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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藉由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政策合法化過程的重新描述，理解該政策的

背景脈絡，分析政策參與者的行為與影響力，細究議題問題的形成、政策草擬以

至於議程設定等過程，詮釋決策環境與各因素互動關係，作為未來教育政策推動

立法的參考。 

就所蒐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政策合法化過程有關文獻加以分析，並選擇

具代表性政策參與者進行半結構性訪談。經綜合討論及分析結果獲致以下結論：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政策和法化歷程歷經三個政策視窗開啟：1999 年與

2010 年《國民教育法》第 4 條修正以及 2014 年《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

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利用多元途徑理論架構分析各階段問題流、政策流及

政治流發現在非三條流域很難完全獨立是彼此互相交融影響的，而每一個政策視

窗的開啟都成為下一個階段的政策環境。 

問題未必需「社會大眾」矚目，「關鍵人物」對問題的識別更有意義及影

響性。進入立法院的政策版本差異性不大與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政策的特質有

關，由於影響的政策標的人口小，且利益分配不明顯，政策的爭議與衝突相對

降低，以教育專業進行溝通說服。而各階段政治流的情形則與台灣代議制度發

展有關，隨民主化程度越來越高，在進入立法院之前的共識凝聚更為重要。 

政策倡議者的行動受時代氛圍與制度環境的影響，倡議者基於某種需求和

信念行動；倡議者具備專業能力、積極的態度並在同領域持續耕耘有助於擴大影

響力；政策倡議者之間的關係時而合作時而分離；每個階段有類似的政策倡議方

式，例如：事前擬定政策草案、結合議題及使用媒體。 

政策背後意識形態的轉變是從國家教育權到國民教育權，而政策目的與價

值則從國家人才培育到更重視發展個人自主學習。 

 

關鍵字：政策合法化、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驗教育、多元途徑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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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is to discuss the legitimation background，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and participants （advocate）of Non-School-Based Experimental Education in Taiwan ， 

explor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of the legitimation process, and to offer some suggestions 

for educational policy makers and advocates of education Act. 

Related literature is collected and analyzed and the author also interviews policy 

participants who attended the legislation of Non-School-Based Experimental Education. 

The results are concluded as follows： 

There are three policy windows between 1987-2014： 1999 and 2010 amendment 

of Primary and Junior High School Act, and 2014 Enforcement Act for Non-school-

Based Experimental Education across Education Levels below Senior High School. 

In the problem stream, the critical people's awareness to the concerned issues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at of the public.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stream is related 

to system of representation in Taiwan. In the political stream, because the number of 

the people involved decreases and the difference of the benefit distribution is not 

significant, there are less arguments about educational policies, and most of the 

problems can be solved with educational profession. 

The legalization models of various stages are different, but the policy participants 

have a similar advocating strategy: drafting act, convening people, looking for 

resources and acting with the trend at the time. 

 

keywords：policy legitimation，policy-making，educational policy，Multiple 

Streams Frame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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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問題意識研究動機 

Illich（1971）認為教育是讓所有想學習的人在任何時間都可以找到教育資源；

讓所有有能力的人，都可以傳授他們的知識給那些想學的人；鼓勵所有想對社會

大眾提出問題的人都有機會表現他們的意見。學校未必真的能發生學習，而學習

也不見得只能在學校進行（黃武雄，2013）。 

教育部（2016）統計高中以下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包括個人、團體、機構）

學生人數：104 學年度，國小有 2，408 人，較 100 學年 937 人，成長 1.6 倍，國

中從 636 人增至 857 人，高級中等學校申請核准由 78 人次增至 195 人次，雖占

總學生人數不多，但增速快，與教育部 92 學年度統計國中小僅 392 人，十年間

快速成長為 10 倍（圖 1）。 

 
圖 1  92-104 學年度參與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人次統計圖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6）105 年教育統計；立法院（2014），立法院公報，103（69），117 頁，

研究者作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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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政策變革過程，藉由不斷提高法定位階，賦予明確

法源依據，從地方職權命令、中央行政命令，直至 103 年通過實驗教育三法，將

實驗教育提升至國會保留位階。政策形成與立法回應社會與國情對教育的需求改

變，實驗教育發展隨著社會變遷日趨蓬勃，立法亦趨完善。非學校型態實驗實驗

教育政策合法化過程從下而上，從地方到全國，從零星的個案到普遍性法制化，

成功推動的過程引起研究者深究動機。 

回顧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相關文獻，大部分是以實驗教育個案研究教育理念、

課程、教學和教師專業自主，或討論家長選擇權和創新經營。在政策合法化與立

法文獻可分借鏡國外經驗以及檢討台灣法制現況兩類，就法案內容、立法精神評

析，但對如何推行實驗教育政策合法化過程，尤其如何在爭取實驗教育三法結構

合法化中保障教育自主性研究闕如，引發我想以實驗教育三法的政策合法化過程

作為研究方向。 

合法化過程反映政府透過實驗教育相關立法提供指導性與宣示性的政策執

行方向，驅使其精神落實實務面，但教育權從國家控制轉移至開放民間參與的兩

難，以致合法化過程中轉型的必然產生壓力，從 1999 年台北市試辦至完成《高

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間隔近 15 年，漫長的政策

合法化歷程，是逐漸鬆動軟化立法環境，一步一步地提高法律位階。其中政策合

法化歷程中的阻力與推力為何？社會對體制外教育的認知與價值判斷的轉變為

何？各方利益團體著眼的角度不同，只見樹不見林？在實驗教育法立法過程中各

個政策參與者角色的認知、態度和參與時如何影響政策產出？有哪些行為？而在

其中的衝突與共識又是如何克服與形成？  

希望對此過程重新描述與探究，了解該項政策合法化歷程的背景脈絡，以及

參與者的行為與影響力使實驗教育政策正式議程的各種阻力、助力與關鍵點，分

析法案建置歷程模式，作為未來教育政策推動立法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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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壹、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政策合法化過程中，政策參與者的作為與影響力。 

貳、 爬梳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政策合法化過程中，議程設定的時間與決策環境

互動之間的複雜性。 

參、 探討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政策合法化過程，隨時間遞移與政策環境變遷，

從而引起政策問題的論述與價值的轉變。 

第三節  名詞解釋 

壹、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指學校教育以外，非以營利為目的，採用實驗課程，以培養德、智、體、群、

美五育均衡發展之健全國民為目的所辦理之教育。依據 2014 年 11 月 19 日公布

《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第 3 條及第 4 條規定： 

一、個人實驗教育：指為國民教育適齡學生個人，在家庭或其他場所實施之實驗

教育。 

二、團體實驗教育：指為 3 人以上至多 30 人之國民教育適齡學生，於共同時間

及場所實施之實驗教育。 

三、機構實驗教育：指由非營利法人設立，以實驗課程為主要目的，在學校以 外

固定場所實施之實驗教育。每班學生人數不得超過 25 人，國民教育階段學

生總人數不得超過 250 人，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生總人數不得超過 125 人，

且生師比不得高於十比一。 

貳、政策合法化（Policy Legitimation） 

教育政策完成規劃後需經合法化階段取得政策執行之基礎，方案經有權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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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機關、團體及個人審議核准，完成法定程序的過程即教育政策合法化。為求教

育政策能順利合法化，除方案可行性，並應理解教育政策參與者的意向，鬆動合

法化過程中的阻力，取得立法環境優勢，把握適當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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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壹、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意涵 

一、教育實驗與實驗教育 

科學上為了要闡明某種現象或驗證某種假設而進行的人為操作，藉由反覆試

驗，觀察其變化，稱為「實驗」（實驗，2017）。而教育廣義是指泛指一切傳遞人

類文明成果的社會實踐活動，促使個體社會化和社會個性化；而狹義的教育則指

制度化教育，通常在特定地點由教師對學生進行有目的的教學，傳授一系列事先

規劃的課程。 

教育實驗試圖闡明某種教育現象或檢證某種教育假設進行的人為操作，雖研

究對象是個殊性高且自主性高的人，且實驗情境無法精密控制，結論也不一定能

反覆驗證或推論，但教育的嘗試與調整是必要的，因不同世代人類文明的重點不

同，針對社會、環境以及人類需求調整教學目的、方式與內容，提高教育品質，

增加選擇教育方式與內容的機會，進一步保障學生學習權益。 

相對於大規模主流的政府主導之體制教育可稱為「非傳統教育（non-

traditional education）」、「體制外的教育」、「開放教育」、「另類教育」（alternative 

education）或「教育的另一種選擇」。在大英百科全書（Britannica）中定義為有

別於常規學校（conventional schools）提供的學習方式，重點在於教學方法、課

程及活動設計皆有別於傳統標準化而提供替代選項（alternative），不但在學校硬

體結構、時間安排與教學模式上提供不同選擇另闢蹊徑，承認學生的個人學習風

格及與生俱來的創造力，與標準化學校互補，也與主流教育形成良性競爭的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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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教育有核心精神但沒有特定的教法適合所有人，不僅在主流體制教育內需不

斷反思將實驗精神融入，在主流之外的實驗教育往往是更徹底、更寬廣、更多元

的實驗有重要的存在價值因為「教育實驗」是進步的必要條件（馮朝霖，2001）。

實驗帶有理念假設轉化為實踐驗證的特性，符合 Dewey 認為「教育是哲學的實

驗室，而哲學是教育的一般性理論」，實驗學校與任何一個實驗室相同，目的在

於展示、測驗、檢證和批判各種理論與陳述，並提升對教育事實與特殊原理的發

現和掌握。 

1997 年「未來學校」國際研討會中，與會學者專家不約而同提出教育翻轉的

概念，由學生主導學習的觀點。雖將體制外學校稱為「另類教育」，然在理念上

另類教育反而是真實實踐當代教育哲學。薛雅慈（2011）指出另類教育反而較體

制教育更能實踐進步主義、人本主義、建構主義甚至批判教育學的教育精神。另

類教育將學生從隱而不顯的規訓中解放，提供更自由的學習機會；藉由真實學習

理解世界，而非以套裝課程、進度及教科書限縮知識的可能性。因此另類還能稱

為另類嗎？以另類教育指稱體制外學校容易掉入主流/另類、異/同以及主流/小眾

的傳統二元對立邏輯，便侷限了教育的可能，也與 21 世紀世界「多元、創新」

等核心價值悖離（馮朝霖，2007）。 

黃武雄（2013）認為學校是協助學生學到「與世界真正的連結」，必須做到

「打開經驗世界，發展抽象能力」並在教學中「留白」，讓學生彈性建構，因此

具有這種功能的學習系統，無論是學校或非學校都是好的教育系統。 

實驗教育與教育實驗在法規上的區別實益，全國法規資料庫紀載最早關於

「教育實驗」的法規命令是民國 39 年發布之《教育部指定中等學校及小學進行

教育實驗辦法》，其立法目的係為改進中等學校及小學各項設施，提高教育效率

指定公私立中等學校及小學進行教育實驗，以教育主管機關主導教育實驗，包括：

指定辦理、核定計畫、輔導、評鑑及經費補助，中間經兩次修法至民國 92 年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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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另一個以「教育實驗」為名之法規是民國 93 年根據《職業學校法》與《高

級中學法》訂定之《高級中等學校教育實驗辦法》，但目前次三法皆廢除，已無

使用「教育實驗」為名稱的法規。 

但實驗教育在法規內容使用普遍，現行法規中與教育實驗相關的最上位法規

是民國 88 年訂定之《教育基本法》，其中第 13 條規定：「政府及民間得視需要進

行教育實驗，並應加強教育研究及評鑑工作，以提昇教育品質，促進教育發展。」

此條文提供政府及民間進行各類型教育實驗的依據，教育實驗室提高教育品質的

手段與途徑，且開放由民間進行教育實驗。「教育實驗」的概念相對抽象，泛指

各類型教育實驗包括特殊教育理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及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

驗學校、學校辦理部分實驗教育、個別事項的實驗教育（周志宏、陳佩英、薛曉

華，2000），而「實驗教育」概念相對精確，更適合特定教育實驗的指稱，如《非

學校型態機構實驗教育評鑑辦法》、《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實施條例》、《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實驗教育辦法》、《教育部指定國立學校辦理學校

型態實驗教育辦法》等。 

二、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意涵 

而本研究的研究主題「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首見於 1999 年修正《國民教

育法》第 4 條第 4 項：「為保障學生學期權，國民教育階段得辦理非學校型態之

實驗教育，其辦法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定之。」《國民教育法施行細則》進

一步界定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係指學校教育之外，以實驗課程為主要目的，不在

固定校區或其他地方所實施之教育。 

黃崇銘（2012）指出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立法文字為朝野協商之結論，立

法文件未能了解其立法理由或特定意義。回溯至 1997 年林政則委員等 18 人提的

《國民教育法》修正案中增訂第 4 條，允許非學校型態之私教育型式（包含在家

教育、私塾、講堂、實驗計畫）存在，是引用「新竹縣概念中心實驗計畫促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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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德珍理事長陳情內容，期待藉由允許國民教育階段之實驗學校及非學校型態之

私教育型式落實教改總諮議報告書承諾民間興學與辦學權力鬆綁。故非學校型態

實驗教育的概念出現在法律文字之前，包括有別於學校型態，基於不同教育哲學

與理念、課程、教學方式、人數與規模所辦理不同之不同的教育型式。 

2014 年通過《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規範，

提高法位階至國會保留。明示立法目的為落實教育基本法第 8 條第 3 項及第 13

條規定，為保障學生學習權及家長教育選擇權，提供學校型態以外之其他教育方

式及內容。保障具有國民小學、國民中學或高級中等學校入學資格者，得依本條

例規定參與實驗教育，且不受強迫入學條例之規範。 

第 4 條依辦理方式又可分為「個人」、30 人以下的「團體實驗教育」及由非

營利法人辦理國民教育階段學生人數不超過 250 人或高級中等教育接但學生不

超過 125 人的「機構實驗教育」三種類型。除對人數及場地有所規範，在教材、

課程、教學、評量及教師標準等面向亦積極保障參與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受

教品質，更針對自學生同等學力建立與審議評鑑提供法源。 

貳、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哲學及國外經驗 

一、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哲學與思潮 

相較於目前的教育制度，非學校型態等不同的實驗教育反而更能表現體現理

想的教育樣貌（薛雅慈，2011），以下簡述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相關的哲學與思

想（伍振鷟主編，2008；譚光鼎、王麗雲，2006；黃乃熒，2007）： 

（一）自然主義 

盧梭是自然主義主要倡議者，強調人皆生而有善之本質，是自由、具同情

心及憐憫心的，而學習是本能，教育應順乎自然，使人成為自然人，因為自然

創造者皆善，雖然每個人生理不平等，但文明更會加重不平等，且使這樣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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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合法化，因此消極教育排斥過早提供知識，以兒童為本位之哥白尼式革命，

打破機構教育僵化形式，「天性、自然及事物」是教育的三位教師，學童從生

活試誤中學習，保持其天然本性。 

（二）人本主義 

戰後對人性的反省與追求，強調人的重要性與價值，且對當時主智教育的

反動，心理學第三勢力「人本主義心理學」（Humanistic Psychology）逐漸醞釀

而成，以馬斯洛（Maslow）及羅杰斯（Roger）等人為代表，主張教育應依照

學生需求，發展個人潛能與本質，達成自我實現之目標，課程以學生為中心，

教師給與無條件的積極關注。 

（三）存在主義 

對工業革命後人「異化」、「物化」的反思以及對二戰後理性的反抗，存在

主義各學者發展的背景不同，內容分歧，缺乏系統，但同樣表現了人的孤立與

疏離，對人類被動被「拋擲」於世界的反動，以「主體選擇」來表現自我存在，

填充自我本質，存在是一個反拋擲的過程。存在主義有正負面的延伸，若積極

看待，人是獨一無二的存在，在有限的生命中自我選擇表現存在價值，尊崇人

性、自由意志及直覺。而追求知識，並非要解釋世界，是追求自我存在的意義。 

（四）建構主義 

建構主義可分為個人建構和社會建構兩種，相同處在於個體主動、主觀地

建構；並與脈絡相依，與環境相互作用；有發展階段性。以 Piaget 為主的個人

建構論，以基模、同化及調適等概念細致的描述的兒童認知發展及主動建構知

識的歷程，藉由不同的刺激和反應的聯結，架構出個體認知系統。而 Vygotsky

的社會認知發展論，則進一步強調教師、有能力同儕及社會與個體互動是建構

知識的必要條件。教育意義表現在自願出席、個別化學習及真實的學習。 

（五）進步主義（progressivism） 

反省當時歐洲主智教育，嚴格且死板的教學，承續自然主義對人性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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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並深受現代科學，尤其生物科學和達爾文進化論（Doctrin of Evolution）

影響，強調「改變」和「適應」，對教育提出折衷立論，認為教育非盧梭式的

「任其生長」也非主智主義的「揠苗助長」，生長本身即教育目的，追求的是

「個體經驗持續重組連續改變的歷程」，知識是變動的，基於學生生活經驗與

社會互動發展而成。 

人與社會互動亦是進步主義所關注的，「民主教育理論」反思當時經濟起

飛，工業化快速發展，政治及社會追求民主，教育亦應以民主為核心，培養能

直接進入社會的健全公民，是故，生活及教育，學校及社會，學生要從做中學

習。是 20 世紀美國主流教育哲學思想之一，提出完整的立論和著作，對世界

諸多國家的教育產生重大的影響。 

（六）批判教育學 

Illich（1971）根據提出「去學校化」（De-schooling）主張，個人依賴制度

定義自我，但追求的是不切實際的文憑非能力。參與強迫課程的學校教育對學

習並沒有多大幫助，義務教育是壓迫的學習環境，無法符合個人獨立、創造與

自發的本性。教育應提供學習個體足夠的資源，支持其隨時隨地有機會學習；

讓分享知識的人找到對應想學習的人；而提供爭議性議題的人都能給予公開

辯論與表達意見的機會。 

（七）後結構主義 

後結構主義以「延異」（deferance）指符號產生不同意義的無限擴張，描

述時間空間轉變所形成不同詮釋的情形。後結構主義鬆動、崩解主流與另類二

元對立之結構，把「去異求同」的潛在邏輯論述解構，重新理解「差異性」。

差異可作為「實踐公平」的起點，但這樣的差異只是邁向一致化的過程；差異

也應該是個體經探索、變化而生成的特質，差異形成生命存有之姿態，是生命

力的展現（黃乃熒、鄭金興，2005）。後結構主義中差異邏輯的實踐，可克服

另類教育自我窄化與邊陲化的危機，擁抱差異、肯定差異並創造差異距離，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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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教育則能積極自我定位，擺脫被動地存在。 

上述哲學思想為基礎可勾勒出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的信仰輪廓，教育以學生

為主，尊重學生的主體性，學習發生的地方即學校，無論是學生、教師、家長、

社區甚至是社會都可以是利害關係人，每個學習的參與者經由互動創造並建構生

長成滿足需求的教育（王炎川，2008；林淑芬，2008；吳清山，2003；馮朝霖，

2001）。 

二、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的特色可歸納為： 

（一）多元彈性，反對權威 

學習空間及組織結構都更有彈性，反對既定的權威，而重視互動中的影響

力。學校組織關係是開放性參與的結構（open-participatory structure） ，自學

模式甚至打破傳統學校組成，個人、社區或團體，利用可及資源發展成適合的

模式。師生關係倫理相較於學校降低了教師權威形象，與學生建立對話溝通關

係（Dialogical-communicative relationship），課程內容、教學方法甚至評量方式

都讓學習者參與討論，學習時間不以鐘聲分割，而是依照學習需求安排。 

（二）專業自主與學習自主 

因對學習的定義是建構的、是實用的、是個性化的，基於主動建構性取向

（Active-constructive orientation）的學習理論，另類教育的特色是尊重學習主

體（Respect for the person），馮朝霖（2007）指出教育是以學習者為中心（Learner-

centered）行程教育主體洞識，學生負起更多教育的責任與權利。另一方面，

為提供學生自主學習環境，教師相對受到無形的理念約束己身行為（劉若凡，

2013），教師專業自主表現在以建構鷹架、設計問題情境給予無條件積極關注

和支持，協助學生學習。最後，在學校營運上亦相對於傳統學校在人事與經費

較為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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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外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發展經驗 

