擔非常龐⼤大的經費，這樣的教育資源分配是明顯的不公平，值此

之際要推動⼗〸十⼆二年國教之際是否該有合理的教育資源分配機制呢?⽬目前政府的

政策是就讀⾼高職是免學費，但若就讀⾼高中，家⼾戶所得若在148萬以上，則必須

⾃自⾏行全部負擔，若選擇就讀私⽴立⾼高中將是負擔最重的，這樣的教育資源分配思

維是令⼈人無法接受的，此外選擇就讀⾼高職的學⽣生是否也因此被貼上標籤了呢︖？

所以教育決策單位做出如此決策，對於⼀一樣都是奉公守法的納稅⼈人民，這樣的

理由要我們如何能接受呢?

       其次，這種與「經濟波動」掛勾的教育經費編列⽅方式是否符合教育需求真

能解決問題嗎，我們是否更應該思考如何發展出適合且滿⾜足需求為基準的教育

資源分配機制，這樣是否更能貼近符合學⽣生與學校教育的學習本質。︒此外，近

年來私⼈人教育投資節節上升，顯⾒見⼈人們渴望接受更多教育，若政府不負擔更多

責任，放任貧窮家庭學⽣生因此缺乏教育選擇的機會，那麼教育將不是促進「社

會流動」的利器，反⽽而會成為「社會階級再製」的溫床，同時選擇就讀私⽴立⾼高

中的學⽣生與家長猶如受到懲罰⼀一般，需要負擔更多的教育經費，實在是有⽋欠公

平?因此，政府能夠做的便是提供⼤大眾充⾜足且品質佳的教育，⽬目前推動⼗〸十⼆二年

國教即是要將此⾼高中職階段的學習當成培育國家⼈人才的重點階段。︒

       是以，根據上⼀一節的統計數據分析與國際比較後，研究者歸納出豐碩的資

訊，也因此更瞭解⽬目前國內教育經費的現況、︑分配與相關問題，以下則是針對

有關⼗〸十⼆二年國教涉及國中⼩小教育經費部分，研究者歸納出的結論，期盼此些經

由分析教育統計數據得到的啟⽰示，為來能對⼗〸十⼆二年國教的實施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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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經費編列受經濟景氣嚴重影響

        教育經費計算的依據是否代表經濟表現或呈現出各級學⽣生的需求︖？從以上

數據顯⽰示，國內1 0年來的教育經費並沒有明顯成長，雖然總⽀支出⾦金額維持成

長。︒若以占國內⽣生產⽑毛額的數字⽽而⾔言，教育總經費⼤大約只維持在6%，⽽而且是私

⼈人經費的挹注，才維持這個⽔水準，公部⾨門經費投資相對較低，總⾦金額雖有成長，

若扣除通貨膨脹卻是倒退的。︒更重要的，1999年新制＜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

＞出爐後，總教育經費出現縮減，這是否與採⽤用新法有關︖？值得進⼀一步探索。︒

但可以確定的是，新制的教育經費計算基準，與政府歲入有直接關係，若前3

年經濟景氣好，則2007年就有較⾼高預算，形成⼀一種與經濟相互牽連的教育經費

規劃制度，⽽而1999年之後的政府教育經費突然短少，應該受到各級政府歲入減

少所波及。︒

《憲法》規定各級政府教育經費⽀支出比率，是以當年度的預算為基準，新

制度則以過去3年歲入為計算根據，都與國家整體經濟表現有直接關連。︒⽽而這

種以政府經費 「供給⾯面」的教育經費政策是否合宜︖？主要的考量在於兩⽅方⾯面：

⼀一是教育經費是否能穩健的供給︖？其次是學⽣生所獲得的教育資源是否能滿⾜足他

們的需求︖？現⾏行教育經費政策中受到注⽬目的議題之⼀一是教育經費是否穩健。︒雖

然⾃自2000年以來，政府編列的預算每年逐步上升，但若扣除通貨膨脹，增加非

常有限，若以占國內⽣生產⽑毛額的比率觀察，甚至還下降。︒在實務操作上，政府

的確都按照《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的規定挹注⾜足夠數量的教育預算。︒但若

國家經濟持續不景氣，那麼教育經費是否也會受到波及︖？因此要確認教育經費

是否⾜足夠，仍然需要回歸到計算出合宜的教育經費額度，確認學⽣生的真正需求，

並依此為主要的預算編列根據，⽽而非以「經濟景氣榮估」或者是以政府年度編

列之教育預算之⾦金額夠不夠的⽅方式，來決定教育經費的多寡，因此建構出⼀一套

公平的教育資源分配機制是很重要的，教育經費不該受經濟景氣所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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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公部⾨門）的教育⽀支出嚴重不⾜足

每個國家的教育經費⽀支出⾼高低，型態各有所不同，有的比較依賴公部⾨門(例

如：北歐與法國)，有的私⼈人部⾨門出⼒力甚⼤大(例如：美國)。︒這些不同的投資比重

與該社會如何看待教育 (視教育是公共財或私有財︔；是社會福利或是競爭性財

貨)，以及⼈人民賦稅比重有很⼤大關係，愈將教育當公共財或社會福利，或⼈人民賦

稅比重⾼高，則政府的投資也會比較⾼高，相反的，教育投資的責任轉移到私⼈人。︒

就教育投資與各國比較，  從中等教育階段與⾼高等教育階段觀之，從上⼀一節

資料可得知我國與OECD各國比較之後，差距仍⼤大。︒以中等教育為例，我國對

每名中學⽣生的投資僅僅只有7123美⾦金，遠不如⽇日本對每名中學⽣生的投資10064

美元、︑美國13045美元、︑韓國9477美元，可⾒見明顯投資不⾜足。︒其次，台灣傳統

上很重視教育，不管是政府與私⼈人都注挹不少經費，但⽬目前似乎有傾斜到私⼈人

的現象，2013年政府的貢獻程度只剩下約4.21%，有⾼高達1.54%以上是私⼈人投

資。︒政府的確符合《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的21.5%的下限規定。︒近年來政

府只抓住下限編列預算，增加不多(2007年是24.1%，2008年是21.7%)。︒雖然教

育需要與國防安全、︑社會福利、︑交通建設與警察系統競爭有限的公共經費，從

私⼈人的教育⽀支出增加，顯⾒見國⼈人對於教育的需求有增無減，但該如何弭平這個

落差，有賴有效政策的落實呢︖？其實最直接的做法之⼀一是適度增加政府的教育

經費，因為與其他公共⽀支出相較，教育屬於「⽣生產性」投資，能改善⼈人民素養，

技能與態度，維持社會和諧穩定，減少犯罪率，甚至提升經濟成長，此外，教

育是長期性的投資，尤其少⼦子化的浪潮出現，現代⼈人對教育投資，其實是非常

的關切，如何提供⾜足夠的教育資源，並使教育資源獲得公平分配，這是非常重

要的課題。︒

三、︑⾼高中職教育現⾏行經費明顯不⾜足

     從教育統計資料分析中可發現，不論從哪⼀一項數據觀察(占國內⽣生產⽑毛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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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單位學⽣生經費與國際比較的（平均數據)，後期中等教育在近幾年來都處於

低⽔水準狀態，這個現象不容忽視。︒我們不知道造成這個現象的主因為何，但從

教育⽣生產理論可以得知，愈⾼高階層的學⽣生所需要的單位經費越⾼高，國際比較的

經驗也顯⽰示，後期中等教育通常比前期中等教育或初等教育的單位成本來得⾼高，

但在我國顯然並非如此，所以⼗〸十⼆二年國民教育政策要能成功地推動，在⽬目前⾼高

中職的學⽣生單位成本卻不如⼩小學⽣生的情況下是否可⾏行︖？研究者認為這是我們政

府應該考量的，所以研究者主張政府應該⼤大幅增加教育經費以推動，如此才能

提升教育品質，提昇⼈人才⽔水準。︒

此外，以上的現象也違反「垂直⽔水平」理念，未積極地對⾼高中⽣生採取正向

的差別性待遇，並分配更多經費。︒⽬目前⾼高中職處於缺乏經費的窘境，唯今之計，

只有政府投入額外經費來增補，才⾜足以解除對經費需求的燃眉之急。︒政府雖早

已宣布啟動⼗〸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目前只有⾼高職是免學費政策，就讀⾼高中仍有

所限制，若就讀⾼高中的學⽣生也能完全免費入學，經由政府再增加投入上百億經

費，⽤用以「補助私⽴立⾼高中學費」，如此⼀一來推動⼗〸十⼆二年國教，將能紓緩長期教

育資源不⾜足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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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〸十⼆二年國教政策理論分析

       台灣長期以來的教育⼀一直處於不完美的狀態，僅管在政治上，台灣的體制

已從威權過渡到民主，但教育思想和制度卻沒有跟著⼀一起改變。︒台灣教改最核

⼼心的問題就是整個政府和國家機器對於教育事務的角⾊色，沒有隨著民主化⽽而改

變︔；從中央到地⽅方政府還是把教育看成它的⼀一種權⼒力，好像政府做什麼⼈人們就

該去接受，⽽而沒有認真看待⼈人民的「教育選擇權」。︒所以這樣的教育選擇權以

及教育⾃自由化的概念尚未真正落實實現。︒     

    此外，「教育⾃自由化」意在期望建⽴立真正使個⼈人免於(free from)無知和⿄鹵莽、︑

恐懼、︑卑屈與匱乏，⽽而更能臻於(free to)真誠坦摯、︑智慧與統整、︑⾃自我實現等的

教育制度。︒⾼高強華教授將「教育⾃自由化」定義是由於實際教育體制中的禁制、︑

限定和規則太多，⽽而不理想、︑不合教育規準或原理的現象無法改善，因此需要

以「⾃自由化」為⼿手段，期能根據教育理想以指導教育現實，經由教育研究以形

成教育決策，參照教育⽬目的來從事教育評鑑。︒如此則教育可以實現個⼈人真正之

⾃自由，⾃自由是以教育為前提的⾃自主⾃自律。︒⽬目前教育⾃自由化已隱然成為勢之所趨

不得不然的主流，惟在理念的共識上仍然有待建⽴立。︒以下研究者將從國家角⾊色

的轉變來談，試圖了解能否落實教育選擇權與是否未來有可能使我們的教育朝

向教育⾃自由化、︑市場化來發展。︒

第⼀一節 國家教育角⾊色的轉變

        論及國家角⾊色的轉變我們可以先從M. Carnoy(1999)的觀點來看，他分析現

代的政治經濟研究後 ,認為全球化是驅使國家轉換其角⾊色的最主要原因 ,⽽而其直

接影響的,就是西⽅方國家⾯面臨社會主義福利社會價值的質疑。︒C.  Offe(1984:  88)

認為在全球競爭的趨勢下 ,西⽅方國家將⾯面臨國家競爭⼒力與福利提供的衝突與⽭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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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也就是  若福利國家無限的擴張,可能會影響國家的資本累積,⽽而不利於國際競

爭;但若沒有福利國家的實施,亦將造成社會因階級不公產⽣生的分裂,這便形成⼀一

種衝突與⽭矛盾。︒N.  Devine(2004)認為,教育在國家⾯面臨這種經濟因素的「理性決

定」與「效能導向」影響下 ,學校教育已逐漸改變其傳統之性質 ,並朝向⼀一個經

濟與理性選擇掛帥的特性,他認為理性選擇是新⾃自由主義影響下的⼀一個主要的精

神所在,在全球化的思維來說,教育的理性選擇就是競爭⼒力的建⽴立,並可以稱之為

「經濟理性主義」(economic rationalism)下的教育實施（陳榮政，1998:117）。︒

 壹、︑國家與國民教育的關係

       全球化所帶來教育的轉變,是從⼀一種原有國家提供教育服務的思維,轉向為具

備經濟市場性質的消費者導向思維,在國家政策逐漸落實經濟理性主義過程的同

時 ,國家提供且介入教育的性質亦將隨之轉變。︒在全球化的壓⼒力下 ,國家可能會

改變並調整其原有的價值體系 ,並將其政策實施的⽬目標置於回應全球化競爭之

上,B. Jessop(2002), S. Ball(2002, 2007)& H. Daun(2002)均認為為了回應三O年代

之政經背景 ,所產⽣生之由國家負責所有公共服務的凱因斯式公共服務提供型態 ,

已經在全球化的壓⼒力下改變其⾯面貌,並朝向 Jessop 所指出的熊彼得式、︑建⽴立於⼯工

作上的福利型態 ,其⽬目的除了減少國家在福利服務上之⽀支出外 ,亦希望可以藉由

就業率的提⾼高以增加國家之經濟競爭⼒力。︒此觀點下的學者認為,在全球化的競爭

環境下 ,國家與教育的關係已不再是直接的權⼒力掌控 ,⽽而是透過建⽴立⼀一連串的效

能與標準之相關政策論述(Foucault,  1981; Ball,  2007),以提升競爭⼒力為名,進⾏行其

對教育實施內容的調整。︒此種為提升競爭⼒力且強化效率⽽而來的國家管理思維,國

家機器所反映出來的,即是M.Archer(1984)所指的,國家將朝向⼀一種非直接性的控

制型態移動。︒在具體的研究上,R. Morrow & C. Torres(2000) 指出⽬目前已可⾒見到

�73

 



越來越多的半官⽅方機構的設⽴立 ,⽬目的即為執⾏行國家主導之重點政策⽽而來 ,因此表

⾯面上是分權化了,但實際上卻仍是脫離不了國家主導的事實。︒

     所以我們可以得知此持觀點的學者,認為國家機器轉向⼀一種以間接的⽅方式,尋

求⼀一種追求技術與效率提升的教育政 策 實 施 , 此 ⽅方 式 最 明 顯 之 處 就 是 以 

民  營  化  (privatization)的⽅方式  ,  達到市場化(marketization)的⽬目標。︒H. 

Daun(2002)於研究全球化與教育之關係後指出,其實國家教育政策的導向已在經

濟驅⼒力的影響下 ,逐漸產⽣生⼀一種同質性 ,亦皆朝向市場機制的民營化發展以提升

教育的效能邁進,Daun甚至認為國家已直接成為市場機制中主要的仲介角⾊色。︒

      因此,當教育的實施隨著由福利國家的精神轉化為新右派思想下的後福利國

家時 ,教育服務的提供即充滿市場化機制決定的特⾊色 ,扮演型塑經濟情勢之跨國

企業與資本家 ,在此情形下即順理成章與國家機器成為⼀一合作的伙伴 ,其合作之

精神並將進⼀一步落實在教育政策制訂之中。︒舉例⽽而⾔言,英國在八O年代因新右派

思潮影響下,國家藉由回歸基礎與提升標準等訴求,⽽而對課程進⾏行明顯的控制,其

實這些⼀一連串提升學習成就標準⼜⼝口號所代表的,都是⼀一種新右派思潮下⽽而成的政

策語彙,並逐漸成為⼀一種全球性的教育政策論述(  Klees,  1999)。︒針對教育趨向市

場化的發展現象,J. Corrales(1999)認為應以總體政經情勢發展來看待此間的轉換,

並將此轉變連結至⼀一個外部的全球性經濟競爭與⾃自我內部維持的需求上來解釋,

除了資本家意向的影響外 ,他認為國家之所以會對教育改⾰革的議題感到興趣 ,是

因為教育改⾰革與經濟發展的共識產⽣生了連結 ,歸根究底 ,還是為了強化教育的品

質就可以回  應在全球經濟市場上的競爭⼒力⽽而來。︒  Green探討近代國家形成與國

民教育發展的關係，認為國民教育體系是整個國家形成的⼀一部分，國家的性質

決定了教育系統的性質（⽺羊憶蓉，1994：134）。︒Ramirez and Boli-Bennett 研究

1870年到1970年各國憲法中，發現憲法中明訂國家有義務提供國民教育的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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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43個增為139個。︒這些研究顯⽰示，國民教育成為國家的責任及國家權⼒力介入

國民教育，已是世界的⼀一種趨勢。︒從國民教育具有凝聚社會共識，鞏固國家統

治合法性的功能上看，很容易理解國家何以需要介入國民教育體系。︒但是，國

家介入國民教育的合法性，還必需建⽴立在另外⼀一個⾯面向上：國家介入教育保障

了個⼈人的公民權利。︒針對這個⾯面向，許多學者提出了不同的觀點加以解釋

（Coleman，1968︔；Dewey，1944︔；Friedman，1982）：

（⼀一）教育機會均等（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接受教育可以增加

個⼈人的知識和能⼒力，成為個⼈人向上社會流動的主要途徑，因此，教育體系是決

定社會資源分配的重要機制。︒為了使社會成員都有公平的機會競爭社會資源，

教育系統就不應該受個⼈人把持，⽽而應由國家介入教育體系以求公平的分配社會

資源，達成社會均等的要求。︒

（⼆二）教育的「外部效果」（externality  effect）：個⼈人因為接受教育⽽而產⽣生的

效益，並非完全收歸⾃自⼰己所有，也會對整個社會產⽣生貢獻（提⾼高⽣生產⼒力、︑社會

安定…），這就是教育的外部效果。︒因為接受教育對整個社會有正⾯面的助益，

所以教育投資不能完全由個⼈人負擔，需要國家的投資與介入。︒

（三）教育的「鄰僻效果」（neighborhood  effect）：民主⽽而穩定的社會，需要

⼤大多數公民具備基本的知識、︑技能和某些價值觀，教育能幫助這些⽬目標的實現。︒

因此，接受教育不只是個⼈人受益，社會也因此⽽而共同受益，所以國家需要介入

教育體系。︒

     依據上述的觀點，⽬目前世界各國都以各種⽅方式對國民教育體系內的規章、︑組

織、︑學制、︑經費、︑課程、︑師資等施加影響，只是介入的程度與⽅方式有所不同⽽而

已。︒但是，國家介入國民教育的合理限際何在︖？I.L.  Kandel提出教育內在事項

和外在事項的區分：國家對於國民教育的外在事項（如教育經費、︑設備、︑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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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必須透過國家權⼒力的介入來執⾏行︔；但是，對於教育的內在事項（如教材、︑

教法、︑評量、︑學校經營等）則必須尊重教育專業⾃自主性，排除國家權⼒力的⼲干涉

（薛化元，1994：59）。︒當然，內、︑外部事項的畫分並不能說是真正解決了國

家介入教育事項權限的問題，因為⼆二者是互相滲透、︑互相影響的。︒為了解更明

瞭國家在教育中扮演的角⾊色，以下我們⾸首先觀察國民教育在國家發展過程所扮

演的角⾊色和擔負的任務，透過這樣的觀察將有助我們釐清國家權⼒力與國民教育

的關係。︒

貳、︑從國民教育權到國民教育權

⼀一、︑早期的國民教育

      在中、︑西過去漫長的時間裡，學校教育⼀一直都是少數⼈人或特定階級享有的

權利。︒由國家來辦理國民教育，使其具有普及性、︑強迫性質，在西⽅方各國乃是

萌芽於⼗〸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運動（張⽂文美，1992：30）。︒⾺馬丁路德主張以聖經

來代替教會的權威，透過聖經的研讀與了解，個⼈人即可獲得上帝的救贖。︒不必

透過教會的解釋⽽而能研讀聖經，必須掃除⽂文盲，接受教育，這種教育甚至應該

是普及的、︑強迫的。︒

      到了⼗〸十八世紀，民主政治逐漸抬頭，民族國家逐漸形成，義務教育的推⾏行

被認為能培養國民基本知能和形成對國家的認同與團結，⽽而有助於政治的穩定。︒

⼯工業⾰革命後，勞⼯工階級要求國家應提供均等的教育機會給其⼦子女，再加上接受

教育能提⾼高⽣生產技能，國民教育開始普遍化並成為國家的責任。︒簡單說來，⼤大

致分述如下

1、︑台灣早期的國民教育

    台灣地區在1624年至1661年是荷、︑西殖民時期。︒荷蘭和西班牙⼈人為了掌握經

濟利益，減少漢⼈人和原住民的反抗，荷、︑西政府派遣傳教⼠士至原住民地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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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拼⾳音，宣揚教義，企圖藉由宗教教化⼒力量平撫⼈人⼼心（郭廷以， 1 9 5 4：

31）。︒西元1661年，鄭成功渡海驅逐荷蘭⼈人，經營台灣。︒1662年，陳永華奏請

鄭經：「須擇地建⽴立聖廟、︑設學校，以收⼈人材。︒庶國有賢⼠士，邦本⾃自固，⽽而世

運⽇日昌矣。︒」（盛清沂，1977：159）於是鄭經命令各社普設學校，八歲學童

即可入學，教授漢⽂文之經史⽂文章。︒各社的社學，可視為初等教育的機構。︒西元

1683年，清廷征服台灣，台灣正式納入清帝國的版圖。︒清政府在台灣各地府、︑

縣，以政府公費設置學校教育民眾，稱為社學。︒到⼗〸十八世紀初期，社學設置更

為普遍。︒但是，⾃自從1722年朱⼀一貴之役後，各地社學逐漸廢弛，由官⽴立、︑官民

義捐或個⼈人私設的義學興起。︒（盛清沂，1977：310）可⾒見移風易俗、︑教撫台

民為義學設⽴立的主要⽬目的。︒除此之外，各地也有鄉⼈人私設學校，稱為民學或書

房、︑書塾、︑學堂，以培植學童識字讀書，參加科舉考試。︒清代的社學、︑義學、︑

民學都具有普及基本教育的性質。︒

2、︑⽇日據時期的國民教育

     西元1895年，清廷被⽇日本打敗，割讓台灣、︑澎湖。︒⽇日本將台灣視為殖民地，

教育措施主要⽬目的在使台灣⼈人民「皇民化」。︒1903年，時任民政長官的後藤新

平曾召集台灣⼩小學和公學校校長等⼈人員指⽰示：「本島統治之根基，在國語之普

及與國民性之涵養︔；故加速實施初等義務教育制度，強迫入學，根本上施以國

化，為最緊要之事件。︒」（汪知亭，1978:156）  ⽇日本據台初期，設置國語（⽇日

語）學校和傳習所，以實施⽇日語訓練，不久改為六年制的⼩小學校（收⽇日童）、︑

公學校（收台童）和蕃童教育所（收原住民）。︒西元1919年⽇日本頒布「台灣教

育令」，採取同化主義為教育施政⽅方針，以教育台灣⼈人為「忠良臣民」為宗旨，

開始准許⽇日、︑台⼦子弟共學。︒1941年，台灣教育令進⾏行修正，將⼩小學校、︑公學校

等都稱為國民學校。︒學校名稱雖然改變，但是實施的課程仍然⼤大致依照⽇日⼈人、︑

台胞、︑原住民的差別⽽而區分為⼀一、︑⼆二、︑三號課程。︒1943年，台灣開始全⾯面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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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義務教育，較⽇日本本國實施的時間晚了三⼗〸十多年。︒⽇日本據台時期，雖然奠

定了台灣國民教育的基礎，但是維持著差別待遇的教育體制，⽽而教育的主要⽬目

的是「⽇日本化」台灣兒童，以同化和控制台灣⼈人民（范信賢，1997:223）。︒

     台灣的國民教育應該是1624年至1661年間，當時荷、︑西殖民時期開始發展出

來。︒當時荷蘭和西班牙⼈人為了掌握經濟利益，減少漢⼈人和原住民的反抗，荷、︑

西政府派遣傳教⼠士至原住民地區教授羅⾺馬拼⾳音，宣揚教義，企圖藉由宗教教化

⼒力量平撫⼈人⼼心（郭廷以，1954：31）。︒西元1661年，鄭成功渡海驅逐荷蘭⼈人，

經營台灣。︒1 6 6 2年，陳永華奏請鄭經：「須擇地建⽴立聖廟、︑設學校，以收⼈人

材。︒庶國有賢⼠士，邦本⾃自固，⽽而世運⽇日昌矣。︒」（盛清沂，1977：159）於是

鄭經命令各社普設學校，八歲學童即可入學，教授漢⽂文之經史⽂文章。︒各社的社

學，可視為初等教育的機構。︒西元1683年，清廷征服台灣，台灣正式納入清帝

國的版圖。︒清政府在台灣各地府、︑縣，以政府公費設置學校教育民眾，稱為社

學。︒到⼗〸十八世紀初期，社學設置更為普遍。︒直到西元1 8 9 5年，清廷被⽇日本打

敗，割讓台灣、︑澎湖。︒⽇日本將台灣視為殖民地，教育措施主要⽬目的在使台灣⼈人

民「皇民化」。︒

        1903年，時任民政長官的後藤新平曾召集台灣⼩小學和公學校校長等⼈人員指

⽰示：「本島統治之根基，在國語之普及與國民性之涵養︔；故加速實施初等義務

教育制度，強迫入學，根本上施以國化，為最緊要之事件。︒」（汪知亭，

1978：45）  ⽇日本據台初期，設置國語（⽇日語）學校和傳習所，以實施⽇日語訓

練，不久改為六年制的⼩小學校（收⽇日童）、︑公學校（收台童）和蕃童教育所（收

原住民）。︒西元1919年⽇日本頒布「台灣教育令」，採取同化主義為教育施政⽅方

針，以教育台灣⼈人為「忠良臣民」為宗旨，開始准許⽇日、︑台⼦子弟共學。︒1 9 4 1

年，台灣教育令進⾏行修正，將⼩小學校、︑公學校等都稱為國民學校。︒學校名稱雖

然改變，但是實施的課程仍然⼤大致依照⽇日⼈人、︑台胞、︑原住民的差別⽽而區分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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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號課程。︒1943年，台灣開始全⾯面實施國民義務教育，較⽇日本本國實施的

時間晚了三⼗〸十多年。︒簡⾔言之⽇日本據台時期，雖然奠定了台灣國民教育的基礎，

但是維持著差別待遇的教育體制，⽽而教育的主要⽬目的是「⽇日本化」台灣兒童，

以同化和控制台灣⼈人民。︒（薛化元、︑周志宏，1994：89）

⼆二、︑光復後的國民教育

       西元1945年，台灣光復。︒光復初期，在「中國化」教育政策下，積極推⾏行

國語，⼒力除⽇日據時期「⽇日本化」殖民教育之影響（葉憲峻，1 9 9 3：1 0 8）。︒

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而早於1948年國民政府即公布施⾏行「動員戡亂時期臨

時條款」，⼀一直到1991年才宣布結束「動員戡亂時期」。︒戡亂對政府遷台後的

國民教育政策的影響是直接⽽而深遠的，其特⾊色是以反共復國為⾸首要，具體的表

現就是民族精神教育的實施。︒瞿海源（1994:116）分析1966至1993年教育部歷

年的施政報告，認為台灣教育的第⼀一⼤大問題是「威權性格」，⽽而反應在教育政

策上即是特別加強及不斷強調「民族精神教育」。︒民族精神教育成為遷台後台

灣國民教育的⽂文化霸權，它不僅成為學校教育的顯著課程，連學校的⽣生活教育

都須與之相結合，進⽽而滲透到潛在課程中。︒直到民國八⼗〸十年代宣布結束「動員

戡亂時期」，教育改⾰革變成為「全民運動」，「⼈人本思想」、︑「教育鬆綁」、︑

「以學⽣生為主體」、︑「以學⽣生⽣生活經驗為中⼼心」的思潮興起後，才逐漸的減

緩。︒   綜合各時期台灣國民教育的演進，荷、︑西時期是藉教育為傳教的⼯工具，

以鞏固其殖民地的政經利益。︒明鄭時期則重視⽣生聚教訓，培養反清復明的中興

⼈人才。︒清廷治台時期則藉教育以移風易俗，灌輸忠君思想，防患動亂。︒⽇日本據

台時期，主要在藉由教育推動「皇民化」運動，使台灣⼈人民「⽇日本化」，以供

其役⽤用。︒台灣光復之後，國民政府為因應⼤大陸上中共的威脅，著重民族精神教

育，愛國建國教育。︒民族精神教育成為台灣國民教育中的⽂文化霸權，教育中的

個⼈人，只是為其家庭、︑社會及國家⽽而存在的個⼈人。︒總⽽而⾔言之，經過三百多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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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變，台灣的國民教育⼀一直帶有濃厚的政經⾊色彩，「國家」⼀一直是國民教育的

主體(馮朝霖，1994:27)。︒

       ⽬目前教育的思維，已經從過去的「義務教育」時代，過渡到「基本權利」，

這是⼀一個重要的轉變。︒過去受義務教育是政府給⼈人民的⼀一個「好處」。︒但就像

經濟繁榮了，⼤大家有錢了，不會只有⼀一家百貨公司、︑⼀一個品牌滿⾜足他的需要。︒

政治體制轉變為民主，教育也該從威權時代的義務教育觀，轉變為「⼈人民做主」

的「基本權利」觀。︒

      政府應該要提供⼈人民不⼀一樣的多元選擇︔；⼈人民也應該有機會主動爭取他所

想要的教育⾯面貌。︒近年來，⼈人民教育的權利意識逐漸抬頭，相對於「國家教育

權」，有關「⼈人民教育權」的討論逐漸受到重視。︒「⼈人民教育權」掌握主權在

民的觀點，認為⼈人本身－⽽而非國家，即是教育的主體，⼈人民⾃自身應居於教育權

的核⼼心地位。︒在這種考慮下，教育的內部事項必須以教育的主體（學⽣生）為中

⼼心，擴及其主要協助者（教師、︑家長、︑社區住民等）來加以考慮，尊重經由教

育體制內部發展出來的專業⾃自主性，⽽而減少國家權⼒力的介入。︒此外，教育的外

部事項，在公平、︑效率的原則下，則應尊重⼈人民⾃自主的選擇機會，減少國家的

⼲干預與管制，就此⽽而⾔言，其實就是要從教育鬆綁開始，如何能真正落實家長教

育選擇權。︒在教育改⾰革的浪潮下，如果台灣的教育體制仍具有⼀一種「保守的惰

性」，⽽而其根源與國家權⼒力的過度介入和控制不無關係。︒⽬目前台灣的教育改⾰革，

指向的即是使受教者的⼈人格發展與⾃自我實現在學校教育過程中得以達成的期許。︒

換⾔言之，在現代社會的學校教育，有關教育的思考應該以「⼈人學⽣生」做為出發，

有關的⾏行動應該以「健全的⼈人」做為指涉的主體。︒所以，是落實「以學⽣生為主

體」的教育改⾰革理念必需踏出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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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教育選擇權發展現況

     憲法第⼆二⼗〸十⼀一條規定:「⼈人民有受國民教育之權利與義務」，為我國關於教

育基本權保障的憲法依據。︒憲法保障教育基本權的⽬目的在促進「⼈人的⾃自我實

現」，也就是說，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使學習者 「開展⾃自我、︑實現⾃自我」，這不

僅符合法學上基本權與⼈人性尊嚴本質的探討，更是羅傑斯  (Rogers)與⾺馬斯洛

(Maslaw)等⼈人本⼼心理學家的主張。︒因此，教育基本法第⼆二條第⼀一項與第三條關

於教育⽬目的之規定，應該以第三條 「教育之實施，…協助個⼈人追求⾃自我實現」

加以理解。︒為了達成⼈人的⾃自我實現，必須透過學習以開展⾃自我、︑實現⾃自我，⼈人

的⾃自我實現與學習之間具有  「雙向式的因果互動」，但  「⼈人的⾃自我實現」才

是教育的⽬目的，「學習」本身只是促進⾃自我實現的動⼒力與⽅方式⽽而已  (許育典，

1999: 120)，教育基本法第八條第⼆二項保障學⽣生之學習權與受教育權，其⽬目的在

確保⼈人的⾃自我實現，此⼀一  「⾃自我實現權」與  「學習權」間的因果關係，不可

不察。︒學者吳清山主依教育基本法第八條規定:  國民教育階段內，家長負有輔

導⼦子女之責任，並得為其⼦子女之最佳福祉，依法律選擇受教育之⽅方式，內容及

參與學校教育事務之權利。︒

      另國民教育法為私⼈人興學及多元辦學取得法源依據，國民教育法第四條規

定:「國民教育以由政府辦理為原則,並⿎鼓勵私⼈人興辦…..為保障學⽣生學習權,國民

教育階段得辦理非學校型態之實驗教育…」︔；準此，均為家長教育選擇權、︑教

育參與權之合宜保障，並為不滿於傳統官辦教育型態學校的家長，提供「在家

⾃自⾏行教育」、︑以及⾃自辦或就讀實驗性質學校的另種教育型態的教育選擇機會。︒

但實際上在⽬目前⼗〸十⼆二年國民教育政策的執⾏行，是否能落實家長教育選擇權呢︖？

壹、︑家長教育選擇權的意涵

⼀一、︑受教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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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教育權被認為是⼀一種⼈人類權利並被理解為⼀一種⾃自由的權利，明確了對兒

童進⾏行初級教育、︑對所有兒童推廣中等教育的義務、︑平等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

以及對未接受過完整初級教育的個體進⾏行基礎教育的義務。︒除了這些規定個體

受教育的權利和義務之外，受教育權內容還包括消除各級教育系統內的歧視、︑

建⽴立最低標準以及提⾼高教育質量。︒受教育權規定在《世界⼈人權宣⾔言》中的第26

條以及《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中的第14條中， 在1960年教科⽂文組

織的反教育歧視公約中、︑歐洲⼈人權公約第1號議定書以及1981年的消除對婦女

⼀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中得到重申。︒

      在歐洲，在⼗〸十八世紀及⼗〸十九世紀的⽂文化啟蒙之前，家長們和教會承擔着教

育的責任。︒隨着法國和美國⾰革命，教育被作為⼀一項公共功能建⽴立起來。︒國家如

果作為⼀一個能夠在教育領域中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將更有助使教育對於所有

⼈人更可⽤用及可參與。︒教育此時主要為上層社會階級享有，公共教育的出現被普

遍認為是這兩次⼤大⾰革命的主要功績。︒然⽽而，無論是獨⽴立宣⾔言（1776年）還是⼈人

權宣⾔言（1789年），其中保護的受教育權還僅為⼈人類權⼒力的⾃自由概念，在⼗〸十九

世紀，仍然是家長保有對他們的⼦子女進⾏行第⼀一教育的權利。︒國家必須確保家長

能夠承擔起這份責任，並且，許多國家都已⽴立法的形式確⽴立的學校的義務教育

角⾊色。︒同時兒童勞⼯工法也獲確⽴立，⽤用於規定每天兒童⼯工作的⼩小時數量，以確保

兒童能夠進入學校學習。︒國家也開始介入課程的編製和規定的⼯工作中並建⽴立了

最低的教育標準。︒（維基百科）

        在《論⾃自由》中，約翰·斯圖爾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寫到：「如果教

育系統真的存在的話，那麼由國家建⽴立和控制的教育系統應作為眾多的競爭性

實踐中的⼀一例⽽而存在，這些實踐都肩負着⼀一個⽬目的，那就是努⼒力成為其他實踐

的標杆並刺激其他實踐的發展，從⽽而共同達到⼀一個完美的標準。︒」⼗〸十九世紀的

⾃自由思想家們指出，在教育範疇內的過多的國家⼲干預是有危險的，這些危險體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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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依靠國家⼲干預來削弱教會的控制以及從家長⼿手中奪回對其⼦子女的教育權。︒

在⼗〸十九世紀後半期，受教育權被規定進了國內⼈人權法案。︒1849年的《保羅教堂

憲法》 -- 德意志帝國憲法對後來的歐洲憲法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它在其權利法

案中的第1 5 2至1 5 8條中規定了受教育權。︒這部憲法確認了教育是獨⽴立於教會

的，是⼀一項國家功能。︒在當時值得⼀一提的是，這部憲法宣布了窮⼈人應⾃自由接受

的權利，但它並沒有明確提出應有國家來負責建⽴立教育設施。︒另外，這部憲法

保護了公民建⽴立並管理學校、︑推廣家庭式教育的權利。︒這部憲法還規定了科學

以及教育的⾃自由，這點保證了所有⼈人為了教育事業選擇職業培訓權利。︒

⼗〸十九世紀同時出現了社會學理論，這個理論明確了國家的⾸首要任務是通過

政府⼲干預和調節保證國家社會的經濟和社會的良好狀態。︒社會學理論指出了社

會成員個體對於國家提供的基本福利充滿了抱怨，受教育正是這些福利權利中

的⼀一個。︒這在當時是與⾃自由理論相悖的，該理論指出在教育的⾸首要推廣中，不

應存在國家角⾊色。︒社會學家的簡介被記錄在1936年的《蘇維埃憲法》中，該部

憲法是第⼀一部確定依照國家相應的法律⾏行使受教育權來推廣教育的憲法。︒這部

憲法保證了對所有階層實⾏行免費義務教育，以及⼀一套在國家企業中進⾏行學習和

職業教育的國家系統。︒隨後，受教育權在社會主義國家中被廣泛提及。︒作為⼀一

個政治⽬目標，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在他的1944年的關於《第⼆二⼈人權法案》

的演講中提到了受教育權。︒

     教育基本權作為憲法保障的基本權利，建構在憲法的最⾼高價值⼀一⼈人性尊嚴的

本質要求上，要求尊重個⼈人的⼈人格，保障其⼈人權，使其發揮⼈人性⽽而得有尊嚴 

(李震山，1992:22-31)。︒為了使⼈人發展⾃自我、︑實現⾃自我，成為⽴立⾜足於社會的成熟

個體，並達到⾃自我管理、︑⾃自主決定的⽬目標，應該保障其學習的權利。︒但是，由

於學⽣生是發展尚未成熟的理性個體，無法⾃自我、︑⾃自主的做出符合其最佳利益的

理性決定，因此必須由學⽣生接受教育的主要場所  (家庭及學校)，由其關係⼈人負
�83

 

http://zh.wikipedia.org/wiki/%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e4%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bf%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9d%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e7%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bd%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97%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e6%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9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99%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e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a0%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82%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e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ae%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aa%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e6%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b3%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95
http://zh.wikipedia.org/wiki/%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e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be%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b7%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e6%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84%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8f%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e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bf%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97%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e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b8%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9d%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e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9b%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bd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e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ae%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b6%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e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ba%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ad%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e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bc%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8f%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e6%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9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99%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e8%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82%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b2&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e7%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a7%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91%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e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ad%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e6%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9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99%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e8%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82%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b2
http://zh.wikipedia.org/wiki/%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e7%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a4%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be%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e4%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bc%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9a%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e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ad%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e8%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87%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aa%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e7%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94%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b1%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e4%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b8%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bb%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e4%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b9%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89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e8%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8b%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8f%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e7%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bb%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b4%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e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9f%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83%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e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ae%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aa%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e6%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b3%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95&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e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af%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8c%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e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8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b0%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e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8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8b%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e6%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9e%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97%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c2%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b7%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e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be%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b7%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e6%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8b%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89%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e8%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af%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ba%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c2%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b7%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e7%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bd%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97%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e6%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96%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af%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e7%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a6%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8f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e7%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ac%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ac%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e4%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ba%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8c%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e4%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ba%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ba%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e6%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9d%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83%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e6%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b3%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9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e6%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a1%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88&action=edit&redlink=1