黃崇銘（2012）比較台灣與其他 6 國自由學校及自學者與義務教育之關係，

其中美國、英國、法國是被義務教育所承認的，日本、德國及韓國則未被承認。

以下介紹美國以及日本，選擇此二國介紹是因為美國實驗教育開放較久相對盛行

的國家；日本的規範與台灣類似，承認設籍於正規學校的自學生，且提供「畢業

程度認定測驗」作為升學標準： 

（一）美國 

盧冠錚（2015）認為美國自學教育可追溯至殖民時期為清教徒子女設計的

宗教學習，獨立建國後為因應大量移民潮及外來文化建立公立學校，清教徒擔

心不同宗教與種族影響其既有勢力，希望透過系統性公立學校建立相同信念。

依美國憲法修正第 10 條，教育事務歸屬各州權限，1852 年美國北部麻薩諸塞

州（Massachusetts）制定美國第一個強迫入學法案。南北戰爭後清教徒喪失對

於公立學校教育之主導權，人民對學校教育的接受度日漸提高，學校教育取得

教育主流後與自學人數互為消長。 

美國在家自學法制化過程經歷五個階段，第一階段從 1960 開始學者對學

校教育提出批判與質疑為「爭論期」；隨著實際參與自學者增加，國家及家長

兩方教育權爭訟案件增加，挑戰強迫入學法案，教育機關必須回應的壓力也提

高，此時期為「對立期」；第三階段「合作期」1980 年法院開始轉向肯定父母

教育權，教育行政機關選擇與家長合作不僅省下訴訟費用，藉由合作過程確保

學生受教權；第四階段「結合期」隨參與者增加，互相連結成組織與團體，也

透過網際網路、刊物或訴訟案件曝光讓大眾越來越理解自學，並能影響政策發

展及促成法律案件勝訴；最後一階段是「區別期」是成員逐漸在教育哲學、群

體差異中自我區隔分類（吳璧如，1998；楊巧玲，2000）。目前美國各州皆以

不同法制賦予自學者合法地位，但對於規範過於寬鬆者，如紐澤西州規定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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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歲至 16 歲自學孩童「等同於公立學校所提供之其他教育」（equivalent 

instruction elsewhere than at school），但並未進一步規定等同標準等（盧冠錚，

2015）。 

（二）日本 

日本民間於 1990 年興起一陣另類學校風潮，是因當時學生基於心理、情

緒、身體或社會因素所造成的「不登校」（truancy）也就是拒學問題嚴重，王

美玲（2014）整理日本文部科學省資料，指出日本全國中小學生不登校比率在

2001 年甚至高達達百分之三十。2015 年日本文部科學省統計不上學的小

學與初中生共有約 12.6 萬人。主因多出於教師管教不當、校園暴力與霸

凌，雖日本政府規劃學校外設置指導教室作為因應對策，但家長更相信民間自

由結社成團體提倡新的教育理念。因此文部省明文規定體制外教育為臨時性

的教育「民間設施」，規範其經營準則，並認同學生在民間出、缺勤紀錄可視

為原設籍學校之紀錄。 

雖著拒學問題被大眾理解，另類教育也蓬勃發展，發展出有別於一般學校

的教育理念、課程、教學與教材，但因定位於「民間設施」，礙於法令限制無

法獲得經費補助，學生在學籍、學費各方面都不受保障。雖試圖藉《特定非營

利活動促進法》轉型於非營利組織或 2003 年乘政府推動教育特區（special 

educational zone）申請教育特區，如：東京八王子市成立的高尾山學園，專門

招收拒學學生的學校，特區內學生雖解決學籍問題，仍有經費不穩定，成員流

動率高等問題。 

《學校教育法》第 18 條免除義務教育的條件仍以體弱多病、發展不全為

主因，日本跨黨派議員聯盟正考慮將義務教育擴大範圍，希望能保障多元教育

機會以及重視家長選擇權，2016 年 12 月日本參院全體會議表決通過《確

保多樣的教育機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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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非學校型態教育的發展與各國當下面臨的社會問題有極大相關，美國的殖民

時期開始自學教育是宗教動機，而後期移民潮造成美國文化、種族及宗教的多元，

各州依需求自訂非學校型態教育規範。目前未承認非學校型態教育的德國，因其

義務教育歷史久遠，且體制內教育規劃縝密而多元，德國多數認為維持體制內教

育有助於保障孩童受教權，尤其近年來面對大量移民更需要一致性的教育協助其

融入社會。日本體制外教育發展，也是為了回應當代日本「不登校」學童眾多，

高壓的學校教育以及霸凌事件頻傳，是非學校型態教育任務性教育形式。 

回顧美國及日本發展歷程，當參與非學校型態教育人數提高，組織結社是必

然發展的過程，利用團體力量，透過媒體工具宣揚理念都能對教育行政部門產生

回應的壓力，德國另類教育是被政府承認，但國家主義為主流的德國並不接受在

家自學，因此也藉由團體試圖打開在家自學之路。 

教育選擇權開放並兼顧國家保障學生受教權益，利用修法調整適合於當時國

情需求，其中包括對宗教、信仰、種族及文化的多元尊重，保障非學校型態教育

者的權益，而利用法律積極介入更有宣示國家教育理念與哲學之功能。 

參、台灣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的發展 

一、理論基礎：教育選擇權轉移 

台灣從日治時期到國民政府治台以國家角度設置學校，強調義務與普及的教

育，培養高素質的國民以及符合社會經濟需求的勞動人力。但父母依國家規定「習

慣」將子女送到學校就學時，學校教育取代教育成了無法破解的迷思（鄭玉卿，

2002）。 

1979 年制定國民教育法中第 4 條明示「國民教育以政府辦理為原則」，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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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型態實驗教育並無可依據的法源。1982 年修正公布《強迫實施條例》控制台灣

學生 12 歲以前的教育選擇權。學生被動接受政府提供之教育理念及品質，加上

儒家士大夫精神以及教育政策引導下，升學競爭、聯考壓力以及重視文憑的社會

風氣，窄化了教育目標與內容，考試領導教學，使學童學習壓力與日俱增。義務

教育雖達成齊頭式的平等，但難以兼顧個別差異提供差異化教學的實質均等。 

1987 年 7 月政治解嚴如同水中漣漪，效應擴散至社會、經濟以及教育等層

面。政治經歷開放黨禁、報禁以及總統直選、政黨輪替等政治變動，從 1980 年

代後期一直綿延至整個 1990 年代是台灣社會運動的黃金十年，是公民社會飛步

向前的年代（吳介民、范雲、顧爾德主編，2014：11），還權於民的風潮下，人民

重新思考權力的分配並爭取權利，要求教育改革的聲浪四起。 

1988 年成立的人本教育基金會，強調自己為「第一個呼應國家教育正常化

的團體」，投入反體罰、能力分班以及考試引導教學等扭曲的校園文化之改造（吳

介民、顧爾德、范雲主編，2014）。不再依賴政治刊物傳播新教育思潮，人本教

育基金會於 1989 年 4 月試刊人本教育札記，負起教育啟蒙工作，引進歐美教育

思潮，闡述對當代教育體制的抗議，振臂疾呼扭轉家長對升學與讀書的不正確觀

念，宣揚教育的終極目標是人，讓孩子成為他自己 （人本教育基金會，1989），

逐漸匯集輿論與群眾，1994 年 4 月 10 日，集結數萬人上街頭，逼迫當局正視教

育問題，訴求從結構性改造教育，進行教育權力的重分配，從根本變革（蘇永明、

方永泉，2008）。 

1995 年政府提出「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提出鬆綁教育、帶好每一個小

孩、暢通升學管道、提升教育品質以及建立終生教育概念回應民意，在爾後十年

台灣教育生態中發酵。1999 年「國民教育法」第 4 條明訂國民教育除政府主導

之學校教育，鼓勵私人興學，保障學生學習權及家長選擇權。同年公布的「教育

基本法」第 8 條規定：「國民教育階段內，家長負有輔導子女之責任；並得為其

子女之最佳福祉，依法律選擇受教育之方式、內容及參與學校教育事務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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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教育選擇權，責任下放至家長及學生，政府則負有多樣化教育選擇之任務，

除原有維持公立學校系統，亦鼓勵私人興學，並監督其辦學品質，提供透明選擇

資訊（周志宏，2011）。教育選擇權的轉移從國家到國民；制度上從原先的「中

央集權」走向「地方分權」，在制度、教學、師資、教材及課程等各面向都更為

多元自由。 

二、特殊教育之在家自學到理念教育的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以在家自行教育為例，《強迫入學條例》1982 年修正時，第 13 條明定：「智

能不足、體能殘障、性格或行為異常之適齡國民，由學校實施特殊教育，亦得由

父母或監護人向當地強迫入學委員會申請同意後，送請特殊教育機構施教，或在

家自行教育。其在家自行教育者，得由該學區之學校派員輔導。」在家自行教育

原在台灣法條上的意義是特殊教育者因智能、肢體與性格異常者在家中接受的教

育，但經時空轉變，目前在家自行教育被視為學習型態的一種選擇，2002 年配合

修正《強迫入學條例》第 13 條，已不再列舉「在家自行教育」。 

實驗教育和特殊教育皆為滿足個別性生理心理需求而發展，然特殊教育較可

因病理劃分，設置專門學校提供協助；而實驗教育的範圍則更廣泛，選擇實驗教

育的原因可分為：消極對學校教育不信任，如：美國校園槍械問題、對公立學校

教育品質的懷疑；或積極的實踐教育理念或配合家庭生活，如：宗教教養方式、

特殊的教育理念等。 

台灣以台北市在家教育訪視報告統計因宗教因素而申請在家教育者占多數

（楊巧玲，2000），目前除滿足生理需求之特殊學校及滿足宗教需求之宗教教育，

不同型態的另類教育興起，多元的教育需求被發現，相對於主流體制教育哲學與

理念相應而起，教育權力鬆綁，家長教育選擇意識形成，馮朝霖（2001）指出大

部分替代性學校與 1970 年代家長對教育參育的自發性有關，並非被動的不滿足

於學校體制，而是有更積極的教育理念要實踐，也可以稱為理念教育（ id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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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三、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相關法規沿革 

唐光華（2016）認為台灣自學教育發展可分為 1990 年至 2010 為第一波教育

改革思潮與運動，除承接西方實驗教育理念與宗教教育經驗，亦或受中國傳統私

塾影響。解嚴後旋即成立的人本教育基金會，廣為宣揚人本教育哲學，對抗當時

教育的「不正常」以及 1988 年陳清枝老師引進英國的夏山學校的民主學校理念，

於宜蘭創辦森林實驗小學，因理念而形成的體制外教育出現具體例子。 

王雅惠（2006）及吳清山（2003）皆對實驗教育區分發展階段，兩者皆視 1999

年制定《教育基本法》以及《國民教育法》修訂為重要分水嶺。以實驗教育法制

發展歷程也相似，黃崇銘（2012）分為法制醞釀期、法制萌芽期、法制確立期以

及法制擴充期。前兩期是以附屬學校以及實驗學校為規範主體，在萌芽期除教育

部指定學校進行教育實驗，發動者更加入師範院校以及高級中學本身，可針對需

求進行實驗教育；而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相關法規出現在，1999 年《教育基本

法》成為教育自由化訴求的基石，進一步討論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相關規範。 

表 1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相關法規 

時間 法規命令及內容 備註 

1999.2.13 修 國民教育法第 4 條第 4 項： 

「為保障學生學習權，國民教育階段得辦理非學校型態

之實驗教育，其辦法，由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定之。」 

地方得自訂法規命

令 

1999.6.23 教育基本法第 13 條： 

「政府及民間得視需要進行教育實驗，並應加強教育研

究及評鑑工作，以提昇教育品質，促進教育發展。」 

實驗教育取得法源 

1999.7.29 修 國民教育法施行細則第 6 條： 

「本法第四條第四項所稱非學校型態之實驗教育，指學

校教育以外，以實驗課程為主要目的、不在固定校區或

以其他方式所實施之教育。 

直轄市、縣 （市） 政府依本法第四條第四項訂定非學

校型態之實驗教育辦法時，應邀請家長、教師、學校行

100.11.7 刪除該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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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人員代表、教育學者專家及其他相關人士參與。」 

2000.07.17 彰化縣政府國民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之實驗教育辦法  

2000.08.29 宜蘭縣國民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辦法 2016.11.02 修正 

 

2000.11.01  台北市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辦法 2012.04.09 廢止 

 

2000.11.22 宜蘭縣政府獎助辦理國民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

育實施要點 

 

2000.12.15  臺中縣非學校型態之國民教育實驗教育實施辦法 2012.05.22 廢止 

 

2001.12.24  臺中市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辦法 2012.05.22 廢止 

2003.01.08 台東縣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辦法  

2003.01.13  屏東縣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辦法 2015.08.11 廢止 

2003.03.07  臺中縣非學校型態之國民教育實驗教育審核輔導及訪

視實施要點 

2010.12.25 廢止 

2003.10.09 新竹縣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辦法  

2004.05.11  臺中縣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審查小組設置要點 2010.12.25 廢止 

2008.05.02

修 

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辦法 高中學力鑑定考試

參加年齡下修至18

歲 

2009.04.07 苗栗縣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辦法  

2009.05.11 花蓮縣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辦法  

2009.07.16  澎湖縣國民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辦法 2012.06.13 廢止 

2010.01.7 修 國民教育法第 4 條第 4 項： 

「為保障學生學習權及家長教育選擇權，國民教育階段

得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其實驗內容、期程、範圍、

申請條件與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準則，由教育部會商

直轄市、縣（市）政府後定之。」 

 

2011.02.18  新北市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辦法 2011.11.16 廢止 

2011.06.27 國民教育階段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準則 中央法規命令 

2011.07.13 高級中等教育階段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辦法 中央法規命令/ 

高中自學合法化 

2011.08.24  新北市政府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教學資源及設備基準  2011.11.19 廢止 

2013.01.24

修 

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 2 條第 1 項第 14 款  

2013.06.27 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13 條： 

「為保障學生學習權及家長教育選擇權，高級中等教育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If.aspx?PCODE=H007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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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得以個人、團體及機構方式辦理非學校型態之實驗

教育；其申請條件、程序、學生受教資格、課程、學籍

管理、學習評量、畢業條件、訪視輔導、收費、政府補

助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2013.12.31 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同等學力認定標準  

2014.01.09  自學進修高級中等教育學力鑑定考試辦法 高中階段另訂 

2014.11.19 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 中央法律位階 

2015.01.19  新北市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補

充規定 

 

2015.02.24 台北市國民教育階段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補充規

定 

 

2015.03.30 臺中市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

育補充規定 

 

2015.08.21 屏東縣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補

充規定 

 

2016.01.07 

 

宜蘭縣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補

充規定 

 

資料來源：盧冠錚（2015）；全國法規資料庫、各縣市政府法規網頁。 

四、台灣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現況 

教育部（2016）教育統計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申請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共有 3460 人（表 2），人數分布以國小最多，國中次之，高中

最少，而個人實驗教育佔多數，團體及機構實驗教育相對少。 

表 2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人數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類型 國小 國中 高級中等學校 

個人實驗教育 990 337 183 

團體實驗教育 655 295 6 

機構實驗教育 763 225 6 

合計 2408 857 195 

資料來源： 教育部（2016），中華民國教育統計（105 年版）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If.aspx?PCODE=H006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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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瀞文（2015）整理至 105 年 8 月 28 日，各縣市實驗教育單位（排除在家

自學）總覽表，全台除嘉義市、屏東縣、金門縣、澎湖縣及連江縣未有實驗教育

單位，其餘縣市共 71 個實驗教育單位，學制涵蓋幼兒園到高中，類型分類為「團

體自學」33 個、「機構自學」15 個、「公辦民營」5 個、「公辦公營」17 個、「私

立實驗學校」1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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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教育政策合法化 

壹、 教育政策合法化意涵 

C.O. Jones（1977）指出在政治系統中，「合法化」可分為兩個層次，一是政

治取得統治正當性的過程（legitimacy），就是取得統治成員對該統治系統的支持，

通常有一套明確而一致的運作規則，且擁有普遍的價值共識，無論被統治或統治

者皆信任此規則與價值（R. Lowenthal，1976）。余致力、毛壽龍、陳敦源、郭昱

瑩（2008）認為公共政策價值的適當程度、決策過程的程序正義，以及執行的有

效程度，都會影響政策合法化的正當性。我國學者吳定（2009）認為可藉由提高

政策績效或「灌輸」價值來取得政治合法性，前者藉由實質政策結果說服系統成

員繼續支持此政治系統，後者則以信念、價值或意識形態等灌輸維持統治行為的

合法性與正當性。 

合法性的另一個層次是「政策」取得法定地位的過程（legitimation）是公私

部門決策最大的差異所在，只有公部門政策產生強制力，影響人民權益（余致力

等，2008）。政策合法性存於法治國家，指指政府機關針對公共議題規劃對應方

案，依法規定提經有權核准之機關、團體或個人。例如：立法機關、決策委員會

或行政首長等，加以核准並完成法定程序的歷程。 

因公共議題有重要層次之分，決策層級亦不同，部分政策合法化於行政機關

便能完成，以法學之「重要性理論」（Wesentlichkeitstheorie）及「層級化法律保

留原則」理解，何種事項應以法律直接規範或得委由命令規定，應視其規範對象、

內容或法益及限制之輕重，有相對應的規範密度（司法院，1997），例如涉及人

名生命、財產或自由之限制為重要權利之剝奪，應由法律明定；而僅屬於技術性、

細節性之事項的規範，對權利限制相對小，得由主管機關發布命令規範。 

雖行政部門依法定職權所為之委任立法亦屬廣義的合法化行為，依法仍應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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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機構備查，通過民意機關之政策方能作為行政行為正當性基礎（紀俊臣，1984；

楊國賜，1997）。政策合法化是公共政策過程論中，政治性最強的一個環節，而

合法化的主要場域─國會，是高度政治性的場域（余致力等，2008）。Rosenbloom

（1998）行政與立法無法斷然區分，民主體制將決策正當性賦予民意機關，但民

意機關之代表性更甚於專業性，因此對議題有相對專業與資訊的行政機關在政策

合法化過程中亦扮演重要角色。 

民主國家雖多數決的原則（majority rule）為其基本精神，政策合法化牽涉到

大眾事務，對於政策利害關係人產生成本與利益的重分配問題，程序正義

（procedural justice）不能忽略。代議士民主制度係隱含審議民主之概念，民主法

治國中公共政策的作成是在權力分享的架構下，透過互賴行動產生，這是一種集

體選擇（collective choice）的過程，要避免多數決不當濫用，形式主義的吸納過

程，即非經由討論產生視角融合，形成共識，容易產生政策僵局。宜藉由民意立

法機關與行政專業官僚在不同立場的政策辯論，經審慎理性考量產出最佳決策使

公共利益具體化（Lascher，1996；劉姵吟、黃東益，2001）。 

對於政策合法化的過程有兩種研究型態：階段論與反階段論，前者認為政策

形成的過程可以階段劃分，具有順序性，過程是可以預測的，因此政治因素可被

控制，政策形成過程即理性的過程（丘昌泰，2008）。隨行政典範的轉移發展出

不同的模式： 

一、「理性決策模式」認為在備選方案中可找尋最優最好的解答，目標與手段

的連結是直線思考，符應科學管理時期對系統邏輯的認知； 

二、「滿意決策模式」修正理性模式，考慮「人」的因素，因為人是有限思考，

因己身背景而有偏好，決策仰賴當時的「滿意度」，要求目標與手段的連

結在可接受的範圍； 

三、「漸進決策模式」是由耶魯大學教授 Lindblom（1958）主張，決策是立基

於前一個決策上，僅能漸進、少量、邊緣性及小幅度的調整，考量「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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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環境」中種種因素，例如：歷史、社會組織與經濟狀況，重視事物變