起教育的責任，亦即家長、︑教師及國家對於學⽣生教育基本權的實現，負有參與、︑

協助教育的權利與義務 (許育典，1994:160)。︒

       學者林孟皇認為由於國家對於學⽣生教育基本權的實現負有協助及促進的義

務，因此國家具有學校組織、︑計畫與管理的權限，法律上通稱為「國家學校⾼高

權」。︒國家在教育⽬目標、︑課程內容、︑學校章程、︑教師法律地位、︑教科書審定…

等教育事項的適當介入，固然保障了學⽣生的學習權，但不當的介入則可能使學

校教育成為灌輸特定意識型態、︑為特定階級利益服務的國家機器。︒因此，為避

免學⽣生的教育基本權遭受來⾃自國家、︑學校或教師的侵害，必須明⽂文規定其權利

應受法律之保障，並且在權利遭受侵害時，有提起救濟的途徑與機會。︒

⼆二、︑家長教育選擇權

       學者林孟皇主張家長教育選擇權⾃自古即被認為是先於實定法⽽而存在的⾃自然

權，乃超越法律權利義務關係之⾃自然事實，所以實定法並非創造家長的權能，

⽽而是將⾃自然關係加以確認，此乃根源於⽗父母的親權，是⼀一種「⾃自然權」，因為

⼦子女與⽗父母有最親密的⾎血緣關係，所以⽗父母對⼦子女的教養責任，⾃自然比國家來

得重⼤大。︒但是⽗父母的親權並非在使⽗父母發展其⼈人格，⽽而是為了保護⼦子女的利益。︒

保護⼦子女的利益意謂⽗父母教育權是以⼦子女的⾃自我實現為其終極⽬目標，所以家長

在教育過程中雖保有教育選擇⾃自由，但是不能依其利益⽽而考量，應該以其⼦子女

最佳利益作決定 。︒基於⼦子女最⼤大利益的考量，⽗父母不能透過表決來決定其⼦子女

的最⼤大利益與福祉，除非全體⽗父母的意⾒見能達到⼀一致，否則將會侵害個別⽗父母

的權利，甚至⼦子女的權利。︒（林孟皇，２000，62）作為⼦子女最佳利益代⾔言⼈人

的⽗父母教育權，對於學校的相關⾏行政事務，有參與、︑溝通、︑決定之個別與集體

參與權。︒國家在作學校組織建構時，應該設計⼀一個符合民主的機制，使得家長

的教育理念，能在⾃自⼰己⼦子女的學習環境中，有主動、︑直接的參與權 。︒

�84

 



       吳清山、︑林天祐（1997:91）指出：教育選擇權是⼀一個複雜權利分配的問題，

它涉及層⾯面包括政府、︑學校、︑教師、︑家長和學⽣生權利的運作，但是⽬目前所談的

教育選擇權，仍都以家長教育選擇權為主︔；也就是家長或學⽣生在義務教育階段

內，有選擇學校的⾃自由與權利。︒學者張炳煌（1998:116）認為：家長學校選擇

權定義為中⼩小學學⽣生家長，基於其⼦子女受教的權益，可以⾃自由的為其⼦子女選擇

學校就讀的權利，此權利並為所有的家長皆可擁有。︒吳知賢、︑段良雄

（1998:19）認為：學校選擇權界定為⽗父母或監護⼈人可依兒童不同的興趣與需

要，依照政府相關規定，⾃自由選擇其⼦子女或被監護⼈人所欲就讀的學校。︒

     童敏雯（1999:68）認為：家長教育選擇權為廣義、︑狹義兩種定義，就狹義

來說係指家長在義務教育階段內，有選擇學校的⾃自由權利。︒就廣義來說係指家

長擁有為其⼦子女的教育，⾃自由選擇符合其性向、︑興趣及需要的學區學校及教育

內容的權利。︒張德銳（1998:3）認為：家長教育選擇權係指家長根據⼦子女最⼤大

福祉，選擇適合其⼦子女受教育的學校與教學品質的⼀一種權利。︒就內涵⽽而⾔言，是

在擴充送⼦子女至學校就讀的⾃自由︔；就過程⽽而⾔言，是強化教育的鬆綁︔；就結果⽽而

⾔言，是強調學⽣生學習表現及提升學校教育品質。︒王欽哲（2005:118）認為：教

育選擇權的內涵包括學校區域、︑規模類型、︑班級類別，甚至教育內容的選擇，

都有其獨特的主張性。︒郭雙平（2008:12）認為：家長教育選擇權為家長或學⽣生

在義務教育階段內，基於⼦子女最佳受教權益之整體性考量，不受學區的限制，

有權利選擇公⽴立學校間的⾃自由。︒

　　綜上所述，家長教育選擇權係指⽗父母或法定監護⼈人國民義務育階段，基於

⼦子女受教的權益及最⼤大利益，擁有學區選擇的⾃自由，⽽而能⾃自主的選擇符合其⼦子

性向、︑興趣及需求的教育型態及教育內容的權利。︒強調教育鬆綁、︑⾃自由民主多

元的選擇、︑重視學校創新經營、︑發展辦學特⾊色、︑教師專業⾃自主、︑學⽣生學習成果，

進⽽而提昇學校教育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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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聯合國⼤大會所通過之「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第26條亦主張「⼈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權利」、︑「對於⼦子女的教育

⽅方式，家長有優先選擇的權利。︒」可⾒見教育選擇權的觀念不分國內外，是普世

的價值。︒現代教育選擇權的概念起於195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Milton  Friedman

批評公⽴立學校品質低落，產⽣生許多弊端，主張引進⾃自由市場的競爭進入教育體

制的⽅方法，並認為透過競爭可以提昇教學成效，並保障家長學校選擇權。︒

 依  「世界⼈人權宣⾔言」第⼆二⼗〸十六條第三項規定:⽗父母對其⼦子女所應受之教

育，有優先抉擇之權。︒另外1959年「兒童權利宣⾔言」亦指出:有權利教育及指導

兒童者，應以兒童之最佳利益為其指導原則，此責任⾸首先應屬家長。︒這兩項重

要宣⾔言之所以作此規定，是因為學習權主體  (兒童)缺乏主張基本權利的能⼒力，

必須由⽗父母  (或監護⼈人)代為主張相爭取，於是肯定⽗父母的教育權。︒基於此，教

育基本法第八條第三項規定「國民教育階段內，家長負有輔導⼦子女之責任;並得

為其⼦子女之最佳福祉，依法律選擇受教育之⽅方式、︑內容及參與學校教育事務之

權利」。︒

        蔡姿娟（2002:23）則認為：⽗父母或法定監護⼈人在國民教育階段，基於最有

利於⼦子女的需求及保障⼦子女的受教權益，並考量學校特⾊色之後，不受居住地區

的限制，為⼦子女選擇學校的⾃自由和權利。︒基於上述教育選擇權的背景、︑意涵與

定義，為⾏行使家長教育選擇權⽽而引發之爭議不斷，如家長是否有權為其⼦子女選

擇最適合的學校接受教育?家長在⾏行使教育選擇權時是否有但書︖？例如家長在

⽋欠缺⾜足夠的教育專業知識下為孩⼦子所選擇的受教品質是否就符合孩⼦子的需求與

意願，就此⼀一觀點下是否滿⾜足教育的基本原則︖？

    其次，我國現⾏行教育體制之下，學校是否應賦予更多的⾃自制與彈性，以反應

家長與學⽣生的不同選擇要求?例如以國中常態編班的制度⽽而⾔言，雖然以⼈人本基

⾦金會為主的教改⼈人⼠士極⼒力主張，並強⼒力要求全國各國中⼩小⼀一體遵⾏行，但以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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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而論卻無法為許多家長接受，在此情形下，具有較⾼高經濟條件的家長紛紛

棄公⽴立⽽而就私校，造成國中私校年年招⽣生爆滿必須透過測驗、︑考試、︑抽籤等⽅方

式進⾏行篩選︔；⼀一般就讀公⽴立學校的孩⼦子，倘學校沒有採取分組教學的變通⽅方式

以達到較佳的教育品質，就必須參加課業輔導或坊間補習班，才能在激烈的升

學競爭下保有⼀一定的競爭⼒力︔；若純就符合家長、︑學⽣生的需求與選擇⽽而⾔言，似乎

常態編班不⾒見得就是最符合公平正義的萬靈丹，從另種角度思考，亦是主觀意

識宰制教育整體的結果。︒

貳、︑教育問題概況分析

       ⾯面對台灣社會的急速轉型與雙親家庭結構的逐漸瓦解，包括：離婚、︑駐外

台商、︑隔代教養、︑外籍配偶家庭、︑失業⼈人⼜⼝口以及網路興起的衝擊等，各級學校

需要更多訓練有素的輔導⼈人員及具有更優秀專業能⼒力的教師予以因應，但往往

因為學校經費不⾜足⽽而無法聘任相關師資，加上少⼦子化的壓⼒力，許多常態性的進

修研討習與軟硬體設施只好予以割捨。︒長期以來公私⽴立學校教育資源的不均，

已是存在的事實，政府當局是否正視此問題，願意去改變長期以來教育資源分

配不均的狀況呢︖？

⼀一、︑教育機會均等的演進

      隨著時代背景、︑國情及教育學說之不同，⽽而有不同的意義。︒⼤大體來說，教

育機會均等內涵的演進，依學者陳奎憙（2000:115）的論述，可以分為以下三

個階段：

    （⼀一）第⼀一階段（1950年以前）—重視就學機會的平等與保障。︒此階段強調

之重點在於接受基礎教育的入學機會相等，希望藉「免費」的教育，減少因經

濟障礙造成的不均等現象。︒所以，各國採取的措施⼤大都集中於為民眾提供免費

的公⽴立⼩小學教育。︒此階段主要在消除因家庭社經背景、︑性別、︑種族、︑身⼼心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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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等等因素⽽而存在的不平等，希望使學⽣生皆擁有接受教育的同等權利，以達

到「有教無類」的理想。︒

    （⼆二）第⼆二階段（1950年代開始至 1960年代中期為⽌止）—強調適性教育。︒此

⼀一階段注重共同教育經驗的提供，主張⼈人⼈人不但應有接受免費中等教育的權利，

⽽而且每個⼈人也都應有相當之機會接受共同、︑綜合型態的教育。︒由於學校環境、︑

課程與師資⼤大多是為⼀一般的學⽣生所設計，因此，身⼼心障礙或資賦優異的學⽣生往

往無法得到應有的指導與協助。︒基於此，此⼀一階段強調學⽣生的適性教育，以發

揮「因材施教」的功能。︒ 

（三）第三階段（1 9 6 0年代中期開始）—實施補償教育（c o m p e n s a t o r y 

education）。︒在此階段中，衡量教育機會均等的重點，已由教育資源的投入，

轉至教育過程的產出。︒同時，受到當時盛⾏行的「相對劣勢」概念的影響，試圖

為每⼀一個來⾃自不同家庭環境背景的兒童，提供「差異中但求均等」的受教機會。︒

相關研究指出：學習成績低劣或學習失敗的學⽣生，多數來⾃自下層社會，且多肇

因於早期⽣生活經驗的不⾜足，形成「⽂文化不利」（cultural  disadvantaged）以及

「⽂文化剝奪」（cultural  deprivation）的現象︔；故本階段乃著眼於補償的角度，

對於不同需求的團體，在基於正義與公平的原則下，教育資源的投入應有所不

等，這也就是所謂的「積極性差別待遇」。︒

        何謂教育機會公平呢︖？我們如何衡量⼀一個學⽣生接受教育之機會是否公平︖？

學者周祝瑛主張就教育資源（經費）來說，可從⽔水平公平和垂直公平兩個層⾯面

來探討。︒其中，⽔水平公平係反映在每位學⽣生所能獲得的教育經費能達基本的需

求，⽽而垂直公平係指學⽣生在接受教育上有特別需要或是障礙（例如：身⼼心障礙

之學⽣生、︑家庭問題之學⽣生、︑教育設備嚴重不⾜足的縣市等）。︒因此，教育機會公

平有兩項⽬目標：第⼀一，促進每⽣生教育經費均等（⽔水平公平）︔；第⼆二，促使學⽣生

平等接近使⽤用教育資源（垂直公平）。︒所謂⽔水平公平是指相同的⼈人（同為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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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台灣地區⼈人民）應受到相同的待遇。︒表⽰示只要是中華民國⼈人民就應該獲得

均等的教育資源（經費），強調每⽣生教育經費之均等，對於每⽣生教育經費⽔水準

低落的縣市，應衡酌各縣市財政狀況後，給予⼀一般教育補助，以達成接受教育

機會形式上公平，亦即所有學⽣生均能滿⾜足教育經費的基本需求。︒垂直公平則是

指不同的⼈人（不同地區或不同⽣生理條件者）應獲得不同的差別待遇。︒亦如同⼤大

法官第485號解釋令：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並非指絕對、︑機械之形式上平等，

⽽而係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立法機關基於憲法之價值體系及⽴立法

⽬目的，⾃自得斟酌規範事物性質之差異⽽而為合理之區別對待。︒(林志峰，2007:11)

⼆二、︑教育機會公平的意義

      何謂公平?郭為藩、︑⾼高強華(1988:324-325)指出公平有三種意涵:⼀一是相信每

個社會成員均獲得相等的社會財;⼆二是強調相等能⼒力的⼈人應該得到相等的待遇;

三是⽀支持社會福利的觀點,認為處在不利社會地位的⼈人應該受到  較佳的特殊照

顧,才是真正的公平。︒覃怡輝(1991:376-377)認為雖然英⽂文字典上常⽤用正義、︑公

正、︑不偏  私、︑和合理去解釋公平,並沒有錯,但LeGrand與Robinson於1984年對公

平  所提出的判準,才是較具建設性的認知,此四項判準有「完全均等」、︑「最低

標準」、︑「不相等(差異原則)」、︑「均等,但是...,即原則上應相等,但  以不犧牲

其他判準(如效率和⾃自由)為條件」。︒王家通(1998:126)曾就均等、︑公平、︑正義等

概念做過分析,他指出: 均等的準則只有⼀一個,沒有例外。︒這種均等,⼤大部分的情況

是符合社會正  義,但並非百分之百都會如此,有時候均等並不能符合社會正義的

要求,這  時候就需⽤用公平的概念予以補救,使其更符合社會正義的原則。︒但正義

多少含有主觀的意⾒見 ,為避免有⼼心⼈人假借正義之名⽽而⾏行不義之實 ,在民主社會裡

只能在理想的⾔言談情境下,作理性的討論,換句話說,正義並不能⽤用科學的數據予

以表達。︒許靜怡、︑郭丁熒、︑鍾易達(2003:112)曾分析以教師為對象進⾏行個案研

究,  分析其公平概念,發現所謂的公平具有三意涵:均等原則之公平意涵較偏向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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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均等,是齊頭式的平等;正義原則意指存在著合理差異的正義,具有⼈人道性質

的意涵,偏重垂直的公平;功績原則較重視個別發展所需要的回應,教育效果反應

出每位學⽣生的努⼒力和能⼒力程度 ,雖然成就分配可能是不均的 ,但其精神含有道德

成分在內,亦著重獎賞那些最努⼒力者。︒

      吳勁甫(2003:36)在對教育機會均等的概念進⾏行分析時,曾提到公平與不公平

的意義,他指出不均等的分配,若合乎正義原,則是公平;均等的分配,若不合乎正義

原則,則是不公平。︒楊深坑(2008:6)在探討社會公義(social  justice)的意涵時,也曾

提到equity,他將equity譯為「公道」,並指出justice除了equity外,還包括  fairness,

但與equality又有所區別。︒由於equity也是近幾年探討教育機會均  等、︑實質正義

習⽤用的概念,公道的概念比起平等(equality)更為困難,公道至少原則上允許不平等

的存在,因此,差異處理應採取何種政策才公道,才 能促進社會公義的實現,是未來

探討教育機會均等所亟宜⾯面對的嚴肅課題 (楊深坑,2008:15-16)。︒ 

      McMahon(1982:16)從資源的分配來看公平,⼀一是⽔水平的公平,對相同 的⼈人之相

同對待;⼆二是代間的公平,介於⽔水平公平與垂直公平之間,在教育中相當重要,確保

上⼀一代的不公平不致全然地延續下去;三是垂直的公平 ,指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

對待。︒要完全公平地解決問題 , 則需要三種公平都能達到。︒

Alexander(1982:194,210-212)指出公平本身就包含正義、︑均等、︑⼈人道、︑道德、︑和

正確等很多⽅方⾯面意思,並提出公平的階梯來說明公平的四個層次,  從哲學層次最

低的交換公平、︑均等分配的公平、︑補償的公平、︑到最⾼高層次的  Rawls之積極主

義公平。︒ 公平是涉及多學科、︑多層⾯面、︑多因素的複雜問題，僅從某⼀一⽅方⾯面難以

把握全貌，以下從倫理、︑經濟、︑法學等多學科視角對教育公平進⾏行多元分析：

(翁⽂文豔，2004:18)

（一）、倫理學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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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爾斯的公平原則對教育公平的規範在倫理學上，公平(equity)更多地被理解

為公正、︑正義(justice)，在近現代的西⽅方思想家那裏，公平概念越來越多地被專

⾨門⽤用作評價社會制度的⼀一種道德標準，被看作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在當代的

公平觀念研究者中，影響較⼤大的是羅爾斯(John Rawls)，他提出了公平三原則：

平等⾃自由的原則、︑機會的公正平等原則、︑差別原則。︒其中，第⼀一個原則優先於

第⼆二個原則，第⼆二個原則優先於第三個原則。︒

（⼆二）、︑經濟學的觀點：

  教育資源的公平分配從經濟學角度來說，教育公平是和教育資源的分配與

享受聯繫在⼀一起的。︒研究表明，教育資源分配⽅方式⼤大體上經歷了三個歷史階段：

(1)權⼒力公平階段。︒主要是封建社會和中世紀的歐洲，教育資源的分配都以⽗父親

的社會地位和政治權⼒力為依據︔；(2)能⼒力公平階段。︒隨著⼈人們認識到教育對推動

社會⽣生產發展的重要作⽤用，各國教育資源分配開始以學⽣生的能⼒力為依據：(3)⾦金

錢公平階段。︒當⼈人們進⼀一步意識到⾼高等教育也是個⼈人投資後獲得社會聲望和經

濟利益最⾼高的領域之⼀一，受教育者理應分擔⾼高等教育的成本。︒

（三）、︑法學的觀點：

法律上規定的教育公平並非等於現實中存在的教育公平，受教育權利的法律

保障教育公平從法學視角看，就是受教育權利的普遍化問題，是⼀一個基本⼈人權

問題，受教育權利的發展經歷了從平等到不平等，又趨於平等的演變過程，由

⼀一種少數⼈人的特權轉化為普遍的公民權利並受到法律的肯定和保護是現代社會

才出現的現象，教育的不平等歸根結底是社會和經濟不平等的反映，完全普及

化的受教育權利的法律保障仍然是難以達到的（林志聰，2007:04）。︒

     營造⼀一個教育機會均等的環境，才能促進社會流動，避免⼈人才浪費，造成⾰革

新動⼒力並平衡階級差距⽽而減少社會的動盪不安，同時也透過此種公平的制度、︑

⾃自由的競爭來培養各階層的⼈人才，促進國家整體經濟的發展（林清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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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08）。︒民主思想⽇日漸普及，教育民主化的理想漸受重視，其中反映教育民

主化指標之⼀一的「教育機會均等」（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EEO）

的理念，亦受到各先進國家的關注，關懷弱勢、︑⽂文化不利地區的補助及教育品

質的提升⼀一直是世界各國努⼒力的⽅方向，此⼀一⽅方⾯面是希望藉以保障⼈人的基本權益，

達到社會公平的理想，另⼀一⽅方⾯面則是可以有效地培育⼈人才，促進社會的進步與

流動。︒

參、︑⼩小結

    教育，是⽴立國的根本，是薪⽕火傳遞的磐⽯石，更是社會進步、︑國⼒力提升的原動

⼒力，要發展⼀一國的政治、︑國防、︑經濟與⽂文化，就必須先發展教育，以培養各類

發展所需的⼈人才，沒有教育，就沒有發展。︒由於⼈人類天⽣生的與社會的不平等之

事實，使得個⼈人的才能與努⼒力受到限制不能獲得充分的發展，所以教育機會均

等不僅是達成社會公平與正義的途徑，同時也是衡量⼀一個國家教育發展的重要

指標（孫志麟，1998:55）。︒

       為確保教育事業在公共財政收⽀支系統中的分配比重，《憲法》規定：「教

育、︑科學、︑⽂文化之經費，在中央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百分之⼗〸十五，在省不得少

於其預算總額百分之⼆二⼗〸十五，在市縣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百分之三⼗〸十五…」

（第⼀一六四條）。︒此⼀一條⽂文在八⼗〸十年初期因中央政府保障比例之落實⽽而引發爭

議，最後在八⼗〸十六年修憲時另以增修條⽂文取代之：「教育、︑科學、︑⽂文化之經費，

尤其國民教育之經費應優先編列，不受憲法第⼀一百六⼗〸十四條規定之限制。︒」（第

⼗〸十條第⼗〸十項）。︒據此，八⼗〸十九年⽴立法通過的《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第三條

明確規範政府之教育⽀支付責任與保障⽅方式：「中央、︑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以

下簡稱各級政府）…教育經費預算合計應不低於該年度預算籌編時之前三年度

決算歲入淨額平均值之百分之⼆二⼗〸十⼀一點五。︒前項所稱歲入淨額為各級政府決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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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特別決算中，不含舉債及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扣除重複列計部分。︒直轄

市及縣（市）政府以其歲入總預算扣除上級政府補助為⾃自有財源，並依教育基

本需求，衡量財政狀況，優先⽀支應教育經費，除⾃自有財源減少外，其⾃自⾏行負擔

之教育經費，應逐年成長。︒」同法第四條則延續憲法增修條⽂文之精神，規定國

民教育經費優先編列原則：「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憲法增修條⽂文第⼗〸十條

第⼗〸十項規定，優先編列國民教育經費。︒ 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對於直轄市、︑縣

（市）政府辦理國民教育績效優良者，或國民教育經費⽀支出占該直轄市、︑縣

（市）政府決算歲出比重成長較⾼高者，於分配特定教育補助時，應提撥相當數

額獎勵之。︒」現⾏行學制中，國民教育之義務性質乃使其經費以政府⽀支出為主，

國教經費占全國教育經費四成（陳麗珠，2013:40）。︒

        國民教育的品質不宜因地區發展狀況⽽而有所差異,偏遠地區因為財政狀況⽽而

限制⽂文教事業的發展,中央政府依法必須加以補助。︒《憲法》規定:  「國家應注

重各地區教育之均衡發展,並推⾏行社會教育,以提⾼高⼀一般國民之  ⽂文化⽔水準,邊遠及

貧瘠地區之教育⽂文化經費 ,由國庫補助之。︒其重要之教育⽂文化事業 ,得由中央辦

理或補助之。︒」(第⼀一六三條),《教育基本法》循  此精神規定:「各級政府應寬

列教育經費 ,保障專款專⽤用 ,並合理分配及運⽤用教育資源。︒對偏遠及特殊地區之

教育,應優先予以補助。︒教育經費之編列  應予以保障;其編列與保障之⽅方式,另以

法律定之。︒」(第五條)。︒《強迫入學條例》明訂:「偏遠地區,因路途遙遠無法當

⽇日往返上學之學⽣生,學校應提供膳宿設備。︒」(第⼗〸十四條)。︒《國民教育法施⾏行細

則》規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之設置,除依本法第三條及第四條規定外,應依

下列各款  辦理:⼀一、︑以便利學⽣生就讀為原則。︒⼆二、︑以分別設置為原則。︒三、︑以

不超過  四⼗〸十八班為原則。︒學校規模過⼤大者,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增設學校,  重

劃學區。︒四、︑交通不便、︑偏遠地區或情況特殊之地區,直轄市、︑縣(市)政  府視實

際需要與學習成效,選擇採取下列措施:(⼀一)設置分校或分班。︒(  ⼆二)依強迫入學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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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第⼗〸十四條規定提供膳宿設備。︒ (三 )提供上下學所需之學⽣生就讀及學習之措

施。︒」  (第⼆二條)。︒《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規範教育經費的籌措與分配,對於

由地⽅方政府辦理的國民教育 ,特別規範地區財政差異的補強措施:「為兼顧各地

區教育之均衡發展,各級政府對於偏遠及特殊地區教育經費之補助,  應依據教育

基本法之規定優先編列。︒」(第五條)。︒可⾒見法令規範城鄉差距  造成教育品質的

差異應以經費補助弭平之（陳麗珠，1997：127）。︒

      ⼗〸十⼆二年國教政策既然是我們刻不容緩必須實施的政策，是否能比照這樣的

標準呢︖？因為政府財政困難導致當初原本規劃要執⾏行的全⾯面免學費政策無法實

施，對於⼈人民的影響層⾯面⽽而⾔言，卻是極為嚴重，政府當局若要提升⼈人⼒力素質在

教育資源的分配上是否能有更完整具體的規劃呢︖？綜合以上所述，研究者認為

國民教育係憲法保障⼈人民之基本受教權，其性質上具有公共財性質，經費應由

財⼒力較豐的中央政府統⼀一⽀支應，但是囿於現⾏行中央與縣市政府在教育責任與財

政收入的配置不當，使得具有全國公共服務性質的國民教育，可能受到各縣市

政府財政狀況良窈之影響，⽽而有不同的國民教育品質⽔水準。︒林全（1996）認為

公共教育（國民教育）除了受全國財富⽔水準的影響外，不應受到其他財富因素

（如各地區財政貧富）之影響。︒不公平導致學習的不⾜足和學⽣生的疏離，⽽而疏離

會抑制學術表現，並引起學⽣生抗拒，沒有公平的卓越，只會製造更多的不公平

(Shor, 2004:13)。︒

     實施中的⼗〸十⼆二年國民教育政策雖然名稱上是國民教育，但瞭解其內涵，卻發

現所謂的⼗〸十⼆二年國民教育並不是義務性的教育，此外，也因為⽬目前就讀⾼高職免

學費;就讀⾼高中有條件排富，使得學⽣生在⾏行使教育選擇權之前，已經出現明顯的

不公平，如何談教育機會均等呢︖？由於教育常以學習結果為公平的判準，所以

若沒有公平，則教育中也就沒有真正的品質與卓越(Harris & Kendall,199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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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研究者主張教育體制必須由蘊含公正與正義的公平概念的規範構築⽽而成，

以免成為複製社會階級的機制。︒此外，若要提升國家競爭⼒力，⼈人⼒力素質的提升

是極其重要的第⼀一件事情，雖然公平是理性社會的⽬目標，但因⼈人們對於改變的

政治意願是很低的，因為沒有⼤大量減少不均等的程度，機會均等幾乎不可能，

所以⼈人們更要清楚不公平的事實。︒

第三節 教育⾃自由化與市場化

       

        教育朝向⾃自由化及市場化是世界各國普遍可⾒見的教育政策發展現象，其理

論就是要政府放鬆管制，讓教育回歸市場機制，⾃自⾏行運作，優勝劣敗、︑⾃自然淘

汰，不但可以提⾼高效率、︑增加彈性，⽽而且還可以提供消費者更多選擇、︑更優品

質的商品和服務。︒台灣當然也不落⼈人後，⾃自解除戒嚴以來，⼀一波接著⼀一波的教

改運動與措施，也是朝著鬆綁及市場化的⽅方向前進，從多元入學⽅方案到廢除聯

考，從國民中、︑⼩小學課程修訂到教科書開放民營，從廣設私⽴立⼤大學院校到公⽴立

⼤大學法⼈人化，無不依循這個思想脈絡去設計與推動。︒然⽽而⼗〸十年教改的結果，不

但家長沒有獲得更多的選擇，教育品質也沒有提⾼高，教育市場化之後，是否會

更好呢︖？

     教育改⾰革「⾃自由化」、︑「市場化」的  趨勢所導致學校組織⽂文化的重構與分

權 ：市場導向的教育改⾰革趨勢，使學校擁有更多⾃自主的權⼒力，學校也必須多元

的發展課程、︑教學、︑社團等學校特⾊色以贏得消費者的青睞，並藉此吸納更多的

社會資源︔；為增進辦學效能，傳統中⼩小學校之⾏行政科層體系勢必調整，教學團

隊必然扮演更為吃重的角⾊色，因此學校組織⽂文化勢必重構︔；⽽而更多的教師參與

決策與適度的授權分⼯工也為必然的⼿手段（吳清山，2003:53）。︒所以在教育市場

化下，學⽣生與家長成為擁有⾃自主權⼒力的消費者，⽽而學校、︑教師及相關教職員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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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教育服務的提供者，並把學校視為教育服務的交換市場。︒學⽣生則是產品。︒

壹、︑教育⾃自由化的意涵

⼀一、︑教育⾃自由化的意義

        隨著知識經濟時代對各國所造成競爭的壓⼒力，知識的快速⽣生產、︑運⽤用主宰

了經濟發展的速度，由於事關國⼒力的興衰，各國無不卯⾜足全⼒力投入資源，以⽀支

持教育的⾰革新︔；在此背景下，促使教育的⾃自由化與市場化，使教育如同商品，

可供消費者選擇，⽽而各級學校必然地受到更多的績效要求，使政府得以在各國

的強⼒力競爭下能夠向社會群眾有明確的政績交代。︒從經濟的角度看待教育，可

以確認在新世代中，教育被賦予更重要的經濟發展的角⾊色與功能。︒

           教育⾃自由化是指政府對各級教育發展應盡量減少⼲干預與管制，給學校較

⼤大的彈性與⾃自主權，以發展其特⾊色。︒教育⾃自由化的產⽣生，與教育權的歸屬有密

切的關係。︒在⼗〸十五世紀以前，教育多由私⼈人團體或宗教團體所辦理，⾃自由之風

⼗〸十分興盛。︒⼗〸十五世紀以後，民族主義及國家主義⾼高張，為使教育能夠達成國家

既定的⽬目標，「國辦教育」的理念乃漸⾏行擴張，並從國民教育著⼿手，以國家辦

理為主體。︒到本世紀六⼗〸十年代以後，在個⼈人意識逐漸覺醒下，要求教育權應該

由個⼈人所擁有，教育⾃自由化的理念受到了重視。︒論者深信教育必須⾃自由化，在

「優勝劣敗，適者⽣生存」下，才能導致教育的進步。︒

      另⼀一⽅方⾯面，⾃自由化代表尊重受教者對教育選擇的權利，在教育⾃自由化後，

家長為其⼦子女的教育享有較多的選擇機會，以適應不同的社會階層及不同資質

者對教育的需求。︒教育⾃自由化也與社會及經濟的發展密不可分。︒在社會邁向多

元社會與經濟⾛走向⾃自由經濟後，對當前的教育措施也產⽣生了很⼤大的衝擊與影響。︒

教育是社會發展的⼀一環，⾃自應與社會脈動相⼀一致。︒在⾃自由化的精神下，才能夠

達到：反映品質，優勝劣敗，顯現特⾊色。︒從⾃自由經濟的觀點來看，教育⾃自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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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所產⽣生的效果是：(1)家長及學⽣生更滿意⾃自⼰己選擇的教育︔；(2)學校在相互競爭

後，素質才能提⾼高︔；(3)在⼲干預減少後，才能發揮學校的特⾊色。︒ 　　

    在⾯面臨教育⾃自由化的衝擊下，教育⾏行政部⾨門應該讓社會⼤大眾及家長與學⽣生對

教育活動有較多的參與機會，尊重家長對教育的選擇權利。︒近年來，教育部⾨門

開放舞禁、︑髮禁，與⾼高中畢業⽣生出國留學，以及賦予⼤大學更多的⾃自主權，師資

培養政策邁向多元化等，都是教育⾃自由化及多元化的表現。︒從經濟的觀點來看，

教育⾃自由化可以透過「市場機能」或「價格機能」的運作，讓學校的設置、︑學

費的訂定等擁有更⼤大的空間與彈性，政府不必加以管制或⼲干預，在公平競爭下，

教育才能夠進步（蓋浙⽣生，2008:08）。︒

⼆二、︑教育⾃自由化的內容

  至於教育⾃自由化的實質內容，以下謹從社會條件、︑教師角⾊色、︑學⽣生地位、︑課

程、︑教學與評鑑等⽅方⾯面，勾勒說明如下：社會條件⽅方⾯面：政治體制與社會結構

影響到教育的⾃自由化。︒單純的靜態社會發展為動態複雜的現代社會，教育的調

整⾰革新有其必要性，但是階層體制的⾏行政領導型態、︑⽼老年化的領導權⼒力結構、︑

財閥或「技術官僚」為主要勢⼒力的社會，教育難免成為政治意識型態的培訓機

構，教育如果必須配合⼈人⼒力需求⽽而調整其重點、︑規模或內容，則教育⾃自由化成

為紙上談兵。︒

      教育既有其培育政治⼈人才，促進社會流動、︑變遷與進步的功能，在社會條

件未盡有利的情況下，教育⾃自由化的重要與迫切尤其需要肯定。︒惟有經由教育

的⽅方式，形成民主與功績政治(meritocracy)的理念，培養多元參與的意願和領

導型態，以及⾃自我更新的權⼒力結構等，⽅方能期望真正的全民福祉。︒教師角⾊色⽅方

⾯面：教育⾃自由化非僅只是強調教師的⼯工作保障，消極性地免除值夜、︑收費等教

育性的⼯工作︔；更應強調教師積極表現其專業知能、︑發揮專業精神，實現價值創

造之愛的角⾊色。︒無論在教育⽬目標、︑課程設計、︑教學⽅方式、︑學習評量與診斷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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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教師均宜積極⾃自由地發揮和⾏行使其專業⾃自主權的角⾊色。︒教師不僅是受

雇於學校機構的「組織⼈人」，更應強調獨⽴立⾃自主的「專業⼈人」角⾊色。︒學⽣生地位

⽅方⾯面：學⽣生是學習的主體，教師只能促進學⽣生的學習，無法替代學⽣生學習。︒因

此諸如強迫出席，⾼高壓式的管理灌輸、︑點名，經常的考試、︑集體的責罰，以及

包班式的教學、︑無權申訴等等，均和教育的旨意有所悖離。︒

     教育⾃自由化因此要⿎鼓勵學⽣生主動的參與、︑學習，視學⽣生是獨特尊嚴的個體，

個別的差異或困難宜加適當的諮商輔導：學習的失敗宜從環境、︑制度與個⼈人因

素等多⽅方⾯面考量︔；師⽣生之間並非權威者和隨從者的關係，學⽣生的冤屈可以依法

申訴，學⽣生可以客觀理性地評量⽼老師……總之，學⽣生的地位由被動消極轉趨主

動積極。︒課程⽅方⾯面：傳統的課程保守平穩，範圍偏重歷史回溯性的知識精華，

教科書中充滿了經籍典章，真理與格⾔言，教育⾃自由化以後的課程範圍廣泛，往

往需要未來導向的設計。︒課程必須成為能夠適應社會變遷，反映師⽣生共同設計

的學習內容。︒課程既不受校園外在權威或意識型態的宰制，⾃自然能夠呈現多元、︑

創造、︑適合於個別化學習的特性。︒再則「潛在課程」之⽇日益重要，亦成為必然

之發展趨勢。︒教學⽅方⾯面：教學不能僅只限於訓練，背誦與記憶，教學不是以事

實和知識技能填塞學⽣生⼼心靈的活動，更不是藉由操縱、︑控制、︑制約和獎勵、︑懲

罰等⽽而使學⽣生達到外在的標準、︑效率或成功。︒（馮朝霖，2001:35）

      教育⾃自由化使教學成為配合學⽣生認知發展、︑思考⽅方式與學習習慣、︑學習特

性的⼀一種藝術，迥異於傳統的講述說教，教育⾃自由化強調的是互動性的、︑探索

式的教學⽅方式，如此⽅方能真正幫助學⽣生成為完整⾃自由⽽而能明智創造的⼈人。︒評鑑

⽅方⾯面：以往的教學偏重數量化的評鑑，著重形式上的標準答案，考試成為選擇

⼈人才、︑描述或區分能⼒力優劣的主要⼯工具，在競爭性的排名、︑評等中，難免要有

相當比例的淘汰率。︒但是教育⾃自由化的評量則不重視絕對性的解釋，期望提供

多向度的、︑開放性的答案，尤其⿎鼓勵學習上的多元發展、︑⾃自我競爭。︒評鑑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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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性質的診斷，是為了補救教學，提昇教學效果⽽而採取的活動。︒總之，教育

⾃自由化使學校從封閉的教學系統漸進轉化為開放的學習系統，最終極的關懷是

學⽣生能夠⾃自我導向的(self-directed)終⽣生學習，學校成為能夠不斷⾃自我增長的

(self-enhancing)學習樂園。︒

      上述說明的理想層⾯面雖然較多，卻也並非遙不可及。︒庫斯南第認為教育上

的真正問題在於教育者本身。︒如果今天的教育⼈人員不願意嘗試正確的教育，如

果我們不能⾃自動⾃自發地從事教育⾰革新，那麼教育⾃自由化將永遠只是⼀一項空談(⾼高

強華，2006:10)。︒

三、︑教育⾃自由化的影響

我們的教育太僵化，不能⿎鼓勵孩⼦子們思考。︒從教育的內容，到教育的⽅方法

都有問題，⽽而根本的問題在於教育內容太標準化，⽅方法太灌注化，⽼老師與學⽣生

都被束縛住了。︒因此正確的解決之道就是鬆綁。︒也就是給教育⼯工作者⾃自由，按

照他們的教育理想來辦學。︒教育並不是科學，並沒有通理，⽽而是理想、︑常識與

熱誠的事業。︒所以重視⾃自由與個性發展的英、︑美，從來就沒有國家標準，⽽而是

由各地各校⾃自⾏行擬定的。︒每所學校的校長在教育⽬目標與課程上與教師們共同決

定課程綱要，就像中國孔⼦子時代⼀一樣。︒英國政府覺得太過放任了，才在⼗〸十幾年

前訂定了最基本的標準，以保證學⽣生至少掌握基本語⽂文與數理知識，此外仍然

放任學校⾃自由發展。︒

不加束縛的學校呈現真正的多元化，在成熟的社會中不會迷失。︒⽼老師們的

觀點與理想不同，辦學的⽅方向有異，家長可以為⼦子女選擇適當的學校。︒辦不好

得不到⽀支持，⾃自然會被淘汰。︒可是這樣⾃自由放任的教育政策下，各校的發展也

不離譜，除了家長的要求外，最重要的就是升學與就業的需求。︒

很可惜的是，我國談教改，並未重視「鬆綁」。︒⼀一⾯面談要鬆綁，其實是越

鬆越綁。︒教改成為朝野⼀一致的呼聲之後，部長先⽣生們並沒有明確的主張。︒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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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改的先⽣生們的聲⾳音很⼤大，他們通常認為⾃自⼰己握有教改成功的鎖鑰。︒因此教育