化的能量積累。 

階段論未能處理階段間因果關係，現實世界中政策形成的階段往往重疊或跳

躍，對政策形成抱持「控制」與「變異」直線邏輯思維，是以「封閉系統」的基

礎假設，而反階段論者則以「開放系統」作為推論，歸納以往政策決定會發現突

如其來的重大議題往往使公共政策決策急轉彎，或某個議程突然成為關注焦點。

政策發展的階段與次序性是難以預料的，實際的公共政策運作常常是在各階段中

「反覆」、「跳躍」，反階段論者可補充階段論者無法解釋的連貫性，較著名的反

階段論者有：「政策網絡」（Rhodes，1990）、「倡導聯盟」（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 （Sabatier，1999）、「政策視窗」（Kingdon，2003）等（引自郭耀昌，

2008）。 

一、政策網路 

發源於美國 1950 年代，立基於組織社會學與多元主義，之後廣為流傳於歐

洲，Rhodes（1990） 政策網絡由於資源依賴關係而聯繫在一起，是個人、組織

或者許多組織群的聯盟都可視為網絡中的成員。英國政策網路研究強調利益集團

和政府部門關係；荷蘭學者認為政策網路包括公共部門、半公共部門及私有部門；

德國視政策網路是第三種社會結構形式與國家治理模式。 

二、倡導聯盟 

行動者因共享一組信念系統（belief system）而聚成聯盟，運用策略影響政府

運作，一旦新的倡導聯盟在競爭中取得主導地位掌握資源，改變系統的核心信念，

它們倡導的政策方案就成為公共政策，發生政策變遷。倡導聯盟對於分析利害關

係人的互動上有精闢的論述（張硯凱，2010），可描述政策行動者採取手段以及

政策產出和反饋來修正信念並重新分配資源以觀察政策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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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元途徑模式 

此模式亦建立在政策網路的概念基礎之上，1984 年 Kingdon 就以「機會窗」

（window of opportunity）和 1995 年出版” Agendas， Alternatives， and Public 

Policies”書中提出多元途徑模式（Multiple Stream Model）是描述政策議程形成和

政策過程的重要框架之一。 

教育政策在問題、解決方案與參與者和機會也類似同垃圾桶模式（江芳盛，

1998），教育的行為與結果往往難以看出因果關係，符合垃圾桶模式中目標模糊

且達成目標的方法不清楚的特性，參與教育政策制定者亦流動不定，決策機會亦

隨內外部情況積累難以定論。翁興利、施能傑、官有垣、鄭麗嬌（1999）指出我

國議程設定上確實呈現漸進主義的特質，因政治環境不確定，激進的政策產出可

能引起標的團體反彈，考量成本往往利用過往政策進行微調修正。符合 Kingdon

的多元途徑理論的基礎假設，爰此引用作為研究架構。以 Kingdon 多元途徑模式

的問題流、政治流及政策流為架構，討論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政策合法化過程，

描繪三條溪流個別樣貌以及開啟機會之窗的情形。 

貳、 Kingdon 多元途徑模式 

Cohen、March 以及 Olson（1972）提出垃圾桶決策模式，認為決策是組織性

的無秩序，包括以下三種特質（郭耀昌，2008；魯炳炎，2009）：目標模糊以及

偏好難以界定（problematic preferences）、成員對決策過程未盡理解，因此手段與

目標之間關係不明確（unclear technology）、決策流程中參與者更替流動的參與者

（fluid participation），決策好比是將「問題」、「解決方案」、「參與者」及「決策

機會」一片片紙片混和投入垃圾桶中，一旦時機成熟，例如：社會矚目的政策議

題，決策者從中隨機抽出拼湊出結果，試圖透過「設定議程」解決。理性決策模

式認為決策者是主動涉入問題，而在垃圾桶決策模式中，問題的出現造成決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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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動反應；理性決策者相信問題界定清楚，且具有能力發展備選方案，最終能獲

得最大化效用，然垃圾桶決策模式認為決策並非可以直線理性的預測，而是隨機

的組合，決策是有問題的偏好與技術的不確定性，而參與者是流動不定的，投入

的備選方案也未必詳盡具體，沒有最完美的選案，僅有是當時機下可接受的方案。 

Kingdon 根據垃圾桶模式提出議程設定過程是「鬆散的觀念組合」而非「理

性的統合結構」（丘昌泰，2008：143；丁煌、方興譯，2004），認為議程是政府

官員及其與政策相關人員在一定時間所關注的問題編目順序，研究美國的健康醫

療和交通運輸政策形成，修正 Cohen、March 和 Olsen 提出的垃圾桶模式（garbage 

can model），提出多元流程模式（Multiple Stream Model）來詮釋政策議程與備選

方案形成的歷程。  

他指出要理解政策形成的迷宮，首先討論「思想（idea）何”時”來？」雨果

說：「比起強大的軍隊，更重要的是時代已經到來的思想」。思想的力量是強大的，

但 Kingdon 認為天下無新鮮事，許多思想都已存在環境中，思想的形成通常不是

無中生有，且來源多向不會被壟斷，認識思想的變化不在乎他從何而來，而是什

麼使其成長和發展。Kingdon 以一個傳神的比喻形容：「思想是一顆種子，我們勿

須問種子從何而來，但要問何以使土壤肥沃，適合種子發芽生長」（P77）。政策

立法環境可視為政策思想具體化的培養土，Kingdon 以「政治流」、「政策流」和

「問題流」進一步描述思想轉變與政策形成的過程（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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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Kingdon 多元途徑模式示意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Kingdon 將參與者分為政府內參與者及政府外參與者，前著包含：總統、總

統旁辦事人員（例如：參謀、助理及顧問）、政治任命官、文官以及國會；後者

包括：利益團體、學者、研究人員及諮詢人員（指非研究員但有實質專長或政治

敏銳度者）、媒體以及公共輿論。分析各角色的動機、限制、影響力和影響方式，

例如：總統對政策議程具有否決權、對政務官有任命權、對行政組織有命令權，

受歡迎的總統更可以使用魅力影響公眾；媒體可充當溝通角色，也常與其他參與

者結合，議員利用媒體表現，媒體也累積閱聽者增加影響力，在某領域形成權威。

但無論是那個角色即使將囑意的備選方案提上議程或排除不喜愛的備選方案，仍

無法完全保證或預測最後是否能完成政策合法化與執行，只因政策流程多元，參

與者只是其中的一環，還是要綜觀政策流、政治流及問題流。 

一、問題流 

真實世界的問題如何被界定？問題是一直存在的，被注意的時機？誰在關注

問題？問題存在的情況？問題如何被建構、被識別？這都是問題流討論的主題。

我們可以從長期以來監控的指標和警訊是問題識別的方式之一，例如：失業率、

問題流：焦點事件、問

題識別 

政策流：政策原湯、起源、變異與重

組 

政治流：共識的建立、

討價還價的妥協過程。 

政策倡議者/政策倡議者： 

政策參與者立場、作為與軟化過程 

政  策 

視  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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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氣燈號、中輟率等；研究結果也是識別問題的方式之一；而特定的「焦點事件」

也會加強關注作用，更能分析發生前後的民意表達，如何影響到議程的設定和政

策替選方案抉擇，往往我們以為問題解決了，但問題總在新的政策舉措中產生。 

二、政策流 

從「價值」、「概念」到「政策細節與技術」是漫長的建構過程，對政策有所

知並提出可能解決方案的參與者有許多，但選擇時專業政策人員考量更多公益標

準，如何在多個政策漂浮的「政策原湯」（policy primeval soup）中經過評選後倖

存，是有特定的政策特性，第一個就是「價值可接受性」。例如：美國的民族文

化喜愛自由強調小政府，重視私人部門的效率；瑞典的福利國家民族性則是截然

不同的，不同國情在政策選擇時便有不同的價值偏好。漂浮於原湯上的會經過磨

練、改造與組合，逐漸形成「思想路徑」也間接限縮了「備選方案」種類。 

是討論政策建議產生、被討論、重新設計以及受到重視的過程。政策原湯是

指一開始可能從有許多思想和政策概念，經過不斷的篩選與競合，隨著時間和政

策流改變，不同的政策概念藉由說服、傳播或妥協出更多人可接受的共識，逐漸

出現共識，漸漸地這個思想變得流行，一種新的思想需要時間「軟化」，政策倡

議者投入資源使它們期待的政策概念，成為可以回應問題的備選方案，變更容易

進入「議程」。政策共同體是指對同一個主題與領域熟悉，互相了解對方立場的

一群人，可能分裂獨立運作，也可能結盟，形成共同視野和思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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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Kingdon 多元途徑模式之政策流示意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三、政治流 

政治流是指受政治力改變的政策環境， Kingdon 以衝浪形容政治流的狀態，

每個政策倡議者必須觀察海浪走向，並抓對時機站上浪頭。判斷溪流中各種力量

的平衡，這些力量包括：傳統文化價值全國氛圍（national mood）、選舉的反應、

政府人事更替、壓力團體競爭、利益團體、政黨治理的意識形態以及官員的傾向

等（Kingdon，2003：146-149）。 

無論如何多元途徑的最終目標便是建立能回應問題的共識，但若政策流是討

論如何以說服和論述來取勝，政治流則是以討價還價的方式建立共識，每個政策

參與者的政治實力都無法估算，在交手過程中妥協。政治流的走向是將衝突轉化

為共識，共識有時並不理性，大部分是「實力」的平衡狀態。若政策流是強調說

服與溝通，政治流則討論討價還價的過程（p.200）。例如： 其中有許多有趣的策

略，例如：Kingdon 研究中有位國會辦事員指出「務必要表達明顯而強硬的立場，

因為如此一來才能藉由妥協換取資源」故意提出可向的政策逼政策相關人表態，

但一味頑固的堅持己見，又會付出昂貴的代價。政策共同體未必完全投入其政策

論述，此時的政策論是是工具性的非實質的。一旦某個問題浮現，對他有興趣的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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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組織便會跳進來，只因為怕被拋棄在利益外（丁煌、方興譯，2004）。 

四、機會之窗 

以 Kingdon 觀點認為三流獨立發展，但當水到渠成，三流「匯集」時（coupling），

則政策視窗（policy windows）開啟（Kingdon，2003：165），形成政策行動。進

入政府議程需要受到關注，但進入決策議程則要取得立法、機關或有關部門審查

的機會。 

而機會之窗關閉的因素包括：（一）問題已經被處理了、（二）並未爭取到關

注、（三）危機或焦點試驗退燒、（四）人事異動、（五）無可回應且可行的方案。

Kingdon 多元途徑模式以台灣立法實例舉例，台中市長胡志強夫人劭曉玲女士於

2006 年發生重大車禍險些喪命，此為政策合法化過程中的焦點事件，因胡志強

是有名的政治人物，媒體爭相報導引發大眾輿論，雖「小客車後座乘客繫安全帶」

法案早已經程序委員會審查通過，但遲未排入交通委員會議程，因此次車禍，引

起大眾對此行車安全問題關注，交通委員會呼應民意提案變更議程，立法參與者

眾志成城快速地通過早已有備選方案的「汽車後座強制繫安全帶」政策，修訂了

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參、 政策參與者及政策推介 

一、政策參與者 

政策合法化的參與者，綜合學者研究（王俊權，1989；吳定，2009；謝卓君，

2000；顏國樑，2003）影響教育政策的參與者有：行政機關、利益團體、政黨、

議會、學者、研究員及諮詢人員、大眾傳播媒體、利害關係人。但參與者在過程

中「漂進漂出」，因為每位參與者的時間、精力、任期、專長以及關心主題以及

涉入程度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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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問題建構（framing）或政策選擇皆會受到政策倡議者擁有的資源和地

位，以及策略的運用對政策相關人對問題建構與政策選擇的認知有影響，政策倡

議者藉由技巧賦予政策議題意義（Dearing & Rogers, 1996：63-64）。Kingdon 歸

納政策倡議者的特性有兩點：其一，因專長、政治關係或談判技巧而擁有論述能

力；其二，具有堅忍不拔的韌性，例如：投入成本做報告、闡明論述、起草議案、

出席會議以及建立關係。 

沒有一位政策倡議者可壟斷議程設定，因系統中相連的環節太多，互動中可

能提升或抵消，所以無法完全斷定其實力（Kingdon，2003）。但政策倡議者期待

特定備選方案出線以保障利益，政策溪流的多元，立法途徑自由其實反而可以促

進創造，結構的紊亂以及目標模糊反成為政策倡議者的優勢。 

（一）利益團體 

乃是指具有共同態度、訴求之團體，以行動施加壓力，使訴求得以伸張，

故利益團體也可以稱為壓力團體」（吳定，2009）。利益團體政治理論以多元

理論為基礎，因社會民眾有不同偏好，為實現偏好組成團體影響政治運作。 

顏國樑（2003）研究我國地方教育政策立法過程相關因素，以「機關」

最大，其次是「立法機關」，大部分的地方政府機關已架設相關教育法規網

站，開放資訊於民，最常以「公文書」作為溝通媒介，使教育行政人員了解

中央或地方法規；而利益團體影響立法最常採用「陳情請願」。 

（二）常任文官 

常任文官是教育法規或教育政策的執行者，往往也是政策提案或決策

者，法條是文官執行公務所依憑。對教育政策合法化的參與除提供執行面的

經驗及教育專業，且能利用公務資源進行政策理念行銷。 

（三）立法代議士 

Kingdon 的研究中訪談者多斷定國會議員對政策影響是重要的，雖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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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集團、選民和政黨的壓力，因立法代議士擁有政策合法化的合法權力，但

與其他政策參與者相比在議程的選擇與備選方案的提案是有較大的影響力。

且立法代議士具有混和的信息，此訊息混和了政治因素、學界研究、壓力團

體的取向、官僚體系的與選民抱怨。另外立法委員及其助理、教育委員會委

員及召集人、程序委員會處理立法程序與庶務工作，亦對政策合法化有一定

的參與與影響力。 

（四）學者及研究員 

顏國樑（2003）指出學術團體或專家學者對教育政策立法過程影響的途

徑包括：委託草擬教育法案、以專家權表達意見等。 

（五）政黨及政務官 

政黨代表部分民意，若為執政黨則主導國家社會發展，對政策合法化過

程積極參與，未政黨利益利用選舉及議會運作阻礙或支持政策合法化（楊桂

杰，1999）。政務官由指機關首長對政策合法化參與，除授權行政規則可由

首長決行，面對立法院質詢時對政策遊說與辯護極為關鍵。 

（六）政策利害關係人及社會大眾 

政策標的人口為直接受政策影響者，利害關係人則間接受教育政策影

響，顏國樑（2003）指出利用陳情請願、遊行、參加研討會、公聽會、投書

及傳播媒體等，能促使合意的方案合法化，且阻礙不利的方案。 

二、政策推介 

J. E. Anderson（2000）指出政策制定過程是一系列的行為模式，包括問題形

成與議題設定（Problem formation and agenda setting）、政策規劃（policy formation）、

政策採納（policy adoption）、政策執行（policy implementation）以及政策評估

（policy evaluation）類似 Dewey「how we think？」過程，從問題界定開始，規

 



 

40 

 

劃相對應的解決方案。William N. Dunn（1994：17）政策分析始於「問題建構」，

指對問題成因、價值假定以及可發生的衝突點綜合分析，作為新政策選擇的先備

知識；在各種政策版本間進行「政策預測」，也就是比較各版本採用或不採用後，

未來狀態的發展預測；第三階段便是「政策推介」（policy recommendation）或稱

「政策推薦」、「政策倡議」，指對決策者提供：政策選擇標準、成本與利益比較，

政策風險及不確定程度、說明政策外溢效果、甚至執行政策之行政責任，提供決

策者方案資訊轉化成政策行動資訊，並提高決策信心。然公共政策以解決公共問

題為軸心，決策者與執行者不一定是同一群人，民主國家立法機關通常扮演「政

策採納」的主體，行政機關則扮演「政策推介」的角色。政策推介有以下幾種特

性（Dunn，1994）： 

（一）可行性（actionable）：政策推介之重心為將政策方案資訊轉化為可行動的

資訊，須明確指之改進現況、解決問題的行動計劃。 

（二）可預期性（prospective）：是未來取向的，不僅就現況評估，更需說明行動

後的風險，需承擔的政策外溢效果。 

（三）價值承載（value laden）：政策推介是針對問題之具體建議，必然無價值中

立，不須分析決策之價值考量，提供方案選擇之標準，難以迴避價值判斷。 

（四）複雜性（ethically complex）：接續前一特性，既然政策必然承載價值，但

在環境中有多元價值不可能完全整合，價值判斷必然面臨複雜性。 

但政策合法化並無一定的次序與規則，角色也是流動的，除行政官員、立法

委員、利益團體或公民都可能成為政策推介的主體。討論政策「為何被採納」、

「何時被採納」較「由誰採納」更為有意義。Kingdon 以「軟化」（softening-up the 

ground）來形容這樣的過程，政策合法是水到渠成的，議程如何被採納、政策如

何被推介，並非拿著政策大聲宣傳，重要的是鬆動環節中的每一個阻力，使政策

合法化的過程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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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議程設定及教育政策方案選擇 

民主政治中政策合法化體現了民主及法制精神，是政策執行的基礎，使各種

政策方案獲得合法地位，具有權威及約束性的過程。Charles O. Jones 政策合法化

意指政策在一個大多數成員表現支持的政治系統內取得認可地位，意即政治系統

正當且具代表性，則政策通過政治系統獲得合法；當系統結構、機關、人員或方

式等有瑕疵，政策的正當性亦受質疑，政治系統合法性是政策合法化的基礎。

Easton（1965）政治系統模型中，現在民主政治之代議政治、政黨政治視為政策

決策之「守門者」之一，各方利益團體提出之政治要求，透過立法過程轉換為政

策決策及行動，其中「議程設定」更是從輸入到決策過程之津要，透過阻擋和放

行的權力，間接影響公共政策形成。 

國外學者 Baumgartner 和 Jones（1993： 43）及提出「議程設定」精簡定義：

「政策問題和替代方案得到或失去社會大眾和社會菁英矚目的過程」（引自魯炳

炎，2009）。國內學者吳定（2004：113） 則定義為「一個政府機關決定是否將某

一個公共問題予以接納並排入議程處理的過程」這兩個定義呈現了議程設定的主

體可能為「政府機關」、「社會大眾」或「菁英」等，而議程設定則是各種倡議者

讓議程被矚目、接納、處理的過程。而「媒體」可使政策議題成為輿論矚目的焦

點，對議題闡述可影響大眾對該項議題的認知，「媒體」是政策倡議者影響議題

設定的重要工具。 

Cobb 和 Elder（1983：85-86）將議程分為「系統議程」（systemic agenda）以

及「政府議程」（government agenda），前者指被行政被政治社群成員所意識到的

一般性議題；後者則是指決策者關切的重要議題，並且付諸政策行動。 

決策若依據理性的程度，可分為「廣博理性模型」、「滿意決策模型」、「漸進

主義模型」「綜合掃描模型」、「最佳規範模型」；完全理性並不符合事實，在決策

過程中，成員心理、組織情境、資訊、成本和多元價值等都使人僅具備有限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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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on（1977）。僅能對備選方案追求滿意決策。而決策過程是動態且變動的，

Lindblom 延續 Simon 理性決策認為政策制定如摸石子過河，在政策形成和效應

中依據情境判斷做下一步決定，是微幅且漸進的建構方案。而在民主國家，人民

參與公共事務日益深廣，Lasswell 則強調公共決策的民主參與，強調社會互動以

及共識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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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方法 

本章旨在說明研究設計與實施步驟，分別為研究方法、研究參與者、研究步

驟、資料整理與分析以及研究倫理五部分。本研究之目的在描繪實驗教育政策合

法化歷程，呈現實驗教育三法形成的歷史背景、社會脈絡，詮釋政策參與者的問

題意識，並深入理解政策參與者之行為與影響力，以及政策形成中衝突及妥協的

政治互動。因此採質性研究途徑，利用內容分析及文本分析法，分析不同版本立

法草案、提案，以及立法院院會會議資料，作為研究探勘基礎。並透過半結構式

訪談，了解政策利害關係人在政策合法化過程中面對的政策問題，形成政策，運

用資源與權力關係，使政策進入議程，推動立法。 

第一節  研究方法 

壹、內容分析法 

內容分析法則對資料，例如：確立特定概念（concept）分析文件中存在和其

出現的次數，再分析文件中概念（concept）與概念（concept）之間的關係（張芬

芬，2010）。 

最大的優點在時間與費用上經濟實惠，只要能夠接觸或獲得研究資料，且便

與編碼即可進行內容分析法，且同時分析大量的文件資料。但其適用的資料少，

除了計量單位的設定需要嚴謹的文獻佐證，否則很容易支解了資料卻未獲得有意

義的結論。是故游美惠（2000）認為內容分析可提供系統性化的資料作為討論基

礎，但宜配合文本分析與論述分析方法，掌握脈絡增加研究說服力。 

本研究以內容分析法分析所採集相關報章雜誌、新聞媒體、學術出版品，並

利用關鍵字搜尋網路相關論述，描繪社會大眾及政策利害關係人對實驗教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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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問題意識與問題建構的樣貌，呈現實驗教育政策合法化歷程問題流，並以不同

版本的立法提案與草案進一步呈現政策流。 

文本分析是理解其間部分如何被拼湊組成，詮釋則是將某些知識、價值應用

在其中（游美惠，2000）。以各種不同的理論思想去解讀結果，但語言和和符號

是製造與再現的過程，是建構的、流轉的，文本受社會情境、讀者期待或歷史因

素影影而產出，詮釋也同樣受約束，雖然複雜但總能反映出某個時代的意識形態

或精神（唐維敏譯，1996：177）。然而理念（ideas）的形成與運作絕不會和權力

的制度與關係脫離開係（游美惠，2000）文本的必須放置在特定的環境解讀，與

當時的社會情況做連結，重構文本的意義。文本分析法針對一種社會製成品，利

用科學客觀系統性的歸納的量化分析，但容易忘記我們需爬出文本關照脈絡。除

對文本內部語言符號解析，更要注意文本之間的關係，具體而詳盡地描述素材，

觀察其部份之間是如何拼湊，並進行多重互為文本的分析，增加其研究的說服力

（唐維敏譯，1996）。 

貳、半結構式及開放式訪談 

想將焦點聚焦於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政策合法化歷程，針對合法化直接相關

的成員以半結構的方式訪談，事前擬定訪談問題大綱，有主題性的，在訪談的過

程中問題隨時形成或增刪，提問也依受訪者的回覆為主，承接受訪者的回覆隨時

調整問題。另外邀請合法化歷程間接相關的成員進行開放性的放談，協助研究者

理解當時政策立法的環境條件、社會的氛圍以及他們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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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資料與受訪者 

壹、 立法相關文件 

研究者以「全國法規資料庫」、「立法院法律系統」查詢相關立法文件，表列

如下： 

表 3  相關立法院關係文書列表 

會議 編號 印製時間 提案人 

（僅列第一

位） 

提案內容 

第 2屆第 6會期

第 9 次會議 

院總第 1014

號委員提案第

1361 號 

1995/10/25 廖永來 國民教育法第 4 條修

正案 

第 3屆第 4會期

第 30 次會議 

院總第 1014

號 

1998/01/03 - 國民教育法第 4 條條

文修正草案審查報告 

第 4屆第 3會期

第 28 次會議 

委員提案 3125

號 

2000/06/28 曹啟鴻 《理念學校法》草案 

第 7屆第 3會期

第 12 次會議 

院總第 1013

號委員提案

8982 號 

2009/05/08 林淑芬 國民教育法第 4 條修

正案 

第 7屆第 3會期

第 12 次會議 

院總第 1013

號委員提案

9007 號 

2009/05/13 黃志雄 國民教育法第 4 條修

正案 

第 7屆第 4會期

第 17 會議 

委員提案第

8982、9007 號

之 1 

2010/01/06 

 

- 國民教育法第 4 條條

文修正草案審查報告 

第 8屆第 3會期

第 13 次會議 

院總第 1605

號委員提案第

15064 號 

20130515 林佳龍 《家長自主教育條例》

草案 

第 8屆第 2會期

第 13 次會議 

院總第 1013

號委員提案第

14438 號 

20121212 林佳龍 《機構實驗教育實施

條例》草案 

第 8屆第 2會期

第 8 次會議 

院總第 1013

號委員提案第

20121107 黃志雄 《實驗教育實施條例》

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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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01 號 

第 8屆第 6會期

第 1 次會議 

院總第 1013

號政府提案第

15050 號 

20140910 行政院 《高級中等以下教育

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

教育實施條例》 

第 8屆第 6會期

第 8 次會議 

院總第 1013、

1605 號 

20141030 -  

 

表 4  相關立法院公報列表 

立法院公報 會議性質 會議日期 

85 卷 45 期 2867 號下冊 99-140 頁 委員會審查 1996/09/18 

85 卷 51 期 2873 號下冊 147-160 頁 委員會審查 1996/10/09 

87 卷 23 期 2972 號上冊 71-106 頁 二讀（廣泛討論） 2008/05/05 

88 卷 6 期 3006 號一冊 238-266 頁 二讀（逐條討論）、三讀 2009/01/14 

99 卷 4 期 3769 號 18-56 頁 委員會審查 2009/12/24 

99 卷 5 期 3770 號一冊 309-315 頁 二讀（逐條討論）、三讀 2010/01/07 

102 卷 66 期 4091 號 1-112 頁 委員會審查 2013/10/28 

103 卷 65 期 4174 號二冊 307-414 頁 委員會審查 2014/10/15 

103 卷 69 期 4178 號一冊 112-194 頁 二讀（廣泛討論） 2014/11/04 

103 卷 69 期 4178 號一冊 194-203 頁 二讀（逐條討論） 2014/11/04 

103 卷 69 期 4178 號一冊 203-203 頁 三讀 2014/11/04 

貳、 受訪者選擇與資料編碼 

本研究探究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政策合法化歷程，需追溯至 1999 年國民教

育法第 4 條，一直延續到 2014 年 11 月《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

教育條例》通過，訪談對象採立意抽樣及滾雪球抽樣方式，共尋訪 8 位： 

 

表 5  受訪者編碼表 

受訪者 

編碼 

訪談日期 

與時間 

總時間 身分/簡介 備註 

S 2016/11/29  16：

00-17：07 

約 60 分鐘 教育法學者/家長  

P 2016/12/16  14：

30-15：00 

約 90 分鐘 家長/個人自學代表 電話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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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2016/12/07 

16：00-17：39 

約 80 分鐘 家長/實驗教育機構代表/ 

自學組織代表 

電話訪問 

C 2017/02/02 

14：00-16：00 

約 120 分鐘 家長/自學組織代表/ 

實驗教育機構負責人 

 

G 2017/01/31 

11：13-12：31 

約 75 分鐘 家長/團體自學代表  

F 2017/06/28 

18：00-19：09 

約 60 分鐘 地方政府教育局常任文官 

主責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業務 

 

J 2017/07/04 

15：30-16：45 

約 75 分鐘 法學者/曾任教育部政務官 

（任職時間：2007-2008） 

 

W 2017/07/06 

16：36-17：50 

約 70 分鐘 教育部常任文官簡任 14 職等 

（任職時間：2003-2012） 

 

 

參、 資料處理與分析 

大致分為文本資料與訪談資料，研究者根據第二章文獻探討的幾個結論做為

文本資料的選擇、初步判斷與閱讀，以客觀的立場進入文獻脈絡；訪談後製作逐

字稿，包括受訪者的語氣、反應盡量詳實的呈現在逐字稿中，分類並編碼（表）

以利後續分析工作。 

 

表 6  主題編碼表 

 

主題分類 編碼  主題細目 備註 

問題流 Q Qa 

Qb 

焦點事件 

問題識別 

 

政策流 P1 P1a 

P1b 

政策雛形 

變異與重組 

 

政治流 P2 P2a 

P2b 

P2c 

衝突 

協商/討價還價 

建立共識/妥協 

 

 D Da 

Db 

議程設定 

決策 

 

政策倡議者/

政策企業家 

A Aa 

Ab 

Ac 

政策參與者立場 

政策推介倡議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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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資料信實度 

利用三角交叉檢定法（triangulation）源於水手利用兩個星座，找出第三點的

定位，質性研究中的三角交叉檢定則是利用不同資料來源，來分析資料的信實度。

受訪資料的部分，針對相同問題或主題比較各個受訪者的不同回應，以了解問題

或主題的多面性，有助更深入的分析，另外也利用不同資料間參照，針對說詞不

一處追蹤求證，盡量真實呈現當時政策合法化歷程。逐字稿和詮釋分析讓受訪者

過目，檢視是否詮釋有偏誤，將受訪者認為不妥之處修正或刪除之。 

第三節  研究倫理 

訪談前告知研究參與者研究目的、內容並獲得同意，訪談中隨時注意是否受

訪者有不願意或不適合回答的情形，尊重其隱私與保密程度，尊重其意旨使用訪

談資料。研究過程中除對於受訪者的姓名與基本資料隱匿以代號去帶保護隱私，

受訪過程中提及相關人物也以代號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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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本章之目的在呈現研究者發現，由於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政策發展長達 20

年，研究者將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發展繪製歷程圖如圖 4，首先以前三節討論整

個合法化歷程中三個重要的政策視窗的開啟，並分階段介紹各階段政策環境，以

圖表文字呈現研究者對蒐集到的資料分析與摘述，並以問題流、政策流及政治流

交錯討論，梳理政策合法化過程中議程設定與決策互動的情況；第四節綜合討論

政策參與者的作為與影響力；第五節探討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政策合法化過程，

隨時間遞移與政策環境變遷，從而引起政策問題的論述與價值的轉變。 

第一節  政策視窗：1999 年國民教育法修訂第 4 條 

壹、 第一階段（1987-1999）：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的拓荒期 

思想醞釀對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政策合法化是重要的，從 1987年到 1998年，

經過解嚴、解除黨禁與報禁後，台灣政治或社會各面向都在發展新的一套政府與

民間的互動關係。當時教育改革也是熱門的議題，社會上萌發一股新的教育理念。

1987 年國家教育權的優勢地位受兩股力量挑戰，其一是台灣經濟迅速自由化，

不可避免的國際化衝擊，各領域對自由化的倡議，當時最重要的議題是亞太營運

中心，與教育相關的議題則是人才的培育；而國家內部的力量是延續在野政治團

體及民間社會與國家的對壘立場，民間教育改革的推動次第展開，挑戰了國家教

育權的正當性，催化教育自由化及民主化腳步。 

1993 年 11 月由民進黨立委顏錦福及翁金珠委員首次提案《教育基本法》草

案進入立法院一讀，1994 年 5 月進入委員會。顏錦福倡議教育基本法的三大精

神：教育福利國、教育民主化以及教育社區化，福利國精神是指教育與學習是國

民權利，國家負擔教育事業的責任與義務；民主化精神是將教育決策權的開放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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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1998

無黨籍

台北市市長

柯文哲

2006-2014

國民黨

台北市市長

郝龍斌

1998-2006

國民黨

台北市市長

馬英九

1994-1998

民進黨

台北市市長

陳水扁

2000-2008

民進黨

總統

陳水扁

1987 2016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6月

彰化縣

1月

台中縣

11月

新竹縣

10月

宜蘭縣

1988/1/31

第1屆民間團體教育會議

1994/4/10

四一O遊行

1999/2/3

《國民教育法》修正第4條

1987 - 1999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拓荒期

1999/6/23

《教育基本法》

公布

2011/6/27

《國民教育階段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準則》

公布

8月

澎湖縣

7/2003

發表〈教改萬言書〉

2011/7/13

《高級中等教育階段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辦法》

公布

2008/5/2

《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辦法》修正

應考年齡下修至18歲

1997/12/2

提出〈總諮議報告書〉

2014/1/13

《自學進修高級中等教育學力

鑑定考試辦法》訂定

1994/9/21

成立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

2009/7/12

「我要12年國教」大遊行

2014/11/10

《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

實驗教育實施條例》公布

2010/1/27

《國民教育法》修正第4條

12月

《台中市非學校實驗教育

機構設置辦法》

1987/7/15

解嚴

1997

《台北市國民小學學童

申請在家自學教育試辦要點》

2008-2016

國民黨

總統

馬英九

2014/11/11

《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辦法》配合修正

2011 - 2014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開展期

2000 - 2010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萌芽期

2014/11/29

九合一大選

 

圖 4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政策發展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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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教師及家長參與；社區化精神是避免教育中央集權控制，使地方自主性增

加，尊重住民及家長參與。 

從 1994 年 5 月委員會審查會議紀錄可發現立委與行政機關對教育選擇權、

國民教育權的詮釋仍有許多差異，國民教育的目的為何？教育是義務或權利？教

育主體應該是誰？不同的思想開始相互激盪。 

周委員荃：民主社會貴於將選擇權還給人民，請問能否不進入小學就讀？

而目前整套的制度設計，都是為了教育行政的方便，卻犧牲了人民基本

的受教權，甚至阻礙教育權的進步。楊次長朝祥：在理論上，國民教育

是全國人民必須接受的教育，以培養現代化健全的國民。周委員荃：但

是，本席認為國民有受教育的權利，而政府也有提供教育環境的義務。

楊次長朝祥：權利義務是相對的。在國民教育階段，接受教育也是一種

義務，因此才有「強迫入學條例」的訂定。 

（立法院公報 83 卷 32 期 2706 號，153-176 頁） 

1994 年民間倡議 410 教改大遊行再次提出制定教育基本法之訴求，此時教

育部仍不認為需要另行制定教育基本法，以憲法對教育的規範足以。但整個時代

具有一個方向性如巨輪的滾動，社會的能量都趨向改革及權力鬆綁，至 1997 年

立法院第 3 屆第 4 會期，終於有執政黨及行政院版本送進立院併案審議，那時教

育必須改革朝向現代化的共識才真正凝聚。 

單就此點，我們即已呼籲了一、二十年，但前任部長卻表示，亞太營運

中心與教育部無關係。在座的高級官員對前任郭部長此番言論想必記

憶猶新。連前任教育部長思想都如此封閉，教育改革在當時又談何容易？

難怪本席提出教育基本法時，教育部文風不動，所幸本屆立法委員民進

黨增加相對多的席次，在教育委員會中居多數黨的地位，且大家對訂定

教育基本法亦有共識，因此，積極推動，而教育部亦認為潮流已形成，

不應再予抵擋，所以才端出行政院版的教育基本法草案（立法院第 3 屆

第 5 會期第 14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討 78-79 頁）。 

當時教育改革可分為三股力量（邱維誠，2000），首先，體制內從 1994 年大

學法修正、1994 年師資培育法修正、1995 年教師訂定（周祝瑛，2003），都貫徹

權力鬆綁的核心價值；第二股力量 1994 年在郭為藩任教育部部長時第 7 次教育

會議決議從而在官方之外設立教改會，結合民間力量，是教育史上的創舉，居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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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負官方與民間社會的改革共識，研議教育改革方向，行政院長連戰邀請李遠哲

擔任任務性組織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召集人，期望借助李遠哲聲望凝聚各界對教

育改革的共識，教改會於 1997 年提出教改總諮議報告書讓行政院參考後自動解

散；最後一種是體制外的教育實驗與嘗試，如另類學校的成立，分頭進行教育現

代化改革。早在 1984 年宜蘭興辦假日森林小學就有具體行動，受當時熱門的《夏

山學校》理念影響，陳清枝先生以特殊的教育理念興學，反對當時教育的不合理，

爾後人本教育基金會創辦的森林小學、李雅卿女士創辦的種籽學苑也都嘗試了國

家教育之外的另一種可能。 

貳、 問題流 

在國家義務教育未硬性規定的學前教育階段，反而提供了較多教育選擇的空

間。1976 年張純淑女士師專畢業後，在執教過程中反思教師與教育的價值，並心

疼當時教育體制對學生的壓迫，決心找一條不同的路，在宜蘭創辦慈心托兒所，

在不斷嘗試的過程中也將教育視為社會改造運動的一步，參與 1988 年 410 教改

「幼兒教育白皮書」的制訂（張益勤、陳雅慧，2015），因緣際會下他在德國認

識了華德福教育深受感動，1995 年在台灣協辦「世界幼教趨勢與台灣本土經驗」

研討會，1996 年便將慈心托兒所轉型華德福幼兒園；同年林玉珠女士也選擇在

台中設立娃德福幼兒園，在台中實踐華德福教育理念。 

華德福教育擁有一套自己的教育哲學與教學方法，若要貫徹華德福教育理念，

整個教學內容設計至少會到高中階段（范熾文，2004），慈心華德幼兒園 1999 年

教師團隊與家長研議延伸至小學（宜蘭縣立慈心華德福教育實驗高級中等學校，

2017），必然挑戰台灣當時義務教育的框架，當時雖已經開始進行教育改革，教

育選擇權的思想逐漸擴散，但另類學校或理念學校在台灣仍於法不合，森林小學

甚至面臨訴訟（史英，2015），讓另類教育興學者正視政策合法化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個人「自學」的概念已存在，1944 年訂定的《強迫入學條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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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規定學齡兒童因疾病、肢體殘廢經醫生證明不堪入學，方得准其緩學或免學；

另一種可以選擇瀟灑跳脫這個制度控制的，他們或擁有外國國籍或某專業領域或

企業接班人。而排除此這些例外仍有學生無法滿足於當時的教育制度，選擇改變

現況，便利用「自學」這個已存在的概念，挑戰國家教育權。 

1997 年台北市幾位家長向當時台北市民進黨籍市長陳水扁以及教育局長郭

生玉提出陳情，陳情書指出對當前教育制度的不信任，希望能執行家長親權，將

教育選擇權歸還給國民。在法律不完備下，北市率先依據 1997 年「教育改革總

諮議報告書」精神，並依當時《直轄市自治法》第 11 條以行政職權開放在家教

育，訂定《台北市國民小學學童申請在家自學教育試辦要點》，將在家教育的範

圍從以往免除義務教育之身心障礙學童放寬到有需求的學生及家長都可以提出

申請。 

參、 政策流 

當時規範國民教育階段的主要法律為國民教育法，1979 年立法時第 4 條「國

民教育，以由政府辦理為原則。」是國家教育權的展現，與前述的教育改革趨勢

衝突，但針對體制外學校的相關法條在立法院多次協商未果，直到 1998 年 10 月

才終於決議建請行政院研處體制外學校之立法與制度設計，保障學生受教權益。

該年立法院教育委員會由台中縣民進黨廖永來立委聯署 20 位立委針對第 4 條提

出修正，指出國民教育法由政府辦理為原則，明顯限制私人興學自由，與憲法第

11 條保障私人興學自由精神相悖，國民教育之權限屬地方政府權限非地方政府

內部一個教育局，要求權力鬆綁教育民主化，教育應配合社區與文化環境發展，

而非以行政區域規範。教育部經討論後改為「國民教育，以由政府辦理為原則，

並勵私人興辦」，並提出地方政府得以「公辦民營」之方式協助私人興學（立法

院，1998）。 

教育部提出公辦民營的想法也不是突然蹦出的點子，如前所提及體制內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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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改革分頭進行，1996 年教育部國民教育司便委託受訪者 S 教授以法律的觀點

研究國民教育公辦民營的可行性，受訪者 S 學者以憲法、行政法以及教育法專長

著名，公辦民營本就是教育部正在醞釀的想法，邀請學者進行相關研究，國民教

育法修正正是提出這想法的好時機。 

而與實驗教育最相關的第 4 條第 4 項「為保障學生學習權，國民教育階段得

辦理非學校型態之實驗教育，其辦法，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定之。」使非學

校型態實驗教育成為法律專有名詞，可追溯到最初 1998 年 1 月，由曾擔任新竹

縣議員的國民黨籍立委林政則，依據新竹縣雅歌實驗學校理事長孫德珍及黃仁封

總幹事的建議，所提出的國民教育法第 4 條修正條文加列： 

保障學生學習權之原則下，允許非學校型態之私教育型式（含在家

教育、私塾、講堂、實驗計畫）存在，其辦法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定之。私教育受教育者請求國家適時鑑定後認可其學力，其辦法由教育