改⾰革推動，就成為⼀一種⾏行政作業，由教育部的主管官員做成⽅方案，編列預算，

邀集主張教改的專家擬定政策，乃至課程標準，然後以部會予以實施。︒部長先

⽣生們隨政局上上下下，在教改的作業上，實在是被部屬推著⾛走。︒⾏行政機器⼀一旦

發動就回不了頭了。︒

其結果是，為了解除傳統教育的束縛，卻加上了新的枷鎖。︒⽼老師們對新的

制度不熟悉，又無權置啄，其後果不⾔言可喻。︒可是⼤大家都忘記了教育的成敗在

⽼老師身上。︒把學校的校長與教師當機器，由教育專家決定應如何教學，教些甚

麼，其實是比傳統的分科教學還要荒唐的。︒⾯面對僵化的問題，我國的教育需要

的是制度的⾃自由化，與教師們的理想與熱誠。︒其他都是次要的。︒（漢寶德，

2002:12）

貳、︑教育市場化之意涵

    教育市場化下，學⽣生(孩⼦子)與家長成為擁有⾃自主權⼒力的消費者，⽽而學校、︑教

師及相關教職員則是教育服務的提供者，並把學校視為教育服務的交換市場。︒

為學⽣生提供的教學課程及相關服務則是產品。︒教育市場化是指教育機構之經營

⼿手段應會透過市場化機制裡重視效率、︑效益與效能，將學校治理達到如同經營

⼀一間企業，充分發揮資源引進之績效，提升教育資源的運⽤用效率，以提供實現

⾼高等教育理念與精神，換⾔言之，教育機構希望投入最少資源發揮最⼤大效益。︒

⼀一、︑教育市場化的意義

      教育市場化的倡導者Milton Friedman認為透過市場機制的兩個核⼼心機能：家

長選擇與學校競爭，可以促進學校改⾰革提升教學績效、︑增進教育多樣化等，能

迎合學⽣生、︑家長和⼤大眾的需求與期待，亦可減少政府財政負擔，提升教育效能，

並解決公營教育系統中多年來難以去除的流弊。︒根據教育市場化概念（沈珊

珊，1997：30）這個概念的形成是基於下列五種轉變：（⼀一）世界上許多已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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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國家的⾼高等教育制度已由原來的精英型，演變成⼤大眾型甚至普及型。︒（⼆二）

⾼高等教育的使命不單是培育社會的領袖⼈人材更是滿⾜足⼈人⼒力市場的需要。︒（三）

傳統⾼高等教育⽅方法不能滿⾜足社會對⼈人材多元化的需求，⾼高等教育必須採取多樣

化的發展，其中包括：學⽣生類別、︑學習年期、︑課程內容、︑教學⽅方法、︑經費來源、︑

研究取向及機構規模等以應不同需求。︒（四）由於⾼高等教育學位因應市場需求

⽽而增加，導致政府財政負擔增加，政府決定削減這⽅方⾯面的財政⽀支出，因此令⾼高

等教育機構要⾃自籌財源。︒（五）為提升教育資源的分配和使⽤用效率，社會逐漸

關注⾼高等教育投入的學⽣生成本和取得的學術成果是否能夠迎合社會需要。︒

     所以教育市場化是指學校經營應透過市場化機制裡的重視效率(efficiency)、︑

效益(economy)與效能(effectiveness)，將學校治理達到如同「經營⼀一個事業體」

⼀一般，充分發揮資源引進之績效，提升教育資源的運⽤用效率，以提供實現⼤大學

理念與精神的充分條件，換⾔言之，不妨把教育市場化看做是⼀一種「管理主義」

(managerialism)，期能以最少的投入達到最⼤大的效果。︒

   其次，蔡姿娟（2002）認為：所謂教育市場化是把教育機構視為消費進⾏行的

場所，⽽而學⽣生與家長則視為擁有⾃自主性的消費者，學校教師、︑⾏行政⼈人員等則為

產品的⽣生產者，學⽣生則是產品。︒在此概念架構下，透過⽣生產者、︑消費者以及對

產品的供需，形成教育市場的概念，基本上有需求才有市場的存在︔；再者，將

學⽣生視為產品的物化概念是否恰當，又或者可將受教之歷程視之為產品，應可

再予釐清。︒Gintis（1995）研究教育市場化時，認為教育市場化有五項假設：

1、︑有許多供應商︔；2、︑產品性能應廣為消費者熟知︔；3、︑消費者是理性的且了

解⾃自身喜好︔；4、︑市場的價格由供需均衡來決定︔；5、︑產品係私⼈人財貨︔；透過這

五項假定以確⽴立教育市場的概念（蔡姿娟，2002:67）。︒ 

1、︑假定⼀一：有許多供應商 

        在教育市場中，允許同時存在許多提供教育的供應商︔；但要注意的是，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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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供應商間有了激烈的競爭，為了降低成本以賺取利潤⽽而採取的結盟或連鎖策

略，可能發⽣生「托辣斯」現象的發⽣生。︒再者教育供應商也可能因為競爭⽽而有使

所提供產品品質下降的疑慮。︒

2、︑假定⼆二：產品性能應廣為消費者熟知 

    消費者有權獲知產品的特⾊色與功能︔；所以家長在教育選擇權上，會就學校的

辦學⽬目標、︑效能、︑學⽣生學習表現成就等，獲知充分的資訊︔；學校提供的資訊越

詳盡，越能避免家長（消費者）局部理性的抉擇。︒提供產品訊息性能的⼀一個疑

慮是：當學校提供每位學⽣生的學習表現成就時，可能觸及「侵犯隱私權」的問

題，須加以考慮。︒

3、︑假定三：消費者是理性的且了解⾃自身喜好 

    消費者在選購產品時，能根據理性思維做出對⾃自⼰己有利的選擇︔；如家長的教

育選擇權會為⾃自⼰己的⼦子弟選擇有利於學習的學校。︒選擇的關鍵是：是否基於理

性思維︖？是否能排除⽂文化、︑宗教、︑族群等因素考量︖？是否具備教育專業︖？是否

考慮兒童內在需求︖？是否以單⼀一價值考慮（升學、︑距離等單⼀一因素）︖？

4、︑假定四：市場的價格由供需均衡來決定 

    市場上的最適價格，由供需均衡之市場機制決定︔；教育服務的品質，理論上

則由家長與⼦子女的教育需求和教育提供者之間協調決定。︒⽬目前我國國民教育階

段家長在市場價格的決定上似乎無權過問，如學費之調漲與否僅能由政府主管

教育單位所決定，另如書價，亦由政府逕⾏行與相關業界商定︔；此⼀一假定揆諸補

教業界，則確乎如此。︒ 

5、︑假定五：產品係私⼈人財貨 

   將教育的功能視為私⼈人財貨時，可以在市場上⾃自由交易，教育市場化如前述

定義，將學⽣生視為商品，或將教育的歷程與成果視為商品，均可認定係私⼈人財

貨︔；惟將⼈人視為財貨時是不能⾃自由買賣，⽽而視教育的歷程與成果為商品時，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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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習得的成果卻可透過轉授他⼈人知識，從中收取費⽤用的⽅方式，亦即以本身所習

得的知識進⾏行市場交易，⽽而獲取財物。︒（劉春榮，2011：72）

⼆二、︑教育市場化的影響

      教育市場化的倡導者Milton Friedman認為透過市場機制的兩個核⼼心機能：家

長選擇與學校競爭，可以促進學校改⾰革提升教學績效、︑增進教育多樣化等，能

迎合學⽣生、︑家長和社區的需求與期待，亦可減少政府財政負擔，提升教育效能，

並解決公營教育系統中多年來難以去除的流弊。︒然⽽而，教育市場化政策真正實

⾏行起來卻意料之外的影響，茲分述如下。︒

（⼀一）、︑教育市場化影響教師專業發展

   有學者認為教育市場化的副作⽤用體現於學校、︑教師、︑學⽣生及社會四⽅方⾯面︰    

教育市場化把教育的定位從「為社會作貢獻的公共產品(public  good)」轉移至

「學⽣生個⼈人投資增值的私⼈人產品(private  good)」，增加學⽣生的入學競爭與財政

負擔，從⽽而令家庭社經地位(social-economic  status)之⾼高低成為左右學⽣生教育機

會的⼀一⼤大關鍵因素。︒對學校⽽而⾔言，由於學校需於市場競爭，學校極可能改變以

往有教無類，以教育機會均等為本的辦學⽅方針，改⽽而「擇優⽽而教」，以至「擇

富⽽而教」，提升學校在市場的績效表現。︒對教師⽽而⾔言，教育市場化的影響主要

體現在教師專業性⽅方⾯面︰  (1)  引入學校的競爭屬負⾯面競爭，「合約常額」、︑

「半職教師」、︑「副教師」、︑「教學助理」等將會取代常額教席，影響教師職

業的穩定性及專業發展計劃︔；(2)  政府傾向以標準化霸權，透過監控與無⽌止境

的評核來確保和提升各學校的教育質素，為教師團隊營造強烈的危機感和挫敗

感，有礙教師之專業⾃自主，標準化霸權雖能剔出⼫尸位素餐的庸才，卻只能確保

教學活動符合最低⽔水準，它並不能⿎鼓勵，甚至反過來限制了教師創新或追求卓

越的空間。︒(3)  教育市場化改變了學校⽣生態，課程由教師主導，轉變至以消費

者(家長及學⽣生)所主導，從⽽而形成消費者霸權，改變中國社會傳統以來尊師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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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風氣，令教師進⼀一步「去專業化」。︒

（⼆二）、︑教育市場化擴⼤大貧富所得差距

       2005年美國談話性節⽬目「Oprah Winfrey Show」中就⾚赤裸裸地呈現了市場化

的教育現場實況： 全美最⾼高級的私⽴立學校設有僅次於醫院規格的健康中⼼心，還

有鋪著PU的⾼高級且健全的體育設施。︒學⽣生在課堂中⼤大多使⽤用個⼈人電腦，幾乎沒

看到有⼈人⽤用筆與筆記本作記錄。︒⽽而校⽅方雇⽤用了最⾼高⽔水準的教師採取多元的教育

⽅方式，使學⽣生能接受最⾼高級的課程。︒反觀的政府補助貧乏的公⽴立學校中，暖氣

依舊是以炭加熱的傳統式設備，學⽣生如果在校內感到不適，也得以克難的⽅方式

穿過數層樓梯送往保健室治療。︒每班的學⽣生數通常超過七⼗〸十名，課桌椅量等硬

體設施顯得不⾜足。︒學⽣生們在上層的講堂上課，底下則是⾳音樂教室，要在課堂中

集中精神更加困難，學⽣生們的課堂參與率⾃自然也跟著低落。︒⽽而這些學校就是專

⾨門給非裔與西班牙裔的美國⼈人或者低所得層的學⽣生上的。︒（楊深坑，2000：8）

        在這些貧窮學校中，即使有⽤用⼼心的學⽣生接受教師們幫助，但不管他們再努

⼒力、︑學的再⽤用⼼心，當⼤大學入學考試的難易度⼀一直隨著私⽴立學校學⽣生們的⽔水準在

調整時，這些學⽣生依然免不了要⾯面臨⼀一場極艱難的硬戰。︒這種「⾃自由競爭」的

教育⽅方式下場就是，國民的教育程度也呈現⾦金字塔狀，⽽而非整體⽔水準的提升。︒

使得美國在OECD主辦的「國際學⽣生評量計畫（PISA）」中，⼀一直無法脫離中

後段的排名位置，⽽而韓國教育的未來離美國的結果也相距不遠了。︒（譯註：

PISA主要針對學⽣生的科學、︑數學與閱讀能⼒力進⾏行三年⼀一次的跨國性的比較。︒原

⽂文作者譯為「國際學業成就度評比」）「以合作取代競爭」、︑「以過程取代評

價」、︑「以⼈人本取代利潤」「競爭」、︑「評價」、︑「排名」這三個詞彙在韓國

就好像下了巫術的咒語，如旋風般以集團式的狂妄氣勢的驅趕著韓國的教育。︒

然⽽而競爭的意義是什麼︖？這樣究竟是為了誰︖？為了什麼︖？只可惜⼤大多數的⼈人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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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思考的餘地，就像童話故事裡的村民被吹笛⼦子的男⼦子催眠⼀一般，就這樣⼀一股

腦地投入競爭的⾏行列。︒    

    其次，參考韓國的教育模式， 根據李佳欣的研究，南韓前總統李明博的政策

藍圖主要是透過將地⽅方與學校依評鑑分類，給予有差異的資源補助，未來學校

將清楚地配分為以「⾼高所得層」為招⽣生取向的⾼高級私⽴立學校、︑少數有特權才能

就讀的「寄宿型公⽴立學校」，以及被政府資源排除在外的⼀一般貧窮學校。︒也就

是說，韓國教育將呈現兩極化現象，對⼀一般家庭的⼦子女來說，想進入私⽴立學校、︑

寄宿學校，可能比駱駝穿過針孔還難。︒「⼤大學入學⾃自主化」使情況更加惡化，

韓國⼤大學的入學考試，甚至開始依照⾼高級私⽴立學校與特殊⾼高中的⽔水準來調整。︒

研究者認為這樣來看，韓國將完成⼀一個從初、︑中等教育以致於⾼高等教育都對⾼高

所得層的絕對有利的教育環境。︒毋庸置疑地，情況越發展下去，專⾨門招募有錢

家庭⼦子女來賺取⼤大筆利潤的私⽴立學校財團、︑進駐濟州島的國際學校財團，以及

因需求⽇日益升⾼高⽽而開⼼心到流淚的私⽴立教育市場，都將⼀一天⼀一天興盛起來（李佳

欣，2008:67）。︒但韓國學⽣生們的無限的創意與感受⼒力是否因無法就讀這樣的學

校⽽而逐漸消失，另外，也因此衍⽣生出⼈人權岌岌可危的情形，因為⼤大學⽣生因無法

繳出學費⽽而上吊、︑國中考⽣生疲於應付競爭的⽣生活跳樓⾃自殺的案例層出不窮，但

無論如何，這些殘忍的競爭代價，正被另外⼀一群⼈人不慌不忙地，⼀一點⼀一滴存在

⾃自⼰己的⾦金庫裡。︒在PISA評量中，曾蟬聯多次榜⾸首的國家—芬蘭，其創造教育奇

蹟的祕訣又是什麼︖？他們獨特的教育哲學是「不放棄每⼀一個孩⼦子」，即使是特

殊學⽣生，都願意以⼩小規模的教育模式，發展學⽣生個別的獨特能⼒力，與市場化、︑

菁英導向的教育⽅方式恰好相反。︒其他做法還包括：「政府⼀一律提供充分、︑沒有

差別的補助」、︑「不追求標準答案的創造⼒力教育」、︑「⿎鼓勵合作互助⽽而非競

爭」、︑「重視學習過程⽽而非評價結果」、︑「培養九個才能多元的學⽣生甚於⼀一名

數學菁英」。︒（楊瑩，1 9 9 4：5 8）對比上述的經驗，很顯然地，任何教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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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若只是為了圖利那些把教育當成賺錢⼿手段的⼈人，或者只是為了栽培前百分

之⼀一的有錢⼈人，都是沒有未來的。︒⾯面對其他國家不同的教育政策及理念，我們

的教育政策能發揮什麼樣的功能呢︖？未來我們的教育是否邁向教育⾃自由化與市

場化值得我們好好思量

參、︑教育市場化與績效管理

       教育市場化影響層⾯面很廣，所以研究者試著討論教育市場與績效管理之間

的關係。︒⾸首先，教育市場化表⽰示教育朝向市場導向，此部分包含兩個層⾯面，其

⼀一是指經濟學所說的市場化或⾃自由化，包含了組織需要透過市場⼒力量的運作以

刺激競爭及有效提升組織的⽣生產等。︒其⼆二是指⾏行銷學所說的以消費者為中⼼心的

市場，包含組織必須系統化地研究消費者的需求、︑態度、︑觀點、︑偏好及滿意的

程度，並設計且⽣生產了消費者所需要的產品或服務，透過適當的溝通、︑定價、︑

通路等有效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並同時創造利潤，以完成組織的⽬目標。︒

   其次，績效管理也包含兩個層⾯面：其⼀一是指組織的願景達成，組織利⽤用績效

資訊的整合，設定組織內部眾⼈人同意的績效⽬目標以管理之，其意義包含了組織

進⾏行資源配置與優先順序的排列、︑決定是否維持既定計畫⽬目標、︑及瞭解符合或

未符合⽬目標等管理的過程。︒其⼆二是指組織內員⼯工的⼯工作執⾏行，能在最短時間，

製造出⾼高品質的產品，意義包含了以最低成本，最短時間讓員⼯工在最安全的狀

況下，產出⾼高品質的產品或服務給顧客的管理措施（歐東華，2009:124）。︒

⼀一、︑教育市場化趨勢下的學校經營策略

        在⽬目前教育改⾰革尚未調整穩當，市場化與家長選擇權⽇日益⾼高漲的狀況下，

各中⼩小學校為有效提昇學校經營效能，以增進教育品質，可採⾏行的策略如下所

述：

（⼀一）提升學校之競爭⼒力與強化辦學效能：1、︑增進教師專業，積極提升教師

素質。︒2、︑發展學校特⾊色，落實本位管理。︒3、︑多元適性教學，開展學⽣生優勢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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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4、︑加強溝通宣導，發揮媒體⽂文宣效能。︒ 

（⼆二）形塑學校專業形象，建⽴立⼜⼝口碑品牌：1、︑建⽴立多元溝通管道，隨時收集

家長需求意⾒見，適切回應。︒2、︑發揮媒體⽂文宣功效。︒

（三）學校組織再造，發揮「主動、︑積極、︑彈性、︑應變」的領導風格  1、︑⾏行政

組織扁平化與任務導向的⼩小組運作 2、︑決策機制透明化、︑合理化 

（四）建⽴立家長參與校務運作之合宜機制1、︑班親會及班級事務運作、︑家長參

與學⽤用品採購意⾒見與事務。︒2、︑建⽴立參與家長會的機制。︒ 3、︑辦理各年級家長說

明會及親職講座。︒  4、︑辦理家長成長團體。︒  5、︑校務會議邀請家長代表列席，

⽂文件資料妥予公告週知。︒

（五）校友會組織的成⽴立與活動辦理

（六）引進外部資源，與社教機構、︑學術單位、︑社區產業、︑團體建⽴立策略聯盟

⽀支援網路。︒

        教育乃⼀一國發展百年⼤大計之根本，教育市場化與強調教育選擇權的改⾰革趨

勢雖有其正⾯面意義，然⽽而所帶來的負⾯面效應亦不容⼩小覷︔；公⽴立中⼩小學之學校經

營必須謹慎因應，避免⼀一時舉措失當，學校急遽萎縮，造成教育「公共財」的

損失︔；建議教育主管單位之興⾰革意⾒見如下：

（⼀一）、︑確保公辦教育品質，落實教改⽬目標：教改的主要⽬目標，⾸首先就在於「把

每位孩⼦子帶上來」的教育理念，為達成此理想⽬目標，就必須把「每間學校帶上

來」︔；執⾏行政策的過程，避免純然從經濟的角度思維效益，應兼顧公平正義的

原則，以此之故，⾸首要確保公辦學校的教育品質，確使弱勢家庭、︑群體、︑個⼈人

所受之教育能獲得同樣的競爭能⼒力，減緩 M型社會分化對教育的影響。︒

（⼆二）、︑開放競爭機制，需兼顧教育公共財的理念：引進教育市場化導向及適

度開放家長選擇權的競爭機制，固然有助於中⼩小學校凝聚其內部的危機意識，

藉以提升各校經營效能，然⽽而政府仍應秉持教育公共財之理念，各地區中⼩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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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不宜輕易裁併，適時協助辦學條件不利學校，⽽而對各校間的不當競爭則應妥

擬對策因應，在未來新⽣生⼈人⼜⼝口數持續探底的情形下，可預期各校間將上演「搶

⼈人⼤大戰」的戲碼︔；如何兼顧各社區學校之均衡發展，維持學校間的良性競爭，

以避免教師超額問題影響⼯工作情緒，校園內部氣氛緊張不安，將是刻不容緩的

議題。︒

⼆二、︑⾼高中職教育朝向市場導向與績效管理

   論及⾼高中職教育朝向市場導向與績效管理，我們可以發現將有以下的影響：

⾼高中教育之市場導向：當⾼高中職教育進入⽣生存競爭的市場導向環境時，有幾項

趨勢正在演變成形當中：(⼀一)當政府補助的經費逐漸刪減時，開拓能增加收入

的商業性活動，例如租借活動中⼼心或會議場所、︑出售圖書、︑或游泳池與活動中

⼼心的委外經營。︒

(⼆二)⾏行銷理念提醒學校要瞭解消費者選校的標準，並將⾏行銷拓展到影響其決定

的重要⼈人物(例如家長、︑國中教師、︑學長等)。︒

(三)⾏行銷市場區隔化和產品定位概念的運⽤用，能提供⼀一個仔細思考學校⽬目標定

位的參考架構，幫助學校確認本身的類型、︑主要的功能及更具特⾊色、︑更有市場

競爭⼒力的發展⽅方向。︒

(四)強化課程時以消費者的需求作為構思的起點。︒以求適切性及提升社會的滿

意度。︒

    其次，⾼高中職教育之績效管理⽣生存壓⼒力伴隨者市場競爭，將會導引著整體教

育進入講求績效的環境：

(⼀一)因為對⽣生產效率的強調，⾼高中職校務的經營必須具備企業化精神，例如採

購或辦理活動都必須精算品質成本。︒

(⼆二)財務的有效運⽤用狀況、︑訓輔績效、︑社會評價等都是考驗⾏行政部⾨門的績效指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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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校建⽴立教師聘任及教學評鑑制度，教師被要求在教學、︑班級經營、︑課程

研究各⽅方⾯面能加強競爭⼒力，並接受評鑑，逐步建⽴立教師分級制及建⽴立不適教師

的淘汰制(四)建⽴立績效管理的願景，強化全校各階層的⾏行政能⼒力，包含職員及

教師兼⾏行政職之⼯工作績效。︒例如:公⽂文處理時限的考核。︒（徐明珠，2004:68）

三、︑市場導向與績效管理對⾼高中教育之影響與意義

      當⾼高中職教育⾛走向普及化，學校為了⽣生存，「競爭」的命題更加醒⽬目：市

場導向與績效管理的共同連繫正在於「競爭」，這當然會為⼗〸十⼆二年國教教育帶

來⼀一些正向影響與負⾯面影響：正向影響：

(⼀一 )消除壟斷，增加學⽣生及家長的選擇。︒刺激競爭、︑促進社會資源的分配效

率，提升教育的⽣生產功能。︒

(⼆二)促進學校建⽴立校務的明確⽬目標，學校能積極地轉化願景，描繪未來圖像，

激發⾏行政⼈人員的意志，落實⾏行政策略，與學校願景結合，創造績效，發展學校

特⾊色。︒

(三)重視⼈人⼒力資源的規劃，能「兼顧整體資源的應⽤用、︑社會的需求及市場的機

能。︒」(教育部,1995：79)，亦即有效進⾏行課程設計與各項⾏行政措施的績效管理

(四)引進競爭市場機制，推動教師聘任制及教學評鑑制度，激發教學⽔水準，⿎鼓

勵提升專業素養，在績效管理中將⼈人⼒力資源的運⽤用做有效率地提升。︒ 

         當然可能也會出現負⾯面影響：

(⼀一)績效管理容易變成只為追求短期⽬目標。︒帶領校務經營的⾏行政部⾨門，為迎合

眼前市場導向的趨勢，講究經費與資源的短期使⽤用績效，容易喪失對學校教育

裡屬於長期規劃願景的投入

(⼆二 )校長將⼼心⼒力多投注於學校經費，成為⼀一位教育的公關⼈人與學校的促銷⼈人

員。︒容易失去教育⼈人⽂文素養的理想與風範，對教育所強調的促進「⼈人的⾃自我實

現」等抽象價值⽬目標可能產⽣生嚴重衝突。︒

�109

 



(三)以年度考評為原則來強調績效，但部份教育⼯工作乃屬於長期耗費⼈人⼒力、︑物

⼒力，又不易⾒見到成果的，很容易地就被短期又回收快的教育⼯工作所取代。︒因此

過度強調績效管理，容易扭曲學校教育的理念。︒(吳麗真，2014:56)

      所以市場競爭迫使教育機構採取以內部與外部消費者為中⼼心來規劃學校發

展與經營。︒任何⽣生產者──消費者的關係，交換的完成都有賴供應與需求雙⽅方

溝通、︑搓商。︒學校教育機構必需考量⾃自校的特定功能、︑教育理念與發展特⾊色作

為對消費者的回應。︒其實這也就是各校能⾃自主發展很重要的關鍵，若⾼高中職各

學校都能有⾃自⼰己的特⾊色，發展出該校的本位課程滿⾜足消費者（學⽣生）需求的同

時，也要完成組織（學校）的⽬目標，這其實是雙贏的結果，如此也才是市場導

向與績效管理的最⾼高境界，這與⽬目前已實施的⼗〸十⼆二年國教政策其實是相輔相成

的，但我們的執政當局是否能以此為借鏡，思量未來如何朝向⾃自由化和市場化，

使我們的教育鬆綁朝向更多元的未來發展，值得政府當局仔細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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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訪談研究設計與結果分析

第⼀一節 研究設計

壹、︑研究取向

⼀一、︑質性研究意涵與⽅方法

        質性研究是⼀一種避免數字、︑重視社會事實的詮釋。︒質性研究蘊含著不同的

研究策略,  當這些研究策略具有下列幾項特質才可被視為是質性研究:  (⼀一)在研

究過程所收集的資料,是屬於⼈人、︑地、︑和會談等軟性(soft)資料,且這些資  料有豐

富描述(thick  description)。︒  (⼆二)研究問題並不是根據操作定義的變項⽽而發展,相

反的是在複雜的情境中逐漸形成 概念架構。︒ (三)整個研究的焦點可以在資料收

集過程中逐漸清晰,⽽而不是在研究開始就設定等待研究者回答問題或等待研究結

果驗證的假說。︒  (四)任何對研究現象或⾏行為的理解,必須深入了解被研究者的內

在觀點,外在可看⾒見的因素往往只是次要的。︒  (五)資料收集過程較偏重在被研究

者的⽇日常⽣生活情境中 ,與被研究者做持久的接觸與互動 ,從這些互動經驗中來收

集全⾯面式的資料。︒從⽅方法與策略層次來界定質性研究,可以看到質性研究所重視

的是研究者⾃自然的情境下 ,透過個案研究、︑個⼈人⽣生活史、︑歷史回溯、︑訪談、︑觀

察、︑互動或視覺等資料 ,來進⾏行完整且豐富的資料收集過程 ,進⽽而深入了解研究

對象如何詮釋社會⾏行為之意義。︒因此 ,質性研究者在整個研究過程 ,必須充分理

解社會現象是⼀一種不確定的事實。︒通常 ,質性研究者必須在⾃自然的情境中 ,透過

與被研究者密切的互動過程 ,透過⼀一種或多種的資料收集⽅方法 ,對所研究的社會

現象或⾏行為進⾏行全⾯面式的、︑深入式的理解。︒ 

⼆二、︑質性研究信度與效度

       本論⽂文採取質性研究，但質性研究的可信度決定於三個不同卻有相關的研

究因素：1.蒐集⾼高品質資料的技術和⽅方法，這些資料應當是經過細密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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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到效度、︑信度和三角測量。︒2.研究者的信譽，取決於訓練、︑經驗、︑背景、︑

地位和⾃自我的表述。︒3 .現象學派中的哲學信念，即對⾃自然主義研究、︑質的⽅方

法、︑歸納分析和整體性思維的基本認識。︒信度的測量⽅方法有三：1.狂想信度：

對不同的個案，持續不斷的採⽤用同⼀一種應對⽅方式。︒2.歷史信度：不同時間所測

結果的相似性。︒3.同步信度：同⼀一時間內，產⽣生相似的研究結果。︒效度的測量

⽅方法有以下三種：1.明顯效度：測量⼯工具和觀察現象非常密切的配合，並提供

有效的資料。︒2.⼯工具效度：某⼀一測量⼯工具所得到的資料與另⼀一個被證實有效的

⼯工具所測得的資料相當接近。︒3.理論效度：所蒐集的資料與研究所根據的理論

架構相呼應。︒(王⽂文科，1997:57-68)

       因為質性研究中要求的「信度」和「效度」與量化研究並不相同，因此⾯面

對質性研究可能受到的質疑，所以研究者採取下⾯面幾種資料檢核的⽅方式，希望

能提⾼高研究的可信賴度，分述如下：1.不同對象的訪談檢核。︒2.訪談者基本背

景資料檢核和時間取樣。︒故⽽而針對本論⽂文有關⼗〸十⼆二年國教政策教育資源問題之

訪談分析，採取重點訪談法，其次是對訪談者基本資料做進⼀一步的檢核，以利

做完整⽽而嚴謹的分析。︒

(⼀一) 、︑研究者本身

       研究者本身⼤大學就讀臺北⼤大學公共政策學系，因⽽而對於教育政策議題較為

有興趣，就讀碩⼠士班時進⾏行研究的論⽂文題⽬目-從國民教育權及競爭績效看我國教

育券政策，亦是跟教育政策有關，其次，任教於慈濟⾼高中已達⼗〸十四年時間，在

教育⼯工作崗位接觸此些議題已有⼀一段時間，所以此題⽬目是碩⼠士班論⽂文題⽬目的再

延伸，隨著⼗〸十⼆二年國教的實施更有許多的問題，有待在教育現場第⼀一線的我們，

提出建議之道，讓⼗〸十⼆二年國教實施更臻於完美。︒

（⼆二）、︑訪談者及訪談成員選擇

1、︑教育政策規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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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能夠真正了解⼗〸十⼆二年國教政策當初規劃時的⽤用意，所以在訪談時選擇

了兩位⽬目前任教於⼤大學的學者，此兩位學者從教育部退休前，曾長期擔任政策

規劃的角⾊色，尤其⼗〸十⼆二年國教政策的規劃設計更是非常明瞭，所以研究者邀請

這裡位學者進⾏行深度訪談，試圖了解當初規劃者設計的想法與⽤用意。︒

2、︑現任公私⽴立⾼高中職校長

      研究者因居住於臺南，故就近以⼤大臺南市為範圍，透過師長的引薦邀請了

四位公私⽴立⾼高中職校長做訪談，試圖透過學校經營者第⼀一⼿手的觀察理解各學校

⾯面對⼗〸十⼆二年國教的實施帶來的影響，也試圖經由校長們所提供的意⾒見，希望能

在⼗〸十⼆二年國教實施後，針對產⽣生的問題提出修改之建議，讓教育政策實施更符

合⼈人民的需要與期待。︒

3、︑就讀公私⽴立國中之家長

      由於研究者所寫之研究題⽬目是有關⼗〸十⼆二年國教政策，故邀請⽬目前家中有就

讀國中之家長做為焦點座談之對象，研究者透過深度訪談，希望透過家長的意

⾒見，讓研究者就此議題去理解家長的想法與了解他們所提出的看法，從⽽而讓研

究者在論⽂文資料中增加更多元的不同聲⾳音，也反映更多不同的意⾒見，相望透過

研究建議讓⼗〸十⼆二年國教政策的實施更臻於完善。︒

（三）、︑資料搜集與分析策略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資料蒐集⽅方法，使⽤用多重資料來源，以達到資料之間

的相互交叉印證，維持資料的品質與可信度。︒本研究資料來源包括學術⽂文獻，

相關學術論⽂文及期刊，深度訪談錄⾳音逐字稿等，將⼤大量資料消化整理之後，留

下具有意義及可與研究主題相契合的資料使⽤用。︒

三、︑訪談技巧與特點

（⼀一）、︑訪談技巧

        訪談是⼀一種社會交往過程，訪談中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之間形成了⼀一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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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互動關係，訪問資料正是透過這種社會互動得到的。︒因此 ,訪問的成敗 ,在很

⼤大程度  上取決於研究者對這種社會互動過程組織的良窳,研究者只有在這種互

動中,與研究參與者建⽴立起基本的信任與感情,並根據對⽅方的實際情況進⾏行訪談,

才能使受訪者積極提供資料。︒被調查者⼀一般是陌⽣生地⽅方的陌⽣生⼈人,他們又往往不

樂意主動提供資料,此外,  這些⼈人都是有思想、︑有感情、︑有⼼心理活動的⼈人,因此這

種⼯工作並非容易,  所以研究者必須具備良好的訪談技能,並能掌握和靈活運⽤用訪

談的各種技巧。︒⼀一般來說 ,訪問⼤大體可分爲訪問準備 ,進入訪問 ,訪問過程的控

制、︑結束訪問等幾個階段。︒

（⼆二）、︑訪談特點

        訪談法的最⼤大特點在於訪談是⼀一個⾯面對⾯面的社會交往過程，研究者與研究

參與者的相互作⽤用，相互影響貫穿調查過程的始終，並對調查結果產⽣生影響。︒

這就是說，⼀一⽅方⾯面訪問者蒐集的資料，形成的意⾒見看法等要受到參與研究者的

看法與想法的影響。︒訪談法的特徵是其他調查⽅方法不具備的，這就使訪問法不

僅能蒐集到其他調查⽅方法所能蒐集到的資料，⽽而且還能獲得其他調查⽅方法所不

能獲得的資料，這⼀一種資料正是透過研究者與參與研究者相互刺激與互動得到。︒

訪談既然是⼀一種⾯面對⾯面的社會交往，因此交往成功與否將決定於調查品質的好

壞，這也使訪問具有很強烈的個⼈人⾊色彩，所以研究結果常常取決於訪問者個⼈人

的⼈人際交往能⼒力，訪問技巧的熟練程度以及對訪談過程的有效控制。︒ (維基百

科)

        因此，訪談法⼀一⽅方⾯面能較其他調查⽅方法獲得更多、︑更有價值的社會情況，

另⼀一⽅方⾯面它也是⼀一種較其他社會調查⽅方法更複雜，更難以掌握的社會調查⽅方法。︒

訪談包括結構式訪談、︑非結構式訪談和半結構式訪談三種⽅方式，這也使得它既

能⽤用於量化研究，也可以⽤用於質性研究，既可以⽤用於⼤大規模調查，又可以⽤用於

⼩小規模研究;  既可以瞭解主觀動機、︑感情、︑價值⽅方⾯面的問題，又可以瞭解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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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既可以瞭解現時資料，又可以瞭解歷史資料，即長的歷史發展和短的歷

史變化，既可以⽤用在驗證某種假  說或理論，又可以⽤用在提出假說和理論，既可

獲得語⾔言提供的訊息，又可以獲得⼤大量非語⾔言提供的訊息，既可以⽤用於教育⽔水

準⾼高的調查對象，又可以⽤用於教育⽔水準低的調查對象。︒因此，與其他調查⽅方法

相比，訪問可以獲得的資料更豐富，實⾏行起來也更靈活，彈性更⼤大，應⽤用範圍

更廣泛，且有利於對問題進⾏行更深入的探索。︒此外，環境可控制性⾼高是訪談法

的另⼀一⼤大優點，當訪問對象對問題不理解或誤解時, 研究者可及時引導和解釋，

當研究參與者的回答不完備或不準確時，研究者可以當⾯面追問，當回答出現明

顯錯誤時，可以當場進⾏行糾正，⽽而且可以確保獨⽴立回答問題不受⼲干擾。︒因此，

訪問法可提⾼高調查⼯工作的可靠性，並可對獲得的資料進⾏行效度和信度的評估 , 

當將兩種訪問結合使⽤用時，不僅可以提⾼高研究⼯工作的信度，且可以提⾼高其效度。︒

訪談法還可以充分發揮研究者的主動性和創造性，訓練和培養他們的想像⼒力、︑

⼈人際交往能⼒力以及對事物的洞察⼒力，激發他們對問題的新的認識和解決問題的

新思路。︒(王⽂文科，1997:˙70-72)

        綜上所述，因為訪談法是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互動的過程，雙⽅方具有不同

的價值觀、︑社會經驗、︑社會地位及思想⽅方式，這些主觀因素會導致訪問誤差，

因為雙⽅方都無法做到完全客觀，互不影響。︒ 對於敏感性問題、︑尖銳問題和隱私

問題，被訪問者⼀一般不願當⾯面回答，或者不作真實回答，這些都會對訪問結果

產⽣生不利影響，有關此類問題不宜⽤用訪問法進⾏行調查。︒由於本論⽂文之訪談設計

並沒有此些問題，所以不致出現此類問題，此外，無法⽤用語⾔言表達的經驗、︑情

感過程，如同情、︑厭惡、︑迴避等，以及 許多⼈人的互動資料、︑⼼心理經驗、︑身體的

動作以及場所與速度的變化等社會測量的資料都不宜或無法⽤用訪問法獲取，⽽而

需要⽤用觀察法或其他調查⽅方法獲得。︒此外，與其他調查⽅方法相比，訪問調查的

費⽤用較⾼高，費時較長，需要的⼈人⼒力較多,  因⽽而限制了它的規模，這些雖是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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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缺點，但研究者考量本論⽂文之研究主題有必要參酌教育政策規劃者、︑教育

現場的師長及就讀國⾼高中家長之意⾒見，所以採取了重點訪談法。︒

貳、︑研究⼯工具設計

        關於質性研究⽅方法，⼤大致有以下幾種

        ⼀一、︑訪談法(Interviewing) (⼀一)結構式的訪談(Structured Interview) 指研究者

在訪談過程,運⽤用⼀一系列預先設定的結構式的問題,進⾏行資料收集的⼯工作。︒  (⼆二)

無結構式的訪談(Unstructured  Interviews)  研究者在進⾏行訪談過程,毋須預先設計

⼀一套標準化的訪談⼤大綱作為訪談的引導指南。︒ 

       ⼆二、︑觀察法(Observation) (⼀一)參與觀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 研究者為了

了解⼀一特定之現象,運⽤用科學的步驟,並輔以特定之⼯工具,對所觀察的現象或⾏行為,

進⾏行有系統的觀察與記錄。︒(⼆二)非參與觀察法(Nonparticipant  Observation)  強調

研究者不需要直接進入被研究者的⽇日常活動場域 ,研究者置身於被觀察的⽣生活 

世界之外,從旁觀者或局外⼈人(outsider)的角度與⽴立場,來了解現象或⾏行為的意義。︒ 

       三、︑檔案⽂文獻法(Documentation) 原始性檔案⽂文件分析。︒

      四、︑開放式問卷法(Open-ended Questionnaire) 它不強迫受訪者去適應預先所

想好的答案。︒⼀一旦受訪者瞭解問題的意圖,他們可以⾃自由地、︑⾃自發地運⽤用他們⾃自

⼰己的語⾔言來表達其想法。︒四、︑次級資料法(Secondary  Qualitative  Study)  次級資

料分析是運⽤用他⼈人蒐集的資料⽽而得的研究發現。︒如:企業報告、︑簡介、︑政策  說

明。︒

      五、︑符號互動研究(Symbolic Interaction Study) 對企業或個⼈人之⾏行為訊息的

觀察分析。︒⼈人的姿態、︑語⾔言、︑⽂文字都直接或間接影響社會的結構。︒把符號互動

研究歸納為以下六點:

(⼀一)⾃自我和社會不是分裂的結構,⽽而是⼈人際符號互動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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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語⾔言是⾃自我形成的主要機制,⼈人和動物的區別在於⼈人能使⽤用這種符號,⼈人際符

號 互動經由⾃自然語⾔言來實現,⼈人透過語⾔言這⼀一機制認識他⼈人。︒

(三)精神是社會過程的內化,這個內化過程實際是⼈人的⾃自我互動過程。︒

(四)⾏行為是⼈人在⾏行動過程中⾃自⼰己設計的,並不是⼈人對外界的機械反應,⼈人在符號互

動 過程中,逐漸學會在社會允許的範圍。︒

(五)⼀一個⼈人的⾏行為受他⼈人關於情境定義的影響。︒(六)⾃自我有客觀我和主觀我,⼈人

既是社會的⼈人,又是具有獨⽴立性的主體。︒(王⽂文科，1997:112-134)綜合以上所述，

可知質性研究的研究⽅方法種類甚多，在本論⽂文中，研究者則使⽤用了以下三種研

究⽅方法，茲分述如下。︒

⼀一、︑重點訪談法

        本論⽂文之訪談研究是非結構式訪談中的重點訪談法又稱集中訪談，它是集

中於某⼀一經驗及其影響的訪問。︒這種⽅方法可作爲⼀一般性的訪問⽅方法，並在對⼤大

衆傳播，如廣播、︑電視、︑出版品、︑電影等社會及⼼心理效果的研究中多次使⽤用這

種⽅方法。︒ 重點訪談法的重點不是指對調查物件的重點挑選，⽽而是訪問所側重的

內容。︒它的具體作法是: 1.選擇⼀一定的情境，並將調查物件安排到這⼀一預先設置

好的情境裡，例如讓他們看 ⼀一場戰爭題材的電影，聽⼀一段流⾏行⾳音樂，參加⼀一次

⼼心理實驗或閱讀⼀一篇⽂文章，或是選擇那些曾經歷這種情境的⼈人作訪問物件。︒  2.