部定之。（立法院公報第 87 卷 29 期院會議錄，頁 443） 

在付委審查時並無此條文，待立法院二讀法逐條審查，當時教育委員會召委

陳永興對此次國民教育法修法精神說明時才提出：「在保障學生學習權的原則下，

也允許部分學校型態：如在家教育、講堂、實驗計畫、私塾等教育形式存在。當

然其前提是必須請求國家進行學歷的鑑定，再由教育部訂定相關辦法。」，最後

經過政黨協商過程具體化成為法條。 

不論是「公辦民營」或「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成為法律專有名詞都符合

Kingdon 認為政策是持續性的，政策原湯中漂浮的思想，唯有符合某種價值或標

準，才會被採納使用。天下無新鮮事，但何時會成為具體化政策需要時機，因國

民教育法當時修正以鼓勵私人興學要求權力下放為主要精神，使原本公辦民營和

非學校型態的概念有機會成為政策。 

肆、 政治流 

此階段政治力最明顯之處在於原本在委員會審議時並無第 4 項，是後來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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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商才加入的，當時協商是立法院的黑盒子，不會有任何畫面或會議記錄，以文

獻查詢僅得知協商主持人為民進黨籍立委范巽綠立委，最後的決議放入第 4 項。

胡文棟（2006）指出當時委員如果對法案有意見，只要「認養」該法案，擔任黨

團協商代表，便容易操作該法案。從立法院議會紀錄以及審查紀錄，針對「非學

校型態實驗教育」入法是由林政則委員接受新竹縣選民雅歌實驗學校孫德珍的請

託，要求保留院會審查時的發言權，影響之後教育委員會總召陳永興在說明修法

意旨時要求納入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的保障，在政黨協商時由范巽綠立委成功協

商將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立法，這三位關鍵性的委員皆為民進黨籍。 

教育政策合法化最主要的戰場立法院，從立法院文獻對照歷屆立委席次可發

現 1989 年以前中國國民黨在立法院占絕對多數，當時最大在野黨席次不超過 25

席，但 1992 年開始最大在野黨民黨席次翻倍至 51 席次，雖然國民黨仍占多數，

但可推測出，國民黨統治已逐步鬆動，而民進黨吸納更多支持，到第 4 屆 1998

年立法院員額數調整至 225 席，國民黨在人數上仍是多數，但立院的組成已悄悄

改變，泛藍陣營的分裂與新興小黨出現，立法院內民進黨的立法能量相較以往提

高。 

1994 年陳水扁贏得台北市長選舉後，民進黨勢力取得優勢位置，以反國民

黨權威統治為思維架構多面向的改革，是當時許多社會運動共同的特徵（魏玓，

2009），在環保、農民及勞工都有大小不斷的社團運動，教育方面也不例外，1990

年野百合學運民間知識分子影響力大增除了「澄社」、「台灣教授協會」等知識分

子社團組織，針對教育改革也有許多社團組織，如：1984 年成立一群台灣中小學

教師籌組的「中華民國振鐸學會」、1986 年「人本教育基金會」、「教師人權促進

會」以及推動家長參與的「主婦聯盟」等，都是隨著這波社會運動，組織、舉辦

座談會、街頭抗議推動教育改革，也創辦相關教育刊物，如：《人本教育札記》推

展教育理念，甚至運用選舉政治與立委合作的方式推動法案（陳文彥，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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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小結 

此階段不論是台北市得到自學合法申請或是 1999 年開啟國民教育法第 4 條

成功修法將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納入，都並非如同 Kingdon 所言有特定的事件、

危機或特殊指標使社會大眾矚目產生問題流，從政策的發展來看重要關鍵人物對

問題識別反而重要。例如：台北市政府市長與教育局長，他們對自學家長陳情逕

行依行政職權使自學合法；而參與修正案的提案立委、教育委員會召委、政黨協

商的主持人，也是重要關鍵人物。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得以在此時突破法治制，於台北市取得合法申請的

機會是時代的產物。在大環境下，國家政治控制權逐漸削弱，權力鬆綁是當時政

治與社會的風氣，而現實面政策執行者是在反權威與控制架構下的民進黨執政者，

因此抱著有機會成功的心態才行動的。台北市的個案代表的是人民對教育的新需

求，依職權逕行試辦的結果並未有太多負面聲浪，又符合時代需求，可視為政策

風向球，對於國民教育法第 4 條修正有間接關係。 

而法案順利推動後也影響其他行動者的決定，例如：1999 年通過的《國民教

育法》以及《教育基本法》法案對行動者是有影響的，受訪者 P 在訪談中時常強

調自己對政治與法律的態度，對法律不熟悉甚至抗拒，一開始也從未想過改革，

但整個社會釋出的訊息，會使行動者更勇於嘗試。 

我就自己上美國的網站找資訊，知道美國已經做了 20 幾年，所以我們

想這是個不錯的方式，但根本沒有想要推動法令。我跟我太太跟我朋友

這一群家庭、家長，我們只是純粹一般老百姓，我們並沒有任何政治抱

負---，但是ㄝ~政府---政府竟然自己開門了！（笑）所以我們就想說，

也許，也許這不是一時的風潮，這可能是一個長期的運動了（P-L41）。 

研究者將第一階段的歷程繪製成圖 5，問題流、政策流以及政治流從外至中

心點匯集，打開政策視窗，使國民教育法第 4 條通過，此時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政策是特定時空背景下的產物，影響了後續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政策合法化的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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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形成下一個時期新的教育政策環境。 

第二節  政策視窗：2010 年修訂國民教育法第 4 條 

壹、第二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萌芽期（2000-2011） 

一、1999 年授權於各地發展不同的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以「實驗教育」政策推動環境來說，1999 年國民教育法第 4 條修訂後，「非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得到授權，由各地方政府自訂自治條例，因此各地條件不同

發展出的政策不相同。 

因為各地有不同的想法啊，審議的鬆緊程度差很多啊。包括有幾個南部

縣市就黑箱作業啊，就說好了不讓任何人通過。沒問題你申請，但我審

議就刪。我們就收到各種訊息，我們甚至還有一個縣市是請律師寫信函

進去。因為這是已經立法的事，而且已經有地方辦法了。所以---所以--

-前面五年大概是這種狀況，然後申請過程，可能---可能只有六成會過，

有一兩成需要補件，可能有一成是不行，你要再申請。因為它包括會考

量，這對夫妻他們只有高職畢業。（P-L171） 

對參與自學的實驗教育學生和家長而言，徒法不足以自行，形式上的合法不

表示實質上權益受到保障，以受訪者 P 的經驗，1999 年開放了非學校型態實驗

教育，但各地執行政策的情況不一，家長或相關組織向地方政府爭取，磨合出各

地不同的政策執行方式。其中出現的摩擦大概可以分成幾種情形：地方政府不作

為，不訂定相關自治法規，使自學申請無依據，如嘉義市、連江縣；或設計了許

多條件與限制，包括：父母經濟、學歷條件、教師資格、家戶所得、存款以及強

制返校參加團體課程等，顯示當時許多地方政府以及學校對於將教育權利與責任

交付於父母或學校以外的組織是持不信任的態度，也影響了申請、審查或是訪視

評鑑的方式。 

 



 

59 

 

 

 

圖 5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萌芽期（1987-1999）示意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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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樣各自為政的時期持續超過 10年，自學家長便萌發希望中央收回授權，

由中央訂定行政命令保障自學生權益的想法。 

如果按照依法行政的原則，台灣當時有 20 幾個縣市應該要有 20 幾個

辦法，但是你會發現算了老半天怎麼沒有（笑語），有的走得很快，都

是叫這種「民逼官」啦，就是民間逼迫行政，已經有啦，你怎麼，我要

申請卻沒有。所以…有一些就會先走得比較快。（HB-5：00） 

一體兩面的是這樣的授權也提供空間讓新的實驗教育型態長出來，以宜蘭慈

心華德福幼兒園發展為例，1981 年由無黨籍陳定南獲選為宜蘭縣長，成為首度

非國民黨籍縣長，在任內最大的議題是他公開反六輕事件，從宜蘭縣史館環境保

護 30 年訪談與史料蒐集會議記錄記載，當時慈心幼兒園張純淑園長也擔任宜蘭

環保聯盟的副會長，許多組織運作都在幼兒園進行，反六輕事件所累積的人脈與

社會資源，協助了張純淑園長在國民教育法第 4 條修正通過後，更容易獲得縣政

府的支持，解決幼兒園延伸至義務教育階段的問題，宜蘭縣政府於 2001 年通過

《宜蘭縣屬國民中小學委託私人辦理自治條例》，允許以特許學校的方式進行非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由佛光山基金會所成立的頭城鎮人文國民小學以及慈心華德

福國民小學遂成為台灣地區公辦民營小學的濫觴 ，宜蘭在實驗教育路上走得比

其他縣市順暢，宜蘭縣政府甚至率先提出對實驗教育的補助規範。 

同樣是華德福體系的幼兒園，台中的發展與宜蘭就大不相同，在 2000 年娃

德福幼兒園的成員成立「台中人智哲學發展學會」，以設立小學為首其工作目標，

希望能延續娃德福幼兒園教育體系，參考宜蘭公辦民營經驗，學會在 2001 年陸

續拜訪議員張廖萬堅及教育局長廖萬清，討論「台中市公立學校中小學委託民營

自治條例草案」，但並未獲得正面回應，由於當時「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已有

法可循，便退而求其次提出「台中市教育實驗機構設置辦法」，終於在 2001 年 12

月台中市政府主管會報通過「台中市非學校型態實教育機構設置辦法」，此行政

命令雖是妥協的結果，也因當地特出條件演化出台灣中部地區特殊的實驗教育

「機構」型態，甚至成為推動第三階段實驗教育政策合法化的主力。1999 年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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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類型包含了：實驗教育機構、團體自學以及個人自學。 

但是如果在太鄉下太偏遠的非都會區，他又在民間接受的觀念他又還

不足，所以在辦學的人數上面跟支持力量會得不到資源。所以台中剛好

他又有一點都會人的概念，但他的土地跟建物等辦學場域的取得成本

又相對於台北市是比較低的。所以很自然而然的實驗教育機構類型就

在台中市發展了（I-L520） 

 

圖 6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類型演變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二、理念學校持續尋找合法空間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仍未獲得合法地位，當時較適用的《私立學校法》的

防弊價值大於興學，對課程、師資的限制也讓私人興學毫無自由，並不適合實驗

教育學校使用，為解決此問題 1998 年立委林政則、林源山等 12 人，受雅歌學校

孫德珍等人之託，建請教育部早日落實目前體制外學校之立法及制度設計，並以

理念學校的宏觀，來早日解決目前四所體制外學校問題。當時政府機關與社會對

於「學校」還是有既定的標準，在土地、校舍、資本等都有標準規範，因此理念

學校一直無法取得合法地位。 

森林小學跟全人中學，因為它們就會是原來就是最不合法化的，那，但

是，所以之前其實有一個在談的法，這個○○○（受訪者 S）很熟啊，就

是理念學校法，原來是要去推這個理念學校法，但是理念學校法，他如

團體自學 

幼兒園 

（不受義務教育規範） 

個人 

自學 

手足 友好家庭/ 

社區 

幼兒園 

 （人數較多） 

實驗教育機構類型 

義務教育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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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沒有辦法就是在，就是後來就用機構的方式，讓機構閃進非學校，如

果他要用學校的方式的話，他是沒有辦法符合私立學校法，可是這個法

有普遍性啊，又不能說特開一個。（G-L289） 

2000 年立委曹啟鴻、范巽綠與人本教育基金會召開「理念學校法」草案的公

聽會，提出民間版本的理念學校法草案，2000 年由曹啟鴻、陳學聖、李慶安等跨

黨派立委共同提送《理念學校法》草案付委審議，隨後范巽綠以立委身分出任教

育部次長，立場是希望能通過該法案，但最後因行政機關考量學籍、學歷認證等

問題，決議從長研議。 

……教育部希望通過「理念學校法」的規範，鼓勵有心人士興辦，政務

次長范巽綠昨日提出前述補充說明。范巽綠指出，依據國民教育法與高

級中學法前述條文規定，可以籌設各類實驗學校，但有學籍、學歷認證

等問題要處理，因此將於 7 月舉行的 2001 年教改檢討會中討論要如何

做。（陳揚盛，2001） 

2000 年台灣經歷第一次政黨輪替，民進黨成為執政黨，由唐飛擔任行政院

長，組成的內閣成員黨籍多元，雖立法院民進黨席次並未占多數，法案不易通過，

但延續著前一階段改革的浪潮許多新政或新的想法都陸續提出，1994 年李遠哲

所率領的教改審議委員會以及之後的國政顧問團都具有政治影響力，甚至影響內

閣成員選任，最後教育部長由陽明大學校長曾志朗出任，曾志朗具教育專長，又

與民間教育改革團體熟識，是各方推崇的人選，實驗教育發展是相對樂觀的。 

1999 年高級中學法修正公布，該法第 6 條規定教育主管機關協助各地方政

府或私人設立實驗高級中學，以促進教育多元發展，隔年 2000 年曾志朗部長函

送立法院《實驗高級中學申請設立辦法》欲突破高級中學設備標準以及私立學校

設立標準的限制，包括校地、校舍的限制，替理念學校找另一條出路。因學校型

態實驗教育在法上的定位仍不明確，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成為另一個避風港，《實

驗高級中學申請設立辦法》第 12 條中提及「為保障學生學習權，高級中學教育

階段得辦理非學校型態之實驗教育：其申請設立，準用本辦法之規定。」以教育

現況而言，另類教育興學走在法律前面，因此高級中等階段得辦理實驗教育得準

 

http://www.lihpao.com/space.php?uid=1&op=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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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此設立辦法使目前已存在的學校獲得合法地位，2001 年全人中學便以此申請

設立（全人實驗學校，2017）。 

三、重要插曲：高中自學鑑定年齡下修至 18 歲 

1987 年開始試辦在家教育自學那一批學生，2007 年已有學生面臨國中、高

中升學問題，當時的教育法規高中並非義務教育階段，所以高中階段繼續選擇在

在家自學或其他形式的自學並不會有強迫入學的義務，但是被視為「失學」無法

取得任何學歷證明。 

若要繼續唸大學銜接的方式是參加「自學學力鑑定考試」，但當時自學學力

鑑定考試須年滿 20 歲，與體制內的應屆考生至少晚 2 年，且台灣有義務役的規

定，因此年滿 20 歲無學籍者須服兵役，在此制度下許多自學生被迫回歸正規教

育體制內，才能較順利的升學。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雖在法律上找到合法定位，不平等的教育條件阻卻家庭

與學生選擇自學之路，面對整個教育體制還有許多技術性的問題需要突破，當時

「升學」是一個急迫、具體且明確的訴求，但參加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不到

1000 人，人數甚少，未能成為被矚目的議題。 

關切實驗教育的家長與學生開始動員，從自學生家長、教育改革團體、學者、

到議員等，並於 2007 年 11 月向教育部陳情要求修改高中同等學力檢測辦法。 

整理訪談資料與文獻，研究者認為這次主要發動者為受訪者 C，他在 2002

年回國後，苦尋不著適合自己子女的幼兒園，2004 年向台北市申請在家教育，並

開始投入爭取在家教育自學者權益，2007 年利用部落格分享自家兒女的自學經

驗，也記錄與其他自學家庭的互動，舉辦"2nd Tue"和”Last Friday”提供自學家庭

交流的機會，部落格中也轉貼自學相關的新聞報導，逐漸因閱覽者增加有更多的

討論與影響力，此外也策略性地使用媒體宣傳。 

那 2007 年以後我們上來了以後，我們就開始做很多的媒體的，有計畫

的露出，你就會看到 2007 以後，從 2007 開始，對，我們就開始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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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研究者：您有組織這件事嗎?）（C 點頭）媒體的露出，然後開始

來做論述，然後開始在網路上寫，然後在開始在，然後痾--那時候就影

響到大家對這東西的改變看法，當你看到東西越來越多的時候，你就會

覺得說耶，好像是真的有這個回事，就像說我沒吃過豬肉，我也看過豬

走路，對不對就是說我沒有自修，我沒有自學，可是我知道誰誰誰有自

學……（C-L1110） 

身為自學生家長受訪者 P，因宗教組織而成的媽媽小組，發展團契，2000 年

登記成為合法社團法人，想藉由更多人組成的力量推展在家教育。慕真在家教育

協會成為家長與一群家長的連結點，除了輔導在家教與申請，對全台參與在家教

育人數進行調查與研究，同時也積極推廣在家教育的概念，讓更多人理解與認識。

受訪者 P 在此領域的活動有一定影響力，台北市政府早在 1999 年就邀請他進法

令研議小組，因此受訪者 C 主動聯繫受訪者 P 合作這次的陳情行動，陳情活動

中家長及青少年代表幾乎都出自於慕真協會。 

當時 18 分上大學的新聞造成高等教育招生議題受到大眾矚目，因此在 2007

年 11 月 29 日「取消學力鑑定年齡限制」記者會便以此作為討論的引信「他 18

分可以上大學，我 18 歲卻不准考大學」的口號吸引了關注，討論自學生不僅無

法與體制內學生在 15 及 18 歲取得國、高中文憑，甚至報考同等學歷鑑定的年紀

都要比一般學生晚兩年。當時記者會現場還邀請自學生以行動劇表演方式，揮拳

打破象徵限制的大標誌（陳至中，2007） 

此活動串聯台灣另類教育學會、自主學習促進會（種籽及毛毛蟲學苑創辦者

李雅卿女士所成立）、慕真在家教育協會和全球讀經教育基金會等民間自學相關

團體，並結合了台北市家長協會、全國家長聯盟等家長團體，也邀請了人本教育

文教基金會、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等第一波教育改革活躍的民間團體等聯署。 

其中台灣另類教育學會是長期關注實驗教育及教育法學等專家學者於 2005

年所成立的組織，第一屆理事長為政治大學教育系教授馮朝霖，其他理事與監事

包括：鄭同僚、詹志禹、張純淑、丁興祥、周志宏、陳佩英等多位學者，都是受

訪者 C 與受訪者 P 所請益的對象，提供整個倡議行動教育與法學方面的專業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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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然後有多次請教他（受訪者 S），請他協助我們這個關於法律上怎麼樣，

去修法，去提案。然後我們還有一些父親的背景，像○○○（受訪者 C），

他是法律界很熟。我們是徹徹底底不懂。後來他（受訪者 C）要發動什

麼，我們全力支持。（P-L226） 

當時的訴求是大學入學取消對文憑及年齡的限制，直接以公開的入學考試作

為入學條件，但文憑是台灣經年累月的教育制度，請願書上的最後一段提到『如

果顧忌此舉變動過大，牽連太廣，恐怕教育當局及社會大眾一時之間難以接受，

至少，請教育部立刻從行政命令著手，取消「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辦法」的年

齡限制……』，這是在陳情中提出具有「現實感」的政策備選方案，受訪者提到

高中及高職校長認為放寬自學進路對學校將造成壓力，當時少子化使生源減少，

可以想像若取消文憑制度降低了「學校」的功能，將使招生更為困難。在學者專

家、各界人士的溝通下，教育部依職權在 2008 年 5 月修正發布《自學進修學力

鑑定考試辦法》的 5 條，降低應試年齡至 18 歲。 

受訪者 C 表示接受此提案同時民進黨釋出未來對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更有

利的保障，因此願意接受此階段性的提案。當時 2007 年起草的《高級中等教育

法》整併高級中學法和職業學校法，同時主張 12 年國教政策，蘇貞昌在立法院

施政報告宣示將開始推動 12 年國教，當時民進黨立法委員及行政院版本中草案

皆已納入後期中等教育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法源，以及高級中等程度自學者學力

鑑定相關條文，陳情者預見未來後期中等教育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可入法，調整

學力鑑定應考年紀至 18 歲只是過渡期的替代方案，便答應不再抗爭，接受行政

機關提出的條件。因此 2008 年 5 月修正《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辦法》第 5 條

有申請過實驗教育的學生，應考年齡下修至 18 歲，沒有申請實驗教育的學生仍

然維持 20 歲。 

那時候教育部已經有所謂的高級中等教育法已經出來了，因為那時候

本來就是新上來的行政院長 2008 年後就要推升 12 年國教，那然後那

時候的高級中等教育法在最後一個版本裡面，教育部的時候就有把非

 



 

66 

 

學校型態加進去了。已經加進去了加進去，所以說當時那時候只想到說

我們那只是用一兩年，然後就有高中的非學校型態了，（研究者：喔---

用個一兩年就是…那個東西）就是 18 歲的同等學力考試對那個東西不

是長久的問題那是那只是一個短暫的問題。（C-L75） 

但即使宣稱 2009 年起將連續匡列 3 年四百億全面實施 12 年國教，當時民進

黨所面臨的是 2000 年選後由國民黨與親民黨組成的泛藍陣營的國會多數局面，

許多重大的法案與預算都無法通過，施政難以伸展，2005 年爆出高捷弊案，又修

憲通過國會席次減半單一席次兩票制，造成泛綠陣營整合困難，民進黨聲望逐漸

下滑，2007 年蘇貞昌被視為「救援內閣」提出 12 年國教政策，也並未挽回民進

黨頹勢，至 2008 年馬英九勝選，12 年國教政策停擺，相關教育政策也止步。 

沒有就是講好啦，嘿龍溪宮後ㄟ啦，嘿龍溪宮後ㄟ[台語]（研究者：先

宮後ㄟ嗎? [台語]）對啊，啊就是，好啊，我們就接受啊（研究者：就

是我們接受高等中等放我們進去學校）對，所以我們就不用再去吵那個，

就是反正我們就開放先讓，先讓有有申請實驗教育的人先過，那其他的

我們就等等高級中等教育法出來…（研究者：嗯嗯嗯）然後就馬英九就

上來啦，馬英就上來就把前朝的東西全部停掉，所以 12 年國教就沒了

嘛，12 年國教就沒了，所以高級中等法也沒了，全部都沒了，然後沒

了大家就就沒了，就結束了（苦笑）。（C-L90） 

高中自學學力鑑定年齡調整至 18 歲是多位受訪者共同指出的關鍵事件，這

是規模較大且有組織的一次政策倡議，倡議者主要的行動包括：「組織」從個人、

家庭到非正式的聚會，到針對訴求發展出的任務性組織，利用關係串聯並從中找

資源，包括有形的參與人力以及專家知識，提供象徵性的支持，並開始利用媒體

傳播介紹自學生，最後結合「18 分上大學」等熱門議題作為討論的引信。這次成

功地倡議讓行動者累積更多政治實力，提供之後衝破國民教育法第 4 條再次修正

的重要行動策略與經驗。 

貳、問題流 

18 歲可參加學力鑑定只是暫時的處方，舊的問題改善新的問題衍生，2008

年國民黨再度執政，原本參與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的家長及團體並未獲得預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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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級中等教育法，由於 10 到 12 年級未有自學法源，又當時高中階段自學生可

分為兩種，一種是與學校合作，設籍於學校，必須到校參加定期評量或上術科、

群育課程，最後由高中頒發畢業證書，另一種是未設籍於學校，因沒有學籍，20

歲（2008 年改為 18 歲）才得以參加高中同等學力測驗，並且必須各科及格方可

取得高中學歷。因此在權衡之下許多參與實驗教育的學生與家長在學生國小六年

級後轉向準備國中基本學力測驗，放棄原本的實驗教育規劃。 

高瑞穗表示，國中基測讓家長很擔心，在家自學雖然可以滿足求知，但

台灣教育界「考試領導教學」的現實，讓家長們不敢輕易拿孩子的前途

打賭，國中基測是進入高中職的重要採計標準，不進入高中就沒有學籍，

一旦男生年滿 18 歲，馬上面臨兵役問題，自學家庭不得不向現實低頭。

（嚴文廷，2009） 

國中基本學力測驗是 2001 年取代聯考的國中九年級生學習能力測驗，成績

提供高中、高職升學時參考用，當時推出 12 年國教前導配套政策「高中職多元

入學」政策，希望以「免試入學」期望降低學生課業壓力，在 99 學年度（2010

年）公立高中職釋放 5%到 35%不等的免試名額，依「在校成績」擇優採計入學。

但教育部在 2009 年 4 月陸續召開免試入學政策公聽會，公布《擴大高中職及五

專免試入學實施草案》，但草案內容忽略參與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的學生並沒有

在校成績可與一般生評比，由於非學校型態尚未取得後期中等教育法源，國中升

高中是自學者重要的體制銜接點，且學童的成長有時間性，為了能在公聽會發聲，

數個自學家庭籌組「保障教育選擇權聯盟」，並於 2009 年 7 月 1 日聯合「慕真在

家教育協會」等自學家庭前往教育部前演出行動劇抗議自學生權益被漠視，並預

告將加入 12 年國教大遊行。 

我們，家長拍桌子。我們一直要局長副局長出席啦，我們一直要做決策

的人，但是沒有得到。然後，怎麼做都不行啦，我們就急了。時間慢慢

逼近嘛，因為這些過程都有時間性嘛。然後後來主秘就出來見面，把訊

息帶回去等等，然後，然後那一年我們聯合三四十個另類教育團體，走

上街頭。（P-L727） 

2009 年 7 月 12 日參與由「我要 12 年國教聯盟」主辦的遊行活動，此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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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了 83 個團體，其中包含保障教育選擇權聯盟、自主學習促進會、台灣另類

教育學會以及人智學教育基金會等多個實驗教育組織，期待國家早日施行 12 年

國教，使自學生也列入國民教育受惠對象。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與 12 年國教議題結合，將原本「體制外」、「另類」的

教育重新定義為提供 12 年國民教育中「多元」、「選擇」以及「適性」的另一種

教育型態，在整個教育生態的角色定位更具合理性。 

由於台北市是自學家庭主要集中縣市，透過代議士施壓，如：2009 年 10 月

台北市議員李文英向台北市政府教育局提出質詢或召開相關公聽會與協調會。在

2010 年台北市政府嘗試解決此問題，依據 2010 年 3 月《台北市高級中學非學校

實驗教育試辦計畫》草案，台北市在郝龍斌市長任內指定私立景文高中 2010 年

8 月起讓自學生掛學籍，支付公立學費即可在家自學並取得高中學籍，可透過大

學入學管道報考大學。景文高中是一所完全中學也是綜合高中，具有普通科及技

職科，經歷 2000 年私校弊案後，機關接管後，先成立管理委員會，類似臨時董

事會，力圖振興，但由於弊案醜聞造成學校生源減少，2006 年僅剩 2000 名學生，

維持學校運作都有困難，因此與台北市的合作，校長張許勝哲表示，既然家長有

需求，學校也有足夠的空間提供服務，景文高中也是願意合作的自學家長在此階

段對這個政策是讚賞的。因此 100 學年度採「雙軌制」學生可透過多元入學方式

錄取高中後，向校方提出在家自學教育計畫申請，並經教育局核准，或直接錄取

景文專班。 

所以---所以---在那個時候剛好在提案討論，法律還沒成形的過程，那我

們其實也是郝龍斌市長第一任的時候，找他談，找他開會。然後---他就

說要不要交辦幾個私立學校，收納這些學生。然後我們一聽，歐！因為

我們不是教育行政出來，我們根本壓根不會想到這種事。原來，歐！這

可能也是一條路。（P-L554） 

但這樣的政策並未根本解決自學生的進路，卻反映了教育主管機關以學費換

文憑的意識形態，認同公私立透過文憑制度寡占教育市場，提供單一的教育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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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學力鑑定年齡下修至 18 歲，但仍是未設籍於學校的自學生者必須參

與的考試，屢屢傳出自學生因卻因學力鑑定考試某一科未通過而取消入學資格等

類似案件。在學校接受教育未達畢業標準的休業生或休學生都可以依學測成績升

大學，但依規定參與自學計畫，接受每年定期審議的自學生，即使學測成績表現

優異，仍無法擁有與在學校受教育的學生有公平的進路與機會。 

一年到兩年的時間，只有那一年到兩年左右吧，然後我們覺得，這不行

啊！我們就走這條路，一路上高中這樣上來，你要我們還要去考，因為

有同學去考了發現，5 科還是 6 科都要考及格嘛，那在某個角度上比學

測還難啊！ 

而在大學入學制度也無法周延的將自學生學力鑑定考試時程限制考量進去，

例如：推甄透過面試較能展現自學生學習成果，大學入學第一階段申請甄試條件

是每年 1 月的學力測驗，但因學力鑑定考試於 4 月舉辦，自學生只剩第二階段 7

月指定科目考試為升大學途徑。 

參、政策流 

國民教育法第 4 條修正案 2009 年，立委黃志及林淑芬各自提了一個版本，

兩個版本的內容非常相似，兩個提案都希望加入「家長教育選擇權」，並由「中

央主管機關頒布準則」，援引日本及英國對在家自學的學習權及選擇權的保障（立

法院，2009），定調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並非地方自治事項，而是政府負有憲法

保障學習權及家長選擇權的義務。點出當時授權地方政府造成各地規範定義與適

用分歧造成學生與家長權益受損，課予中央主管機關會商地方政府制定符合時宜

之準則，草案中提及：「由中央主管機關頒布準則，其施行辦法，由主管機關會

同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定之。」 

在立法院公報第 99 卷第 4 期委員會紀錄立委及政府機關都同意將家長教育

權放入，但關於中央對地方政府的控制程度，政府與委員有不同意見。立委希望

中央訂出施行辦法，但教育部希望比照法制體例，頒訂準則規範，由地方政府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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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 

林委員淑芬：可是什麼叫審慎、負責任？本席看到你們的意見，你們認

為實驗內容、期程、範圍、申請條件、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的準則由教

育部會商地方政府後定之，但你們現在只同意頒訂一個行政指導、一個

行政準則，本席認為你們的行政指導、行政準則還是要落實到辦法上，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後來在修正案裡面要求要訂出施行辦法，或是由你

們訂定準則去要求地方政府訂出辦法，這一定要有辦法落實到規範裡

面！陳次長益興：報告委員，這也是法規命令的一種，譬如教師申訴評

議準則，那個部分就規定得很明確，所以我們是比照法制的體例，在這

個地方把它做一個完整完善的規範，然後各地仍然可以訂定要點、補充

規定或是辦法，這部分沒有限制。林委員淑芬：一定要強制訂定，且地

方訂出來的辦法及要點統統要符合你們的準則。 

最後審查會通過的版本是：「為保障學生學習及教育選擇權，國民教育階段

得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其實驗內容、期程、範圍、申請條件與程序及其他

相關事項之準則，由教育部會商直轄市、縣（市）政府後定之。」以行政院版的

草案通過。 

肆、政治流 

由於馬英九上任暫緩 12 年國教的推行，自學團體不再將雞蛋放在同一個籃

子，一邊與 12 年國教政策結合，另一方面著手推動國民教育法第 4 條修正，請

託立委施壓，要求教育部訂定非學校教育的準則，實施辦法由中央和地方共同訂

之。 

同一個時間—我們又覺得—不放心因為因為馬英九一開始就說不要啊，

然後現在又說要那沒有人知道他是真的要還是不要，所以-痾所以在 99

年（應為 98 年）的時候那個我們就找黃志雄委員、林淑芬委員去提了

那個國民教育法第 4 條修正案就單條的（C-L102）。 

不論是民進黨立委林淑芬或國民黨立委黃志雄的提案都指出非學校型態實

驗教育從 1999 年國民教育法第 4 條授權於地方自治團體自訂命令，以致各地規

範定義與適用分歧，中央政府本有保護學生學習權及家長教育選擇權的義務，不

應將責任推卸給地方政府。除了國會兩黨皆支持，在 2009 年 12 月底教育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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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中教育部常務次長陳益興對提案採原則上支持，並提供細部文字修正，委員

會審查結果以教育部提供條文內容為主：「為保障學生學習權及家長教育選擇權，

國民教育階段得辦理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其實驗內容、期程、範圍、申請條件

與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準則，由教育部會商直轄市、縣（市）政府後定之。」

確立了由中央政府訂定準則的法源。 

國民教育法範圍是國中小教育，高中階段的非學校型態僅有幾個縣市以行政

命令規範，但當時兩黨立委都同意支持國中階段訂定中央準則，自學家長便同時

推銷高中階段訂定相關辦法，使國民教育延伸至後期中等教育暢通。 

談的過程就是說：好，教育部你要訂一個法，那---我們就把，雖然說是

國民教育法可是也是國民教育法裡面，要訂全國準則我們就說你高中

的階段也一起訂。（R：喔）不然你國國中上來，你高中要怎麼銜接嘛。

（C-L135） 

事實上，高級中等教育法尚未通過，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並無明確可依據的

授權法源，便先援引教育基本法第 13 條，使後期中等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

教育也有中央命令位階的法源。研究者認為這是也是一個趁勢而突破的合法化歷

程，至高級中等教育法 2012 年公布後才配合修正其法源為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13

條。 

伍、小結 

國民教育法第 4 條修訂起初是為了特定教育理念創辦的森小、種籽、雅歌及

全人等 4 所實驗學校希望能合法化，但最後通過的「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概念

並未包含學校型態的實驗教育，反而成為在家自學及自學團體的主要法源依據，

研究者將此階段視為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政策合法化的萌芽期。但各的因為授權

而發展出不同的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與各地提供的「養分」息息相關，從幼兒

園那些以學校型態運作的教育組織便可看出，政府對於管理新出現的教育型態，

提供合法性是當務之急，延續前一階段教育改革的嘗試性作為，發芽期的非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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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態實驗教育像一朵朵新生植物，而國家必須為每個新型態教育命名，給予法律

上的定位，如：宜蘭以公辦民營型式，台中則發展出機構型態。 

但國民教育法第 4 條的授權，並未給予明確政策執行的精神，地方行政機關

與家長的互動未必都是好的經驗，尤其隨著參與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的學生年紀

逐年長大，許多問題一一浮現，且有些問題解決有時效性，從訪談和報章雜誌都

不難看出家長對學生升學需求是懇切且急迫的，自學生爭取升學進路與體制轉銜、

制定義務教育階段中央統一法規命令、開放後期中等教育允許非學校型態實驗教

育等訴求次第被提出。 

政策倡議者從需求與價值出發，倡議行動一次比一次成熟，在正式開啟國民

教育法第 4 條修正的機會視窗前，爭取學力鑑定年齡下修至 18 歲是一次重要的

倡議行動，主要的行動包括串聯找尋資源，不論是有形的人力或是無形的專業知

識協助，主動提出可行的備選方案，主動增加媒體曝光，結合時事與議題吸引注

意，這些倡議策略在爭取國民教育法第 4 條修正時仍然有效，每一個行動都使支

持網絡更縝密，關係更緊密，累積了更多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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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萌芽期（2000-2010）示意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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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政策視窗：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

施條例 

壹、第三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發展期（2012-2014） 

先回顧一下當時的政治與社會環境，2008 年是馬英九總統第一任任期開始，

也是智慧型手機剛推出，臉書正式進入台灣的一年，全媒體時代改變了政治傳播

的生態，民主參與的形式與管道多元，民意輿論反應的速度加劇。國民黨籍總統

馬英九因為一系列的事件造成聲望逐日降低，例如：八八風災的處理、油電雙漲，

2014 年險勝民進黨候選人蔡英文，連任中華民國總統，但 2012 年後陸續爆出九

月政爭及關說案，至 2014 年中國國民黨立委張慶忠強行宣布通過《海峽兩岸服

務貿易協議》的委員會審查所引發的 318 太陽花學運，使國民黨的民意基礎徹底

瓦解，甚至影響了國民黨內部的分裂。研究者認為 318 學運是公民意識覺醒且具

有行動力的政治表現，是台灣表達對於「民主」、「正義」、「人民主權」等價值追

求的具體行動，且對台灣社會的影響持續發酵，年底的九合一大選，反對國民黨

的國家氛圍促使民進黨囊括直轄市、縣市長共計 13 席，取得大部分的政治版圖，

六都除了新北市由國民黨籍朱立倫執政、台北市由無黨籍柯文哲執政，其餘 4 都

都由民進黨候選人勝選。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在 2010 年《國民教育法》修訂後課予政府制定《國民

教育階段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準則》及《高級中等教育階段辦理非學校型態

實驗教育辦法》，進一步保障了選擇參與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的權益。而國中生

高中、高中升大學的升學管道也逐漸開放，越來越沒有激烈抗爭的必要，部分的

自學組織減少立法行動。 

我們其實主要的功能齁，尤其是當高中已經立法之後，我們其實在法務

上已經降低到最低的可能性，已經幾乎不太動了，沒有甚麼需要我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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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了。（P-L466） 

貳、 問題流 

台中因特殊的區域條件而成為台灣最早發展「實驗教育機構」的地區，然而

當時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是以準則及辦法規範，行政命令位階主管機關仍得依職

權修改，以班級人數限制為例，實驗教育機構運作方式與學校並無不同，在沒有

政府補助的狀況下，教學成本往往直接反映在學生人數上，但教育主管機關在缺

乏科學及合理的計算下，將每班 25 人改成 20 人，造成機構成本負擔大，生存困

難。 

尤其最明顯的是在人數上面，早期可以開始一班 30 個人，但是在沒有

任何理由下，沒有任何依據跟計算基礎，就提到說「ㄝ~那---我認為你

們人數太多所以要把你們刪為 20 人」那甚至講說「可能最後可能要刪

成 15 人」（I-L61） 

這樣的危機感促使中部弘明、磊川華德福、道禾、海聲華德福及豐樂實驗教

育機構 5 所實驗教育機構在 2012 年正式向內政部登記為非營利社團法人「台灣

實驗教育機構聯盟」，聯盟的宗旨為「凝聚台灣地區實驗教育機構共識、加強實

驗教育機構合作、維護實驗教育機構權益、改善實驗教育外在環境與促進整體教

育之多元、民主及自由。」並以推動實驗教育設立專法為首要目標。受訪者 I 因

受華德福教育感動為自己的孩子選擇娃得福幼兒園就學，因緣際會下因為自己的

法律背景專長受邀進入實驗教育聯盟任職，由於其法律的專業背景，進入組織後

便積極朝向以推動實驗教育提高法位階至國會保留。 

從磊川發起，我們一路向各界提出困難所在；組織「臺灣實驗教育機構

聯盟」；且尋求林佳龍委員的協助；過程中更感謝監察院啟動實驗教育

成果調查機制……我們盡所有可能多管齊下，目標在於推動政府為實

驗教育單獨「立法」，而修訂「準則」則為推動教育更新的過渡計畫。

（魏坤賓，2013） 

一開始是有計畫地藉由固定的理監事會議和會員大會，定期討論實驗教育法

規現況與議題，帶動社會討論，並且互相交流資訊與資源，包括與民意代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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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主管機關的連結，辦理座談會將問題聚焦在立法的必要性。 

參、 政策流 

每位政策參與者都有其各殊性的想法，透過參與餐會、研討會、發表文章、

舉行公聽會、提供草案等方式向他人建議與交換自己的思想。不同的想法飄盪在

Kingdon 所稱的「政策原湯中」，每個想法都有機會出線，時而受重視，時而沉

寂，不同的思想相互抗衡，猶如不同的分子相互撞擊，可能結合，可能排斥，重

組成適合當下的思想，最後會形成一個具體而有效的政策或備選方案，並造成某

一些議題受到矚目。因決策者的有限理性，面對政策系統不同參與者，政策的結

果是因為行動者持續互動的而有所不同。 

多位受訪者指出在此階段的關鍵人物是立委林佳龍，由於台灣智庫的淵源他

邀請學者受訪者 J 協助，召開多次會議，邀集實驗教育三法（除了非學校型態還

包括公辦民營、學校型態）相關人，包括在家自學的個人、團體、機構代表以及

專家學者與教師團體共同草擬法案。 

《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立法歷程中早在

2013 年 10 月立法委員便提出多個相關版本送入立法院審議，包括立委黃志雄等

人提出《實驗教育實施條例》草案、林佳龍等人：《機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草

案及林佳龍等人：《家長自主教育條例》草案，但行政院當時著手研議的是《學

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草案，面對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仍未提出相關草案，