然後對他們進⾏行訪問，調查他們在情境當中的主觀經驗，即個⼈人對情境的認識

與 解釋，這種主觀經驗即是重點訪問的重點所在。︒

        重點訪談法是建⽴立在這樣⼀一種假設基礎之上的,即透過某種刺激,可使調查

物件在情境上産⽣生特殊的反應。︒研究者從這些反應獲得訊息 ,再加以解釋。︒因

此 ,研究⼈人員們需事先對情境本身進⾏行研究 ,即對這⼀一情境過程的主要因素、︑模

式以及條件結構等進⾏行深入分析 ,從中得出關於研究問題的⼀一套假說 ,並根據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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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假說編制出有關訪問的問題,  然後根據這些問題進⾏行訪問,搜集有關個⼈人反應

經歷或特殊情感的資料。︒因此 ,重點訪談嚴格來說應當是半結構的 ,⽽而不是完全

無結構的 ,因爲訪問問題即使措詞沒有事先確定 ,但問題的內容是事先就確定

的。︒在實際調查中 ,研究者所預設的問題往往包括兩個部分:⼀一部分是標準化的

問題,⼀一部分是開放式的問題,由被調查者⾃自由地陳述⾃自⼰己的⼼心理經驗與反應,訪

問員可根據情況 ,隨時提出新問題 ,調整預設的問題。︒好的訪問員運⽤用特殊的訪

問技巧能發掘出事先未曾預料的⼤大量新資料。︒重點訪談在分析特殊經驗所引起

的態度變遷上 ,效果較⼤大 ,因此常被社會⼼心理學家⽤用來研究⼤大衆傳播的效果。︒這

種訪問都是以⼀一個預先的假設爲基礎,因此還常常被⽤用於證實以前有關⼈人類情境

⾏行爲假說的正確程度。︒但在這種類型的訪問中往往搜集到的是許多不可比較的

材料,因⽽而分析解釋⼯工作難度較⼤大。︒此外這⼀一⽅方法的運⽤用需要⾼高度的技巧與想像

⼒力,這也給它的廣泛應⽤用帶來困難。︒ 

⼆二、︑⽂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主要指搜集、︑鑒別、︑整理⽂文獻，並通過對⽂文獻的研究，形成對事

實科學認識的⽅方法。︒由於⽂文獻分析法和內容分析法有共同的對象，都不與⽂文獻

中記載的⼈人與事直接接觸，因此，都稱為非接觸性研究⽅方法。︒⽂文獻分析法是以

「系統⽽而客觀的界定、︑評鑑並綜合證明的⽅方法,其主要⽬目的在於了解過去、︑洞察

現在、︑預測將來。︒本研究透過國內外重要的電腦資料庫及網際網路,檢索與數位

保存、︑保存後設資料有關的書⽬目資料 ,進⼀一步蒐集資料 ,包含圖書出版品、︑期刊

論⽂文、︑各研究計畫網⾴頁。︒最後做整理與分析,藉由⽂文獻探討來了解國外的發展情

形與現況,並以此建⽴立本研究的基本架構。︒ 

        從教育科學研究的全過程來看，⽂文獻研究法在科學研究的準備階段和進⾏行

過程中，經常要被使⽤用。︒⽂文獻研究法的⼀一般過程包括五個基本環節，分別是：

提出課題或假設、︑研究設計、︑搜集⽂文獻、︑整理⽂文獻和進⾏行⽂文獻綜述。︒至於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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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文獻的渠道多種多樣，主要有：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社會、︑科學、︑

教育事業單位或機構，學術會議、︑個⼈人交往和計算機互聯網（internet）。︒ 搜集

研究⽂文獻的⽅方式主要有兩種：檢索⼯工具查找⽅方式和參考⽂文獻查找⽅方式。︒檢索⼯工

具查找⽅方式指利⽤用現成（或已有）的檢索⼯工具查找⽂文獻資料。︒現成的⼯工具可以

分為⼿手⼯工檢索⼯工具（⽬目錄卡⽚片、︑⽬目錄索引和⽂文摘）和計算機檢索⼯工具兩種。︒參

考⽂文獻查找⽅方式又稱追溯查找⽅方式，即根據作者⽂文章和書後所列的參考⽂文獻⽬目

錄去追蹤查找有關⽂文獻。︒ 

第⼆二節 研究程序

       深度訪談係質性研究法中蒐集資料的⼀一種基本⽅方法,不若量化研究所強調的

驗證假設、︑找出因果關係及建⽴立通則,⽽而是希望在實際的場域中發現事實真相。︒

深度訪談旨在發現被訪問者的莧點 ,蒐集特定爭論問題或事件的訊息 ,透過深度

訪談亦希望發現⼀一些重要因素,這些因素並非表⾯面的觀察或統計數量的比對所能

獲得,其深度意涵也絕非傳統問卷調查可以比擬。︒深度訪談的前置作業是做好訪

談設計,就研究者所欲瞭解的特定議題,擬定訪談題綱,再經由訪談的互動過程中,

了解原來題綱  不⾜足之處,⽽而加以增添修改。︒（維基百科）  茲將本節分為個案選

取、︑訪談設計、︑訪談技巧三部分說明:

壹、︑個案選取

        量化研究與質的研究在⽅方法上之差異,可⽤用彼此抽樣⽅方法的不同 基礎與邏

輯性來說明。︒⼀一般來說 ,質的研究集中深入地研究精⼼心選擇、︑數量較⼩小的樣本 ,

有時甚至只有⼀一個個案(即 N=1);量化研究 ⼀一般選⽤用隨機選擇的、︑數量較⼤大的樣

本。︒兩者不但在抽樣技巧上不同 ,⽅方法的邏輯性亦因研究⽬目的之不同⽽而各異其

趣。︒量化研究採取機率抽樣(probability sampling),其邏輯與效⼒力取決於選擇⼀一個

隨機、︑⽽而又在統計上具有代表性的樣本,樣本產⽣生之結果會賦予超越之外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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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推 ,採取機率抽樣的⽬目的 ,即是為了實現研究結果的類推性。︒⽽而質的研究則採

取⽴立意抽樣,其邏輯與效⼒力在於選取資訊豐富的個案(information-rich  cases)作深

度的研究。︒資訊豐富的個案是指這些樣本中,含有⼤大量對研究⽬目的至關重要問題

之資訊,故名為⽴立意抽樣(Patton 著,吳芝儀、︑李奉儒譯,1995:123)。︒

        Patton(1987:52-57)將⽴立意抽樣分為⼗〸十⼤大類型:  ⼀一、︑極端或異常個案抽樣

(extreme  or  deviant  case  sampling)。︒  ⼆二、︑最⼤大變異抽樣(maximum  variation 

sampling)。︒ 三、︑同質性樣本(homogeneous samples)。︒ 四、︑典型個案抽樣(typical 

case sampling)。︒ 五、︑關鍵個案抽樣(critical case sampling)。︒ 六、︑雪球或鏈式抽

樣(snowball or chain sampling)。︒ 七、︑標準抽樣(criterion sampling)。︒ 八、︑驗證性

與否證性個案(confirming and disconfirming cases)。︒ 九、︑抽樣具有政治重要性個

案(sampling  politically  important  cases)。︒  ⼗〸十、︑便利性抽樣(convenience 

sampling)。︒  其中便利性抽樣是⼀一種以便利為準的抽樣⽅方法,即只要迅速便利  就

可取⽽而代之 ,這或許是最常⾒見之抽樣⽅方法 ,但卻是不盡如⼈人意的⽅方法。︒雖然研究

者因為便利與費⽤用因素,選擇那些最唾⼿手可得⽽而又花費  不⼤大的個案,但這些便利

抽樣⽅方法常常是既無⽴立意,又無計畫的。︒

     研究者基於資料取得之便利與研究費⽤用之簡省等因素,以便利性適宜性抽樣

⽅方法選取研究者所認識的朋友及相關熟識者進⾏行研究，故未普遍對全國公私⽴立

⾼高中職學校校長及就讀國⾼高中之家長進⾏行隨機抽樣研究。︒ 

貳、︑訪談設計 

⼀一、︑訪談過程 

         在訪談過程中，充滿了各種不可逆料的變數，除非研究者能充分瞭解研究

旨趣，作好訪談設計與相關的訪談資料，⽽而且受訪者的配合度極⾼高、︑也清楚研

究者的需要;不過,縱使上述條件都具備了,惟因  訪談是⼀一種社會互動的過程，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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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會有⼀一些突發狀況發⽣生。︒  因此,研究者除了要注意訪談技巧及臨場應變

外，更要視訪談對象為⼀一個「⼈人」,⽽而非僅是「資料」的來源;同時,研究者也要

能設 身處地，融合⾃自⼰己的經驗、︑智慧與情感去傾聽、︑瞭解、︑體會訪談對象的內

⼼心世界，如此⽅方能與受訪者產⽣生良性的互動，進⽽而豐富訪談的內容。︒基於以上

認知，本研究參考有關如何進⾏行深度訪談的資料，將本研究的訪談過程及注意

事項彙整如下:(表6-1) 

表6-1 訪談過程及注意事項

訪談之前 1. 熟悉研究計畫、︑作好訪談過程設計、︑預估時間與經費。︒ 
2. 蒐集受訪者的基本資料、︑組織概況、︑環境⽂文化及社會之 
評價。︒3. 依研究⽬目的及事先蒐集的資料,列出預定發問的
訪談指 引表,提供給受訪者參考,告知訪談領域及主題。︒4. 
在每個訪談主題中列出系統的⼀一般問題,但非絕對,仍 須參
照研究現場的情況⽽而定,是為半結構式的問題設計。︒ 5. 準
備好訪談⼯工具,例如:筆、︑速記本、︑錄⾳音機、︑錄⾳音帶、︑ ⿆麥克
風、︑照像機、︑名⽚片、︑紀念旗等。︒

訪談之初 1. 向受訪者說明訪談動機與⽬目的,告知研究計畫的進⾏行概 
況。︒ 2. 經當事⼈人同意後使⽤用訪談⼯工具。︒3. 表現信賴、︑真
誠、︑尊重隱私權、︑保證匿名,並表明必要時可修正原稿。︒

訪談之中 1. 活⽤用非直接的互動⽅方式,即比較不在意依設計的問題來 
訪問，⽽而較注意依臨場的情境發問問題，以發掘新的洞 
察。︒ 2. 不要急著表達⾃自⼰己要問的東西，給予受訪者充裕
的回應時間，注意適時沈默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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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轉引⾃自江明修,「非營利組織領導⾏行為之研究」,⾏行政院國  家科學委員

會專題研究報告,計畫編號 NSC82-0301-H-004-060,民 83 年 5 ⽉月,⾴頁 169。︒

⼆二、︑訪談對象 

        由於⼗〸十⼆二年國教政策是我國剛實施不久之政策,為能獲得較為精確及適⽤用的

資料,本研究將對「重要消息靈通者」(key  informant)和熟悉本研究主題之專家

(subject matter expert)進⾏行訪談,以瞭解有關機關對於⼗〸十⼆二年國教教育資源分配問

題的看法。︒這些所謂的「重要消息靈通者」,即是指熟悉研究主題且願意與研究

者分享相關資訊的⼈人員 ,遴選「重要消息靈通者」的標準有⼆二:理論導向與資料

導向(Cilchrist,1994)。︒因此,  本研究深度訪談的對象擬依政策制定暨規劃者（政

策制定者及專家學者）、︑政策執⾏行機關(公私⽴立⾼高中職校長)及就讀國⾼高中之學

⽣生家長等三類型進⾏行訪談。︒訪談對象分佈表詳如表6-2。︒ 

表6-2 訪談對象分佈表 

訪談之後 1. 作訪談⽇日誌，列出每次主題及內容，俾助進⼀一步訪談。︒ 
2. 整理非正式訪談情況下的談話及觀察記錄。︒3. 檢核訪
談資料的⼀一致性: (1)下次⽤用不同⽅方式重覆問受訪者。︒ (2)
參與觀察,訪問現場中其他⼈人。︒ (3)參照⽂文件資料。︒ 3. 把⼈人
當成「⼈人」來研究,⽽而不僅只是「資料」的來源。︒ 4. 營造
輕鬆⾃自在的談話氣氛:(1)傾聽⽽而不作判斷。︒ (2)同理⼼心,⽀支
持受訪者的談話。︒ (3)集中注意⼒力。︒(4)同情、︑友善⽽而不討
好逢迎。︒5. 有⽬目的性的「對話」,了解受訪者的信念、︑夢
想、︑動機、︑ 判斷、︑價值、︑態度和情緒,並尊重偏⾒見的產
⽣生。︒6. 隨時察覺受訪者的情緒，適時紓解低潮和緊張的氣
氛。︒ 7. 善問問題:(1)問「陳述性問題」並加以廣泛了解。︒ 
(2)問「結構性問題」及「對照性問題」作深入和擴張的
了解。︒8. 訪談地點以不受外⼈人⼲干擾為原則，必要時和「參
與觀察」 ⼀一起使⽤用，以配合深入現場的⾏行動。︒9. 作備忘
錄,掌握瞬間的想法、︑印象、︑動作或表情。︒10. 訪談時間、︑
地點，可參照研究者和受訪者的時間表⽽而定，每次約⼆二⼩小
時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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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本論⽂文所訪談的對象包括政策規劃者、︑公私⽴立⾼高中職校長及就讀國⾼高

中的家長（附錄⼀一），⾸首先是想經由深度訪談政策規劃者以了解當初教育政策

規劃的想法，並且藉由訪談了解⼗〸十⼆二年國民教育政策的形成過程，其次，透過

訪談公私⽴立⾼高中職學校的校長以了解實際學校經營者對⼗〸十⼆二年國教政策實施後

的想法及了解各學校所⾯面臨的衝擊，此外，也設計了訪談了就讀國⾼高中之家長

透過訪談來了解家長的想法與期待，希望透過實際教育現場所⾯面臨的狀況及經

由受訪者的訪談，能提出建議讓教育政策能有所修正，也更符合⼈人民的期待。︒

        其次，為顧及專業倫理研究者將在「參與研究同意函」（附錄⼆二）中說明

並徵得受訪者簽署後再進⾏行訪談。︒參與研究同意函的內容如下：

本研究非常需要您的參與，研究過程需要您協助的是：

1. 接受研究者與您的⾒見⾯面談話與訪問，並以書信郵件往來確認資料之完整。︒

2. 願意回顧您在教育現場所發現的狀況及實際處理校務時所⾯面臨的難題。︒

類別 機關名稱 受訪⼈人數 訪談代碼 備註 

政策規劃暨制定者 
⾏行政院教育部 1 Ｇ1 

教育部國教署 1 Ｇ2 

政策執⾏行機關⾸首長

公⽴立⾼高中校長 1 Ｓ1

公⽴立⾼高職校長 1 Ｓ2

私⽴立⾼高中校長 1 Ｓ3 

私⽴立⾼高職校長 1 Ｓ4 

就讀公私⽴立國中家長
公⽴立國中家長 2 Ｐ1 、 Ｐ2

私⽴立國中家長 2 Ｐ3 、 Ｐ4

合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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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同意在進⾏行訪談過程中全程錄⾳音，並由研究者轉為⽂文字逐字稿呈現在論⽂文中

4. 願意在閱讀過您個⼈人之訪談逐字稿之後，給予研究者意⾒見回饋。︒

三、︑訪談⼤大綱 

        訪談⼤大綱係依據前述章節的內容分析，針對本研究所欲釐清之問題及瞭解

受訪者對於相關問題的看法，予以設計茲說明如下:(詳⾒見附錄四) 

  (⼀一)對於⼗〸十⼆二年國教免學費政策跳票之看法

        先瞭解訪談對象的相關背景資料,進⽽而瞭解其個⼈人對於的業務職掌、︑角⾊色功

能、︑感受經驗、︑發展現況、︑需否進⾏行組織調整及 主管機關的調整措施等看法。︒ 

  (⼆二)對於重視及落實家長教育選擇權之看法

       就受訪者對於⼗〸十⼆二年國教實施後的優缺點及可能遭遇的困境, 以及國內實施

至⽬目前有那些問題，已經實施該項政策及對於⽬目前這種政策的看法等或者有何

想法與建議,將在訪談中予以瞭解。︒ 

  (三)對於教育鬆綁朝向教育市場化和教育⾃自由化的看法

        針對教育部現階段所推動的有條件學費政策、︑或教育鬆綁後朝向市場化⾃自

由化可能帶來的改變與影響、︑學校教職員畏懼學校轉型的背後原因，例如：競

爭壓⼒力或冗員問題，以及本研究的核⼼心問題如何使公私⽴立教育資源分配更符合

社會正義，進⾏行訪談，希望能從其中分析發現其可⾏行性。︒ 

(四)其他 

最後，再請受訪者對本研究提供建議及從個⼈人的觀點予以瞭解。︒ 

四、︑訪談問題

⼀一、︑教育政策規劃者的訪談題⽬目

（⼀一）．政府的教育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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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您是否⽀支持政府推動⼗〸十⼆二年國教政策︖？為什麼︖？

2您認為⼗〸十⼆二年國教政策的決策過程是否透明公開︖？這是經由公共選擇⽽而做的

決策嗎︖？

3您認為推動⼗〸十⼆二年國教政策最⼤大的困難是什麼︖？為什麼︖？

4您認為政府應該在教育市場該扮演⼤大家長的角⾊色嗎︖？是否⽀支持免學費政策，

為什麼︖？

（⼆二）.家長教育選擇權

1您認為家長的教育選擇權是基本⼈人權嗎︖？該受到限制嗎︖？

2您認為家長經濟情況會影響家長教育選擇權嗎︖？為什麼︖？

3您認為政府應該透過免學費政策保障家長教育選擇權嗎︖？為什麼︖？

4您認為⽬目前政府所編列的教育經費可成功推動⼗〸十⼆二年國教嗎︖？為什麼︖？

（三）.教育市場⾃自由化

1您認為現⾏行的制度能使公私⽴立⾼高中職學⽣生享有公平的教育資源嗎︖？為什麼︖？

2您是否⽀支持⽬目前已實施⾼高職免學費但⾼高中排富的學費政策︖？為什麼︖？

3您認為教育市場是否應該鬆綁呢︖？免學費政策能達到教育市場⾃自由化的⽬目標

嗎︖？為什麼︖？

4您認為實施⼗〸十⼆二年國教會使教育市場朝向⾃自由化嗎︖？能解決升學壓⼒力的問題

嗎︖？為什麼︖？

⼆二、︑公私⽴立⾼高中職校長的訪談題⽬目

（⼀一）．教育市場化⾃自由化

1身為校長，就您的觀察是否贊同教育市場應該鬆綁（在此指教育選擇權）朝

向⾃自由化嗎︖？使就讀學校的決定權回歸學⽣生（家長）呢︖？

2關於⼗〸十⼆二年國民教育政策，⽬目前實施⾼高職免學費但⾼高中排富的學費政策，是

否對貴校造成影響（例如：學⽣生⼈人數或學⽣生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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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長教育選擇權

1您認為現⾏行的中等教育制度（國中g⾼高中職）能否實現家長教育選擇權︖？

2您認為家長的教育選擇權是基本⼈人權嗎︖？您認為政府應該透過免學費政策保

障家長教育選擇權嗎︖？為什麼︖？

（三）. 政府的教育角⾊色

1您是否⽀支持政府推動⼗〸十⼆二年國教政策免學費政策，保障學⽣生教育選擇權，使

家長有公平的機會能為⾃自⼰己選擇就讀公私⽴立⾼高中職︖？為什麼︖？

2您認為現⾏行的制度能使公私⽴立⾼高中職學⽣生享有公平的教育資源嗎︖？身為⼀一校

之校長，您認為政府應該如何協助學校經營者，如何幫助解決公私⽴立⾼高中職教

育資源不均的問題呢︖？

三、︑就讀國⾼高中之家長訪談題⽬目

        本論⽂文因為受訪者不同，所以在設計訪談問題時也有所差異，因此根據受

訪對象的不同，設計了三份的訪談題⽬目，但在這些訪談題⽬目中相同的是這些問

題其實都圍繞著三個主題做深度訪談，也就是國家教育角⾊色的轉變，家長（學

⽣生）教育選擇權以及教育市場化⾃自由化這三個主題。︒

（⼀一）．政府的教育角⾊色

1您是否同意政府推動⼗〸十⼆二年國教政策能提升國民教育素質︖？為什麼︖？

2您是否同意⼗〸十⼆二年國教政策的決策過程是透明公開的︖？為什麼︖？

3您是否同意政府應該全⾯面主導教育政策的制定嗎︖？為什麼︖？

（⼆二）.家長教育選擇權

1您是否同意家長的教育選擇權是基本⼈人權嗎︖？為什麼︖？

2您是否同意家長經濟情況會影響家長教育選擇權嗎︖？為什麼︖？

3您是否同意政府應該透過免學費政策以保障家長教育選擇權嗎︖？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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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您是否同意政府應該增加編列教育經費以成功推動⼗〸十⼆二年國教嗎︖？為什麼︖？

（三）.教育市場⾃自由化

1您是否同意現⾏行的制度能使公私⽴立⾼高中職學⽣生享有公平的教育資源︖？為什麼

2您是否同意⽬目前⾼高職免學費，但⾼高中排富的學費政策是很不公平的︖？為什麼

3您是否同意隨著時代的改變，教育制度的選擇也應該鬆綁呢︖？為什麼︖？

4您是否同意免學費政策能達到教育市場⾃自由化的⽬目標嗎︖？為什麼︖？

第三節  訪談結果分析

壹. 國家教育角⾊色從國家主權論轉變成國民主權論

   ⾸首先，有關於政府推動⼗〸十⼆二年國教政策，參與訪談之家長表⽰示可提升⼈人⼒力素

質，因此家長是肯定這政策的推動，受訪者Ｐ1表⽰示

  我是同意政府推動⼗〸十⼆二年國教能提升國民教育素質，由於⼈人⼒力素質的提升， 

有利於國家社會發展，尤其民國五⼗〸十七年就已實施九年國民教育，至今已經歷

近半個世紀，教育是國民素養的指標，為因應時勢及符合整個⼤大環境的基本需

求，所以政府推動⼗〸十⼆二年國教是勢在必⾏行，甚至於應更早就開始推動。︒此外，

因材施教、︑有教無類的觀念不就是尊重每個孩⼦子的個別差異⽽而給予不同的教育

場所及⽅方法，若家長能替孩⼦子選擇適性的學習⽅方式，更是基本⼈人權的展現，尤

其隨著時代的進步、︑社會的經濟繁榮，政治體制都轉變為民主了，所以我們的

教育也需從原本保守權威的型態轉變，讓⼈人民有權可⾃自主選擇。︒

    另⼀一位受訪者Ｐ2表⽰示⾃自⼰己過去的求學經驗都受限於考試規定，說真的從以

前到現在，其實不得不承認唯有讀書⾼高的觀念到現在深深影響著整個家庭，他

說⾃自⼰己的價值觀其實是很傳統，也知道不應該如此，但如果⾃自⼰己的下⼀一代可以

跟⾃自⼰己⾛走不同的路有更多的選擇，這當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畢竟⾃自⼰己出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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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知道真的⼈人的⼀一輩⼦子不是只有讀書，所以樂⾒見此政策的實施。︒

        針對國家教育角⾊色的轉變究竟是國家主權論或是⼈人民主權論，雖然有不同

的爭議，但從參與者的對談中，我們其實也感受到隨著時代的變化，現在⼤大家

越來越注重是⾃自⼰己的權益，教育部的角⾊色應該是由主宰的國家角⾊色做轉變，回

歸讓⼈人民思考⾃自⼰己需要的是什麼才是，也就是說政府應該釋放權限，政府的角

⾊色應該轉變成為協助⼈人民做出正確的選擇，⽽而不是代替⼈人民做選擇才是，此外，

針對⼗〸十⼆二年國教雖然是國民教育，但卻不是義務教育，此點讓很多⼈人感到不解，

此點筆者試著請教當初的政策規劃者，試圖了解為什麼⼗〸十⼆二年國教名義上是國

民教育，但實際上，卻不是義務教育呢︖？受訪者Ｇ1回答說

        ⼗〸十⼆二年國教不是強迫的，現在的教育理念，現在歐美的教育理念，世界的

教育理念，對國民教育的定義是權⼒力跟義務並重，不再是義務了，你是可以選

擇的，因為我們的強迫義務教育只有到國中，九年⽽而已，我們的國民教育法是

強迫，民國五⼗〸十七年推九年國教的時候，⼀一直到七⼗〸十⼀一年，才有強迫入學條理，

不是五⼗〸十七年就強迫你⼀一定要入學，經過⼗〸十四年，強迫入學條件七⼗〸十⼀一年才公

布的，所以⼗〸十⼆二年國教當初也是這樣規劃，依照世界的趨勢國民教育是義務跟

權⼒力，既是政府的義務跟⼈人民的權⼒力，所以我當初規劃可以選擇讀九年，也可

以選擇讀⼗〸十⼆二年，讀⼗〸十⼆二年政府該負責都要負，讀九年你⼀一定要來，所以我沒

有強迫你⼀一定要再讀三年，坐在教室裡⾯面三年，至於提到⼗〸十⼆二年國教如何達成

此⽬目標，全台灣規劃有⼗〸十五個就學區，怎麼適性︖？透過跨區啊，你知道⼗〸十⼆二年

國教就是培養孩⼦子選擇最適合的路⾛走，因為讓他有⼀一條最適合⾛走的路，所以叫

適性揚才。︒

     根據上述訪談內容我們可知，就政策制定者當初的規劃⼗〸十⼆二年國教應該只能

說是九年國民教育的延伸，但卻不是義務教育，所以沒有強迫入學的問題，至

於要選擇讀九年或是選擇讀⼗〸十⼆二年這部分就是家長⾃自⾏行決定了，政府只提供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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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條件配合，但沒有強迫，決定權在家長。︒其次，研究者提及⼗〸十⼆二年國教中

最受⼈人民⽀支持的是免學費政策，但最後卻沒有實施很可惜，研究者跟所有⼈人⼀一

樣想了解為什麼⼗〸十⼆二年國教原先的構想的是主張免學費的政策︖？受訪者A1明⽩白

表⽰示

        依照憲法的規定，國民教育不分貧富，性別，種族，地域⼀一律平等，憲法

也同時規定，國民教育免納學費，⼗〸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依照教育基本法第⼗〸十

⼀一條有規定，他的性質是屬於國民教育，所以當初規劃⼗〸十⼆二年國教的時候，就

是主張免學費這個。︒憲法的規定。︒他符合符應國民教育的性質，這是當初的規

劃。︒因為教育是最有利於國家發展建設的投資，所以為了培育⼈人才，也為了提

升國民教育的⽔水準。︒

      此外，論及⽬目前教育資源問題，基本上是存在著公私⽴立教育資源明顯的不

均，政府如何提出因應之道來解決，受訪者Ｇ2回答說

        這個要詳細的看，有幾個⾯面向可以來討論，我們在⾼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就

是⾼高中職階段，有三⼤大不均，公私⽴立不均，城鄉不均，⾼高中職不均，尤其第三

個，⼤大家⼀一般社會的選擇都是先⾼高中後⾼高職，為了解決這個三個不均，所以⼗〸十

⼆二年國教，當然公私⽴立不均，透過學費的問題，可以解決，讓公私⽴立良性競爭，

展現出辦學技巧，來讓家長做最佳的教育選擇，讓家長和⼦子女針對就讀學校，

做最好的教育選擇，因為我覺得⼗〸十⼆二年國教推動之後是⼀一個績效責任的良性競

爭，那城鄉不均，我們透過優質化，⾼高中優質化跟⾼高職優質化，讓繁星滿天，

不再是眾星拱⽉月，就集中在少數的明星⾼高中職，那至於那個⾼高中職不均，我們

事實上是透過⾼高職免學費做政策引導，因此我們國家的⾼高職免學費，就是為了

要先⾼高中後⾼高職的這種社會的⼀一個不公平對待，調整⾼高中職的⼀一個價值觀，我

們做了這種政策的規劃，所以⾼高職在⼀一百年，⼀一百學年度就免學費，那後來為

什麼會產⽣生所謂有條件限制也就是家庭年收入⼀一百四⼗〸十八萬以下的，念⾼高中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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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學費︖？就有條件的限制，事實上教育部⼀一貫的主張就是免學費，不分⾼高中

職。︒

      此問題就受訪者Ｇ2及根據長期在政府部⾨門擔任教育政策規劃的受訪者Ｇ1

表⽰示，為了培育國家需要的⼈人才，所以免學費是應有的政策，因為民國⼗〸十⼀一年，

中華民國的學制公布，所謂新學制，經過四⼗〸十六年之後，我們六年的義務教育，

延伸為九年國民教育，所以民國五⼗〸十七年，推動了九年國教，那再經過四⼗〸十六

年之後，⼀一百零三年推⼗〸十⼆二年國教，是⼀一個跨世紀性的教育⼤大⼯工程，尤其投資

教育就是投資國家的未來，所以我們認為應依據憲法的精神跟⽴立場，實施免學

費政策。︒只是很可惜的後來當⼗〸十⼆二年國教正式實施時，決策單位⾸首長卻因為考

量政府財政問題⽽而做了調整，所以並不是先前⼤大家所期待的免學費政策。︒

    從兩位擔任教育政策規劃者的訪談內容可知，其實原先規劃的原意及是延續

九年國民教育的精神，也就是說⼗〸十⼆二年國民教育政策實際上是九年國民教育政

策的延伸，誠如受訪者所⾔言，當初在規劃時，並沒有強迫性質，但政府提供就

讀機會給⼈人民選擇，其⽤用意正是要提升⼈人民素質以及提⾼高教育⽔水準，很可惜後

來所做的決策竟是改變了這樣的全⾯面免學費政策，也因此引發種種的爭論。︒

      針對⼗〸十⼆二年國民教育政策執⾏行後產⽣生的疑慮，研究者提及政府是否應該落

實當初規劃的免學費政策呢︖？受訪者Ｓ2表⽰示

       我們就⾼高中⾼高職來講，現在⾼高職已經全⾯面免學費嘛，但是⾼高中的是有排富

條款的，贊不贊成我們可能從城市和鄉村可能會有所差別，在⼤大都會地區⼀一般

來說年收入會比較好，經濟條件會比較⾼高⼀一點，所以考慮到學費問題⽽而影響到

他要選⾼高中或者⾼高職的可能影響不⼤大。︒但是如果在比較弱勢地區，較鄉下或者

偏鄉地區，學⽣生⽬目前因為學費繳不起⽽而造成他有可能會無法繼續後⾯面⾼高中三年

的求學，這是有可能的，這樣⼦子的話免學費的排富，對鄉下的影響應該是蠻⼤大

的。︒因為我以前曾經在台東服務過，在台東發現到，因為學費⽽而讀不起⾼高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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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是⼤大有⼈人在。︒但是如果在比較⼤大都會，像在台南甚至到台北的話，這⽅方⾯面

我們聽到家長所講的聲⾳音就相對比較⼩小⼀一點，在鄉下的話可能聲浪就會比較⼤大，

所以你說我贊不贊成全⾯面的免學費，應該說在不同的地區，要以不同的要求，

家長有不同的要求，因此我們要講說，是不是贊成全想免學費，這⼀一句話要回

答YES，no。︒是很簡單的，但是要回答YES之前要想到，另外⼀一個無法YES的

部分。︒要講N O的話呢，又覺得很可惜，⼗〸十⼆二年國教如果能夠全⾯面免學費的

話，會比較完美⼀一點。︒所以基本上如果說政策沒有跳票，其實我們會很欣然看

到全⾯面免學費的。︒

      受訪者雖肯定⼗〸十⼆二年國教的理想，亦主張不要因為家庭因素⽽而使得家長教

育選擇權受到限制，也提及了身為校長看⾒見城鄉的差異確實是存在，此些學校

經營者甚且談及在⼗〸十⼆二年國民教育政策實施之後所⾒見的多項不公平問題存在。︒       

     其次，有關研究者在上⼀一章中根據教育統計資料顯⽰示的問題，僅幾年來雖然

政府逐年增加教育預算的編列，但經費來源完全倚靠政府的公⽴立學校往往是直

接受惠，相對於私⽴立⾼高中職其實並沒有這麼多實質受惠，因此就教育經費者問

題⽽而⾔言，這是很明顯的教育資源不均，針對這樣的問題受訪者Ｇ2表⽰示

         國家為了⼗〸十⼆二年國教，多付了三百六⼗〸十幾億啊，三百六⼗〸十九億左右的那個，

讓那個學費的問題，免學費，讓那個弱勢的扶助，讓補救教學的⼀一個全⾯面推展，

所有的這些都是為了讓那個中⼩小學教育的⽔水準不斷的提升，尤其是⾼高中，⾼高職

的⼀一個規劃。︒所謂的教育預算，⼤大學五年五百億的頂尖⼤大學預算，⼗〸十⼆二所學校

在分，⼀一年⼀一百億，可是三百多億的那個是將近⼀一百萬的⾼高中職學⽣生，將近五

百零三所的學校，在優質化，在免學費，所以投資這三百多億不是只是給公⽴立

⾼高中職，⽽而是所有的⾼高中職都有，基本問題在於全國的公私⽴立⾼高中職學校實在

是太多了。︒

      論及是否⽀支持政府推動全⾯面免學費政策時，唯獨受訪者S1是持反對意⾒見。︒

�131

 



研究者觀察發現或許以其⾃自身的經驗看到台南市存在著非常多強勢貴族型的私

⽴立⾼高中這樣的⽣生態，所以覺得私⽴立⾼高中是家庭經濟優勢者就讀的學校，因此主

張反對免學費政策。︒受訪者S1說

        我還是要強調今天所講的內容是對於台南市的觀察，因為外縣市私⽴立⼯工中

職屬性可能不同，這我就不了解，就我的多年觀察台南市私⽴立⾼高職是弱勢的，

私⽴立⾼高中反倒是不值得也不應該被補助的，因為私⽴立⾼高中在台南市是屬於強勢

且優勢的⾼高中，是有錢⼈人在讀的⾼高中並非是家庭經濟弱勢者在就讀。︒我們舉例

來講，德光，長榮，港名，黎明，新國，這⼀一些所謂的私⽴立⾼高中，都是屬於有

強勢⾼高中，因為他們都是標榜它們是升學傾向，那這些⾼高中它們政府給他免學

費以後，它們在其他的收費⽅方⾯面，也沒有獎勵太多，舉例來講，也許以前沒有

減學費的事，是交四萬塊，那現在政府補助他⼀一萬塊，他不是收三萬塊，他⼀一

樣收三萬五甚至三萬八，巧⽴立名⽬目收費，為了什麼︖？為了要經營他這個學校，

那這樣的私⽴立學校，你政府還需要給予完全的免學費嗎︖？那真正的弱勢學校是

什麼︖？比如說我們講的亞洲餐飲，然後其他的等等等，因為這種的私⽴立職校，

我們剛剛前⾯面有前提了，⾼高中⾼高職，對沒有錯，其實真的是社經背景比較差的，

或是成績比較差的，⽽而這兩個往往綁在⼀一塊，以⽬目前來講，社經背景差的，他

的學⽣生的成績往往會比較差，整體的整體來看，那這樣⼦子的學⽣生去讀私⽴立⾼高職，

其實他們是某種程度來講是比較困難的，可是以⾼高中來講，以⾼高中的容量，現

在的⾼高中國⽴立⾼高中，甚至完中的容量都夠了，你為什麼還要去選擇私⽴立⾼高中︖？

為什麼你還要去選擇私⽴立⾼高中︖？我剛剛講的⾼高職是因為容量不夠，公⽴立⾼高職容

量不夠，他才去選擇私⽴立⾼高職，但是公⽴立⾼高中的容量，⾜足以容納的時候，為什

麼你還要去選擇私⽴立⾼高中︖？因此私⽴立⾼高中我的論點是私⽴立⾼高中不值得被補助，

不應該被補助。︒其次，有關改變家長的觀念這是需要時間的。︒

       受訪者認為家長的觀念須先改變，不然所謂的明星⾼高中還是⼀一樣存在，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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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是以台南地區⽽而⾔言，長久以來的⽂文化思維也是不容易改變，即便家庭經濟狀

況不好，在傳統唯有讀書⾼高的觀念影響下，台南地區傳統保守的家長若⼩小孩沒

考上所謂的四省中，還是會咬緊牙根，將⼩小孩送私⽴立學校就讀，甚至可能⾃自國

中後就讓孩⼦子就讀私⽴立學校，這點則是因地有它的特殊性存在，跟全國其他各

地真的有很明顯的不同。︒受訪者G2說

        甚至於像我們台南這⼀一邊的情況，也沒有問你家裡經濟狀況好不好，很多

家長就是要去做啊，就是餓著肚⼦子也要讓⼩小孩唸私校，例如：我太太他們家幾

個通通是讀私⽴立學校啊，妳要怎麼解釋呢︖？其實也沒道理，她從國中就讀私⽴立

學校、︑讀⾼高中也是讀那個私⽴立⾼高中啊，甚至她的兄弟後來⼤大學考得不怎麼樣，

也沒讀⼤大學，我們那個年代，阿妳可以想我們那個年代家庭更慘，那這個的家

庭都存在了，所以經濟因素不是唯⼀一的考量。︒，以我們南部縱使家學⽣生升學的

⽴立場啊，如果有機會他還是會讓他去抽，尤其現在在都會更不⽤用說了，都會⼤大

家都嘛去抽，⼀一定很多⼈人去抽啊。︒

        簡單說來，政府為了⼗〸十⼆二年國教投入了三百多億，是透過計劃型專案申請

這些預算，因為這些經費並不是直接將經費給予公⽴立學校，也就是必須先提出

計畫申請，就各校所需提出完整的計畫⽅方能獲得經費。︒當然私⽴立學校也可以透

過相同的⽅方式獲得經費的援助，只是實際上⼤大概只有公⽴立學校會申請獲得經費

援助，所以這樣看來私⽴立學校似乎就沒有受惠到了。︒

       研究者認為⼗〸十⼆二年國教的實施，讓我們深深體悟早期國家主導的國民教育

政策需改變，低落⽽而無競爭績效的國民教育品質，更應該徹底揚棄。︒值此推動

⼗〸十⼆二年國民教育政策之際，現在更應重整中等教育體系，若能建⽴立以⼗〸十⼆二年⼀一

貫的國民教育的預算⽀支出，設計出應由國庫負擔⼀一定比例經費的模式將有利於

此政策的有效推動。︒至於對於私⽴立中等學校，更要納入⼗〸十⼆二年教育體系，應與

公⽴立學校整體規劃，所以政府在獎勵私⼈人興學的前提下更應該增加補助私⽴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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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及學⽣生本⼈人，設計出⼀一套教育經費分配的合理機制，除⿎鼓勵學⽣生進入私⽴立學

校就讀，讓公私⽴立學校因良性競爭提昇其教育品質產⽣生良好績效外，更能落實

家長教育選擇權，讓學習權回歸學習者本身，如此⼀一來更加落實⼗〸十⼆二年國民教

育政策的精神。︒

        研究者訪談公私⽴立學校經營者時，談及⼗〸十⼆二年國教的實施是否能減輕長期

以來的升學壓⼒力呢︖？受訪者Ｓ1認為

         ⼗〸十⼆二年國教要減輕學⽣生的升學壓⼒力，這個答案是有⼀一部分是對，有⼀一部分

是不會，因為現在有很多家長學⽣生他沒有考慮到，我⼀一定要讀什麼樣⽔水準以上

的⼤大學。︒或是覺得說，有不少學⽣生覺得說我只要有⼤大學可以讀就好了，我們也

知道現在⾼高中畢業想要有⼤大學可以讀好像是輕⽽而易舉的事情，因為只要有⾼高中

的畢業證書，就有私⽴立⼤大學可以迎接你進去，因為現在私⽴立⼤大學永遠都會⾯面臨

到廢校的問題，所以只要你能夠有學⽣生進來，我就招收。︒所以現在有很多學⽣生

他是只想當⼤大學⽣生，不想也沒有積極的想準備我要考上我⼼心⽬目中理想的，有遠

景的⼤大學。︒但是如果說學⽣生，我⼀一定要讀所謂的名校，例如：我⼀一定要讀台⼤大

以上，或者至少要讀成功⼤大學以上，升學壓⼒力是很⼤大的，壓⼒力當然還是存在只

是沒有那麼全⾯面性⽽而已。︒

       另⼀一位受訪者Ｓ2則表⽰示，⼗〸十⼆二年國教，就我來講，我是覺得說，我會從兩

個角度來看，如果說從比較層次⾼高⼀一點的政策⾯面來看，國教能夠年限越長，我

覺得那是好事，先進國家⼀一般也都訂得滿長的，所以我是贊成說，延長到⼗〸十五

年，但是以⽬目前的那些細部的配套，我覺得我最反對的就是現在這些什麼超額

比序…這些細部的政策，我就很無法接受，所以妳說是不是⽀支持，可能要從兩

個角度來談，結果是不⼀一樣的啊！

此問題對於家長⽽而⾔言，卻是不同的反應，

       研究者觀察發現，針對此問題，受訪者⼤大部份皆肯定⼗〸十⼆二年國教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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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提升教育素質增加國⼒力是有幫助的，但是受訪者針對⼗〸十⼆二年國民教育政策的

執⾏行是有很多擔憂的，因為在現實⽣生活中確實存在許多問題是需要改變的。︒例

如受訪者Ｓ3就認為

        論及⼗〸十⼆二年國教就近入學的不公平，其實這背後隱含的意義，就是要把這

些社區化，那我又要問了，為什麼這些當地的社區⾼高中，經營這麼⾟辛苦的社區

⾼高中，你要讓它社區化，然後你們這些所謂的原傳統明星⾼高中，也就是台南四

省（⼀一中、︑⼆二中、︑女中、︑家齊），然後這四個所謂的前兩⾃自願的學校，然後再

加上職業學校就台南⾼高⼯工，台南⾼高商，這幾個學校不⽤用就近入學，所以就近入

學，我認為它是⼀一個政策引導，也因此使得家長的教育選擇權明顯的受到政府

政策的限制。︒

        受訪者S3針對⽬目前⼗〸十⼆二年國教就近入學所產⽣生問題提出個⼈人的意⾒見，認為

這樣的政策導引使得家長的教育選擇權明顯的受到政府政策的限制。︒再者，有

關此政策的執⾏行⾯面問題，另⼀一位受訪者S2則是針對⽬目前的會考制度，提出他個

⼈人的意⾒見。︒

        ⼗〸十⼆二年國教最荒謬的就是，就是還採記國中教育會考成績，這是整個制度

最荒誕的地⽅方，⼗〸十⼆二年國教，我們很多校長認為，以前那個制度才是對的，⽽而

且，實施的試辦三年很好，已經慢慢在成熟了，我覺得為什麼突然，弄⼀一個全

新的，⽽而且是更爛的，⽽而且是爛到不⾏行的，以前那時候，我跟妳講，那時候我

覺得很好啊，免試採記在校成績有什麼不對，我覺得很合理，你今天不想考試，

就是⽤用免試，你不認真，當然就不能去到你想去的學校，若你不滿意，你後⾯面

還有⼀一個國中基測，再去⽤用考試分發，我覺得這樣很好啊！但現在這樣⼦子，先

考教育會考，後⾯面再⼀一個特⾊色考試，尤其現在⼗〸十⼆二年國的那個免試，根本就不

是免試，採記教育會考成績怎麼叫免試，教育會考只是要測試學⽣生畢業後的⼀一

個程度⽽而已，結果你把它拿來採記，所以又變成⼀一個升學⼯工具啊，它比原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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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辦那個免試更差，⽽而且那時候試辦免試我覺得家長慢慢在習慣，⽽而且是真正

免試，我反對說因為考試會造成學⽣生壓⼒力，所以不能採記在校成績。︒

     相較於公私⽴立學校經營者⼀一致質疑與反對的⽴立場，對於會考制度之所以的存

在的原意，政策規劃者受訪者Ｇ1說

        德智體群美，是入學制度五育並重的⼀一個核⼼心精神，國民教育法第⼀一條的

落實實踐，因此會考就是確保品質，⼗〸十⼆二年國教，會考就是要了解他三年是否

都學會了，會考都是五⽉月，我為什麼選五⽉月︖？因為國中⽼老師國中校長跟我講，

五⽉月都差不多都教完了，所以五⽉月我可以考他三年學會了沒有︖？會考，為了確

保品質，不是⼗〸十⼆二年國教都解放了都不讀了，智育還是很重要，是不是︖？我說

智育經緯，對不對︖？體育是什麼︖？命脈，體育是命脈，群育是什麼︖？群育是體

⽤用，美育是什麼︖？表裡，所以教育要以德育為本源，以智育為經緯，以體育為

命脈，以群育為體⽤用，以美育為表裡，就是內⼼心世界跟外在的⾔言⾏行舉⽌止都要美，

美麗是⼀一種⼒力量，是⼀一種感⼈人的吸引⼒力的⼒力量，被⼈人家信服的⼒力量，每不只是

外表⽽而已，包括氣質，包括穿著，本源，經緯，命脈，體⽤用，表裡，要表裡如

⼀一，這樣才是⼀一個完整的⼈人，師⼤大教我這麼多，我⾃自⼰己也體會很深，所以你看，

會考就是智育，總結性的評量，確保那個學歷，我們的孩⼦子還是要讀書，合理

的壓⼒力，不是過渡的壓⼒力。︒

        此問題確實除凸顯出⼤大家對會考制度存在的質疑，在訪談期間研究者發現

雖然在教育現場擔任校長的受訪者都⼀一致認為，⽬目前的會考的存在是有很⼤大的

爭議，但此點質疑相對於當初此政策規劃者在規劃政策時的思考，卻有不同的

意涵，或許該說是真的是有很明顯的落差，從這裡可以看出政策規劃者的思考

縱然是⽴立意良善，但是到了實際的教育現場，卻不⾒見得能獲得成效，此外，從

受訪者的訪談內容可知，其實政策規劃者的原意是希望能依據國民教育法第⼀一

條的內容，⼗〸十⼆二年國民教育政策的設計是希望培養德智體群美五育兼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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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否能如願呢︖？長期在教育現場的另⼀一位學校經營者S4也表⽰示

        此政策所設計的競賽是存在著嚴重的不公平，但是現在我們教育局⼀一直堅

持競賽加分，我為什麼認為它嚴重的不公平︖？競賽還是⼀一樣，這個沒有辦法去

擺脫到所謂的經濟優劣，有⼈人說你這個鄉下的學⽣生可以發展體育，他們就認為

鄉下的⼩小孩⼦子體能好，就可以運動就可以跑步，錯，⼤大錯特錯，對不對︖？為什

麼鄉下的學⽣生就要發展體育呢︖？再來他們因為⽂文化刺激比較少，他們能學習的

競賽項⽬目就少，簡單的講，偏鄉地區的⼩小孩有錢去學嗎︖？然後有地⽅方可以學嗎︖？

但是在都會區我要學的競賽很多，這⽅方⾯面的比賽很多，我就可以加分，所以我

說這⼀一些東西都是嚴重影響到家長的的教育選擇權，讓我沒有辦法去做選擇。︒

       經由訪談了解可知受訪者皆主張不要因為家庭經濟⽽而影響了家長教育選擇

權，針對弱勢家庭的孩⼦子應該給與更多的資源和保障，但對於⼀一個孩⼦子⽽而⾔言，

⽬目前的政策，其實我們會發現⼀一個孩⼦子的未來是明顯受限於原⽣生家庭的經濟能

⼒力，這是無法切割的。︒研究者問及⼗〸十⼆二年國民教育政策實施後，在教育資源這

部分，您覺得有沒有說政府應該要迫切急需去改善的問題呢︖？受訪者Ｓ2表⽰示

       除了學費之外，⼗〸十⼆二年國教如果要繼續推下去的話，其實少⼦子化的問題要

考慮，根據⽂文獻探討，可以看的出來，少⼦子化是全球性的問題，我們以我們亞

洲臨近的韓國來講，韓國的班級學⽣生數，⼀一個班級的學⽣生數，從早年的也是跟

我們台灣差不多，可是現在他已經降到說⼀一個班級只剩下⼆二⼗〸十個⼈人左右⽽而已，

但是我們台灣⽬目前還是⼀一樣四⼗〸十左右，綜合⾼高中是三⼗〸十八，普通⾼高中是四⼗〸十。︒

但是我們的學⽣生來源是越來越短缺，越來越短缺結果造成我們現在招⽣生不⾜足，

招⽣生不⾜足就會影響到學校的安定性，我覺得政府這⼀一⽅方⾯面應該是有看的到，我

想他應該看到。︒

      受訪者P2表⽰示

      我從⼩小就告訴我的孩⼦子，我們家裡經濟狀況不好，叮嚀他們要認真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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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上公⽴立學校，這樣家裡負擔才不會那麼重，若是沒機會上⼀一流的公⽴立⾼高中就

去唸公⽴立公職好了，因為若是到時候要去唸私⽴立⾼高中要花很多錢，這樣⼀一來家

裡會增加很多開銷的。︒ 

     另⼀一位受訪者P3則表⽰示雖然⾃自⼰己和另⼀一半收入不是很多，只能維持基本的開

銷，但是也希望⾃自⼰己的孩⼦子有機會上好的⼤大學，找個好⼯工作，以後不⽤用像我們

這麼⾟辛苦賺錢，雖然⼩小孩並不是很聰明，但再怎麼⾟辛苦也不能苦了孩⼦子，我⾃自

⼰己深知他們不可能考上第⼀一志願的⾼高中，雖然就讀私⽴立⾼高中要花很多錢，但是

為了他們的將來，也只能咬著牙想辦法賺錢存下來給他們念書，如果就讀公私

⽴立⾼高中不要有這麼⼤大的差別，這樣對於我們這些⽼老百姓會比較好些，只是不知

政府有沒有聽到我們的⼼心聲︖？我們的孩⼦子因為考不上好的公⽴立學校，只能就讀

私⽴立⾼高中，但卻要付出更⼤大的代價才能去就讀，如此是不是變相在懲罰這些考

不上⼀一流公⽴立⾼高中的學⽣生家長呢︖？

      就家長角⾊色⽽而⾔言，在這問題上家長所感受到以及家長所關⼼心的重點明顯和

學校經營者有很⼤大的差異，因為家長比較關⼼心是公私⽴立教育資源是否有基本的

公平分配機制︖？縱然家長們也很清楚公私⽴立教育資源本來不公平就是確實存在

的事實，但是政府教育當局能在這樣的情形下，已實施⼗〸十⼆二年國民教育政策要

提升⼈人⼒力素質的前提下，該怎麼去調整存在差異極⼤大的公私⽴立教育資源︖？ 這是

家長比較在乎的。︒     

貳、︑順應世界潮流，主張應該重視及落實家長教育選擇權

       關於家長教育選擇權是否受家庭經濟因素⽽而影響，針對教育選擇權此問題，

根據受訪者Ｇ1表⽰示

      後來產⽣生這種結果，我當然現在不講⼈人不講事，排富這個字我從來不⽤用的，

有條件的，因為在台灣⼀一百四⼗〸十八萬算少部分，對不對︖？所以那是社會⼀一般的

狀態，不過這裡要先聲明的就是教育部⾃自始至終，包括我包括吳清基部長，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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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寧部長，我們都從來不說⾼高中排富，⾼高職不排富，我們從來沒有做這種政策，

但是這個政策是最後由⾏行政院跟最⾼高當局決策的，我在專案辦公室，⼗〸十⼆二年國

教專案辦公室規劃了兩個，⼀一個是逐年實施，這⼗〸十⼆二年國教實施的對象是逐年，

譬如說⼀一百零三學年度從⾼高⼀一開始，這個叫逐年實施，或者免學費是三年到位，

就是⾼高⼀一⾼高⼆二⾼高三，如果逐年實施，依照教育部提報為⾏行政院的⽅方案，逐年的

話，從⾼高⼀一開始，因為⾼高⼀一才適⽤用⼗〸十⼆二年國教，⾼高⼆二⾼高三還是舊的，舊制，逐

年實施，我們的學費全⾯面的話，按照當時的學費計算基準，可以省⼆二⼗〸十六點三

億，依照最後拍板決定那個排富的，三年同步到位，是可以省⼆二⼗〸十五點⼆二億，

反⽽而逐年實施可以多省了⼀一點⼀一億因為政府財政的考量，所以這是第⼆二點要解

釋的，第三點，其實雖然⾼高中設定了⼀一定條件，來免學費，其實到了明年之後，

三年實施三年以後，其實影響了不到百分之⼗〸十，也就是那些要繳那個就是沒有

全部免學費那個部分的那個，就受影響的就百分之⼗〸十左右，不多，影響不⼤大，

所以這個不會影響到家長的教育選擇權，這個只是發⽣生在產⽣生⼀一種什麼效應︖？

就是把⾼高中⾼高職區域，讓他的價值區域，我們認為選⾼高中很好，選技職也不錯，

所以那個⼗〸十⼆二年國教，⼆二⼗〸十九個⾏行動⽅方案裡⾯面，有⼀一個技職的⼀一個宣導⽅方案，

叫做選技職好好讀有前途，因此影響非常少，他可以扭轉社會先⾼高中後⾼高職的

價值觀。︒

      以上是身為政策制定者的看法，⼗〸十⼆二年國民教育政策的實施除了延續九年

國民教育的精神，也在當初規劃是全⾯面免學費，但是否真的如受訪者所⾔言不會

影響到家長的受教權呢︖？以學校經營者和家長⽽而⾔言，卻未必認同這樣的看法， 

受訪者S1則認為⼗〸十⼆二年國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理想，但是有⼀一點就是教育

選擇權被政策把它模糊掉了，我們現在總是在重視公平或者談政策理想，但是

很少⼈人去注意到回歸家長跟學⽣生的教育選擇權，因為學校辦學，教育本來就有

三塊，⼀一個就是教師⾃自主權，然後當然另外⼀一個受教權，再來就是選擇權，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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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選擇權這個部分事實上我們現在的政策，⼀一直曖昧不明的，以現在的⼀一個

政策⾛走向來講，升學我們說的叫升學政策，事實上是有意無意要把明星⾼高中模

糊化，不要說打破，把它模糊化，那你模糊化，要讓家長跟學⽣生去選擇，所謂

的校校優質，校校等質的這個優質⾼高中職，會告訴⼤大家說每⼀一個學校都很好，

是每⼀一個學校都很努⼒力，但是教育選擇權，本來就是家長的選擇，你好我知道，

但是我要選擇我有我的想法，因為有的⼈人的想法是我寧願雞頭不為⽜牛後，是⼀一

種選擇，有的⼈人想要去明星⾼高中跟⼈人家沈浸在那種明星⾼高中的氛圍，也是⼀一種

選擇，但我們現在的教育選擇權，怎麼樣去落實，所以我剛剛講的，我們不應

該⽤用政策來限制家長的選擇。︒受訪者Ｓ2認為

        經濟條件不平等的情況之下，確實有些⼈人會因受到免學費政策誘導⽽而影響

他的選擇，但是以我來看的話，現在在學校裡⾯面經常會提到要照顧弱勢，扶持

弱勢，以這個角度來看，其實應該要推動全⾯面免學費，因為真的會受到學費影

響的家長，都是那些經濟比較弱勢的家長，所以，以⽬目前⼤大家都考量到需要照

顧到經濟弱勢家庭的需要，應該落實當初規劃的全⾯面免學費政策。︒當然啦，⼀一

旦有排富條款的話，後續的問題就會比較複雜，因為影響到的部分應該是蠻⼤大

的。︒投資教育本來就是需要花比較多的經費，⽽而且它並不是⽴立即看得到成效，

政府應該要考慮⼀一下，編列教育預算時可以把另外⼀一種比較可以縮的經費縮⼀一

點，溢注給教育經費上的全⾯面能免學費，這樣⼦子的結果，會讓⽼老百姓們比較相

信政府所講的話，因為政府既然⼀一開始就規劃是全⾯面免學費，但卻出現後來是

排富有條件，這樣會讓家長往後對國家的⼤大政⽅方針會存疑，這樣⼦子是不好的啦。︒

所以家長因為經濟情況影響到教育選擇權，在經濟比較弱勢的家長來講，這個

部分應該是影響蠻⼤大的。︒如果可以實施當初所規劃的全⾯面免學費政策，便能使

家長的教育選擇權不要受到經濟因素的影響。︒  

   另外身為家長受訪者P2認為⾃自⼰己本身是市井⼩小民，雖然是中產階級不會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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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政策影響⽽而選擇讓⾃自⼰己的孩⼦子去就讀⾼高職，但是他相信⼀一定有很多家長

在考慮經濟壓⼒力可以減輕的情況下，真的會影響家長對孩⼦子的學校選擇權，對

都市地區家庭或許沒有明顯影響，但是至少對處在偏鄉地區的家庭⽽而⾔言，其實

是有很⼤大的影響的，所以說這樣的政策其實對⽼老百姓⽽而⾔言，還是有影響，並非

如政策制定者所認為，沒有太⼤大的影響⼒力。︒

       除此之外，參與訪談之家長雖然也表⽰示家庭經濟能⼒力確實會影響教育選擇

權，但與會的家長也表⽰示其實不只是家庭經濟能⼒力的問題，甚且還有更多因素

是影響的關鍵因素，所以其實是需要有相關配套措施。︒例如是否在國中階段有

⾜足夠的適性輔導，能找出學⽣生的興趣所在，又或者提供給家長的資訊是否⾜足夠

清楚明確，這點值得我們好好思考，受訪者Ｐ2表⽰示

       當然家長經濟情況會影響家長教育選擇權，對於弱勢家庭或者新住民家庭，

家長們不⼀一定有判斷⼒力做出對孩教育的選擇，單就「選什麼︖？」及「如何選︖？」

或許對他們⽽而⾔言是有困難的。︒如果政府願意重視家長教育選擇權這區塊，是否

也要有相關配套措施，例如：由班導或學校輔導室協助教育家長，讓這些孩⼦子

也能在適性的學習環境中成長。︒但現今社會還是升學主義掛帥，普遍家長能替

孩⼦子做選擇的還是會以升學為主，真正願意選擇讓孩⼦子適性學習的畢竟還是少

數。︒

    有關教育選擇權權如何落實︖？受訪者Ｇ2則提出不⼀一樣的觀點，這點研究者

認為是很有道理，可以供我們更多的思考。︒他說：

       基本上，它的問題，⼀一般家長的思考，選擇私⽴立的跟選擇公⽴立的思考，常

常有很⼤大的部分還是在他希望完全的獲得照顧，學⽣生獲得完全的照顧，就是你

希望學⽣生獲得完全的照顧比家長的⽀支付還是要⾼高，就是你讀…基本上這樣的私

⽴立⾼高中越來越⾛走向住宿型的⾼高中，那我免學費不代表你不需要付費因為連住宿

需要錢啊，吃飯都要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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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現在只要到科技⼤大學，去看科技⼤大學的⽼老師，有⼀一⼤大半都是當年⾼高職畢

業的，當年，那我們那個當年的⾼高職畢業講⽩白了是相當不受看中的，但是這⼀一

些⼈人在⾼高職讀了以後，有很多⼈人，像我們學校那⼀一邊有很多都是成⼤大這邊的博

⼠士，妳看那個師⼤大有很多也都是，甚至台⼤大台科⼤大有很多都是⾼高職這⼀一端畢業

上來然後再讀的，然後可以⼀一直也讀到博⼠士，也沒有受到⼀一個什麼樣的影響，

這個⼤大家須等家長慢慢理解了以後，去改變觀念後，那這個教育選擇權就會比

較回歸到家長不會受制度限制不會有明晰⾼高中的迷思，就此⽽而⾔言，我覺得家長

比較能夠回歸到那個孩⼦子本身的能⼒力跟興趣，那兩⽅方⾯面⼀一起去思考，因為學科

能⼒力不代表他的真正的興趣，學科能⼒力也不代表以後他會⾛走的更加好，因為學

科能⼒力好的你要看你挑的什麼學科，你是⽂文史學科的，你還不如讀⾼高⼯工的他後

來⾛走的路線，以前讀五專的，讀⾼高雄⼯工專的個個都當⽼老闆啊，但是那個時候成

績好的你不⾒見得啊，真的耶，所以有時候的這⼀一些讓家長去理解的時候，可能

會打破這樣的，基本上會比較容易，所以要說制度上的鬆綁，應該是說，⼗〸十⼆二

年國教本身是希望能夠導回到這樣的⼀一個鬆綁，是回歸到孩⼦子，協助他順利的

去開發他的潛能。︒

        當然這樣的論點，對於許多仍受到傳統唯有讀書⾼高觀念影響的家長其實未

必能夠接受，相信到⽬目前為⽌止，其實很多⼈人還是存在著傳統⼠士⼤大夫的觀念，要

在短時間改變這樣的觀念，其實並不容易，從受訪對談中我們發現家長擔憂的

不只是經濟能⼒力問題，也提出不同的因素考量，例如學區和會考的考試成績會

影響教育選擇權，此外，⼤大多數的家長其實對政府不太有信⼼心，或許是長期升

學主義掛帥影響之下，難以跳脫唯有讀書⾼高的傳統觀念，所以是否以孩⼦子的興

趣做為考量，對家長⽽而⾔言似乎並不是重點，至於⽬目前因財務問題使得免學費政

策無法全⾯面實施，未來是否政府應該調整預算使免學費政策能落實，參與訪談

的家長Ｐ3也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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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政府的美意是基於推動免學費政策⽽而⿎鼓勵學⽣生均能「適性就學」，不

因家庭經濟考量⽽而限制選讀公⽴立或私⽴立學校，但若調整預算是否就能透過免學

費政策保障家長教育選擇權︖？我認為調整預算實施免學費政策其實不是唯⼀一的

選項，或許放寛有條件的學費政策，例如：健保制度，讓學⽣生採部份負擔制，

主要在於能減少⼀一般家庭經濟負擔及降低國家之財政⽀支出，這或許也是可⾏行之

道，因為無法實施免學費政策即是政府財政有困難，所以也不必勉強。︒尤其在

華⼈人傳統社會裏，到⽬目前為⽌止多數家長還是停留在「望⼦子成龍，望女成鳳」，

的觀念階段，若要以政策引導學⽣生讀⾼高職未必會成功。︒不管家長社經能⼒力如何

其實現在的社會壓⼒力讓家長們從孩⼦子⼩小的時侯就早已規劃好未來學習之路，⼤大

部份的家長們還是保有傳統「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觀念，所以多抱持

升學主義，難以⼀一時做改變，甚且其實有很多家長們對於現在的教育制度或政

策可能都不太清楚，所以要幫助孩⼦子做選擇或如何選⼤大概也有很⼤大的困難。︒

        從家長的觀點中我們發現家長所關⼼心的和思考的確實是⽬目前很⼤大的問題所

以家長對政府政策沒有信⼼心不無道理，尤其當執政政府未能真正落實提供多元

化教育讓家長做選擇，即使政府增加教育預算推動免學費政策又如何能保障家

長的教育選擇權呢︖？其次，關於這問題受訪者Ｇ2認為

        雖然這政策原來的規劃是要做免學費，⾼高中⾼高職都免學費，後來⾏行政院的

⼀一個決定，變成只有⾼高職免學費，⾼高中針對弱勢的學⽣生給予補助，這問題真正

的關鍵問題應該還是來⾃自於國家教育經費的問題。︒未來是不是應該要調整整體

財務經費預算，在國家的預算經費允許的範圍之下，朝向原來規劃的免學費，

才比較符合我們⼗〸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原來的基本設想，⽽而且這⼀一個基本設想會

影響到剛剛前⾯面提到的家長教育選擇權，因為只有它是在於⼀一個⽴立⾜足點相當的

情況之下，公私⽴立學校的選擇，才比較容易讓家長有同樣的⼀一個思考，要不然

的話，現在的家長實質上對於選擇私⽴立學校，家庭經濟條件還是⼀一個非常重要

�143

 



的因素啦！

         論及⽬目前⾼高職免學費，但就讀⾼高中是有條件限制的政策，受訪者不論是學

校或家長皆表⽰示是不贊成的居多，受訪者Ｓ3主張政府應該落實當初規劃的全

⾯面免學費政策。︒ 

       我個⼈人是覺得，我不贊成啦，因為你要就全部免費，因為你說排富，你定

那⼀一四八，排到的富也不是真正的富啊，很多，台灣、︑台灣很多有錢⼈人他不⽤用

繳稅啊，你⼀一四八只限制到那些…那個納稅跑不掉的那些⼈人啊，就是說他的所

得是公開透明的啊，國稅局每⼀一筆都查得到的那種，那像路邊攤跟⼩小吃店，他

們賺得要死，很有錢，那個完全都沒有辦法去那個…所以我覺得說從社會福利

的觀點去看，其實我覺得多繳⼀一些稅啦，沒有必要再去跟他計較那些，所以我

反對⽬目前這樣的政策。︒

        從整個公平性來看，沒有必要啦，就是有些社會福利的概念、︑觀念就可以

去把他彌補過去啦，沒有必要排富啦。︒那再來是⽬目前的教育制度能使公私⽴立學

校享有公平教育資源嗎︖？我想可能很困難吧，因為公⽴立的還是經費來⾃自於政府，

幾乎都來⾃自於政府比較多，所以我覺得私⽴立還是會比較⾟辛苦，除非，少部份有

些董事會是他不去拿學校賺的錢，但是那是極少數，我⽼老⼤大現在是⾼高⼆二，我覺

得其實我不太會去因此受影響，當然我還是主張應該要全⾯面免學費，但是以⽬目

前這個制度，其實很少家長會因為免學費所以特意去挑⾼高職，因為⼤大部份家庭

都已經是⼀一百四⼗〸十八萬以上了，不太會去考慮到這個問題，⽽而且我認識很多家

長，其實為了讓⼩小孩⼦子有比較安定的教育，是選擇讓進入私⽴立的國中將來直升

⾼高中就讀，他們就是因為害怕說這些超額比序。︒

       根據受訪者S3的意⾒見，其實因為⽣生活背景所認識的家庭幾乎都已經是在年

收入148萬以上，所以並不會因為⾼高職免學費⽽而影響對⼩小孩就讀⾼高中的選擇，

換句話說這以凸顯出⼀一個問題，似乎家長上無法擺脫唯有讀書⾼高的傳統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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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少⼦子化來臨家長傾全⼒力栽陪⼩小孩讀書就是希望能出⼈人頭地，當然我們也必

須承認學校在性向探究這些相關措施尚未做好準備，究竟我們是根據什麼幫孩

⼦子做出選擇就讀⾼高中或⾼高職呢︖？⼤大部份家長其實是無法擺脫傳統的價值觀，所

以還是寧可選擇⾼高中⽽而不願意選擇就讀⾼高職。︒

        至於在⽬目前的教育制度之下，論及如何落實家長（學⽣生）教育選擇權，受

訪者S1則提出以下這樣的構想，或許這是可⾏行之道。︒

       以⼤大⽅方向來看，那再來其實我們現在的這種升學，所謂的多元升學，對⾼高

職來講是比較適⽤用的，⾼高職也許他的學業基礎，差異性沒有那麼⼤大，但對⾼高中

來講他的學業基礎差異真的很⼤大，所以如果把這兩個升學制度分開的話，我覺

得才有辦法解決現在所謂的紛爭，那否則多數的⼈人會認為說沒關係成績沒那麼

重要，可是我們有沒有去想過，那全百分之⼆二⼗〸十的學校跟學⽣生，他們真的競爭

很激烈，所以怎麼樣去落實所謂的選擇權，其實我剛剛提到的，我們⼀一直在標

榜各校都很好，那在這整個⼀一個教育改⾰革的氛圍之下，每⼀一個學校都很努⼒力把

學校做好，這個沒有問題，可是家長他認不認同，就像我剛才前天所提到的，

我到底要選擇什麼樣的型態來讓我的⼩小孩去就讀︖？那是他的權限，⽽而且是社會

價值觀不斷的改變之後，才會形成的，你說這個價值觀有沒有在改︖？有，古時

候的我們早期那時候的⼈人，就是⼀一定是從第⼀一志願這樣排下來，現在慢慢在改，

會就近入學，然後會說不⼀一定要讀⾼高中，讀⾼高職，這個就是⼀一種改變很好，那

這種改變很好，那這種改變很好，我希望的是讓家長重新裡⾯面的改變，⽽而不是

因為被制度使然，就沒辦法，我是因為沒辦法才選讀這個學校，那我覺得就有

⼀一點可惜，所以我的想法是說⾼高中跟⾼高職，如果讓它升學制度採取不同的⽅方式，

那我覺得這個教育選擇權會更容易落實，應該是可以的。︒

        其實以這樣的想法跟另⼀一位受訪者所提及的問題是⼀一樣的主張，也就是身

為公⽴立學校校長，兩位學校經營者觀察這兩年⼗〸十⼆二年國教實施情形及所遇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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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之後，尤其很明顯的是非市區的公⽴立學校已經出現招⽣生不⾜足情形，皆主張

⾼高中⾼高職的升學管道應該分流，讓想就讀⾼高職學⽣生不需透過考試來升學能以過

去申請入學的⽅方式就學，若想就讀⾼高中則另有⼀一個機制是透過考試，如此⼀一來

也可以紓解部分國中⽣生的升學壓⼒力。︒

       其次，研究者提及長期⾯面臨公私⽴立學校資源分配不公的情況，如果可以的

話，您贊不贊成應該調整教育資源分配，或者您覺得說這本來就是公私⽴立學校

的區隔呢︖？受訪者S4認為

        這個問題，題⽬目很⼤大，因為我們是從教育資源分配，來看公⽴立學校享受太

多的政府經費，私⽴立學校太少。︒如果我們同樣來看的話，以公平正義來講，應

該私⽴立學校也要享受這樣的優惠條件才對。︒但是這個還牽涉到⼀一個問題是，就

是私⽴立學校他⼀一旦也享受到那麼多優惠條件的時候，因為私⽴立學校是董事會阿，

既然是私⼈人的話，我可以運⽤用政府的經費，納入董事會的整個…就是整體的資

源他不⾒見得運⽤用在學⽣生身上。︒這是私⽴立學校可以這樣做的。︒以台灣的教育⽣生態

來講，私⽴立學校的董事會會挪⽤用學⽣生的經費，來充飽私囊的話，這是⼤大有存在。︒

那並不是說政府撥多了⼀一萬塊錢給每⼀一個學⽣生，就⼀一萬塊錢就直接拿過來給每

⼀一個學⽣生來享⽤用，私⽴立學校是…⽽而且很多都不是，所以政府不敢這樣做。︒政府

如果真的這樣做的話，私⽴立⾼高中會更加的興起，會有更多⼈人想要辨私⽴立學校，

但是現在這個私⽴立學校沒有這個優惠條件，所以現在私⽴立⾼高中會⼀一直⼀一直的退

下去，因為他沒有享受到這個優惠條件，所以我們如果講，教育經費如果公私

⽴立要公平分配的話，這種⼈人性要有辨法處理，如果沒有辨法處理，不是說只是

從教育上來改，公⽴立私⽴立的學⽣生應該給他享有同等的優惠條件，理論上是對的。︒

但實質上可能會⾏行不通，但我們不能否認也有不少私⽴立學校他是真的⽤用良⼼心在

辦教育，不會只看到純粹的經費問題，或許應該說也許有不少的私⽴立學校也不

是很在意經費，但是說辨私⽴立學校說不在意是不是賺錢，這點猶如企業經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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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贏得更多的利潤，好像辨企業的⼈人很少沒有這樣的想法。︒學校也是企業經營

嘛，既然是屬於企業的話，企業就是要賺錢，⼀一個企業經營董事會裡⾯面，每個

⼈人都希望學校辨的結果能讓董事會可以分紅，這是很現實的問題。︒

     從以上可知受訪者認為，⽬目前教育資源整個經費不能從整體公平去分配，是

因為會遇到良⼼心的問題，也就是考量到受惠者不⼀一定是私校的學⽣生，極可能私

校挪⽤用了這些經費，如此⼀一來便失去了保障補助私⽴立學⽣生教育經費的意義，所

以⽬目前教育部雖然逐年增加教育總預算，但是都是採取計畫型申請的⽅方式，也

就是由各公私⽴立學校⾃自⾏行提出計畫向教育部申請，雖然表⾯面上看似公平，公私

⽴立學校都有機會申請到這些經費，然⽽而，實際上有多少個私⽴立學校真正獲得政

府經費的補助呢︖？其實真的是寥寥可數，因此，對於教育資源缺乏的私⽴立學校

並沒有太多實際上的幫助，是故，研究者認為如果我們未來能落實免學費政策，

才能讓就讀公私⽴立的⾼高中職學⽣生有公平的受教機會，因為免學費政策是讓學⽣生

直接受益。︒除此之外，論及⽬目前公私⽴立教育資源的不公平受訪者Ｇ1則表⽰示

       研究台灣公私⽴立⾼高中職的發展，可說是縱貫路的發展，也就是從都會地區，

⼈人⼜⼝口集中的西部地區，來設公⽴立的⾼高中⾼高職，你知道嗎︖？稱為縱貫路的發展，

因為台灣先有公路，鐵公路，設學校都是先從⼈人⼜⼝口集中的那個都會城鎮地區，

然後後來社會不斷的變遷發展之後，才有私⼈人不斷的投入這個興學，然後不斷

的在其他適當的地區設學校，那五百零五所，原來我在的時候是五百零五所，

現在聽說五百零三，這些學校有兩百零八是私⽴立，佔⼀一半，學校數字佔⼀一半，

但是容納的學⽣生數字，就是收受的學⽣生數，我們⾼高中職的學⽣生有超過五⼗〸十⼀一點

多，是讀私⽴立的，那第⼀一個憲法尊重私⼈人興學的⾃自由，第⼆二個就是國家只要政

策拿捏好，獎優汰劣，績效責任，辦學的品質，然後由家長⾃自由選擇，因此⼗〸十

⼆二年國教推動的過程，不可能像九年國教推動，來徵收那個代⽤用國中，因為代

⽤用國中的比例，因為國中單純，單列⾏行，不像那個⾼高中職事多類型，多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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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國家如果要⼤大量的那個把這些私⽴立學校收回那個公共使⽤用的話，那個經費