教育部認為在補助、設置標準以及人數上還需研議。 

研究者比較這幾個草案版本、既有的《高級中等教育階段辦理非學校型態實

驗教育辦法》、《國民教育階段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準則》及相關立法文件，

參酌訪談內容，歸納二個比較有趣的政策討論與妥協的主題分述如下：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544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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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費補助 

以台灣國民義務教育階段，公立國中小免納學費，私立學校或多或少間接接

受政府補助，但選擇自學參與實驗教育的學生及家長，卻無法享有政府給予的教

育補助，教育的成本都須自己負擔，當時僅有宜蘭縣訂有補助的自治條例。曾經

自學家長和團體提議過「教育券」爭取給予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直接補助，

但都沒有成功。主要因為以行政機關是站在政府資源分配的立場，尤其實驗教育

機構型態與私立學校類似，若給予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補助，政府擔心引發私立

學校也跟著爭取。 

以教育部來講他當然不想多花錢，但其實那也沒有多少錢，因為自學的

人不多，但他擔心的是說，我給了自學我就要給私立學校，因為都不是

利用你政府的資源在辦學，所以怕的是說擴張擴張到私立學校這塊。（S-

L315） 

而到了 2013 年政府希望延續 12 年國教政策，預計在預計於 2014 年實施十

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整併《高級中學法》及《職業學校法》成為《高級中等教育

法》草案，其中政府編列預算使合乎條件之學生免納學費，因此非學校型態實驗

教育也希望可以爭取免學費補助，不擔心私立學校反抗，又有一個具體明確的數

字可依循，因此便請認識的委員進去提案。 

以前你很難在那邊跟他一條一條 argue 那就算了，因為大家也沒力氣去

算那些錢，齁-要教自己小孩都來不及了，那一直到 12 年國教開始的時

候，他會給你們明確的數字出來，因為公私立學費均一的時候，他就會

很明顯地告訴你，說你讀私校我們每一年補助每個學期補助你兩萬二

或三萬三，（研究者：而且是對學生的補助很直接的）而且是對學生的

補助很直接的，那個就非常非常直接的，好-所以數學問題解決了（C-

L960） 

2011 年《高級中等教育階段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辦法》尚未有補助的條

文，至《高級中等教育法》通過後，其中第 13 條：「為保障學生學習權及家長教

育選擇權，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得以個人、團體及機構方式辦理非學校型態之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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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其申請條件、程序、學生受教資格、課程、學籍管理、學習評量、畢業條

件、訪視輔導、收費、政府補助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2013年 12月 31日配合修訂《高級中等教育階段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辦法》

於增列 17 條之 1：「以依本辦法參與實驗教育之學生應享有同一教育階段學校學

生之各項福利措施及補助，爰明定其亦得比照學校學生申請學費補助。」配合 12

年國教免學費政策，蔣偉寧部長宣佈參與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得向學校或地

方政府主管機關申請補助。 

這個結果對參與實驗教育學生及家庭是一大躍進，政府明文規定了給予學費

的補助，但因為是搭配 12 年國教高中階段免學費政策，所提的訴求，比較國民

義務教育中小學階段，反而沒有相關的補助法源。 

二、審議委員會 

2011 年訂定《國民教育階段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準則》第 8 條規範實

驗教育審議委員組成：「審議會置委員九人至十三人，由直轄市、縣（市）政府

就熟悉實驗教育之下列人員聘（派）兼之，其中第四款及第五款之委員人數合計

不得少於委員總額五分之二；任一性別委員不得少於委員總額三分之一：一、教

育行政機關代表。二、專家、學者代表。三、校長及教師代表。四、家長代表。

五、實驗教育相關團體代表。」其中第四及五款家長代表與實驗教育代表不得少

於五分之二，但在 2013 年 5 月修正為「四、本人或子女曾接受實驗教育之家長

代表。五、實驗教育相關團體代表。」將家長進一步限定為參與實驗教育的家長。

如此修改的原因是避免傳統學校型態的價值、標準與評價強加在非學校型態實驗

教育學生上，能接受到更有同理心的審議。另一方面，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者的

爭取也為了將理念傳播，而且是實質能影響每個實驗教育家庭的。 

所以說那個其實都是在法律，當初在訂的時候有很多東西要考慮進去

的，就是你--你的最主要的目-就是你要抓到一個你，一個非常重要的

地方，是你可以改變，他整個未來發展的地方，比如說法律的；例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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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會，那-透過法律去抓審議會，那-透過審議會去影響審議的品質等

內容的實質發展方向，那個都是一連貫下來的東西。（C-L430） 

政策的擬定有時是理想大於實際的，然而爭取到的審議委員會的參與，對原

本就處於小眾的實驗教育參與者，為了要滿足審議委員會的組成，意外的成為「血

汗審議委員會」，有資格的委員每個人身上都掛著許多案件，跨多個縣市，另一

方面也造成審議的品質受到質疑。 

那當然你就全部都通過，大家都談好了，那執行下去才有辦法做，那當

然一開始碰到的最大的困難是你根本沒有那麼多家長，可以去參加審

議會。（R：恩）全國多少人在做實驗教育（笑），所以我們最多那時候

每個人身上都背了可能 6、7條，就是要所有的縣市都要跑啊，從這裡

跑到屏東啊...（C-L414） 

審議委員會的存在反映了國家對教育權的控制程度，在美國不同的洲對自學

有不同的規範，例如：德州、康乃狄克州與奧克拉荷馬州等美國中西部的州法，

並未強行規定必須向學區或教育主管機關辦理登記。但賓州規定參與學校外教育

者每年都必須向居住所在地的學區登記，提交自學大綱，並且參與年底學區評鑑，

但在家長與團體爭取下，賓州於 2014年 10月政府終於同意放寬（顏伶如，2015）。

從政策版本來看，2014 年草案版本可以發現林佳龍所提的《家長自主教育條例》

與團體自學及機構型態實驗教育區別開來，不使用「實驗教育」而改用「自主教

育」，教育場域的要求降低，審議制度簡化。關於審議制存廢問題，由於我們是

延續義務教育的概念，國家教育權是逐步釋放，目前還在累積醞釀中，但從之前

的政策合法化歷程我們可以知道目前不可行的不代表以後做不到，就如同前面衝

破政策視窗是需要一些環境條件與時機。 

三、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的類型與規模 

之前已經介紹過機構型態是非學校型態中一個暫時性的政策，使以學校方式

但無法找到合適的法律定位的教育組織能夠就地合法。行政機關提供這樣的管道，

一方面卻擔心私立學校或補習班等營利的組織不當使用，因此在人數與規模上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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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制。 

有的人會擔心私立學校、補習班假借實驗教育，所以你就要找一個折衷

點，比如說人數啊，種種這些限制，讓他們沒錢可以賺，讓他們安心也

不會混淆，這是在法律上你要細緻去設計的。然後，實驗教育那些，在

推的人當然希望比這個多，阿這就是教育部當時能接受了。（J-31：08） 

以政府的立場希望可以控制在一定的人數，除了防弊，也擔心公私立學校招

生受影響，但另一方面機構為維持營運，希望人數提高，法律並非全有全無那麼

兩極，在文字具體化的過程中，是有許多空間可以談的。 

蔣部長偉寧：我想文字用這樣陳述，是因為我們原來一個班級 20 人，

國小大概 120 人，我們已經擴充到 150 人，這個事實在去年的會期裡

面，林委員也特別提出來，我們也已經讓一班的人數從 20 人進到 25 

人，所以小學就可以 150 人，國中就可以 75 人。林委員佳龍：部長，

你知道這些實驗教育，是以非營利為目的，所以基本上以它的規模來講，

它是有上限的，差這 10 個、20 個人，不至於對於私立學校有影響，如

果私立學校是以搶學生，而不是提高教育品質，那也不值得說引起私立

學校的反彈。 蔣部長偉寧：好，我想這部分文字，我也願意進一步的

再斟酌，其實用的文字，我覺得……（103 卷 69 期 4178 號一冊 112-

194 頁） 

教育政策是的擬定是一個互動過程，教育政策的現實感是必要的，甚麼東西

會過甚麼東西不會過，需要政策倡議者對當時時空背景的掌握、經驗判斷以及談

判技巧。教育的理念可能很崇高，但政策很難一步到位，因為每個人對政策的想

法與詮釋都不同，需要經過多次溝通，在讓步與妥協下產出政策。 

這部分反而是要適當的區分，才不會根本不會過，連在智庫我都很努力，

雖然大家都是朋友，我都很努力勸他們不要，要太多，○○○（受訪者 C）

要的那個東西根本不會過的，在當時不會過的，也沒過啊。你看最初的

版本有嗎。我是建議他們不要對這個部分幻想太多啦，這會使整個法案

阻力更大。（J-50：07） 

如何達到共識？受訪者不約而同地指出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的議題，本質是

相對簡單的。在 Kingdon 的研究中也指出衛生政策與交通政策在議程設定上影響

因素大不相同，是跟議題的性質有關。受訪者同樣指出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與利

益的牽扯少，即使是國家資源的分配，以目前的規模都不會引起太大的衝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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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力上的利益交換與脅迫，反而在這個政策是很少看到的，重點反而在於理念與

價值的溝通，尤其教育的專業門檻低，又與人民切身相關，充分的溝通有助於政

策執行時反抗阻力減少。 

肆、 政治流 

由於推動立法必須要由行政機關、立委或黨團提案，剛好磊川華德福的其中

一位家長是立委林佳龍。林佳龍因從政生涯的規畫 2005 年參選台中市長選舉，

舉家搬遷至台中，夫妻為孩子挑選磊川華德福就讀，2006 年因學校遷址開始關

注實驗教育權益，與實驗教育機構聯盟成員之一受訪者 I 便連結起來，為實驗教

育機構聯盟帶來了立法院的人脈，為實驗教育專法帶來關鍵的人物。 

忙碌的林佳龍，知道自己孩子念的是一所不太一樣的學校，但是一直不知道

孩子其實並沒有真正的「上學」。「二〇〇六年小孩的『學校』必須搬家，我才突

然發現他們身分是『自學生』」林佳龍詫異：「他們明明每天都去『上學』，怎麼

會是自學呢？」台中的磊川華德福教育實驗機構是以非學校型態的自學機構成立，

學生的學籍掛在鄰近的公立小學，畢業證書也是由公立小學頒發。（陳雅惠，2014）

當實驗教育機構產生危機感，林佳龍立委因問題接近性及切身需求，實驗教育政

策合法化成為林佳龍立委關注的議題，也成為林佳龍立委任內的主要政績表現。 

實驗教育在此階段引起一陣熱議，媒體是重要推波助瀾的力量，從選擇權教

育聯盟部落格可看出早在 2006 年開始對實驗教育和自學生做專題報導的是《公

共電視》，公共電視曾有一度的董事長是由政大教授鄭同僚擔任，其長時間投入

實驗教育，對實驗教育的報導有正向的影響，其他各新聞台在重大的考試與教育

改革議題，也會邀請參與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者接受訪問。而在教育方面普遍流

通在家長之間的刊物《親子天下》亦於 2008 成立便開始報導實驗教育，到 2015

年超過 59 篇報導，如此關注實驗教育除了反映教育現場實驗教育的蓬勃發展。

在 2008 年之後智慧型手機開始流行，臉書等社群媒體逐漸活躍，全媒體時代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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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都是資訊的傳播者，許多位參與實驗教育的家長與學生，都願意在網路媒體

上分享自己的學習經驗與歷程，讓更多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的故事流通。 

2014 年九合一地方首長及代議士選舉，可以從政治人物的政策可以反映民

眾對教育的期待，根據《親子天下》調查，北市柯文哲、基隆林右昌、中市林佳

龍、台南賴清德都將實驗教育視為首長選舉的重要政策，社會大眾對實驗教育的

接受度提高，甚至期待更多實驗教育的開放。 

民間教改運動發起人、在家自學教育重要推手，現為自主學習促進會理

事長唐光華指出。投入教育改革二十多年，他觀察，近幾年臺灣大環境

衰退，社會彌漫悲觀氣氛，以十二年國教與大學改造為核心，加上實驗

教育三法通過，帶動了適性學習、均優學習的新一波教改浪潮。（盧諭

緯，2016） 

媒體的推波助瀾始社會大眾更加理解實驗教育，多是正向的評價，尤其教育

改革牽扯的事情太複雜，許多配套措施並不穩固，實驗教育提供了一個可能更有

效達成理想教育的途徑。 

這都有一定的影響。你看像比如說親子天下，蠻長一段時間一直在關注

實驗教育，其實他就會---因為這份刊物其實在家長之間的流通其實也

蠻大的。現在因為加上這種電子媒體的結合，像電子媒體還有專門的社

團在介紹這一類的實驗教育，這個也都是一種影響力量。（I-L476） 

2013 年已經有許多民間籍立法委員的相關政策草案完成，但草案完成未必

能進入立法議程。由於當時已經接近九合一地方首長選舉，時任教育委員會立委

林佳龍，藉由台灣智庫邀集各方利益團體研擬草案，當然希望在辭去立委職務參

選台中市長之前能通過法案，積極整合版本，並各處請託拜訪。 

這個法案，也是佳龍從到立法院以來就一直待在教育文化委員會的重

要原因之一，從質詢、提出法律案、到與教育部的磨合，也讓教育部從

一開始的反對，轉為支持，並吸納跨黨派立委的不同版本的內容…（台

灣大地文教基金會，2013） 

林委員佳龍：這個會期一定要通過。蔣部長偉寧：我們就是用這個規劃。

林委員佳龍：否則本席雖然很忙，也要來競逐教委會的召委。我非常感

謝邱委員這麼優先排這個法案，如果他能連任也很好，我們這個會期一

定要趕快完成，不要逼我選召委，我還要經營選區很忙，但是這如果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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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結果的話，那實在很難交代。（立法院公報第 102 卷第 66 期委員會紀

錄） 

當時立法院的組成還是以國民黨佔多數，若只單以民進黨立委並不容易通過

法案，因此我們看到林佳龍等人提的《機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草案以及《在家

自主條例》草案都有國民黨立委連署，但這樣還是不夠，還要盡力讓跨黨派支持，

是推動過程非常重要的，受訪者 J 描述當初草案擬定後，要擴大政策合法化機會，

對其他黨籍立委推介政策的策略： 

智庫開會，大家就這樣談一談對不對，但一個法案要通過，當時國民黨

佔多數耶，光林佳龍去找一些立委去找一些國民黨立委一起提案，，但

光這樣不夠，最好齁，就是國民黨立委去主動提案的。……參與這裡面

有很多教育界的人對不對，有些人跟○○○也很熟啊，大家就麻煩你

了，……立委如果發現這個法案齁，雖然實驗教育看起來沒有什麼危險，

但全部主要提案人都是民進黨，他會覺得這個有點怪怪的，但是你熟悉

的人來拜託你，要這樣才有用啊。不然你忽然寄一個版本給他，他還以

為有甚麼陰謀咧，對不對。他跟你很熟，在教育界是有份量，你信任的

人，他來拜託你，還直接拿版本給你，立委對一些相關的社會團體來拜

託，一般覺得內容還不錯他們都很樂意啊。（J-L561） 

這裡面提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與信任程度是很重要的，必須找對人去推薦政

策，從智庫會議中討論由誰去推薦給其他黨派立委，而這位立委又是否有足夠黨

內人脈去運作聯署也是考量點之一。另外，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這個議題，是相

對利害關係較少的，草案看起來不太危險，只需將理念溝通清楚，立委對於已有

現成的法案，又能當作立委績效通常會樂意協助。 

而面對許多個民間版本出籠，以政府的角度最怕在立法院遇到完全沒有行政

院對案的版本，因為立法一但通過執行者便須要依法執行，因此當有立委送草案

進行政院，積極施壓時，政府便會盡速擬定對案。2013 年 10 月 28 委員會審查

時林佳龍、黃志雄以經提出三個版本在立法院，並由邱志偉立委排進議程，但行

政院並未提出草案，以作為施壓讓教育部作出承諾，一個月內將對案送進立法院。 

政府部門看到有人提這個草案，就緊張了，這個草案還沒被連署，單純

有這個（草案）的時候，立委讓你知道我就準備提這個，就有壓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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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法律最怕的就是，只有立委的提案，沒有政府部門，為什麼？因為

政府部門在怎麼樣，他對事情的一個看法跟掌握，他會……”系統性的”。

（W-334） 

政府部門一般來講，或者不只這個案，我所知道的，所有的法律案，我

們先研究有沒有增加支出，那增加支出是---從哪裡來。你不能政府開支

票叫地方買單，……你不先想好，那你這樣通過下一步你就要調整你的

預算結構，我們的預算是一塊大餅，當你這邊要支出，法律有規定你就

要優先編耶，那個叫法律義務性，只要任何法律制定有涉及增加經費，

行政機關就會比較謹慎，他也不得不這樣。（W-445） 

教育行政機關遇到公眾輿論與立委質詢等壓力才會有動力改變，在理論上，

行政機關擁有治權，但受控於人民，不論是公眾或是代議士都將權力交付於國家，

請行政機關執行國家意志，因此行政機關面對公眾輿論與民意代表的建議都應積

極回應，但更實際的權力關係是行政機關之預算受立法院控制，行政機關沒有得

到預算很難推行政策，因此對立法委員的「關心」會積極回應。 

是因為議題，就我了解，實驗教育的立法過程，並沒有什麼強大的教育

團體或什麼強大的利益團體強烈反對，所以他們有這麼激烈的對抗。重

要是要說服教育部跟其他立委，比較是這種溝通，所以那些積極支持實

驗教育的這些，比如說在家自學或機構這些人歐，他們當然要積極去跟

教育部溝通啦，立委溝通啦，別的議題就會，像年金改革這樣就會（J-

430） 

2014 年 8 月行政院新聞稿發布：「鑒於各該主管機關、家長、團體及機構辦

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者，均有將其整合規範並提升至法律位階的立法期待，為

期賦予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較大的辦學彈性，明確定位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的屬

性，以釐清其相關權利義務，保障學生學習權與家長教育選擇權，因此擬具高級

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 

政府雖已宣布實施十二年國教， 但若未來十年在課程教學上無法改進，

則其他配套措施將落空，為鼓勵教育創新、加速課程教學的改進，大幅

度的放寬實驗教育的空間，引入全社會的力量，幫助改善課程教學，也

是政府責無旁貸之工作。 

社會大眾及利益團體期待下，行政院終於在 2014 年 9 月 12 日推出對案，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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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0 月 28 日進行委員會審查。也因為有智庫小組的運作，在 2014 年 11

月 19 日在兩黨都高度支持的情況下通過《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

驗教育實施條例》。 

伍、 小結 

政策合法化起源於需求和危機，實驗教育一開始的發展是從提供不同的選擇

滿足家長對教育選擇權的需求，當個人自學與團體自學的升學進路都逐步爭取順

暢後，行動的動機便隨之減弱；合法化倡議主體改為實驗教育機構，其對行政機

關得依職權變更與營運生存最密切相關的學生人數，這樣的危機感變開始了第三

階段的合法化行動。其中重要推手立法委員林佳龍因家長身分對實驗教育營運存

亡有切身感受，實驗教育也是他重要的政治表現，在整個政策合法化過程也處處

展現了他的積極。 

回顧三個階段的政治流，研究者認為與台灣代議制度發展有關，例如：政黨

協商、跨黨派提案、會前會議。在第一階段民主代議制如出生嬰兒，政黨協商仍

是黑盒子的時期，關鍵人物的影響力表現在掌握國會政黨協商主導權，但民主代

議制歷經 20 年，政黨協商制度也逐漸透明公開，更多人民與社會參與，使得立

法院會不一定是最後戰場，在事前的政策討論與協商，是關鍵人物需要著力的地

方，熟稔立法流程之外，觀察政策環境，理解各方政策倡議者的訴求，在不斷討

論中凝聚共識，將三條流匯聚穿針引線。 

法律案通過與否雖然最後的戰場在立法院，但從《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的合法化歷程使一個政策通過事前的運作是更重要