要投資多少︖？何⽌止千億，所以因此我們基於財務的有效應⽤用，私⼈人的興學的⼀一

個保障，那個權利的保障，因此我們是這樣在處理的。︒

      從政策制定者的角度來看，這政策存在許多的理想，甚至是希望透過此政

策的實施能實現此些理想，但是⾯面對學⽣生家長，研究者卻發現有者不同的看法，

學⽣生家長雖不滿現狀，但也只能被迫接受，尋找他們可以接受的⽅方式，即便要

付出比較⾼高的代價，受訪者P4說

      其實⼤大家都知道公私⽴立教育資源不公平啦，但是今天是⾃自⼰己的⼩小孩沒有能

⼒力，不然我相信⼤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小孩能夠讀⼀一流的⾼高中，雖然也是有其他公

⽴立⾼高中可以讀，但是既然要讀就要讀好⼀一點的學校，所以雖然知道要讀私⽴立⾼高

中是很貴，但是還是會希望⾃自⼰己的⼩小孩讀好學校，將來才能考上好的⼤大學。︒所

以就算借錢也是要去讀，現在這種年代要⼩小孩去唸⾼高職，我看是較少啦，⼀一⽅方

⾯面現在⼩小孩都⽣生得少，也都希望家裡出⼤大學⽣生，唸⾼高職好像以後是要去做⼯工，

⽬目前我是不會這樣去考慮，雖然知道公私⽴立學校資源不公，但又能怎麼樣︖？只

能怪⾃自⼰己⼩小孩不夠聰明啊，所以只能這樣。︒

參、︑教育鬆綁，適度開放朝向教育市場化和⾃自由化

        研究者問及朝向教育市場化或者教育⾃自由化後會出現競爭績效的問題，以

公⽴立學校⽬目前的⽣生態來講，您的學校是否會害怕出現這樣的競爭，或者甚至您

是希望有這樣的競爭呢︖？受訪者Ｓ3表⽰示

       如果以前公平的競爭，我是OK啦，但是現在⼗〸十⼆二年國教，我們都認為說，

對我們公⽴立⾼高中來講，是不公平的競爭。︒，譬如說現在，從去年的⼗〸十⼆二年國教，

我們招不滿的學⽣生，我們幾乎沒辦法續招，那私⽴立學校，他們隨時都可以續招。︒

那我們不⾏行，公⽴立學校所有的入學制度都是要透過這些升學機制，正式的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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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啦，我們沒有獨⽴立再去招⽣生的⼀一個管道譬如他把直升的學⽣生保留下來，那

我們現在都是挑他們不要的啊，現在還有很多家長都是從國中就升過去了。︒

       受訪者Ｓ3表⽰示公⽴立⾼高中很⼤大的困難是只有單⼀一入學管道，因此和私⽴立⾼高中

職有多重的管道相較，顯然招⽣生管道是困難很多，  因為以公⽴立學校經營者來

講，⾯面對只有單⼀一⽅方式顯得很無⼒力，公⽴立⾼高中職的學⽣生來源只有單⼀一⽅方式就是

透過考試，⽬目前就是透過會考制度來招⽣生，但是以私⽴立學校來講，因為入學管

道比較多，所以感覺這是⼀一場不公平的競爭。︒此外，受訪者Ｓ4表⽰示

        對，他直升，然後免試再收，最後他再獨⽴立再收。︒至於特招我們學校有參

加但其實不好招，那當然現在公⽴立很多社區⾼高中職其實都⾯面臨招⽣生上的困難，

像善化或北⾨門⾼高中，幾乎每⼀一個學校都被警告，我們還沒被警告到，但也很緊

張了，這就是因為入學管道造成的影響。︒那現在這種⾼高職免學費政策，家長會

把⼩小孩⼦子直接就送到臨近的私⽴立學校去，對剛剛提到我們商科受這個影響很⼤大，

以我們學校來講我們少了這個低學費的優勢之後，很多遠的學⽣生就不來，我們

學校早期還有從台南市坐⽕火⾞車來讀⾼高職的，但若是現在家算算通勤費⽤用就不划

算，就算私⽴立學校要繳費好了啦，其實算⼀一算並沒有影響很多，所以以我們學

校⽽而⾔言，其實我們受的影響是因為學校位居台南市的北端，因為距離關係需通

勤會有另⼀一筆交通費的開銷，反⽽而來就讀⾼高職的學⽣生⼤大量減少了。︒

     受訪者S3的學校是綜合⾼高中他表⽰示在他的學校⾼高職部分，確實看到⼗〸十⼆二年國

教就近入學的⽬目的達到了，因為選擇該校就讀的學⽣生皆是位於該校附近的學⽣生，

以往常常可⾒見學⽣生從遠地搭⾞車通勤就讀的情況明顯減少，這應該也可以說是⾼高

職免學費政策奏效，因為既然在家附近就有免學費的公私⽴立⾼高職可就讀，甚少

⼈人會因為過去的名聲⽽而選擇到遠地就讀⾼高職，所以以此點⽽而⾔言，反⽽而因為距離

關係使得該校的⾼高職學⽣生⼈人數出現越來越少的情形。︒身為公⽴立⾼高職學校校長，

受訪者S3卻無奈的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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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我再怎麼努⼒力都沒有⽤用，⼤大環境變成這樣，我這邊上課升學再好，

本來家長就不太重視升學了，我們的⽼老師雖很努⼒力，可是家長不在意啊，社區

不在意，再加上現在的這個⼗〸十⼆二年國教實施⾼高職是免學費，所以我們完全抵不

過這⼤大環境。︒所以說是對我們不利喔。︒譬如說⾼高職我們現在，我們缺額滿嚴重

的，那像我之前我就把它⼀一科商科調整成應⽤用外語，這科就招得還不錯，就有

減輕商科的招⽣生壓⼒力，但是還是不夠，我們今年⾼高⼀一只收到六成的學⽣生，所以

未來我們甚至不排除商科會有可能被減班，甚至滅科，都有可能…把我們學

校，以我們學校來講，就是把職科調整到普通科啦，我們普通科，⽬目前在新營

地區要招幾班都招得滿，只是學⽣生素質會拉⼤大⽽而已啦，那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但是我們要⾯面臨⼀一個瓶頸，我們的商科⽼老師⽬目前全部都很年輕，那所以我剛講

的轉型…沒有，根本沒辦法動啊，我前提要讓每個⽼老師都……商科⽼老師不能退

休，我師資沒辦法減少的時候，我沒辦法把商科移到普通科來，所以就死棋了

啊，現在變成說未來如果不能減班的時候，教育部可能就要啟動超額介聘的機

制，國中⼩小學現是在做了嘛，未來⾼高中職有可能也會這麼做。︒

受訪者Ｓ4也說

       ⼤大家以為政府宣佈這樣的政策，我們學校的⾼高職應該會很好招⽣生，其實並

沒有，這牽涉好幾項因素，例如，我們學校不是在市中⼼心，⼤大家要唸⾼高職就直

接就近選擇市中⼼心的學校就讀就好了，像我們學校反⽽而招⽣生⼈人數還減少，所以

應該說就算⾼高職免學費政策，理應對於我們有⾼高職的學校是⼀一項好的消息，但

其實並沒有增加就讀的學⽣生⼈人數，或許這項政策，只有使都市地區的⾼高職學校

受惠。︒

      在尚未開始進⾏行訪談前，研究者原先以為由於已經開始實施的⾼高職免學費

政策應該會使得⾼高職⾼高⼀一學⽣生就學⼈人數增加很多，但在訪談之後才發現這並不

是⼀一定的答案，從訪談才了解此問題涉及學校距離遠近，就近入學這部分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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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是有明顯的影響，也就是說在此學校附近的學⽣生可能因為學費⽽而就讀⾼高職，

但若是考量通勤⾞車資或者是住宿等就學問題，將會迫使學⽣生選擇離市區較近的

學校就讀，並非對所有⾼高職學校都是有利的，例如：學⽣生可能選擇就近選擇其

他公⽴立⾼高職或是私⽴立⾼高職就讀。︒

       我們知曉⽬目前國家城鄉發展的嚴重缺失，加上招⽣生採⼤大聯招區域，以⼤大城

市為核⼼心的結果，⾼高級中等教育實際上以⼤大都會為核⼼心學區，嚴重違背中學普

及化的政策⾛走向，菁英學⽣生過度集中，使國中考試領導教學與扭曲教育⽬目標，

每每成為教育改⾰革的⽬目標，此次，⼗〸十⼆二國的上路企圖以政策誘導⽅方式解決次問

題是否真能奏效呢︖？⽬目前在⾼高職免學費，⾼高中有條件免學費的情況下，真的會

讓家長幫孩⼦子選擇免學費的⾼高職就讀嗎︖？研究者認為或許在城鄉差距明顯的偏

鄉地區會有部分效果，但對於其他地區其實並沒有顯著的影響，因為在少⼦子化

及家長仍具傳統唯有讀書⾼高的觀念影響下，不是短時間這麼輕易就能改變的。︒

     此外，談及教育市場化和教育⾃自由化問題時，公⽴立學校校長都認為這是不公

平的競爭，但並沒有因為⾃自⼰己本身身為公⽴立學校校長的⽴立場⽽而去反對，研究者

提及：您是否⽀支持這整個教育市場應該要鬆綁︖？這裡指的是對教育制度的選擇，

譬如若是教育鬆綁的話，他可能是透過免學費政策落實家長教育選擇權，所以

學⽣生和家長可能選擇⾼高中或選擇⾼高職，不會因為家庭經濟能⼒力⽽而影響他就讀⾼高

中或⾼高職的選擇，但是如此這樣⼀一來，勢必使學校⾯面臨到很⼤大的競爭壓⼒力（因

為他不⼀一定選擇你們），當學校會⾯面臨到這樣的問題，該怎麼辦呢︖？受訪者Ｓ

1認為

        以前讀⾼高中的學⽣生，他是學術傾向的學⽣生，讀⾼高職就是技職傾向的學⽣生，

但是這⼀一兩年來已經不是這個樣⼦子，像這樣的學⽣生去考⼤大學學測，如果你的⼤大

學學測考下去，他就直接可以選擇⾼高中，選擇技職體系也可以選學問體系，所

以對於他在校內，我們以⾼高中的學⽣生來講，他有分⾃自然組跟社會組，其實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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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學測考下去的時候，全部都是考國英數⾃自然社會，不分⾃自然組跟社會組，因

此，在這種情況之下，教育市場應該驅向⾃自由化才比較合乎現況，因為⽬目前學

⽣生不管⾃自然組學⽣生跟社會組學⽣生，他考⼤大學學測考的科⽬目都⼀一樣，到最後他要

去選擇的時候，如果他是選校不選系的話，那當然是不受⾃自然組跟社會組的影

響，如果他是選系不選校的話，那當然也是⾃自由阿，所以我覺得教育市場應該

是要鬆綁，讓他⾃自由化，應該是比較合理的，也比較合乎現狀。︒

     談及如果全⾯面免學費，學⽣生可以選擇公私⽴立，會不會擔⼼心私⽴立學校會搶了學

⽣生，然後最後導致貴校招⽣生受影響呢︖？受訪者Ｓ2認為

        以台灣以台南市來講喔，⽬目前公⽴立學校的教育⽔水準，普遍來講是比私⽴立學

校⾼高啦，當然私⽴立學校比公⽴立學校⽔水準⾼高的也是有，我們不能講尖端的，你說

私⽴立學校要超越台南⼀一中台南女中的，教育品質要這樣⼦子超越他，⼤大概很難。︒

所以學⽣生在學習不是只有師資⽽而已，還有同儕的互相學習勉厲的部分，所以⼤大

家都會選第⼀一志願的明星⾼高中，但是在後⾯面第⼆二或者第三以下的學校，這個部

分對公⽴立學校是比較不利的，所以你問擔不擔⼼心，也會擔⼼心，但是，任何時間

任何問題來了，我們總會因應的對策，這種因應對策就比較學校同仁⼤大家同⼼心

齊⼒力，共體時艱要找出⽅方法來，譬如說，提⾼高我們的教學品質之類的，那⼀一樣

的就可以有競爭⼒力，這樣⼦子的話其實對⼀一些比較⽼老牌的公⽴立學校來講是好的，

可以激勵他求新求變。︒

      當研究者請教受訪者以公⽴立學校校長的⽴立場思考是否⽀支持教育該朝向⾃自由

化，或朝向市場化時，是否擔⼼心公⽴立學校將⾯面臨競爭壓⼒力或將對公⽴立學校教職

員產⽣生很⼤大的壓⼒力時，以公⽴立學校經營者校長的角⾊色來看，是否會覺得這對公

⽴立學校是個不利的訊息呢︖？校內的⽼老師會不會有壓⼒力︖？因為公⽴立學校⽼老師本來

是可以很安逸的，⼀一旦教育⾃自由化，接著全⾯面免學費，那勢必會對公⽴立學校會

造成很⼤大影響，那公⽴立學校的教師是否將⾯面臨很⼤大的壓⼒力︖？受訪者Ｓ2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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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壓⼒力啊，⽼老實說已經慢慢呈現了，因為像基隆⾼高中他年年減班⽽而且減

的很嚴重，我們附近也是有⾼高中被減班過，減班的話，因為學校的員額編制是

固定的，班級減少就必須要減少兩個⽼老師，或者三個⽼老師，這⼀一減的話會減到

誰呢︖？把哪⼀一些⽼老師強迫介聘出去，⽼老師最⼤大的壓⼒力應該是在這個地⽅方。︒因為

介聘出去兩個就好，但是影響的並不是只有兩個⼈人的感情，所以以競爭績效這

個角度來看，這是好的。︒但是以⽼老師個⼈人的⽣生涯歸劃，應該會有恐慌。︒可能也

會影響到⽼老師對政府的信任，這兩者間是會影響的。︒

     此問題，另⼆二位受訪者S1和S3也是有著相近的看法，研究者在想我們現在的

校長似乎很能接受挑戰，⽽而且⾯面對未來這樣的壓⼒力和挑戰其實是願意接受，甚

且早已經做好準備，對於⼗〸十⼆二年國民教育政策執⾏行之後所產⽣生的問題也有著⾃自

⼰己的觀點去接受和試圖改變。︒

     當研究者問及剛剛講的這⼀一個問題，聽到您的說法，您⽀支持全⾯面免學費，也

贊成學校或者整個教育應該市場化⾃自由化，但接著會⾯面臨的問題勢必使公⽴立學

校會受到很⼤大的影響，猶如剛剛您提到，公⽴立可能就會比較多⼀一點的擔憂，因

為可能會對招⽣生勢必受到影響，但即便是這樣⼦子，是否您還是樂觀其成願意⽀支

持這樣的政策。︒受訪者Ｓ2認為

         應該要樂觀其成。︒讓私⽴立學校超越公⽴立學校，以⽬目前台灣的教育⽣生態來講，

公⽴立學校的制度是須要調整的，但這種調整⽤用宣導的⽅方式是沒什麼效⽤用的，必

須要有⼀一些壓⼒力下去，⼀一般來說公⽴立的⽼老師比較沒有壓⼒力。︒私⽴立學校⽼老師他就

會随時強調，學校的招⽣生就是我⼯工作的保障，這種私⽴立學校的⽼老師的氛圍，思

維⽅方式是不⼀一樣的，至於我們以教育⾃自由化的美國來講，美國的明星⼤大學，都

是私⽴立。︒美國⼤大學，史丹佛⼤大學，這些都是私⽴立⼤大學，為什麼⼤大家都要去讀他

對不對，因為他是教育⾃自由化，為什麼私⽴立⼤大學就會比較好呢︖？可能⽼老師的⼼心

態是不⼀一樣的，所以我⽤用這個來推理的話，台灣的教育⾃自由化，會對公⽴立⾼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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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有正向的提升，這個壓⼒力不⾒見得是不好嘛，會有競爭淘汰，有競爭就會有進

步，我們不能否認。︒

     受訪者Ｓ2覺得這個政策，除了樂觀其成⽀支持外，更希望因此能有競爭壓⼒力

使得學校能提升辦學品質，當然或許有實際問題需要克服，例如剛剛所談到⾯面

臨招⽣生問題或者是⽼老師編制過多需介聘出去的問題，可能傷及同事感情，研究

者認為受訪者雖身為公⽴立學校學校校長沒有因此⽽而安逸，或者對即將⾯面臨的競

爭壓⼒力感到擔憂，反倒是讓研究者感到敬佩，有著身為讀書⼈人⼀一身為天下著想

的風範，在訪談期間除感受到這幾位受訪者具有積極的辦學動⼒力，更能以非常

宏觀的角度談論問題，⾯面對即將⾯面臨的問題和壓⼒力，不但願意迎接並接受挑戰，

甚至他認為就整體教育環境，包括對公私⽴立學校⽽而⾔言，這都是非常好的壓⼒力。︒

此外，論及是否⽀支持隨著時代的改變，教育也應該有所不⼀一樣。︒例如：朝向市

場化以及教育⾃自由化促使教育制度改變，讓教育更多元、︑更豐富，從受訪者的

想法裡得知，⼤大多數⼈人認為教育當然是需要變⾰革，但是更急迫的是現實的環境

和存在於公私⽴立學校之間的不同標準，才是使得學校經營者感到非常⾟辛苦，更

盼望能優先解決的，因此在教育現場透過校長的陳述，研究者發現事實上教育

改⾰革焦點⼀一直停留在教育政策中升學管道的改變，但是經由訪談之後，才發現，

其實在教育現場更有許多問題等待克服和改變。︒

        受訪者Ｓ1說：其實幾乎沒有⼀一個縣市的私⽴立學校，像台南市這麼強，那

這樣回歸來了，為什麼台南市的公⽴立⾼高中，難道都辦不好嗎︖？為什麼你寧可選

擇私中︖？不去選擇⾼高中︖？那這個問題我覺得就是去回應到之前有某個長官經常

在提的，教育各憑本事，那你為什麼你辦輸⼈人家︖？可是我們長期在公⽴立學校的，

我們就忍不住要問⼀一句話，各憑本事，你們有沒有照⼀一樣的標準在要求︖？沒有

啊，你沒有照⼀一樣的標準在要求，譬如說我們只能上到第八節，他們上到第九

節第⼗〸十節，晚上晚⾃自修，禮拜六禮拜天再來，那你這個有⼈人去管嗎︖？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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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家長當然安⼼心，這間學校，⽤用⼼心，認真，我送去那邊都不⽤用去補習班，對不

對︖？你不同的要求不同的標準，然後你要我們跟他⽤用同樣的競爭⽅方式，那台南

地區的學校的那個家長⼀一般來講，相對保守，他不認為什麼叫多元學習，他不

認為什麼叫作多元能⼒力，所以不同的因素使然，觀念，然後讓整個造就了這樣

⼀一個發展，那我覺得這個都是要像剛講的，慢慢來扭轉，但是⼀一個很重要的原

因就是說我們如果⼀一體適⽤用去補助這種私⽴立，強勢的私⽴立⾼高中的話，我覺得要

好好的檢討。︒⽽而且私⽴立⾼高中就好像剛剛講的，不僅讓國中變⾼高中，還讓私校改

變國⾼高的班級數，比如說我學校五⼗〸十班，搞不好原來國中部三⼗〸十班，⾼高中部⼆二

⼗〸十班，結果它把國中變少，⾼高中變多，這個都無形都造成別的學校的壓⼒力，所

以才會造成現在⽩白河招⽣生困難，甚至⽟玉井，慢慢全部都會被影響，那這個責任

誰來負︖？對不對︖？你說學校不認真嗎︖？我不相信，以現在校長的遴選制度來說，

四年就要被考評⼀一次，哪個校長敢不認真︖？但是就是現實的環境啊！

      ⾯面臨與私⽴立學校不公平的兢爭和公⽴立學校僅僅唯有的單⼀一入學管道，受訪

者B1道出了身為公⽴立學校校長的無奈，談及教育市場化之後，公私⽴立學校將無

可避免將出現競爭績效的問題，如此⼀一來是否讓公⽴立學校校長與教職員們充滿

壓⼒力哪︖？另⼀一位公⽴立學校校長即受訪者B3，也表達出與受訪者B1相似的意⾒見，

因為公私⽴立學校的標準是不⼀一樣的，所以公⽴立學校要和私⽴立學校競爭在先天條

件上是有很多現實的問題需要考量的，這些是公⽴立學校校長覺得必須先解決的，

不是害怕⾯面對競爭，⽽而是有許多的條件要能先改變，如此⼀一來才會是⼀一場公平

的競爭。︒受訪者Ｓ3認為

       ⼗〸十⼆二年國教看到的現象是這樣，私⽴立學校繼續⽤用不同管道在招收學⽣生，⽽而

且他們還可透過增加上課時數賺錢，因為多上課就多賺鐘點費，但⽼老師很⾟辛苦，

卻苦不敢⾔言，不像我們公⽴立學校，我們⼀一節輔導課收多少錢，我們那個都要照

公式來，都是很公開透明的，像我們暑期輔導上限⼀一百⼆二⼗〸十節，私⽴立學校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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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這些限制，如此不同的標準，公⽴立學校如何超鐘點上課呢︖？那我們不敢，

我們只要超過被檢舉，所以要趕快縮回來。︒

       就研究者觀察⽽而⾔言，公⽴立學校校長對於學校經費是完全不擔⼼心，因為完全

來⾃自政府負擔，但⾯面對教育升學管道的不⼀一樣，還有授課時間及教師鐘點費等

相關內部問題，卻明顯顯現出相當多的無奈，誠如公⽴立學校校長們所⾔言不是害

怕競爭，⽽而是相對於私⽴立學校，有著不⼀一樣的標準令⼈人擔憂未來學校的發展，

因為公⽴立學校受限於政府法令等相關規定，無法提供和私⽴立學校⼀一樣豐富的課

程和增加上課時數等問題，若教育市場化之後，會使公⽴立學校無法提供相同的

資源，擔⼼心將失去競爭⼒力。︒然⽽而，就私校經營者⽽而⾔言，身為私校校長似乎學校

經費才是最⼤大問題，訪談過程中多次提及身為私校校長，在決策時往往必須將

學校經費是否充裕納入考量，甚至要想辦法透過不同管道籌措財源，或許因為

私⽴立學校並不受政府法令那麼多限制，當然辦學較為⾃自由，因⽽而公⽴立學校校長

所擔憂那些的問題，對私校校長⽽而⾔言，似乎根本不存在這樣的問題，長期以來

公私⽴立學校教育資源的不公平眾所皆知，在⽬目前考試制度的限制下，就讀私⽴立

學校的學⽣生（家長）其實是不得不的選擇，如果可以每個⼈人也想要就讀便宜又

有好⼜⼝口碑的公⽴立學校，但粥少增多前提下，若是無法在考試制度限制下表現優

異，以⾼高分錄取公⽴立學校，最後只能選擇私⽴立學校就讀，卻要此些家庭因此負

擔更多的教育經費這實在是不公不義，所以也許公私⽴立學校教育資源本來就因

為辦學宗旨⽽而有所不同，但是政府有責任縮⼩小長期以來懸殊的公私⽴立學校資源，

因為這是每個國民基本的教育權，也是政府責無旁貸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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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壹、︑我國中學⽣生的教育經費分攤，竟然不如我國的⼩小學⽣生。︒

      從本⽂文第三章研究者在教育統計資料分析中發現，不論從哪⼀一項數據觀察(占

國內⽣生產⽑毛額比例、︑單位學⽣生經費與國際比較的（平均數據)，後期中等教育在

近幾年來都處於低⽔水準狀態。︒我們不知道造成這個現象的主因為何，但從教育

⽣生產理論可以得知，愈⾼高階層的學⽣生所需要的單位經費越⾼高，國際比較的經驗

也顯⽰示，後期中等教育通常比前期中等教育或初等教育的單位成本來得⾼高，但

在我國顯然並非如此，以我國實際每⽣生單位成本觀察，2012年我國投資每名國

中學⽣生⽀支出9 4 1 3美元，⾼高中職學⽣生⽀支出7 1 2 3美元，⾼高等教育之⼤大學⽣生⽀支出

12926美元。︒對照當年度OECD各國的平均值，投資每名國中學⽣生⽀支出8893美

元，⾼高中職學⽣生⽀支出為9322美元，⾼高等教育之⼤大學⽣生⽀支出為13528美元，從以

上可知，我國此⼆二級教育對每⽣生單位成本⽀支出顯著低於O E C D個國家的平均

值。︒所以⼗〸十⼆二年國民教育政策要能成功地推動，在⽬目前⾼高中職的學⽣生單位成本

卻不如⼩小學⽣生的情況下是否可⾏行︖？

貳、︑教育投資明顯偏重⾼高等教育的投資，中等教育投資除不⾜足外，公私⽴立教育

資源差太多，。︒

     就教育投資與各國比較，  從中等教育階段與⾼高等教育階段觀之，從第三章

研究者所分析的教育統計資料可得知我國與OECD各國比較之後，差距仍⼤大。︒

以中等教育為例，我國對每名中學⽣生的投資僅僅只有7123美⾦金，遠不如⽇日本對

每名中學⽣生的投資10064美元、︑美國13045美元、︑韓國9477美元，可⾒見明顯投資

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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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我國雖然很重視教育，不管是政府與私⼈人都注挹不少經費，但⽬目前

似乎有傾斜到私⼈人的現象，2 0 1 3年政府的貢獻程度只剩下約4 . 2 1 %，有⾼高達

1.54%以上是私⼈人投資。︒政府的確符合《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的21.5%的下

限規定。︒近年來政府只抓住下限編列預算，增加不多(2007年是24.1%，2008年

是21.7%)。︒雖然教育需要與國防安全、︑社會福利、︑交通建設與警察系統競爭有

限的公共經費，從私⼈人的教育⽀支出增加，顯⾒見國⼈人對於教育的需求有增無減，

但該如何弭平這個落差，有賴有效政策的落實呢︖？此外，教育是長期性的投資，

尤其少⼦子化的浪潮出現，現代⼈人對教育投資，其實是非常的關切，如何提供⾜足

夠的教育資源，並使教育資源獲得公平分配，這是非常重要的課題。︒

      雖然就家長角⾊色⽽而⾔言，家長比較關⼼心是公私⽴立教育資源是否有基本的公平

分配機制︖？縱然家長們也很清楚公私⽴立教育資源本來不公平就是確實存在的事

實，但是政府教育當局能在這樣的情形下，已實施⼗〸十⼆二年國民教育政策要提升

⼈人⼒力素質的前提下，該怎麼去調整存在差異極⼤大的公私⽴立教育資源，這是⼤大家

所期待的。︒  

參、︑政策反覆的免學費政策，讓民眾對政府完全失去信⼼心。︒

       ⽬目前教育資源整個經費不能從整體公平去分配，是因為會遇到良⼼心的問題，

也就是考量到受惠者不⼀一定是私校的學⽣生，極可能私校挪⽤用了這些經費，如此

⼀一來便失去了保障補助私⽴立學⽣生教育經費的意義，所以⽬目前教育部雖然逐年增

加教育總預算，但是都是採取計畫型申請的⽅方式，也就是由各公私⽴立學校⾃自⾏行

提出計畫向教育部申請，雖然表⾯面上看似公平，公私⽴立學校都有機會申請到這

些經費，然⽽而，實際上有多少個私⽴立學校真正獲得政府經費的補助呢︖？其實真

的是寥寥可數，因此，對於教育資源缺乏的私⽴立學校並沒有太多實際上的幫助，

是故，研究者認為如果我們未來能落實免學費政策，才能讓就讀公私⽴立的⾼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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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學⽣生有公平的受教機會，因為免學費政策是讓學⽣生直接受益。︒

肆、︑傳統⼠士⼤大夫觀念深深影響下，難以改變學⽣生家長的學校選擇。︒

    ⼗〸十⼆二年國教，在公⽴立校長認為，其實對公⽴立⾼高中來講，是不公平的競爭。︒，

因為實施⼗〸十⼆二年國教，公⽴立學校招不滿的學⽣生，沒辦法續招，但私⽴立學校，他

們隨時都可以續招。︒公⽴立學校所有的入學制度都是只有透過這些升學機制，沒

有獨⽴立再去招⽣生的⼀一個管道。︒換⾔言之，以公⽴立學校經營者來講，⾯面對只有單⼀一

⽅方式顯得很無⼒力，公⽴立⾼高中職的學⽣生來源只有單⼀一⽅方式就是透過考試，但是以

私⽴立學校來講，因為入學管道比較多，所以對公⽴立學校並不是是好消息。︒  

     其次，研究者透過訪談中了解，⼤大部份的家庭幾乎都已經是在年收入148萬

以上，所以並不會因為⾼高職免學費，⽽而影響對⼩小孩就讀⾼高中的選擇，家長仍無

法擺脫唯有讀書⾼高的傳統觀念，尤其少⼦子化來臨家長傾全⼒力栽陪⼩小孩讀書，就

是希望能出⼈人頭地，當然我們也必須承認學校在性向探究這些相關措施尚未做

好準備，究竟我們是根據什麼，幫孩⼦子做出選擇就讀⾼高中或⾼高職呢︖？多數家長

其實是無法擺脫傳統的價值觀，所以還是寧可選擇⾼高中⽽而不願意選擇就讀⾼高職。︒

伍、︑會考制度和學區限制嚴重限制家長教育選擇權。︒      

      對於許多仍受到傳統唯有讀書⾼高觀念影響的家長其實未必能夠接受，相信

到⽬目前為⽌止，其實很多⼈人還是存在著傳統⼠士⼤大夫的觀念，要在短時間改變這樣

的觀念，其實並不容易，從受訪對談中我們發現家長擔憂的不只是經濟能⼒力問

題，也提出不同的因素考量，例如學區和會考的考試成績會影響教育選擇權，

此外，⼤大多數的家長其實對政府不太有信⼼心，或許是長期升學主義掛帥影響之

下，難以跳脫唯有讀書⾼高的傳統觀念，所以是否以孩⼦子的興趣做為考量，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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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而⾔言似乎並不是重點。︒

      研究者從訪談中發現受訪者皆主張不要因為家庭經濟⽽而影響了家長教育選

擇權，針對弱勢家庭的孩⼦子應該給與更多的資源和保障，但對於⼀一個孩⼦子⽽而⾔言，

⽬目前的政策，其實我們會發現⼀一個孩⼦子的未來，是明顯受限於原⽣生家庭的經濟

能⼒力，這是無法切割的。︒

陸、︑國家教育角⾊色雖有所轉變，但未落實以⼈人民為主體的學習。︒

      針對國家教育角⾊色的轉變究竟是國家主權論或是⼈人民主權論，雖然有不同

的爭議，但從參與者的對談中，我們其實也感受到隨著時代的變化，現在⼤大家

越來越注重是⾃自⼰己的權益，教育的角⾊色應該是由主宰的國家角⾊色做轉變，回歸

讓⼈人民思考⾃自⼰己需要的是什麼才是，也就是說政府應該釋放權限，政府的角⾊色

應該轉變成為協助⼈人民做出正確的選擇，⽽而不是代替⼈人民做選擇才是，但⽬目前

受限於整個會考制度及相關條件的限制，很明顯未落實以⼈人民為主體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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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壹、︑定期檢討與改善政策執⾏行後問題，建構以學⽣生為學習主體的學習環境。︒

      教育市場應該驅向⾃自由化才比較合乎現況，因為⽬目前學⽣生不管⾃自然組學⽣生

跟社會組學⽣生，他考⼤大學學測考的科⽬目都⼀一樣，到最後他要去選擇的時候，如

果他是選校不選系的話，那當然是不受⾃自然組跟社會組的影響，如果他是選系

不選校的話，那當然也是⾃自由阿，所以教育市場應該是要鬆綁，回歸讓學⽣生與

家長⾃自由選擇就讀⾼高中或⾼高職，畢竟是學⽣生要學習，當然要以學⽣生為學習主

體。︒  

貳、︑廢除會考制度，落實免試的精神，並實施全⾯面免學費政策。︒

      ⾸首先須廢除為⼈人詬病的會考制度真正落實所謂免試的精神，可以以在學成

績申請或者選擇要參加個學校的入學考試，並且在國家的預算經費允許的範圍

之下，朝向原來規劃的免學費，才比較符合我們⼗〸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原來的基

本設想，⽽而且這⼀一個基本設想會影響到家長教育選擇權，因為只有它是在於⼀一

個⽴立⾜足點相當的情況之下，公私⽴立學校的選擇，才比較容易讓家長有同樣的⼀一

個思考，要不然的話，現在的家長實質上對於選擇私⽴立學校，家庭經濟條件還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參、︑重新檢討我國教育經費編列⽅方式，提⾼高中學⽣生未來的教育經費⾦金額。︒

      研究者在第三章分析我國教育統計資料，在與各國比較後發現， 從中等教

育階段與⾼高等教育階段觀之，我國與OECD各國比較之後，差距仍⼤大。︒以中等

教育為例，我國對每名中學⽣生的投資僅僅只有7123美⾦金，遠不如⽇日本對每名中

學⽣生的投資10064美元、︑美國13045美元、︑韓國9477美元。︒⽽而在⾼高等教育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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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對⼤大學⽣生的投資也同樣低於⽇日本16015美元、︑美國25576美元、︑甚至歐洲各

國，⽽而與韓國相比，韓國對每名⼤大學⽣生的投資為9972美元，我國也僅為12926

美元。︒

    如果可以每個⼈人也想要就讀便宜又有好⼜⼝口碑的公⽴立學校，但粥少增多前提下，

若是無法在考試制度限制下表現優異，以⾼高分錄取公⽴立學校，最後只能選擇私

⽴立學校就讀，卻要此些家庭因此負擔更多的教育經費這實在是不公不義，所以

也許公私⽴立學校教育資源本來就因為辦學宗旨⽽而有所不同，但是政府有責任縮

⼩小長期以來懸殊的公私⽴立學校資源，因為這是每個國民基本的教育權，也是政

府責無旁貸的責任。︒ 

肆、︑提升教育品質，並建⽴立公私⽴立學校良性競爭績效制。︒

     研究者認為辦學品質需要應該引進企業競爭績效模式，讓公私⽴立學校成為良

性的競爭夥伴關係，誠如研究者在第五章透過深度訪談公私⽴立公職校長所得到

的意⾒見，雖然公⽴立學校在教育經費上並不像私⽴立學校有籌措經費的壓⼒力，但是

隨著社會型態在轉變，其實即便是公⽴立學校的辦學者也已經做好準備，不能永

遠在保護傘之下辦學，學校辦學者必須提出具體的計劃帶領學校教職員與其他

各校展開⼀一場良性競爭，或許⼤大家都會有些許壓⼒力，但這似乎是必然必須⾯面對

的課題，所以各學校能在競爭績效的考量下，促使教學正常化以確保辦學品質。︒

伍、︑教育鬆綁適度朝向教育市場化

      在市場導向的需求下，能各⾃自發展出學校本位課程成為招⽣生特⾊色，例如：

公職學校⽽而⾔言，更能因此找出各⾃自學校特⾊色，從⽽而吸引學⽣生家長選擇就讀，即

便是公私⽴立的⾼高中學校也能設計出各⾃自的學校本位課程找出該校的定位，讓適

合就讀的學⽣生家長選擇，所以研究者主張應該將競爭績效與市場導向概念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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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學校辦學，賦予教育時代新意義。︒   

陸、︑教育鬆綁適度朝向教育⾃自由化

      學校教育機構必需考量⾃自校的特定功能、︑教育理念與發展特⾊色作為對家長

與學⽣生的回應。︒其實這也就是各校能⾃自主發展很重要的關鍵，若⾼高中職各學校

都能有⾃自⼰己的特⾊色，發展出該校的本位課程滿⾜足消費者（學⽣生）需求的同時，

也要完成組織（學校）的⽬目標，這其實是雙贏的結果，如此在教育鬆綁下，能

使教育⾃自由化提供家長更多選擇，朝向市場導向又能建⽴立良性績效的最⾼高境界，

這與⽬目前已實施的⼗〸十⼆二年國民教育政策的精神，其實是相輔相成的，但我們的

執政當局是否能以此為借鏡，思量未來如何朝向⾃自由化和市場化，使我們的教

育鬆綁朝向更多元的未來發展，值得政府當局仔細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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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展望

      ⼗〸十⼆二年國民教育政策實施之後，其實有很多問題是可以檢討的，希冀未來

的研究者可以朝以下⽅方向努⼒力

壹、︑探討⼗〸十⼆二年國民教育實施之後，是否有效提升國民教育⽔水準︖？

貳、︑建⽴立獨⽴立的教育經費編列模式，不會受到每年度政府財政影響。︒

參、︑公私⽴立學校間能建構良性的競爭機制，建構出各學校特⾊色。︒

肆、︑⾯面對不公的教育資源分配，私⽴立學校如何能在此環境中⽣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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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受訪者基本資料說明

研究代號 受訪身份 職位 姓名 教育程度 備註

Ｇ1 教育規劃者 教育部政務次
長

陳◎◎ 博⼠士 已退休

Ｇ2 教育規劃者 教育部國教署 楊◎◎ 博⼠士 已退休

Ｓ1 學校經營者 公⽴立⾼高中校長 鄭◎◎ 博⼠士

Ｓ2 學校經營者 公⽴立⾼高中校長 廖◎◎ 碩⼠士

Ｓ3 學校經營者 公⽴立⾼高中校長 陳◎◎ 博⼠士 綜合⾼高中

Ｓ4 學校經營者 私⽴立⾼高中校長 廖◎◎ 碩⼠士 綜合⾼高中

C1 學⽣生家長 學⽣生家長 李◎◎ ⼤大學 公⽴立國中

C2 學⽣生家長 學⽣生家長 周◎◎ ⼤大學 公⽴立國中

C3 學⽣生家長 學⽣生家長 王◎◎ ⼤大學 私⽴立國中

C4 學⽣生家長 學⽣生家長 劉◎◎ 碩⼠士 私⽴立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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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受訪者參與研究同意函

參與研究同意函

您好

    我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班候選⼈人-呂⾦金玲，⽬目前正進⾏行有關

⼗〸十⼆二年國民教育政策中教育資源分配問題之研究，博⼠士論⽂文題⽬目是「⼗〸十⼆二年國

教政策有關教育資源分配之研究＿以公共選擇理論分析」，期望透過公共選擇

理論，去探究此政策形成過程之正當性及此政策之實施成效是否符合社會⼤大眾

之期待，除作為國家推動重要教育政策之參考依據，同時檢視已經實施之⼗〸十⼆二

年國教政策涉及教育資源分配的問題提出改善之道，因此本研究非常需要您的

參與，研究過程需要您協助的是：

1. 可以接受研究者本⼈人與您的⾒見⾯面談話與訪問，並能以書信郵件往來確認資  

料之完整。︒

2. 願意回顧您在教育現場所發現的狀況及實際處理校務時所⾯面臨的難題。︒

3. 同意在進⾏行訪談過程全程錄⾳音，並由研究者轉為⽂文字逐字稿及呈現在論⽂文中

4. 願意在閱讀過您個⼈人之訪談逐字稿之後，給予研究者意⾒見回饋。︒

在訪談過程及結果呈現上，本⼈人身為研究者，會嚴格遵守以下之專業倫理：

1. 訪談的⽬目的只作為學術研究之⽤用，研究者承諾對訪談內容保密，亦不在任何

書⾯面資料中或⼜⼝口頭報告中洩露您的姓名及可辨識身份的資料。︒

2. 在訪談或是研究過程中，若是您改變⼼心意，可以隨時終⽌止參與本研究。︒

        誠摯邀請您參與本研究，非常感恩您的協助，若承蒙您同意上述事項，

請您與研究⼈人員共同簽署本同意函。︒

研究參與者                     （簽名）                  （⽇日期）

研究⼈人員                       （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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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訪談問題

壹、︑教育政策規劃者的訪談題⽬目

⼀一．政府的教育角⾊色

1您是否⽀支持政府推動⼗〸十⼆二年國教政策︖？為什麼︖？

2您認為⼗〸十⼆二年國教政策的決策過程是否透明公開︖？這是經由公共選擇⽽而做的

決策嗎︖？

3您認為推動⼗〸十⼆二年國教政策最⼤大的困難是什麼︖？為什麼︖？

4您認為政府應該在教育市場該扮演⼤大家長的角⾊色嗎︖？是否⽀支持免學費政策，

為什麼︖？

⼆二.家長教育選擇權

1您認為家長的教育選擇權是基本⼈人權嗎︖？該受到限制嗎︖？

2您認為家長經濟情況會影響家長教育選擇權嗎︖？為什麼︖？

3您認為政府應該透過免學費政策保障家長教育選擇權嗎︖？為什麼︖？

4您認為⽬目前政府所編列的教育經費可成功推動⼗〸十⼆二年國教嗎︖？為什麼︖？

三.教育市場⾃自由化

1您認為現⾏行的制度能使公私⽴立⾼高中職學⽣生享有公平的教育資源嗎︖？為什麼︖？

2您是否⽀支持⽬目前已實施⾼高職免學費但⾼高中排富的學費政策︖？為什麼︖？

3您認為教育市場是否應該鬆綁呢︖？免學費政策能達到教育市場⾃自由化的⽬目標

嗎︖？為什麼︖？

4您認為實施⼗〸十⼆二年國教會使教育市場朝向⾃自由化嗎︖？能解決升學壓⼒力的問題

嗎︖？為什麼︖？

貳、︑公私⽴立⾼高中職校長的訪談題⽬目

⼀一．教育市場化⾃自由化

1身為校長，就您的觀察是否贊同教育市場應該鬆綁（在此指教育選擇權）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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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自由化嗎︖？使就讀學校的決定權回歸學⽣生（家長）呢︖？

2關於⼗〸十⼆二年國民教育政策，⽬目前實施⾼高職免學費但⾼高中排富的學費政策，是

否對貴校造成影響（例如：學⽣生⼈人數或學⽣生素質）︖？

⼆二.家長教育選擇權

1您認為現⾏行的中等教育制度（國中g⾼高中職）能否實現家長教育選擇權︖？

2您認為家長的教育選擇權是基本⼈人權嗎︖？您認為政府應該透過免學費政策保

障家長教育選擇權嗎︖？為什麼︖？

三. 政府的教育角⾊色

1您是否⽀支持政府推動⼗〸十⼆二年國教政策免學費政策，保障學⽣生教育選擇權，使

家長有公平的機會能為⾃自⼰己選擇就讀公私⽴立⾼高中職︖？為什麼︖？

2您認為現⾏行的制度能使公私⽴立⾼高中職學⽣生享有公平的教育資源嗎︖？身為⼀一校

之校長，您認為政府應該如何協助學校經營者，如何幫助解決公私⽴立⾼高中職教

育資源不均的問題呢︖？

參、︑就讀國⾼高中之家長訪談題⽬目

⼀一．政府的教育角⾊色

1您是否同意政府推動⼗〸十⼆二年國教政策能提升國民教育素質︖？為什麼︖？

2您是否同意⼗〸十⼆二年國教政策的決策過程是透明公開的︖？為什麼︖？

3您是否同意政府應該全⾯面主導教育政策的制定嗎︖？為什麼︖？

⼆二.家長教育選擇權

1您是否同意家長的教育選擇權是基本⼈人權嗎︖？為什麼︖？

2您是否同意家長經濟情況會影響家長教育選擇權嗎︖？為什麼︖？

3您是否同意政府應該透過免學費政策以保障家長教育選擇權嗎︖？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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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您是否同意政府應該增加編列教育經費以成功推動⼗〸十⼆二年國教嗎︖？為什麼︖？

三.教育市場⾃自由化

1您是否同意現⾏行的制度能使公私⽴立⾼高中職學⽣生享有公平的教育資源嗎︖？為什

麼︖？

2您是否同意⽬目前⾼高職免學費但⾼高中排富的學費政策是很不公平的政策︖？為什

麼︖？

3您是否同意隨著時代的改變，教育制度的選擇也應該鬆綁呢︖？為什麼︖？

4您是否同意免學費政策能達到教育市場⾃自由化的⽬目標嗎︖？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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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逐字稿範例

訪談範例⼀一

◎ ◎⾼高中  廖校長06/18上午⼗〸十點      Ａ：受訪者  Ｂ：研究者

B：校長不好意思，要請教您，對於⼗〸十⼆二年國教當中，原本設定的這個免學費

跳票，在校長來看，這樣的跳票是因為什麼原因所造成︖？那為什麼會造成這

樣的結果︖？

A：政府的政策有時候他考量的會很多，像這⼀一次講⼗〸十⼆二年國教要免費，本來

是全⾯面的，後來就有修正。︒當然，因為我們是教育⼈人員。︒對於政策上⾯面的調

整，我是⾃自⼰己在思考，會不會是當時已經講好要⼗〸十⼆二年免學費的話，最後經

過⾏行政院那邊盤算的結果，發現到第⼀一年的將免學費他可能政府的財政負擔

⼀一下⼦子會應付不過來。︒

B：誠如媒體所報導是因為政府財政負擔太⼤大所以改變當初的政策︖？

A：所以我相信他會改成有條件的免學費，在⾏行政院那邊⼀一定有經過充分的討

論。︒這個討論當然不是只有在教育部這邊。︒教育部⼀一定希望我們當時開出去

的⽀支票是免學費，也期望當然能就這樣來做。︒但是⼀一旦和⾏行政院這邊整個綜

合討論的結果，原先想全部免學費。︒政府的財政負擔到那裡，後來仔細評估

再去計算的結果，可能算出還有⼀一部分的經費上有所不⾜足。︒

B：是

A：所以他才想到我們就來提列有條件的免學費，也就是讓他年收入在⼀一定程

度以上，就⼀一四八萬以上的還是他來繳學費。︒以下的算是。︒以下的如果想對

於以上以下的話，以下的就算是想對於經濟比較弱勢⼀一點的，就讓他免學費

B：是

A：⼀一四八萬以上⼀一般的感覺，覺得是對他的影響不是很⼤大，所以才會⽤用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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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出來，我想當時教育部跟⾏行政院這邊在討論的時候可能有考量到這⼀一

點，他所造成的學⽣生接受⼗〸十⼆二年國教，整個⼀一路上在⾛走的話，可能⼀一四八萬

以上要繳⼀一點學費的話，應該不至於因此就斷了。︒我相信當時教育部也⼀一直

很懊腦，會覺得說我們開出去的票跳票了。︒

B：是

A：跳⼀一部分的話，也能讓這個良法美意的⼗〸十⼆二年國教真的能讓它順利的推

動。︒

B：校長，再請問⼀一下，如果不考量財政問題如同當初原來規劃，全⾯面實施免

學費您是否贊成︖？因為⽬目前的⾼高中是…那⾼高職是要…0401那這樣造成就是好

像有點政策導向，念，選擇念⾼高職的孩⼦子其實家境是比較弱勢的，那⼀一般有

種角度去看就是有⼀一種污名化的做法，不曉得校長您覺得，如果可以的話，

您是不是⽀支持全⾯面免學費︖？讓孩⼦子有⼀一個公平的受教的機會︖？

A：公平受教當然是應該的啦！但是我們就⾼高中⾼高職來講，現在⾼高職已經全⾯面

免學費嘛，但是⾼高中的是有排富條款的，贊不贊成我們可能要從另…從城市

和鄉村可能會有所差別，在⼤大都會地區，⼤大都會地區⼀一般來說年收入會比較

好，經濟條件會比較⾼高⼀一點，所以考慮到學費問題⽽而影響到他要選⾼高中或者

⾼高職的可能影響不⼤大。︒但是如果在比較弱勢地區，較鄉下或者偏鄉地區，學

⽣生⽬目前因為學費繳不起⽽而造成他有可能會無法繼續後⾯面⾼高中三年的求學。︒這

是有可能的，這樣⼦子的話免學費的排富，對鄉下的影響應該是蠻⼤大的。︒因為

我以前曾經在台東服務過，在台東發現到，因為學費⽽而讀不起⾼高中的學⽣生是

⼤大有⼈人在。︒但是如果在比較⼤大都會，像在台南甚至到台北的話，這⽅方⾯面我們

聽到家長所講的聲⾳音就相對比較⼩小⼀一點，在鄉下的話可能聲浪就會比較⼤大，

所以你說我贊不贊成全⾯面的免學費，應該說在不同的地區，要以不同的要求，

家長有不同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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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需求不同。︒

A：對，需求不同，因此我們要講說，是不是贊成全想免學費，這⼀一句話要回

答YES，no。︒是很簡單的，但是要回答YES之前要想到，另外⼀一個無法YES

的部分。︒要講NO的話呢，又覺得很可惜，⼗〸十⼆二年國教如果能夠全⾯面免學費

的話，會比較完美⼀一點。︒

B：是。︒所以基本上如果說他政策沒有跳票，其實我們會很欣然看到全⾯面免學

費的。︒

A：這當然是很好的阿。︒

B：好，那校長不好意思，我接著就第⼆二個問題向您請教。︒就是有關家長教育

選擇權的問題，您認為說，家長是否會因這個經濟因素⽽而使就讀學校選擇權

受到影響呢︖？

A：剛才我講到，經濟條件不平等的情況之下有些⼈人會考慮到免學費的學年不

考慮，但是以我們是教育⼈人員來看的話，我們現在在學校裡⾯面經常會提到要

照顧弱勢，扶持弱勢，以這個角度來看，其實應該要推動全⾯面免學費，因為

真的會受到學費影響的家長，都是那些經濟比較弱勢的家長，所以，以⽬目前

⼤大家都在考量到需要照顧到教育弱勢的應該要，既然他們要免學費就全⾯面免

學費。︒當然啦，我們如果反過來講說，那⼀一些有排富的⼈人他並不影響到他繳

學費多少嘛。︒但是⼀一旦有排富的話，後續的問題就會比較複雜，其實他影響

到的部分應該是蠻⼤大的啦。︒但是，教育總是需要花比較多的經費，⽽而且它並

不是⽴立即看得到樣⼦子。︒

B：是。︒

A：我們政府應該要考慮⼀一下，把另外⼀一種比較可以縮的經費縮⼀一點，溢注給

教育經費上的全⾯面能免學費，這樣⼦子的結果，會讓⽼老百姓們比較相信政府所

講的話，因為政府既然⼀一開始就講全⾯面免學費，後來又是排富有條件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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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讓家長往後對國家的⼤大政⽅方針會存疑，你現在發出來是這樣⼦子，或者是候

選⼈人講的政⾒見是這樣⼦子，到最後誤為某個原因，來找另外⼀一個原因來否決掉

前⾯面的承諾，這樣⼦子是不好的啦。︒所以家長因為經濟情況影響到教育選擇權，

在經濟比較弱勢的家長來講，這個部分應該是影響蠻⼤大的。︒

B：那請問您身為◎◎⾼高中的校長，貴校⽬目前是否受到這政策影響招⽣生呢︖？

A：這個部分⽬目前確切的研究，但是我們可以從表象上來看，以新化地區的新

化⾼高中跟新化⾼高⼯工，我們⾼高中他們⾼高職，他們是全部免學費。︒以往過去多年

來，我們的招⽣生，絕不會有什麼問題的，新化⾼高⼯工⼈人家相對的要選擇的話，

先選的是新化⾼高中再選新化⾼高⼯工，但是經過這⼀一兩年，我們發現到新化⾼高⼯工

在這⽅方⾯面的招⽣生似乎很順利，他們很快就會滿額，所以我想多少還是有影響。︒

如果以這個來看的話，因為從很早以前到現在，我們⾼高中的招⽣生會稍為輸給

新化⾼高⼯工。︒或許免學費也是其中⼀一項因素。︒

B：還是有就對了。︒

A：還是會有影響，這個我們⽤用猜測的，不必然。︒

B：那校長以您看到的這樣的現象，您覺得這樣長期下去，會不會影響到新化

⾼高中的發展︖？

A：我們是稍為擔⼼心⼀一點，我所謂的稍為擔⼼心⼀一點是指有另外⼀一個因素加進

來，就是少⼦子化的關係，因為剛好我們這時來討論，我們招⽣生會⾼高中輸給⾼高

職，家長的選擇或者是學⽣生的選擇是第⼀一個考慮到的是⾼高職再來考慮⾼高中，

可能是學費的關係，這有可能…

B：是。︒

A：如果說現在沒有少⼦子化的問題的話，當然兩間很快的⾼高中⾼高職都招⽣生滿

了，沒有⼈人會去想到免學費的問題，但是剛好跟少⼦子化連結在⼀一起，這兩個

變因同時加進來的時候，因為我們無法控制單⼀一變因阿，我們控制沒有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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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問題，然後就來看⼀一下⾼高中⾼高職招⽣生的情況，這樣應該就會蠻淮的，但

是兩個變因同時加進來，兩個都無法控制，所以會不會這兩個都交雜在⼀一起

的結果，造成⽬目前⾼高職招⽣生會比較OK，這個或許跟免學費有關係，或許是

有關係，

B：那如果說今天全⾯面免學費，這樣問題會不會就改善了呢︖？或者是說全⾯面的

免學費對新化⾼高中的發展來講，校長您覺得是有利還是不利︖？

A：如果單純講有利或不利的話，當然是有利阿，因為原來我們有⼀一四八萬以

上的繳學費問題嘛，現在全⾯面免的話，這個部分也拿掉了，有可能招⽣生情況

會稍為改善，當然到⽬目前為⽌止我們的招⽣生並不是很⼤大的問題，但是不能等到

問題呈現⼤大的時候我們再來想辨法，其實這都要…到這個部分。︒

B：謝謝校長，那校長接著我再跟您請教⼀一下，您認為這整個教育市場是否應

該要鬆綁，這裡指的是對教育制度的選擇，譬如說他可能是透過免學費政策

去落實學校的選擇權，那我們現在講的是指他可能選擇⾼高中或選擇⾼高職，不

要去受到這個免學費的影響，但是這樣勢必以學校來講會⾯面臨到⼀一個壓⼒力…

因為他不⼀一定選擇你們，那以學校來講他怎麼去吸引學⽣生來，學校會⾯面臨到

這樣的問題。︒

A：以前讀⾼高中的學⽣生，他是學術傾向的學⽣生，讀⾼高職就是技職傾向的學⽣生，

但是這⼀一兩年來已經不是這個樣⼦子，像這樣的學⽣生去考⼤大學學測，如果你的

⼤大學學測考下去，他就直接可以選擇⾼高中，選擇技職體系也可以選學問體系，

所以對於他在校內，我們以⾼高中的學⽣生來講，他有分⾃自然組跟社會組，其實

對⼤大學學測考下去的時候，全部都是考國英數⾃自然社會，不分⾃自然組跟社會

組，因此，在這種情況之下，就業市場應該讓他驅向⾃自由化才比較合乎現況，

因為⽬目前學⽣生不管⾃自然組學⽣生跟社會組學⽣生，他考⼤大學學測考的科⽬目都⼀一樣，

到最後他要去選擇的時候，如果他是選校不選系的話，那當然是不受⾃自然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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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社會組的影響，如果他是選系不選校的話，那當然也是⾃自由阿，所以我覺

得教育市場應該是要鬆綁，讓他⾃自由化，應該是比較合理的。︒也比較合乎現

狀。︒

B：所以像您是比較贊成⽬目前的教育是要鬆綁，但是就像我剛所提到，這樣⼦子

的話以⼀一般⾼高中職⾯面臨到的問是就是說他其實會有個競爭的壓⼒力，那不曉得

這樣的⼀一個競爭壓⼒力，以身為⼀一個校長來講，如何去看待或者是說如何去想

出，譬如說⽤用什麼樣的⼀一個⽅方法去⾯面臨這樣⼀一個競爭壓⼒力的時候不會受到影

響。︒譬如說他可能選出學校特⾊色來吸引學⽣生，那這個部分不曉得校長這邊怎

樣去做。︒

A：因為⾼高中⾼高職招⽣生出現不同的壓⼒力，所以⽬目前對全台灣地區的⾼高中來講，

因為他覺得他的招⽣生受到⾼高職的影響被他壓縮，所以有很多⾼高中都祭出很優

越的條件讓學⽣生進來可以領多少獎學⾦金，可以哪⼀一個部分給他免學費，進來

以後給他獎學⾦金就等於給他免學費⼀一樣，如果我提供你的獎學⾦金跟你的學費

是對等的話，就等於是進來以後再免學費，這個邏輯是經費上的競爭。︒那學

校要如何調整呢︖？學校⽅方⾯面就會想辨法，溢注經費在招⽣生⽅方⾯面，其實⽬目前以

我們學校來講，還有我所看到的其他⾼高中來講，都是有這種現象。︒

B：是公⽴立⾼高中的可以⽤用這種⽅方式去吸引學⽣生，還是…

A：對，因為⽬目前公⽴立⾼高中裡⾯面有辨法挪這個經費來補助比較弱勢的學⽣生或者

比較學優的學⽣生的話，校內學校預算當然是不可能拿出來，有很多嘛，有⼀一

些學校他有⽂文教基⾦金會，有家長會，有⼀一些甚至校友會，

B：所以他不是政府預算的⼀一部分︖？

A：他是可以學校裡⾯面⾃自⾏行來調整，這調整以⽂文教基⾦金會來講的話，假如董事

會說OK那我們就這樣做。︒排出多少經費下去補助學校，來吸引⼀一些學優的

學⽣生，家長會，校友會，也是⼀一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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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所以現在校長您認為說可以類似這樣⾼高額獎學⾦金的⽅方式來⾯面臨…當⾯面臨這

個競爭壓⼒力的時候，現在⽬目前的情形是這樣⼦子︖？

A：⽬目前很多學校⽤用這種⽅方式在辨。︒

B：可是會不會⼤大家就三比三⽅方⾯面，你拿⼀一百我就拿兩百。︒在獎⾦金上的這個…

A：公⽴立學校⼤大概比較不會這樣惡性競爭，因為公⽴立學校他可以拿的這種經費

他是有限的，不像私⽴立學校，私⽴立學校他拿的是非常⾼高額的獎學⾦金，只要你

考到某⼀一個程度以上的學測成績，他可以讓他全部都免費之外又可以每年或

者每學期給這個學⽣生多少獎學⾦金，⽽而且獎學⾦金的⾦金額是非常可觀的。︒

B：是。︒舉個例⼦子來講⼀一下

A：例如我聽過就有⼀一間學校他⼀一年給，⼀一學期當學優的學⽣生剛考進來的時候

就已經承諾了，他達到的條件⼀一個學期給你⼗〸十八萬，⼀一個學期給⼗〸十八萬的話，

乘以六就超過⼀一百萬了。︒這種私⽴立學校⽬目前還是存在。︒但是公⽴立⾼高中還沒有

這種現象。︒

B：校長，接著要請您就談⼀一下說，⼗〸十⼆二年國教的實施您認為⽬目前現階段的這

些制度政策會使得我們剛剛所提到的希望能夠讓教育朝向⾃自由化市場化︖？那

我們其實也知道⼗〸十⼆二年國教的問題要解決學⽣生升學的壓⼒力會很⼤大，那現階段

您覺得有看到這個⽬目標部分嗎︖？你覺得怎麼解決︖？

A：我先回答你所講的，⼗〸十⼆二年國教要減輕學⽣生的升學壓⼒力，這個答案是有⼀一

部分是對，有⼀一部分是不會，因為現在有很多家長學⽣生他沒有考慮到，我⼀一

定要讀什麼樣⽔水準以上的⼤大學。︒或是覺得說，有不少學⽣生覺得說我只要有⼤大

學可以讀就好了，我們也知道現在⾼高中畢業想要有⼤大學可以讀好像是輕⽽而易

舉的事情，因為只要有⾼高中的畢業證書，就有私⽴立⼤大學可以迎接你進去，因

為現在私⽴立⼤大學永遠都會⾯面臨到廢校的問題，所以只要你能夠有學⽣生進來，

我就招收。︒所以現在有很多學⽣生他是只想當⼤大學⽣生，不想也沒有積極的想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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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我要考上我⼼心⽬目中理想的，有遠景的⼤大學。︒但是如果說學⽣生，我⼀一定要讀

所謂的名校，例如：我⼀一定要讀台⼤大以上，或者至少要讀成功⼤大學以上，升

學壓⼒力是很⼤大的，壓⼒力當然還是存在只是沒有那麼全⾯面性⽽而已。︒

B：那校長請問⼀一下，⼗〸十⼆二年國教這⼀一兩年實施是否新化⾼高中受到影響︖？譬如

說以招收學⽣生來講，學⽣生的來源有沒有受到影響︖？

A：⼗〸十⼆二年國教來講有推動就近入學，其實有時候我會把他想成說，推動這⽅方

⾯面其實也做的蠻落實的。︒因為這樣⼦子推動的結果，學⽣生就近入學的比例比往

年⾼高很多，或許這也是教育政策的⼀一部分。︒慢慢的讓學⽣生不必去越區就讀，

甚至不⽤用越到更遠的地⽅方，早年很多學⽣生會選到台北去就讀，他看到的是要

讀建中北⼀一女，私⽴立的明星⾼高中，但是近年來⼀一些教育政策，比如說繁星計

劃，這部分造成有很多鄉下的學校都有考上台⼤大，台清交，成功⼤大學以上，

政⼤大，中正，中山⼤大學。︒甚至國⽴立學校有很多⼈人。︒

B：所以在以這項就近入學來講，以新化⾼高中的影響……⼗〸十⼆二年國教這部分以

新化⾼高中來講算是有利還是不利︖？

A：應該算是有利。︒

B：是成功的︖？

A：算是成功的。︒

B：好，那校長再接著麻煩您⼀一下喔，請您談⼀一下我們就近入學⽅方案，像美國

有曾經實施過這個教育選擇權…那其實是發給學⽣生家長，他有⼀一張教育…但

是他可以⾃自由的去選擇公私⽴立學校，但這個前提會造成⼀一個狀況就是說公私

⽴立學校為了要達到這個教育權他必須發展出學校的…因為他不管念公⽴立私⽴立

⾼高中⾼高職都…

A：⼀一視同仁

B：對，如果說實施這樣的⼀一個正政策，那不曉得說您身為⼀一個學校的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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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如何去…

A：其實發給教育卷跟免學費是⼀一樣的嘛，我來這個學校就讀，我本來的註冊

費是兩萬，那現在要讓你要收學費，⽽而不推免學費你還是要教兩萬，那怎麼

辨，教育卷給你兩萬，其實教育卷跟免學費我覺得他是相等的相同的。︒

B：他⽤用意其實⼀一樣︖？

A：⽤用意其實⼀一樣的。︒

B：那您以身為⼀一個公⽴立學校的校長，您會不會擔⼼心，因為這就會影響到經費

的問題，還是校長覺得說貴校有什麼樣的特⾊色，讓你覺得這其實是不⽤用擔⼼心

的。︒

A：不瞞您說固然有，⽽而以台南市來講，台南市的私⽴立學校競爭⼒力很強，有很

多比較明星⾼高中就在週邊，他⾃自⼰己私⽴立學校的週邊，但是他⼀一樣可以達到很

⾼高的升學⼒力，他的招⽣生也完全沒有問題，應該說這個學校的教學經驗、︑教育

品質，特⾊色發展應該都有某⼀一個程度的績效。︒

B：那如果全⾯面免學費，學⽣生可以選擇公私⽴立，會不會擔⼼心私⽴立學校招收更多

學⽣生，然後最後導致貴校的學⽣生減少…

A：以台灣以台南市來講喔，⽬目前公⽴立學校的教育⽔水準，普遍來講是比私⽴立學

校⾼高啦，當然私⽴立學校比公⽴立學校⽔水準⾼高的也是有，我們不能講尖端的，你

說私⽴立學校要超越台南⼀一中台南女中的，教育品質要這樣⼦子超越他，⼤大概很

難。︒

B：是。︒

A：所以那不是…學⽣生在學習不是只有師資⽽而已，還有同儕的互相學習勉厲的

部分，所以⼤大家都會選第⼀一志願的明星⾼高中，但是在後⾯面第⼆二或者第三以下

的學校，這個部分應該⽤用教育卷下去比對公⽴立學校是比較不利的，所以你問

擔不擔⼼心，也會擔⼼心，但是，任何時間任何問題來了，我們總會因應的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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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因應對策就比較學校同仁⼤大家同⼼心齊⼒力，共體時艱要找出⽅方法來，譬如

說，提⾼高我們的教學品質之類的，那⼀一樣的就可以有競爭⼒力，這樣⼦子的話其

實對⼀一些比較⽼老牌的公⽴立學校來講是好的，可以激勵他求新求變。︒

B：可是這樣您覺得校內的⽼老師會不會有壓⼒力︖？因為他本來是可以很安逸的，

⼀一進來就可以到退休嘛，那⼀一旦教育⾃自由化之後又是實施全⾯面免學費，因為

剛剛校長您也是贊成教育⾃自由化，但是接著全⾯面免學費，那勢必會對公⽴立學

校會造成很⼤大影響，那公⽴立學校的教師將⾯面臨壓⼒力…

A：這種壓⼒力啊，⽼老實說已經慢慢呈現了，因為像基隆⾼高中他年年減班⽽而且減

的很嚴重，我們附近也是有⾼高中被減班過，減班的話，因為學校的員額編制

是固定的，班級減少就必須要減少兩個⽼老師，或者三個⽼老師，這⼀一減的話會

減到誰呢︖？把哪⼀一些⽼老師強迫介聘出去，⽼老師最⼤大的壓⼒力應該是在這個地⽅方

B：就是會留強汰弱的⽼老師︖？

A：會，因為介聘出去兩個就好，但是影響的並不是只有兩個⼈人的感情，

B：還有其他⼈人…

A：你看兩個會不會剛剛好輪到我，所以以這個來看的話，⼀一定經歷的成⾒見來

講，這是好的。︒但是以⽼老師個⼈人的⽣生涯歸劃，應該會有恐慌。︒可能也會影響

到⽼老師對政府的信任，這是會影響的。︒反正講的遠⼀一點的話，會影響到選舉

B：那校長如果…因為我們剛剛講的這⼀一個問題，聽到您的說法就是…因為你

也⽀支持全⾯面免學費，也贊成學校或者整個教育應該市場化⾃自由化，那接著會

⾯面臨的問題勢必公私⽴立學校會受到很⼤大的影響，剛剛校長提到，公⽴立可能就

會比較多⼀一點的擔憂，因為可能會對招⽣生勢必受到影響，但是…即便是這樣

⼦子，像您還是樂觀其成這樣的政策。︒

A：應該要樂觀其成。︒

B：你覺得這是好的︖？對整個教育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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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讓私⽴立學校超越公⽴立學校，以⽬目前台灣的教育⽣生態來講，公⽴立學校的制度

是須要調整的，但這種調整⽤用宣導的⽅方式是沒什麼效⽤用的，必須要有⼀一些壓

⼒力下去，⼀一般來說公⽴立的⽼老師比較沒有壓⼒力。︒

B：對。︒

A：私⽴立學校⽼老師他就會随時強調，學校的招⽣生就是我⼯工作的保障，這種私⽴立

學校的⽼老師的氛圍，思維⽅方式是不⼀一樣的，至於我們以教育⾃自由化的美國來

講，美國的明星⼤大學，都是私⽴立。︒

B：對。︒

A：美國⼤大學，史丹佛⼤大學，這些都是私⽴立⼤大學，為什麼⼤大家都要去讀他對不

對，因為他是教育⾃自由化，為什麼私⽴立⼤大學就會比較好呢︖？可能⽼老師的⼼心態

是不⼀一樣的，所以我⽤用這個來推理的話，台灣的教育⾃自由化，會對公⽴立⾼高中

職有正向的提升。︒

B：造成很⼤大的影響。︒

A：會有提升的壓⼒力，這個壓⼒力不⾒見得是不好嘛。︒

B：因為會有競爭，會有淘汰，但是擔憂淘汰那個部分…會不會倍感壓⼒力阿︖？

A：嘿阿，會有競爭淘汰。︒有競爭就會有淘汰嘛。︒

B：是。︒

A：有競爭就會有進步，我們不能否認。︒

B：是。︒所以校長您覺得這個政策，你很樂觀其成，您希望…

A：是的，

B：那校長，我換⼀一個角度來問，因為我們剛剛所提到的都是以站在公⽴立學校

校長的角度去看，那因為我們其實也都不可否認⽬目前現階段，公私⽴立的教育

資源其實是有很⼤大的落差，例如公⽴立學校可能就不擔⼼心這個差異，因為我們

就是來⾃自於政府的預算，那私校其實就是要靠⾃自⼰己。︒那麼我想換⼀一個角度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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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如果有⼀一天校長您退休了，被邀請或聘任到私⽴立的⼤大學私⽴立的⾼高中職去

擔任校長，那以您⼀一個私⽴立⾼高中職的校長去談，我們剛剛所提到的這三個政

策，不曉得您轉換⼀一個角⾊色，是否還是跟剛剛⼀一樣的…

A：剛才我說，這個⽬目前這些條件喔，這些對私⽴立學校其實壓⼒力早就存在了，

他⼀一直推過來，所以這個對私⽴立學校是正向的發展，只是他的壓⼒力比以前更

⼤大，⽽而公⽴立學校是以前完全沒有，從完全沒有到有，⽼老師會有恐慌，對私⽴立

學校來講他本來就有，只是現在⼒力量更⼤大⽽而已，我覺得他私⽴立學校適應⼒力反

⽽而是比較強的。︒

B：是。︒

A：所以我不管說我在公⽴立學校或者公⽴立學校，我覺得有⼀一點競爭⼒力有⼀一點競

爭性的辨學，比較有挑戰性也比較有趣性，⼈人⽣生也比較有意義。︒

B：所以不管您在公⽴立或私⽴立都覺得整個教育應該要有競爭⼒力，您也希望有⼀一

個這樣的情況。︒

A：對，應該是這樣，因為那是比較長遠的，如果只有考慮到⼀一⼰己之私當然想

法就不⼀一樣，但是⼀一⼰己之私可能就沒有辨法在私⽴立學校裡⾯面競爭下去阿。︒

B：是。︒

A：你會投入私⽴立學校就表⽰示你對他有信⼼心，願意投入那當然就有可能會進

步，可以嗎︖？

B：另外⼀一個問題我們回歸談到教育經費，我現在所做的訪談問題其實是侷限

在討論教育資源的問題上，談到了台灣的教育資源問題，根據教育部的統計，

統計資料裡⾯面我們很明顯的發現，其實剛第⼀一個問題說財務困難，那可是我

們發現，這幾年政府在教育編列預算其實是逐年都有在增加，換句話講，整

體的教育經費其實是逐年增加，但是受少⼦子化的影響下，理應每⼈人教育成本

隨著逐年增加的教育經費應該有所增加才是，但我們很明顯的卻發現，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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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學校的學⽣生⼈人均增加，私⽴立學校學⽣生的⼈人均其實並沒有什麼改變，那校

長怎麼去看待這個問題︖？同樣都是納稅⼈人…但是他所享受到的教育資源卻是

如此的不⼀一樣。︒

A：現在教育部每年都會統⼀一辨理教師徵選，私⽴立學校經常會⾯面臨到他們的⽼老

師考到公⽴立學校去了，這表⽰示私⽴立學校⽼老師的待遇是比公⽴立學校低⼀一點，第

⼆二個私⽴立學校的⽼老師，他比學校付出的時間，比教學付出的時間是比較長的，

整個私⽴立學校的⽼老師他多多少少要負擔⼀一部分的招⽣生壓⼒力，也是就他必須負

責招多少個學⽣生，五年招收多少學⽣生以上呢，對他的⼯工作才是有保障的，我

講的這三個條件在公⽴立學校都不存在，所以私⽴立學校的⽼老師會⼀一直往公⽴立學

校來流動，這表⽰示⼀一般的⽼老師也認為，私⽴立學校是有競爭⼒力的，私⽴立學校的

⽼老師是有競爭⼒力的，有壓⼒力就會產⽣生競爭⼒力，但是學校有競爭⼒力有壓⼒力是好

事，但是對⼀一⼰己之私來講的話，我站在裡⾯面的時候，我就覺得他不好，對不

對︖？

B：是。︒

A：但是對學校是進步的。︒所以⽬目前我們在台南市看到很多私⽴立學校，他競爭

⼒力很強，為什麼︖？因為⽼老師的壓⼒力很⼤大，但是他們這種壓⼒力表現出來對學校

是好的。︒但是他又想要早⼀一點撤退，撤到公⽴立學校去。︒

B：那校長再對照我剛提到的在整個政府的預算編列上，其實整體是提升，但

是你會發現公私落差很⼤大，公⽴立學校的孩⼦子他的資源分配其實是逐年經費在

增加，但是私校則是停留在原地。︒那您怎麼去看待這樣的教育資源分配︖？

A：因為公⽴立學校資源比較豐厚，所以他所受到的教育品質會比較好，對⼀一般

的家長來講，或者說對就業比較了解⼀一點的家長來講，會期望⾃自⼰己的孩⼦子儘

量去讀公⽴立學校，這是⾼高中職啦，那到⼤大學就更不⼀一樣了，到⼤大學他的優會

條件就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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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是。︒

A：他所分配到的經費就比私⽴立⼤大學⾼高了更多倍，在⾼高中的話只是對⼀一個學⽣生

來講他只是三年⽽而已。︒這三年的時間對家長來講，是可以熬過去的，三年很

快就過去，

B：是。︒

A：所以是可以忍受的，到越到後⾯面他就越來越不能忍受，他到⼤大學的時候，

⼤大學是因為他所受到的較優質的教育，當然出來的孩⼦子他的競爭⼒力、︑他的學

習也會比較好，比較好的話，⽇日後他到外⾯面去投入就業市場，就業市場的⽼老

闆他也會認同，比較優質的⼤大學的學⽣生進來，譬如說⼀一個台⼤大的跟⼀一個私⽴立

⼤大學的，他先考慮的是台⼤大畢業的，所以對家長來講，三年的⾼高中，公⽴立跟

私⽴立影響不是非常⼤大，當然是有影響，但是…

B：是。︒

A：還勉強可以接受，所以為什麼現在很多私⽴立⾼高中，私⽴立⾼高職，他可以擁有

很⼤大的競爭⼒力，因為家長只要在私⽴立⾼高中職的⽼老師或校長主任遊說⼀一下，他

可能覺得好就去了，因為我可以讓孩⼦子讀上更理想的⼤大學，所以這三年來講

是可以接受。︒

B：校長，那我再請教⼀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面臨到公私⽴立學校資

源分配不公，如果可以的話，您贊不贊成讓他平等⼀一點，或者您覺得說這本

來就是公私⽴立學校本來的區隔︖？

A：這個題⽬目很⼤大，因為我們是從教育資源分配，來看公⽴立學校享受太多的政

府經費，私⽴立學校太少。︒

B：是。︒

A：如果我們同樣來看的話，以公平正義來講，應該私⽴立學校也要享受這樣的

優惠條件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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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是。︒

A：但是這個還牽涉到⼀一個問題是，就是私⽴立學校他⼀一旦也享受到那麼多優惠

條件的時候，因為私⽴立學校是董事會阿，

B：對，我懂你意思。︒

A：董事會是私⼈人阿，既然是私⼈人的話，我可以運⽤用政府的經費，納入董事會

的整個…就是整體的資源他不⾒見得運⽤用在學⽣生身上。︒這是私⽴立學校可以這樣

做的。︒

B：是。︒

A：以台灣的教育⽣生態來講，私⽴立學校的董事會會挪⽤用學⽣生的經費，來充飽私

囊的話，這是⼤大有存在。︒那並不是說政府撥多了⼀一萬塊錢給每⼀一個學⽣生，就

⼀一萬塊錢就直接拿過來給每⼀一個學⽣生來享⽤用，私⽴立學校是…⽽而且很多都不

是，所以政府不敢這樣做。︒政府如果真的這樣做的話，私⽴立⾼高中會更加的興

起，會有更多⼈人想要辨私⽴立學校

B：更多⼈人想要辨校

A：但是現在這個私⽴立學校沒有這個優惠條件，所以現在私⽴立⾼高中會⼀一直⼀一直

的退下去，因為他沒有享受到這個優惠條件，所以我們如果講，教育經費如

果公私⽴立要公平分配的話，這種⼈人性要有辨法處理，如果沒有辨法處理，不

是說只是從教育上來改，公⽴立私⽴立的學⽣生應該給他享有同等的優惠條件，理

論上是對的。︒

B：是。︒

A：但實質上可能會⾏行不通，但我們不能否認也有不少私⽴立學校他是只有看到

教育，不會看到純粹的經費問題，應該有不少的私⽴立學校他也不是很在意經

費，但是說辨私⽴立學校說他不在意是不是賺錢，是不是有企業經營想要讓他

贏得更多的利潤，好像辨企業的⼈人很少沒有這樣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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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是。︒

A：學校也是企業經營嘛，既然是屬於企業的話，企業就是要賺錢，⼀一個企業

經營董事會裡⾯面，每個⼈人都希望這次學校辨的結果，今年我們董事會可以分

紅多少，這是很現實的問題。︒

B：是。︒那所以校長你覺得說，這樣的教育資源整個經費不能從整體公平去分

配，因為會遇到良⼼心的問題，如果我們今天把剛剛提到的免學費⽤用在公私⽴立

的⾼高中職，應該不會有這個問題，因為他是直接受益。︒

A：沒有錯

B：就剛剛對照我們所提的您是⽀支持的。︒

A：對，沒有錯，是⽀支持的。︒

B：那這樣我了解校長您的看法，那不曉得說，最後⼀一個問題，就是說⼗〸十⼆二年

國教…那像在整個教學您所看到的，在教育資源這⼀一塊，你覺得有沒有說政

府應該要迫切急需去改善的問題。︒

A：就除了學費之外，⼗〸十⼆二年國教如果要繼續推下去的話，其實少⼦子化的問題

要考慮，根據⽂文讞探討，可以看的出來，少⼦子化是全球性的問題，我們以我

們亞洲臨近的韓國來講，韓國的班級學⽣生數，⼀一個班級的學⽣生數，從早年的

也是跟我們台灣差不多，可是現在他已經降到說⼀一個班級只剩下⼆二⼗〸十個⼈人左

右⽽而已，但是我們台灣⽬目前還是⼀一樣四⼗〸十左右，綜合⾼高中是三⼗〸十八，普通⾼高

中是四⼗〸十。︒但是我們的學⽣生來源是越來越短缺，越來越短缺結果造成我們現

在招⽣生不⾜足，招⽣生不⾜足就會影響到學校的安定性，覺得政府這⼀一⽅方⾯面應該是

有看的到，我想他應該看到，但是為什麼沒有去因應，他想要⼀一點…

B：降低班級數…

A：對。︒他是班級學⽣生數或許政府想到說，我先降低班級學⽣生數，讓公⽴立學校

有招⽣生壓⼒力，

�192

 



B：這樣就是有減班的問題…

A：對，就是減班…對呀對呀…但是政府他或許想到說，讓你們有減班的壓

⼒力，你們就會有教學品質提升的推動⼒力，

或許政府會有這樣想…

B：是。︒

訪談範例⼆二

◎ ◎⾼高中 鄭校長  06/30上午⼗〸十點      Ａ：受訪者  Ｂ：研究者

A：努⼒力的當下，我在之前服務的學校是新化⾼高中，那去年八⽉月⼀一號調過來，

那當然八⽉月⼀一號之前，在新化⾼高中之前，也在這邊擔任教務主任，所以對於

升學的⽅方向跟⼀一些政策的部分是長期關注，所以我在這個部分，⼀一直覺得我

們的⼗〸十⼆二年國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理想，但是有⼀一點就是第⼀一個題⽬目的

教育選擇權，被政策把它模糊掉了，我們現在總是在重視很多的比如說有的

⼈人談公平，有的⼈人談政策理想，但是很少⼈人去注意到回歸家長跟學⽣生的教育

選擇權，因為學校辦學，教育本來就有三塊，⼀一個就是教師⾃自主權，然後當

然另外⼀一個受教權，再來就是選擇權，那這個選擇權這個部分事實上我們現

在的政策，⼀一直比如說曖昧不明的，到底要不要打破明星⾼高中，可是以現在

的⼀一個政策⾛走向來講，升學我們說的叫升學政策來講，事實上是有意無意要

把明星⾼高中模糊化，不要說打破，把它模糊化，那你模糊化，要讓家長跟學

⽣生去選擇，所謂的校校優質，校校等質的這個優質⾼高中職，會告訴⼤大家說每

⼀一個學校都很好，是每⼀一個學校都很努⼒力，但是教育選擇權，本來就是家長

的選擇，你好我知道，但是我要選擇我有我的想法，因為有的⼈人的想法是我

寧願雞頭不為⽜牛後，是⼀一種選擇，有的⼈人想要去明星⾼高中跟⼈人家浸淫在那種

明星⾼高中的氛圍，也是⼀一種選擇，但我們現在的教育選擇權，怎麼樣去落實，

所以我剛剛講的，我們不應該⽤用政策來綁架家長的選擇，不⽤用綁架，其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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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現在的政策有⼀一點這樣的味道存在。︒所以當然其他縣市我不談，我身為

台南市，我就談台南市的部分，台南市我認為他⽤用政策來綁架家長的選擇，

因為他是⼗〸十⾜足的模糊化，雖然我們賴市長⼀一直在講說我們是最符合⼗〸十⼆二年國

教的精神，⼗〸十⼆二年國教的範圍是很廣的，他事實上⼤大家最care的是升學的政

策，但是它最核⼼心的是課程，是不是︖？課程的改變⽼老師的改變，這個才是⼗〸十

⼆二年國教，最核⼼心的部分，但是⼤大家現在聚焦在這個所謂的升學制度，來，

升學制度，你說它符合⼗〸十⼆二年國教，但是我說它是在綁架家長的教育選擇權，

因為它把我剛剛講的，你這些明星⾼高中模糊化，因為你的那個叫什麼會考成

績百分之三，只有佔三⼗〸十分，那多元比例佔了七⼗〸十分，⽽而這多元比例的成績

裡⾯面，讓⼈人非常的詬病的幾個項⽬目，包含幹部，包含競賽，甚至體適能，那

還有⼀一個部分就是所謂的就近入學，就近入學，那就近入學，社區⾼高中有⼗〸十

分，然後所謂的傳統的明星⾼高中，就不⽤用去劃分社區，這個讓⼈人覺得充滿⽭矛

盾，因為我剛剛講的，我從新化⾼高中來，那我新化⾼高中那邊我們的招⽣生區，

就要我們劃所謂的就近入學區，那這樣⼦子來講，其實新化⾼高中的體質本身跟

所謂的原傳統明星⾼高中來講是不能比的，你又把它限縮在⼀一個區域，不曉得

你聽懂不懂我的意思，我只有這個區域的⼈人才可以加⼗〸十分。︒

B：他原意是說這樣可以就近入學。︒

A：對，但就近入學本身就是⼀一個迷失，就近入學只有適合在國中⼩小，因為國

中⼩小沒有分科，沒有分職業類科，沒有分⾼高中職，但我們的⾼高中職，跟我們

的⾼高中，本身就有不同的屬性，職科也有不同的屬性，哪來的就近入學呢︖？

所以我覺得就近入學，本來就是⼀一個政策，但是就近入學不應該是家長被迫

選擇的，我⽣生在這個地⽅方，我就⽣生在新化，我就是想讀⼀一樣有⾼高中好了，我

就只能讀新化⾼高中嗎︖？難道我不能讀台南⾼高⼯工它是沒有就近入學的，難道我

說我要去新營⾼高⼯工，因為我不清楚新營⾼高⼯工有沒有把新化納入，我的認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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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個樣⼦子。︒

B：您是指要教育鬆綁嗎︖？這是入管道的不公平︖？

A：好，這就近入學的不公平，對不對，但是你就是你背後隱含的意義，你就

是要把這些社區話，那我又要問了，為什麼這些當地的社區⾼高中，經營這麼

⾟辛苦的社區⾼高中，你要讓它社區化，然後你們這所為的原傳統明星⾼高中，四

省中，我們在談四省中，不曉得你們知不知道︖？你是台南⼈人︖？四省中就⼀一中、︑

⼆二中、︑女中、︑家齊，然後這四個就所謂的前兩⾃自願的學校，然後再加上職業

學校就台南⾼高⼯工，台南⾼高商，這幾個學校不⽤用就近入學，所以就近入學，我

認為它是⼀一個政策來引導受限制，我剛剛綁架不要常常講了不好。︒

B：政策使的家長的選擇⽅方式會。︒

A：受限，對不對︖？所以你說教育選擇權，第⼀一個就不妥了，來接下來。︒

B：第⼆二個問題想請教⼀一下。︒

A：沒有，等⼀一下，我再把那個就是說有關它教育選擇權，違反教育選擇權的

部分，就是這個地⽅方，再來就是台南市的幹部，幹部當然幹部加分，幹部加

分雖然他說以後會改，⼀一零五或⼀一零六會改，但是我覺得前⾯面已經造成了傷

害，還好他知道傷害造成要改了，所以幹部也是會造成不平等，多多少少會

影響他任職幹部的權益，這個無可避免。︒

B：幹部怎麼產⽣生。︒

A：對，然後再來競賽，競賽是嚴重的不公平，但是現在我們教育局⼀一直堅持

競賽加分，我為什麼認為它嚴重的不公平︖？競賽還是⼀一樣，這個沒有辦法去

擺脫到所謂的經濟優劣式，有⼈人說你這個鄉下的學⽣生可以發展體育阿，他們

就認為鄉下的⼩小孩⼦子體能好，就可以運動就可以跑步，錯，⼤大錯特錯，對不

對︖？那再來他們因為⽂文化刺激比較少，他們能學習的競賽項⽬目就少，簡單的

講，偏鄉地區的⼩小孩有錢去學嗎︖？然後有地⽅方可以學嗎︖？但是在都會區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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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競賽很多，我要去這⽅方⾯面的比賽很多，我就可以加分，所以我說這⼀一些

東西都是嚴重影響到家長的的教育選擇權，我沒有辦法因為我的原⽣生家長的

關係，讓我沒有辦法去做選擇，對不起我先暫停⼀一下。︒

B：謝謝校長，然後第⼆二個問題，我們是要請教校長說，⽬目前這個⼗〸十⼆二年國

教，就是有⾼高職⾼高中這樣的⼀一個政策，不曉得在這樣的⼀一個政策之下，貴校

是否受到影響，譬如說這邊指的可能是學⽣生的素質，那這⼀一點就校長您來觀

察，是否受影響︖？

A：⾼高職⾼高中⾼高職不是，⾼高職沒有。︒

B：⾼高職是免學費，⾼高中是。︒

A：⾼高職沒有排富嗎︖？只有⾼高中排富嗎︖？對。︒這個部分我的意⾒見比較少，因為

我們在整個統計上⾯面來講，就是說讀⾼高職的社經背景相對比較低，所以它就

是以統計樣本來看，但是以統計樣本來看，我認為它的那個叫什麼︖？可性度，

因為基本上我們也知道現在讀⾼高職，不⾒見得都是弱勢家庭，所以這⼀一點我是

認為說它的統計，他是根據這樣的統計做這樣的決定，我個⼈人是懷疑說它這

樣的統計的正確性跟那個可靠性到底到哪裡︖？因為我們⽤用這樣去把它兩分法，

這是非常不符合所謂的研究精神的，因為我們都知道樣本都有⼀一個誤差，那

我這個誤差，不管怎麼樣不管百分之五，或多少的⼀一個誤差，⼀一個⼀一個信⼼心

⽔水準之下，你這樣⼦子去⼀一體適⽤用，那是不合理的，所以這⼀一點因為他前⾯面有

告訴我們說，是因為有這個研究做背景，所以說⾼高職的社經背景比較低，但

是全⾯面補助我覺得還是不妥當，我認為比較好的⽅方式應該是⾼高中譬如說它的

排富基礎不同，⾼高中⾼高職的排富基礎不同，比如說⾼高中來講是⼀一百⼀一⼗〸十四萬，

⼀一百四⼗〸十八萬，那⾼高職也許就訂另外⼀一個⾨門檻，我覺得這個或許還可⾏行，但

是我覺得說全部⼀一體適⽤用在⾼高職，叫作他們全部免學費，我覺得還是不太能

服眾，這個問題可能跟待會私⽴立⾼高中那個更是牽扯在⼀一起。︒待會私⽴立⾼高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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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談到免學費的問題，對啊，那我們等⼀一下私⽴立⾼高中在談。︒

B：好，謝謝校長，然後接著是關於家長的教育選擇權，就是我們剛剛⼀一剛開

始提到說現⾏行的這樣的⼀一個中等的教育制度，就國中⽣生⾼高中職，那是否有可

能實現教育選擇權︖？

A：其實要實施教育選擇權很容易，你不要⽤用政策去，我們前⾯面講那麼長就是

說你不要⽤用政策去引導，實際上要去實踐那個落實教育選擇權，我個⼈人有⼀一

個非常，跟現在不太升學制度不太⼀一樣的想法，其實現在的制度對⾼高職來講，

對⾼高職來講是適⽤用的，對⾼高中來講不適⽤用的，所以從哪個地⽅方我們可以看得

出來︖？你可以看得到說台北市為什麼他們家長那麼學⽣生那麼激烈的在反應說，

他們要計分記得那麼仔細，因為他們整個⼀一個就學⼈人⼜⼝口，每年⼤大概六七萬，

國中升⾼高中，七萬⼈人左右，那我們台南⼤大概兩萬⼆二，⽬目前兩萬⼆二，以後會萎

縮到⼀一萬多，那你的就學⼈人⼜⼝口不⼀一樣，當然他的競爭的激烈程度會差很多，

所以這個是以⼤大⽅方向來看，那再來其實我們現在的這種升學，所謂的多元升

學，對⾼高職來講是比較適⽤用的，⾼高職也許他的學業基礎，差異性沒有那麼⼤大，

但對⾼高中來講他的學業基礎差異真的很⼤大，所以如果把這兩個升學制度分開

的話，我覺得才有辦法解決現在所謂的紛爭，那否則多數的⼈人會認為說沒關

係成績沒那麼重要，可是我們有沒有去想過，那全百分之⼆二⼗〸十的學校跟學⽣生，

他們真的競爭很激烈，所以怎麼樣去落實所謂的選擇權，其實我剛剛提到的，

我們⼀一直在標榜各校都很好，那在這整個⼀一個教育改⾰革的氛圍之下，每⼀一個

學校都很努⼒力把學校做好，這個沒有問題，可是家長他認不認同，就像我剛

才前天所提到的，我到底要選擇什麼樣的型態來讓我的⼩小孩去就讀︖？那是他

的權限，⽽而且是社會價值觀不斷的改變之後，才會形成的，你說這個價值觀

有沒有在改︖？有，古時候的我們早期那時候的⼈人，就是⼀一定是從第⼀一志願這

樣排下來，現在慢慢在改，會就近入學，然後會說不⼀一定要讀⾼高中，讀⾼高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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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就是⼀一種改變很好，那這種改變很好，那這種改變很好，我希望的是讓

家長重新裡⾯面的改變，⽽而不是因為被制度使然，就沒辦法，我是因為沒辦法

才選讀這個學校，那我覺得就有⼀一點可惜，所以我的想法是說⾼高中跟⾼高職，

如果讓它升學制度的話，12.37⽅方式不同，那我覺得這個教育選擇權會更容

易落實，應該是可以的。︒

B：所以校長是認為說把⾼高中跟⾼高職的兩款做區分︖？

A：簡單的講，我們⽤用初列的⽅方法，比如說⾼高中⽤用特招，⾼高職⽤用免試。︒

B：申請入學。︒

A：對，那我覺得這樣⼦子就是很明確的分法，那你這樣⾼高中，要升⾼高中的來

考，當然⼀一樣的我⾼高中的免式的名額，你要免試可以，就是照它比例，比例

不要去受限，像你現在以特招來講，以現在特招來講，為什麼這⼀一次特招那

麼多縣市沒有特招︖？因為受限，他限制很多，他又要你特招⼀一定要有特設班，

⼀一定要有特設課程，然後講了很多的理想，我覺得就是等於把政策理想放在

招⽣生制度裡⾯面，這是完全我覺得不太，我個⼈人覺得是不太適合的，你如果把

⼗〸十⼆二年國教的政策的⼀一個理想，跟招⽣生分開，就很容易實施。︒

B：所以校長是說⽤用這樣的⼀一個⽅方式，譬如說我想要念⾼高職，我就⽤用申請入學

的⽅方式

A：對，那你⾼高中的話，⾼高中就看學校屬性。︒

B：要有競爭⼒力。︒

A：對，譬如說像以台南⼀一中來講，這種第⼀一志願來講，每個⼈人都想要爭進去

的，那你全部去特招，OK嗎︖？那譬如說有的學校就選擇百分之八⼗〸十特招，

百分之⼆二⼗〸十免試，那這個比例由各校去決定，因為各校現在坦⽩白說每⼀一個學

校都想要活下去，哪個學校想要說隨便︖？那每⼀一個學校⼀一定有它最適合的招

⽣生⽅方式，可是現在卻⽤用政府⽤用政策來綁架說你只能這樣招⽣生，你只能那樣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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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那特設招⽣生，特設課程，那是完全兩回事，我們有沒有去所謂的追蹤︖？

特設招⽣生的學校他是不是真的有特設課程︖？由送的那個計畫，有⼈人去跟他做

所謂的評鑑嗎︖？只是當時送計畫送的美美的，後來進去以後還不是⼀一樣︖？

B：確實如此。︒

A：學校⼗〸十⼆二年國教要各校去發展特設課程是⼀一個好的事情，但不是綁在特設

招⽣生，那應該來講我剛剛講說，簡單的分流，讓⾼高中去特設招⽣生，⾼高職去免

試入學，我所謂的特設招⽣生不要跟特設課程，⽬目前的這種執⾏行綁在⼀一塊。︒

B：或者是說校長我的想法是比較有點類似像這個招⽣生的權⼒力跟管道，或者各

校⾃自⼰己去決定，這樣的模式。︒

A：對。︒

B：受限於他整個制度的

A：沒錯，你結論的非常好，我的意思就是這樣。︒

B：這⼀一點跟那個新年⾼高中的陳校長他的看法是⼀一樣的。︒

A：對啊。︒

B：他們也是⾯面臨到這個問題。︒

A：各校都有最適合的招⽣生⽅方式，因為各校真的都在長年的評估下來，也知道

學⽣生的屬性在哪裡。︒

B：所以讓這個權⼒力回歸到各校，然後各校可能去訂比例，或是他需要什麼樣

的學⽣生，他⾃自⼰己去找他的⼈人。︒

A：舉例來講，像我們學校也許有的也許我們學校百分之八⼗〸十特招，那百分之

⼆二⼗〸十免試，讓多元的學⽣生可以進來，那坦⽩白說⾼高中的多元學⽣生，量不需要那

麼多，因為他的學術，我們說的學術的⼀一個傾向，性向是很明顯的，那⾼高職

就不⼀一樣，⾼高職真的是他未來是著重在我們說的那個叫什麼︖？術科操作，那

為什麼現在⾼高職也不斷在跟⼈人家強調他的所謂科⼤大挑戰幾個︖？這個就是部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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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應該要出來去導正的，為什麼現在⾼高職也在跟⼈人家拼科⼤大呢︖？應該是說我

多少⼈人去就業，去⾛走技職，這樣的所謂的技職教育才算成功，不是嗎︖？我認

為這是⼀一個屬性上的⼀一個問題，那你今天說不是阿，我們現在⾼高職那個叫什

麼技職的技術提升，所以⼤大家都要升那個什麼升學，我覺得這種說法是不通

的。︒

B：校長那在請教您就是說，剛剛我們提到，校長您提到的⽅方法就是把升⾼高中

跟升⾼高職的管道做⼀一個區隔，做⼀一個不⼀一樣的制度選擇，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希望能夠讓各校，這個⾃自主權回歸給各校來⾃自訂它怎麼去招⽣生，真的這個那

如果另外⼀一個⽅方式就是說政府它透過免學費政策就是說⾼高中職全⾯面免學費，

您認為這樣⼀一個政策實施，就是原來⼗〸十⼆二年國教，在當初規劃的原意是其實

完全都不⽤用學費︖？不論⾼高中職，但是後來這個有改變，所以現在⾼高中是有限

制的付費，那⾼高職是免學費，如果透過這樣全⾯面的免學費，是否能夠回歸給

家長︖？就是說我讓我的孩⼦子去選擇他要就讀⾼高中⾼高職︖？

A：當然可以，如果所以剛才提到說因為⾼高職免學費，它是有⼀一點政策引導想

要讓⾼高職的⼈人去就讀的⼈人多⼀一點，因為早期⾼高職⾼高中是七三比，到現在⾼高中

有⼀一點超過⾼高職現在又有⼀一點回來，我們才講那個翹翹板的這樣⼀一個比例，

那這個是因為政策在引導，想要讓學⽣生去讀⾼高職，我認為你政策有這樣的引

導，政策的介入，往往就是跟所謂的剛剛提到的教育選擇權是有所違背的，

那我們認為說這不宜過長，那你剛剛講的如果說全部免學費，那當然是可以。︒

B：那⽬目前之前的說法是說財務的困難，所以導致這樣的政策跳票，那校長你

覺得說，政府整個財政資源是不是如果可以的話，它應該是可以去異動的︖？

所以這個應該不是太⼤大的問題︖？

A：以我們身為教育⼈人的⽴立場，當然是要說教育的經費多⼀一點，就好像說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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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也希望他們醫療的錢多⼀一點，所以這個本來⼤大家都希望這樣，可是錢就

只有那麼多，那如果說當時在這個政策執⾏行上有這樣的困難的話，那他的補

助經費，比如說剛才講的那個經費不允許的話，為何又要去補助私⽴立學校呢︖？

所以其實經費的使⽤用上，如果符合更公平，或是更多數⼈人的⼀一個需求，那或

者是說這麼多⼈人做的研究，他也要參查⼀一下吧︖？我覺得應該會⾛走的更好。︒

B：所以其實就我們看來，校長也覺得說這個財政的問題不是太⼤大的問題︖？

A：財政的問題是⼀一個應該是⼀一個整體結構的問題，那怎麼解決，我認為他要

到達⼀一個公平的原則，舉例來講，如果沒有辦法全⾯面免學費的話，你可以說

從八折七折六折三折，⼀一直打下來，是你財政來看，本來可能要繳⼀一萬塊，

那現在繳五千塊，⼈人民就有感受了，因為你政府困難我可以理解你，可是你

卻拿去補助那個不平等的有的這個有補助，這個有排富，有的補助私⽴立學校，

引起民怨，我覺得這當時很不智的決定，當時如果⼀一下⼦子就像我剛剛講的，

因為我的錢只有這麼多，我打折，那坦⽩白跟⼈人民講，可是為什麼又會去搞了

⼀一個私⽴立學校有補助，職業學校先補助，這個是我不能理解的。︒

B：好，謝謝校長，那接著我要麻煩校長的，請教台南市政府％20..33就是有關

於在整個政府推動⼗〸十⼆二年國教，這個政策上，那您認為說如果政府今天實施

了這個免學費政策，會不會使的這個公私⽴立的資源比較封閉⼀一點︖？然後另外

⼀一⽅方⾯面就是說可能校長談⼀一下，⽬目前就您們在教育的這個現場多年的經驗，

您認為現在的公私⽴立之間的教育資源分配出現什麼問題︖？

A：現在其實我們現在是談到公私⽴立，等⼀一下會再談到完中，完全中學，所以

這個先談公私⽴立這個部分，因為跟完中還是有那個互相影響，那公私⽴立⾼高中

來講，實際上私⽴立⾼高中的私⽴立⾼高職，我們把私⽴立⾼高中跟私⽴立⾼高職分開，私⽴立

⾼高職是弱勢的，在台南市，我還是要強調今天所講對於台南市的觀察，因為

外縣市我就不了解他們的部分，私⽴立⾼高職是弱勢的，私⽴立⾼高中是不值得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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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什麼不應該被補助的，被獎勵的，因為私⽴立⾼高中在台南市是屬於強勢⾼高中，

優勢⾼高中，他是有錢⼈人在讀的⾼高中。︒我們舉例來講，德光，長榮，港名，黎

明，新國，這⼀一些所謂的私⽴立⾼高中，都是屬於有強勢⾼高中，因為他們都是標

榜它們是升學傾向，那這些⾼高中它們政府給他免學費以後，它們在其他的收

費⽅方⾯面，也沒有獎勵太多，舉例來講，也許以前沒有減學費的事，是交四萬

塊，那現在政府補助他⼀一萬塊，他不是收三萬塊，他⼀一樣收三萬五甚至三萬

八，巧⽴立名⽬目收費，為了什麼︖？為了要經營他這個學校，那這樣的私⽴立學校，

你政府還要︖？

B：所以沒有回饋在學⽣生︖？

A：對，那真正的弱勢學校是什麼︖？比如說我們講的亞洲餐飲，然後其他的等

等等，因為這種的私⽴立職校，我們剛剛前⾯面有前提了，⾼高中⾼高職，對沒有錯，

其實真的是社經背景比較差的，或是成績比較差的，⽽而這兩個往往綁在⼀一塊，

以⽬目前來講，社經背景差的，他的學⽣生的成績往往會比較差，整體的整體來

看，那這樣⼦子的學⽣生去讀私⽴立⾼高職，其實他們是某種程度來講是比較困難的，

可是以⾼高中來講，以⾼高中的容量，現在的⾼高中國⽴立⾼高中，甚至完中的容量都

夠了，你為什麼還要去選擇私⽴立⾼高中︖？為什麼你還要去選擇私⽴立⾼高中︖？我剛

剛講的⾼高職是因為容量不夠，公⽴立⾼高職容量不夠，他才去選擇私⽴立⾼高職，但

是公⽴立⾼高中的容量，⾜足以容納的時候，為什麼你還要去選擇私⽴立⾼高中︖？因此

私⽴立⾼高中我的論點是私⽴立⾼高中不值得被補助，不應該被補助。︒

B：校長覺得說你既然會選擇私⽴立⾼高中，你要⾃自⼰己去承擔︖？

A：這個就有點像外國，國外⼀一樣，你要選擇私⽴立學校，OK，因為你有錢，你

要多付⼀一點錢，可以啊，我有錢我就要享受這樣的⼀一個待遇，但是我今天要

補助的私⽴立學校是因為他弱勢，這個學校本身的所有的學⽣生都弱勢，⽽而且他

的經營也困難，這樣⼦子才是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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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那校長如果換⼀一個角度，今天假設公私⽴立的⾼高中職都⼀一樣的為基準的話，

可是對學⽣生家長來講，我不需要再付⼀一樣的學費，因為政府已經有補助這個

學費，其實不是也受惠家長，受惠學⽣生這樣⼦子︖？因為他可能如果照校長的模

式，當沒有這個政策給我，他可能是要多的費⽤用，可是如果有這個免學費政

策，事實上是⼀一樣的，不管我選擇公⽴立的⾼高中，或私⽴立的⾼高中都⼀一樣。︒

A：沒有錯，當全部都免學費以後是這樣沒有錯。︒但是我就說了你今天私⽴立⾼高

中它存在的價值在哪裡︖？舉例來講，那個德光女中以前是職業體系，它現在

改成⾼高中，那以前為什麼職業，以前私⽴立的⾼高中，⾼高職是不⼀一樣的比例，可

是他慢慢轉型的時候，政府沒有去注意到這⼀一塊，⼀一樣把它納為私⽴立⾼高中職，

因為我們以前職業學校的學⽣生七比三，所以它需要⼤大量的職業學校，那因為

公⽴立學校不⾜足，所以我私⽴立學校才來設⽴立私⽴立⾼高職，來去吸收這些學⽣生。︒

B：可是後來他們⾼高中⼈人數卻比⾼高職多。︒

A：對，那整個社會型態轉型的當下，他⾼高職當時因為設⽴立要接納政府這⼀一塊

⾼高職⽣生的，因為現在讀⾼高職的⼈人數萎縮了，所以他現在是變成不⾜足了，那這

個是因為他們早設⽴立，就應該要受到政府的⼀一個幫忙，那你現在有些⾼高職你

⾃自⼰己轉型到私⽴立⾼高中，⽽而⾼高中沒有這樣⼦子的需求，⾼高中的⼈人⼜⼝口就學⼈人⼜⼝口沒有

這樣的需求，更何況現在在⾼高中再怎麼樣，再⼈人⼜⼝口以往⾼高職的情況之下，你

又去設⾼高中，等於是搶了公⽴立⾼高中的資源，那當時完中的設⽴立，為什麼完中

要設⽴立，也是有它的時代背景，因為那個時候⾼高中比較多，所以政府有⼀一個

區塊，沒有注意到私⽴立⾼高職轉⾼高中這⼀一塊，他給他默許了，他給他通過了，

那這⼀一塊他去搶奪了，國⽴立⾼高中，公⽴立⾼高中的資源的時候，我們再來補助他，

我還是認為說就算全體免學費的話，私⽴立⾼高中都應該要獨⽴立來考量，要獨⽴立

好好來考量說我的私⽴立⾼高中，為什麼我還要再補助他︖？對啊，當然有的教育

前輩他說學校的經營，本來就是各憑實⼒力，不應有公私⽴立之別，我說這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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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不能認同這種話，這種話感覺上好像就是⼈人⼈人⽣生⽽而平等，那是⼀一個⼤大帽

⼦子是沒有錯的，可是我們要知道說它這些學校，它成⽴立，它不是⼀一成⽴立它就

是⾼高中阿，你懂我意思嗎︖？他是從⾼高職默默轉型到⾼高中來的這個區塊，政府

沒給他過來之後，你還要補助他︖？我覺得問題在這邊，很⼤大的問題在這邊，

那我們政府前後沒有延續性，我們這⼀一代的教育觀點做完，下⼀一代來聽⼀一聽，

合理就通過了，等到下⼀一代再來的時候，又發現那不合理的地⽅方無⼒力改⾰革，

是這樣來的，所以私⽴立⾼高職我還是認為說，私⽴立⾼高中我認為他應該採取類似

國外的那種制度，你應該讓它⾃自⽣生，不要說⾃自⽣生⾃自滅，⾃自求發展。︒

B：就是說你既然，你可以選擇公⽴立⾼高中，但是你如果要選擇私⽴立⾼高中，你就

⾃自⼰己去承擔，付比較⾼高的學費，⾃自⼰己去做的選擇，校長的想法是這樣。︒

A：當然以公平性來講，政府都⼀一直會認為說，只要要補助的話，全部⼀一體適

⽤用，可是我就說我們補助，剛剛提到的，錢要花在⼑刀⼜⼝口上，為什麼教育經費

會不⾜足︖？我們就是這樣⼀一個公平的基礎下去，去等於是凌駕了其他的我剛剛

講的這些細項的分析，跟他的需求，我當時根本沒有這個需求，你為什麼讓

它⾼高職變⾼高中︖？

B：謝謝校長，校長不好意思，因為我不是台南⼈人，我也是嫁來台南之後，才

了解台南這麼多的私⽴立⾼高中，那其實就我的觀點來看，因為我的範圍是全部，

像我是新⽵竹我在北部長⼤大，我從⼩小到⼤大除了幼稚園是念私⽴立的其他都是念公

⽴立的，因為在北部我家附近，是沒有辦法選擇其他之下，成績不好，考不上

公⽴立的⾼高中，你才會去讀私⽴立的⾼高中職，那是素質比較不好，因為那個屬性

跟校長在談的是完全不⼀一樣，所以我覺得是有蠻⼤大的落差，我在想是不是只

有台南市這樣︖？還是說各地⽅方︖？

A：所以我才說台南是⼀一個很特殊的案例，真的只有台南這樣，為什麼只有台

南這樣︖？因為台南當時設⽴立的學校數太多，那當時設⽴立的學校數為什麼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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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早期台南有⼀一個很強勢的省議員，⿈黃議長，應該是，那這個他當然是為

了台南發展好，所以他喊出了⼀一個⼜⼝口號，⼀一鄉鎮⼀一學校⼀一⾼高中職，那所以你

會發現，台南的學校處，公私⽴立四⼗〸十九所，公私⽴立加起來四⼗〸十九所，台南市

的⼈人⼜⼝口，跟⾼高雄市是不能比的，但是我們的學校數將近五⼗〸十所，⾼高雄多沒幾

所，但你那個⼈人⼜⼝口比例來講，比例是最⾼高的，台南的學校密度是最⾼高的，所

以跟當時設⽴立的那個情況是背景是這樣來的，那所以台南市的學校，只有台

南市這四個學校比較⼤大型，其他都中⼩小型，所以中⼩小型就⼀一個學校三⼗〸十六班，

或⼗〸十⼆二乘以三，三⼗〸十六班，三⼗〸十三班，三⼗〸十三班，三⼗〸十六班的學校很多，那

這個就是剛剛講的，因為你要⼀一個鄉鎮⼀一個學校，所以像新化，有新化⾼高中

有新化⾼高⼯工，北⾨門有北⾨門⾼高中北⾨門農⼯工，新營也是兩所，所以當時不是⼀一個

鄉鎮⼀一個學校，變成⼀一個鄉鎮兩個學校，那⾼高中要⾼高職就要，所以他的學校

設⽴立處都已經這麼多了。︒

B：現在又加上私⽴立的。︒

A：那私⽴立學校它的崛起是怎麼來的呢︖？譬如說港名⾼高中，現在全國聞名的港

名⾼高中，以前只有港名國中，它在什麼時候成⽴立了⾼高中部︖？他⾼高中部現在⼤大

概幾⼗〸十年的歷史，應該民國五⼗〸十幾年開始成⽴立的，那時候為什麼讓它成⽴立⾼高

中︖？所以我在講，你台南市讓這些原本要協助教育的這個區塊，讓它變成⾼高

中以後，事實上是對於原來成⽴立的⾼高中，造成⼀一個另外⼀一個不可。︒

B：他等於在跟他搶學⽣生。︒

A：對啊，那你們像說你們其他縣市沒有這個現象，所以其實幾乎沒有⼀一個縣

市的私⽴立學校，像台南市這麼強，那這樣回歸來了，為什麼台南市的公⽴立⾼高

中，難道都辦不好嗎︖？為什麼你寧可選擇私中︖？不去選擇⾼高中︖？那這個問題

我覺得就是去回應到之前有某個長官經常在提的，教育各憑本事，那你為什

麼你辦輸⼈人家︖？可是我們長期在公⽴立學校的，我們就忍不住要問⼀一句話，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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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本事，你們有沒有照⼀一樣的標準在要求︖？沒有啊，你沒有照⼀一樣的標準在

要求，譬如說我們只能上到第八節，他們上到第九節第⼗〸十節，晚上晚⾃自修，

禮拜六禮拜天再來，那你這個有⼈人去管嗎︖？沒有啊，那家長當然安⼼心，這間

學校，⽤用⼼心，認真，我送去那邊都不⽤用去補習班，對不對︖？你不同的要求不

同的標準，然後你要我們跟他⽤用同樣的競爭⽅方式，那台南地區的學校的那個

家長⼀一般來講，相對保守，他不認為什麼叫多元學習，他不認為什麼叫作多

元能⼒力，所以不同的因素使然，觀念，然後讓整個造就了這樣⼀一個發展，那

我覺得這個都是要像剛講的，慢慢來扭轉，但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說我

們如果⼀一體適⽤用去補助這種私⽴立，強勢的私⽴立⾼高中的話，我覺得要好好的檢

討。︒⽽而且私⽴立⾼高中的就好像剛剛講的，你不僅讓國中變⾼高中，你還讓⾼高中的

那個因為比如說我學校五⼗〸十班，搞不好原來國中部三⼗〸十班，⾼高中部⼆二⼗〸十班，

結果它把國中變少，⾼高中變多，那你這個都無形去造成別的學校的壓⼒力，所

以才會造成現在⽩白河招⽣生困難，甚至⽟玉井，慢慢影響到從外圍都本地，都會

被影響，那這個責任誰來負︖？對不對︖？你說學校不認真嗎︖？我不相信，你現

在的遴選制度，校長的遴選制度來講，四年就要被考評⼀一次，哪個校長敢不

認真︖？但是就是現實的環境就是這個樣⼦子阿。︒

B：所以整個⼤大環境也是很⼤大的影響︖？

A：對，但是我說的台南市這個環境，長期以來。︒

B：確實很特殊。︒

A：那這種特殊性我剛剛講的我今天講的因為你說不記名，也沒有⼈人知道是我

講的，可是我覺得都已經去忤逆到所謂私⽴立學校的前輩了，私⽴立學校的校長

都是我們的前輩沒有錯，可是我覺得這些話，應該要講出來讓⼤大家去深思說，

你們台南市的國中轉⾼高中，⾼高職轉⾼高中，⾼高中增班，國中減班，這個現象都

沒有⼈人去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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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可是換個角度來講，這是私⽴立學校的⽣生存⽅方法，他們也是為了要⽣生存。︒

A：可是我覺得這個就是提到了，你整體的什麼政策什麼理想，不要喊的那麼

的光明正⼤大。︒

B：不要太理想。︒

A：我在講的就是說我們賴市長，我們最符合⼗〸十⼆二年國教，可是我剛剛講這個

問題，是誰的問題︖？不是你政府不是你市政府引起的嗎︖？因為私⽴立學校的改

制跟編制不是教育部，那是市政府，也許他會說那是以前的市政府，不管，

我覺得那是市政府的問題，所以台南市台南縣市政府長期以來對教育要講什

麼︖？漠視不關⼼心︖？不⽤用⼼心，或者是其實這⼀一句話我覺得也非常的痛⼼心，台南

的⼈人太好了，所以他不會去苛責政府，所以他沒有去要求政府，我認為我是

⾼高雄⼈人，但是台南長期在台南居住，我有⼀一個想法，事實上我沒有說我是哪

⼀一個政黨，但是我覺得在我的家鄉⾼高雄的建設是相當不⾜足的，可是我們⾼高雄

的市長的滿意度是全國最⾼高的，這個跟我們感受是長期違背的，然後台南市

也依然如此，那我的⼀一個很冒昧的決定就是說的⼀一個結論就是說南部⼈人太厚

道了。︒不只⽼老實，厚道到沒有辦法去批評跟要求，所以其實這個問題，我剛

剛講的與其說是政府的怠惰，我們⼈人民要付⼀一點責任，⼈人民沒有發揮他該有

的監督，任由政府這樣做，我⼀一直以來我在講說台南市的升學政策有很⼤大的

問題，家長要站出來，到了去年才成⽴立了⼀一個⼗〸十⼆二年國教的台南市的家長聯

盟，那個總算有成⽴立了，那我⼀一直認為說我們台南的鄉親台南的家長，真的

真的應該要去關注教育這⼀一塊，去督促政府去做這⼀一塊，但是這⼀一塊我覺得

很無奈，這跟⼗〸十⼆二年國教的政策有很⼤大的影響，因為只有這⼀一群孩⼦子的家長

會關⼼心，那這⼀一群的孩⼦子的家長，甚至等他的⼩小孩⼦子升完⾼高中  他又忘記了

這⼀一段痛苦，那這⼀一段怎麼說︖？好啦，國中三年甚至⾼高中前後加⼀一加給你五

年，這五年之中的家長或許會關⼼心，那你看看整個⼀一個學⽣生的全體結構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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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家長在所有家長裡⾯面，是少數中的少數，那以執政，甚至以的眼光來看，

這⼀一些⼈人對我會造成影響，你們的意⾒見我可以不理會，我們不要講選票，我

們講說我對意⾒見的⼀一個採納度來講，像現在深知我們說什麼網路投票什麼之

類的，如果⽤用這種所謂的樣本來看，它符合公平正義嗎︖？他完全不符合教育

理念所以這是我在這⼀一段的觀察裡⾯面，我覺得⼗〸十⼆二年國教，為什麼會⾛走的那

麼⾟辛苦，⼤大家想要⽤用很⼤大的等於講說⽤用⼀一套衣服給全國的⼈人來穿，那個不可

能。︒不可能，你⼀一定要各個縣市去因地制宜來想出⼀一些不同的環境的⼀一個變

遷跟⼀一個辦法，所以剛剛你所做的這些研究裡⾯面的⼀一個問題裡⾯面，實際上初

略的題⽬目是下得很好，但是事實上你問的是全國，你好好比較應該會有很⼤大

的不同，那不是只有北中南。︒

B：區域性。︒

A：以南來講，⾼高雄嘉義台南，真的又不⼀一樣又會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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