的。此階段是由台灣智庫作為主導，個法案進入立法院的事前會議整合各方不同

意見，各個政策倡議者需要具有「現實感」，因為公共政策是一種集體選擇的結

果。甚至考量進入立法院後政黨席次因素，爭取跨黨派的合作，使法案能順利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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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第二及第三階段政策提案版本都十分類似，看不出明顯的政策爭執與妥

協，或許與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議題特質有關，首先是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所影

響的人數不多，利益分配影響小，此外，教育具有一些核心的價值與精神，可以

回歸教育專業討論，即使有分歧也能藉由相互理解溝通找到大家都能接受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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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發展期（2011-2014）示意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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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政策倡議者、政策推介行動與影響力 

依據訪談資料以及文件分析，研究者將倡議者在政策合法化歷程中出現的時

機、動機以及互動交流的關係繪製成下圖，並歸納出幾點發現： 

壹、時代氛圍與制度環境影響行動 

熊瑞梅、張峰彬、林亞鋒（2010）指出 1956 年至 1965 年出生的人是最積極

進入社團的世代，這個世代的人上大學的時約於 1973 年至 1983 年，此時台灣的

大學院校中醞釀著新的民主思潮，成立知識分子組織，如：澄社、台灣教授協會，

創辦文刊宣傳想法包括：《島嶼邊緣》、《當代》、《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等雜誌，

不同面相的社會運動蓬勃發展，最有名的例子是三月野百合學運，當時提出的訴

求逐漸內化成 1990 年代政治民主化的基本訴求。解嚴、學運、410 遊行及教改

是多位受訪者共同的回憶，時代必然影響這些政策倡議者的行動，莊智（2012）

認為某種程度上「學運」是這時代的年輕人共同的語言。 

我就是（笑）現在是 45 歲 46 歲，所以我大概在 1994（年）四一零教

改的時候我跟○○○是，我們一起，有做教改的東西，包括○○○（受訪者

S），和她太太○○○都是這樣子。都算是前前後後的人這樣，……，然後

那時候我們比較會關心政策制度的部分，那是一個解嚴之後很多---（飛

機聲）社會體制正在改變的時候代，所以那個就---就比較有在關心政策

這樣子。（G-L42） 

解嚴後的社會風氣，使人民在思想和行動上都敢於挑戰制度，在先行者開疆

闢土將政策推向合法，創造對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更友善的環境，就有更多人願

意加入這個行列。 

因為到了我們做這麼久來講的話，其實你定甚麼規定，我比定法律的人

還熟我比執行者都還熟，所以說對我們來講其實影響不大，可是對一個

新的人來講有差，對一個完全都沒有接受過的，他覺得說有法律保障，

跟沒有法律來講，影響很大他覺得說-啊-這有法律保障這是合法的。（C-

L1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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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非學型態政策倡議者關聯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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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這個法律已經生效之後齁，他會這方面的力量更強了，你就越來越難

阻擋他了，就像滾雪球，雪球滾到像這麼大碰到樹樹倒，所以那個力量

要慢慢壯大。因為有實驗教育三法開創了那個空間，但最初在困難的階

段有關鍵的人去推動那些進展是很重要的，有關鍵的人去結合那些團

體那些人去支持是很重要的，當力量強大的時候個別人的力量會降低。

（J-666） 

貳、有需求或理念才能持續倡議活動 

Kingdon 指出當問題被解決或暫時被解決後，淡出政策視窗，例如：受訪者

P 認為個人自學的進路以暢通至高中，大學也開始以特色招生招收自學生，自學

生也能進入高等教育，便淡出政策推動合法化的歷程。而受訪者 G 則在 2016 年

接受訪談時才準備執行政策合法化的行動，因為對目前已經有的法條仍有想要爭

取改變的地方。 

們其實現在之道學習這邊我們也有做一些修法的參與啦，剛剛沒有講

到這部分，這是後來新的這樣子，我也是跟○○○一起弄，然後把現在的

實驗教育的事情談論了一輪，我們連現在的教育基本法都想要去動。

（G-L908） 

參、政策倡議者間的關係、組織與分裂 

政策合法化歷程中可以看出政策倡議者為創造影響力而組織成倡議團體。從

1987 年在家自學的家長，串聯四個家庭，一同向台北市政府陳情；從陳怡光的部

落格也可以看到組織的變化是從 1 個學生，到 1 個家庭，到多個家庭活動，再到

為了爭取公聽會發聲的分量，組織成「教育選擇權保障聯盟」，雖然這是一個未

立案的組織，僅以網路科技串聯，但不只是在論述的累積或是真實的參與行動都

有很大的能量。 

受訪者 P 是慕真在家教育協會成立元老級人物，他因自己孩子身體考量，在

非義務教育的學前教育階段決定陪著他自學，因為信仰的關係有一個非正式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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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媽媽小組」，平常會有教養的資訊交流，是一個互助的支持系統，因緣際

會下認識從美國回來已有在家教育經驗的家長，在媽媽小組分享候獲得支持，並

與志同道合的 7 個核心家庭 1998 年成立「慕真在家自學團契」，加上原本宗教組

織的聯繫，慕真在家自學團契串連越來越多人，各地的申請者都會來諮詢，甚至

成為諮詢者與政府溝通的橋樑。 

政策倡議者在整個政策合法化過程中陸續出現並且交互作用，他們關注某一

領域的政策議題，雖然在不同的角色與職務獨立運作，彼此之間了解對方思想、

政策訴求及立場。例如：我請訪談對象提供受訪名單，往往得到一些同樣的名字，

表示這個政策共同體的圈子範圍集中且成員彼此熟悉。 

不同的人進來會帶入不一樣的資源，政策倡議者的資源包括其專業知識、經

驗以及背景。例如：因為受訪者 C 的加入，受訪者 P 學習到要直接向能夠主張

權利關係的教育部陳情才有效「因為（受訪者 C）進來我們才知道要向教育部，

教育局好像就只能處理一些他自己行政的---痾---程序上或者是過程有一些調整，

但牽扯到一些---（研究者：真正的權益），對，他就動不了了」（P-L541）。 

在政策合法化的過程中所提的訴求不一定能滿足所有政策參與者，類似的利

益訴求，或是「相得益彰」的訴求，會合併爭取。面對整個教育生態少子化的危

機，之前教改無法解決的困境，推動實驗教育專法的推動，也被視為是一帖新藥

方，例如對偏鄉學校的轉型，或是政治人物面對有利的政策聞香而至。 

所以就跟滾雪球一樣就這樣越滾越大，越滾越大，然後到最後新的地方

首長上來，以後每個人都需要政見，每個人都需要政績，痾，那而且少

子化以後學校的存廢是個很大的問題。所以說大家都很想拚，辦實驗教

育是一個很容易有而且很快就會有成效的……（I-L1137） 

但當訴求不同時也有可能分裂的，例如：在面對「補助」議題，即使同為自

學家長對補助的看法也不同，認為自己是小眾，教育選擇權是自己的選擇，應該

要自付成本，且補助會動到政府預算，爭取取的困難度增加，並不想爭；而另一

種聲音則是認為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也應受到政府提供給體制內學校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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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補助。 

其實我自己個人知道，痾---就是，因為我們有自己的選擇，然後我這個

選擇是以 200 多萬孩子在學校，我們只有一千多人一兩千人，我們也不

會想要政府釋放出多少的資源，所以到如今我們從來沒有爭取過學費

（P-L569）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是一個大的指稱，除了法條上對型式的區分有個人、團

體及機構，不同的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申請的動機和背後的教育哲學都不同，不

能以偏概全的說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都是進步的，例如：在同性議題上因宗教申

請的非學便是相對保守；而對於現今趨勢網路在教學上的使用，又與華德福的教

育概念相左，所以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是多元的，不能用片段、扁平的方式去理

解，這樣的差異在政策倡議的過程中，面對不同議題則會產生政策的分裂。 

也有人主張說甚麼是「真的實驗教育」，什麼是「假的實驗教育」（R：

呵呵）什麼是「正牌的實驗教育」，甚麼「實驗教育原始元祖原味原汁

原味」，就會開始有路線之爭，就會開始講說，你的不夠，你的不夠實

驗，我的比較多實驗，你的實驗是假的，我的實驗是真的，啊那實驗教

育裡面可不可以賺錢，可不可以有（研究者：喔對後面有討論這個）有

有公司型態，有沒有利益齁，等等這些東西，誰可以做實驗誰不能做實

驗，然後到底要實驗多久才叫做實驗，然後-痾-像國語實小已經實驗 50

幾年了……（C-L707） 

肆、政策推介策略 

……當年高中同等學歷檢測的通過率很低（百分之六左右）。所以需要

進一步的修法努力。後來自學家長陳怡光成立了「保障教育選擇權聯

盟」，協同本會，聯合自學家長，搭著十二年國教的議題潮流，無役不

與地參與，並以『全面照顧』、『以小博大』、『南北合作』、『先嚴後鬆』、

『先有後修』、『個案突顯』等立法策略，一步一步為身為小眾的自學生

爭取到等同一般高中生的權益…（自主學習促進會，2016） 

從前三節我們可以發現政策倡議者一直在問題流、政策流與政策流之間串聯，

穿針引線，倡議者是有策略與組織的在行動著，以下歸納幾個這個政策推展的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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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前擬定政策草案 

台灣法律制定的程序首先是法律案提出，擁有提案權的是政府、立委 15 人

連署或黨團，要如何將陳情訴求轉化成政策，並且推動合法化，第一步便是將訴

求文字化擬定成政策草案，因為從無到有是困難的，有具體的草案有助於溝通，

對於擁有提案權的政府及代議士相對減輕負擔，有了基本的草案版本，才有助於

各方的意見彙集。 

也是我們多次拜訪台北市、新北市，議員啦，等等等等，談來談去發現，

就是---除非我們自己主動去把東西先擬出來。（P-L288） 

那推 12 年國教過程當中就把---實驗教育又拉進來，把非學校又拉進來，

就開始跟他們講說你們 12 年國教一定要有這個東西這個東西，然後他

們就說好，那所以又開始又把以前民進黨那個版本的東西，又拿出來又

在重新在看一遍然後說要加哪些東西加那些東西。（C-L97） 

二、使用媒體 

從前三個階段的政治流中，社會的風氣會直接反映在政府治理與政策方向，

由於民主的關鍵是公民自決公共事務，媒體的發展改變民主社會中資訊的產生與

流通的面貌，媒體對行政部門監督與反應意見、傳遞輿論、議題識別與形塑、議

程設與引導施政方向的功能日益明顯，與各倡議者的互動關係也增加。 

因為你要你要開始跟民意代表開始在討論事情的時候，或這是說跟政

府官員在討論事情的時候，你一定要先把論述先弄出來，你一定要讓他

覺得說好像媒體上，沒有人反對這些事情，做一個親子天下報導啊，或

者是說到報紙的報導啊，對於自學生都是正向的，都會說甚麼辛苦的家

長啊，然後然後辛苦的學生，啊就是那種好像那種立志故事那種東西啊。

（C-L1120） 

尤其新媒體的使用，包括個人入口網站、社群在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合法化

的第三階段（2010 年後）更很明顯，每一位倡議者都是資訊傳播的一個節點，讓

更多實驗教育的訊息流通，但媒體的影響力仍取決於流通量與接受度，倡議者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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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魅力和追蹤者的數量，才是影響力的表現。 

一、搭配議題 

Kingdon 認為政策企業家如同衝浪者，必須判別海浪走想才能早一步站上浪

頭上，回顧實驗教育 20 年發展的歷程，社會民主改革與教育改革都同時在進行，

許多精神與價值是通用的，第二階段倡議者利用「他 18 分上大學我 18 歲不能考

學力鑑定」和「12 年國教」等熱門議題作為政策引發注意、結合力量的方式。 

伍、政策倡議者影響力：專業能力、態度積極及持續累積 

推動政策合法化政策行動者的影響力是關鍵，而影響力是在每一個行動累積

出來的，受訪者中往往談到「信任」，信任是從一個有效的行動而獲得，例如：

受訪者 G 接手一家幼兒園後，再與地方政府申請核准立案的互動過程，累積了

地方政府行政人員對他的信任，爾後他成立自學團，接受審議與評鑑，他的主張

及作為便更容易被接受。受訪者 C 也提到將一個法案推通過之後團體的實力受

人肯定，才獲得與教育部討論的機會。 

基本上你能把一個法案通過以後---基本上他們就對你比較 serious 就會

覺得說你是有有力量的一個團體，不然，痾，不然在那之前（笑），你

只是一個---倡議團體，可是當你把一個法案通過後你是一個有實力的

團體，那然後，他就開始跟你談……（C-L134） 

在領域內著名的專家學者也一再地被受訪者提及，通常著名的學者專家會受

到不同的政策倡議者邀請合作，例如：擔任實驗計畫主持人或政府的正式職位，

這種理論與實務的經驗，讓學者或研究者的知識轉化為政策內容能更具回應性，

對各種政策內容的影響大於對政策議程的影響。 

又以受訪者 S 為例，從解嚴後倒教改時的行動，以及在學術上所選擇耕耘的

領域，利用發表文章，專書表達對某些議題的想法，累積出的專業、知識與人脈，

因此受雇於政府進行專案研究，或提供民間家長和利益團體提供諮詢，以非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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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進出在整個政策合法化歷程中，讓整個問題在政策網絡中傳播，用論述影響

思想和價值觀構，並介入政策的草擬，是專家學者顯而不見但影響深遠的力量。 

尤其是政策合法化的初期，仰賴關鍵的政策參與者願意齊心投入，法案從無

到有，必須能將教育理念轉化為具體的政策，除了持續性積極參與，專業能力是

必要的，方能整合各方意見、進行政策推介、串聯重要人士。 

林佳龍非常積極啊，他在教育委員會啊，他算是有重要性的教育委員會

的立委，而且他很積極，他還主動邀了教育部跟這些實驗教育的一起開

會啦，大家深談啦，然後他很積極去拜訪，跟教育部這些官員溝通啊，

而且，當時的教育部國中小組組長是個很能幹的人，也相對開明啊，比

較能夠溝通。然後，也要上面支持啊，吳思樺也大致上開明然後支持，

跟具體的部長、署長、組長是絕對有關的。開明、能幹而且勇於任事，

像○○○、○○○他們是國中小教育最懂得教育部的文官，最頂尖的文官，

當它們在那個位置上，他願意他也有能力處理，如果你換一個比較弱的

文官，那就會比較困難。（W-25：06） 

第五節  問題識別與價值轉變 

壹、意識形態：國家教育權到國民教育權 

Kingdon 提出「指標、危機事件或是焦點事件」都有助於問題設定，但非學

校型態實驗教育一開始推動政策合法化並沒有這些明顯的指標與事件，反而整個

社會與政治氛圍影響較深，研究者認為問題識別可以進一步討論問題如何被論述，

代表著背後意識形態，隨著時間的更迭有所變化，進一步影響著政策發展。研究

者從文本以及受訪資料找尋三個階段的問題識別情況，何時被注意？誰在關注議

題？問題如何被建構？背後的意識形態是什麼？是否有「焦點事件」？繪製成下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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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不同階段問題識別與論述 

階段 何時關注？ 誰在關注？ 問題如何被論述？ 焦點事件 

第一階段 4 個自學家

庭不滿體制

內教育陳情 

4 個自學家庭

/地方/教育行

政機關 

國民義務教育是國家的義務，國民的

權利，家長擁有教育選擇權。 

同身心障礙者一樣得免除義務教育； 

 

   鼓勵私人興學、學習權、教育選擇權

明文入法 

 

第二階段 學力鑑定年

限 20 歲才

能報考 

自學團體 /教

育部/立委/公

私立學校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通過申請審

議，與體制內學生應有同等權利 

 

 地方政府自

治法規分歧 

倡議團體 /教

育部/立委 

保障國民教育權是國家責任，非學校

型態實驗教育回歸中央統一規範。 

 

 

 

第三階段 高中階段無

法源，進路

受阻 

利益團體 /教

育部/立委 

也應保障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12

年進路暢通；也適用免學費、免試； 

保護弱勢參與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的

機會 

12 年國教

政策 /免試

升學 /免學

費 

 教改後的新

處方 /教育

的另一種可

能 

利益團體 /教

育部/立委/社

會大眾 

非學校型態提供另一種選擇，符合教

育「多元」化的趨勢，應設專法保障。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貳、 政策目的：從國家人才培育到發展個人自主學習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一開始是從選擇「自學」開始，蒐集報紙輿論討論自學

的演變，可以發現整個台灣教育政策目的從國家人才培育的觀點轉變到發展個人

自主學習。利用台灣新聞智慧網，以「自學」作為關鍵字，發最早出現在報紙上

的標題是 1952 年「空襲時疏散防護，各校須認真執行空襲嚴重期間學生自學辦

法，教廳週內審核通過後即實施」是因應戰時學生失學所提出的教育政策；當政

治與社會情勢相對穩定，政府轉向發展教育，1968 年將原本 6 年義務教育延長

至 9 年，體制教育發展的同時，自學者有學歷資格的需求，提供轉銜進入學校的

管道或求職就業的憑證。1971 年 5 月中國時報標題「自學檢定考試及格，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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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發證明書，教育部草擬辦法可望明年開始實施」、1971 年 7 月聯合報標題「鼓

勵國民自學進修，經由考試鑑別學力教部擬訂辦法俟通過後實施」，這時期社會

經濟對人力的需求，教育是國家發展的重要工具，以學力鑑定考試來協助自學生

轉銜，作為知識與技術的能力表現。 

而解嚴後教育體制隨著鬆動，1988 年第一屆民間團體教育會議召開，對台

灣教育有新的期待，1990 年教育部推出「國中生自願就學輔導方案」，簡稱「自

學方案」。從 1991 年 12 月報紙標題「多年頭痛總要解決，革命性自學方案跨步，

五大難題迫至」，可看出自主學習方案是當時教育部改革的創舉，自學方案是在

體制內教育中採用不同的評量、教學及升學管道等，可以說是解嚴後教育改革的

第一槍，當時教育部長毛高文以及政策主力林昭賢，核心訴求希望擺脫聯考桎梏，

減少學童課業壓力，養成自主學習態度，教育政策目的逐漸轉向注重學生個人。 

國家原來是好意要給全體國民，最早我們的哥哥姊姊是 6 到 12 歲，有

這個權利跟義務，後來 1968 年像我們這個階段剛進去，很幸運的國家

在推九年國教。國教本來是好意說 education for all 要給所有的人受教，

可是你把人家都抓進來，後來慢慢大家才發現說國教應該要 success for 

all，就是要讓每個人都因材被教，其實你是要根據我的稟賦去弄一套教

育給我。（W-48：27） 

1996 年中國時台北要聞版出現標題「在家教育漸風行，可惜不合法：十餘位

在家教育家長昨向議會陳情，要求協助合法化」，可得知當時在家教育是走在法

前面的，先有行動才尋求合法化，同版平衡報導「部分老師反對『在家教育』： 

認為將使學童難以適應社會，且對社會沒有抵抗力」，部分教師以社會適應為由

反對在家教育，教育主管機關雖有疑慮但傾向關照家長需求，開放北市專案申請。 

再經由前述的政策合法化歷程的爭取，政策的目的以國家人才培育轉變為發

展個體能力，學習的概念也不停的在變化，自學已有更新的意義，尤其網路時代

的自主學習，更個性化、適性化依照學生需求去調整。 

所以我說前面的在自學運（停頓）---在家自學，恩，在台北市的在家自

學跟現在的自學，跟現在再講的網路時代的自學是很不一樣的，跟更之

前的自學也不一樣，更之前老一輩的人想到自學是沒有老師沒有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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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學習有點失學的狀態嘛。那是自己學自己去參加考試這樣子，沒有

老師的。可是在家自學其實是在家自學一套課程，他必須要有老師要有

課程，這到現在還是這樣，就是在申請表上面她還是要有，他大概會有

作息表，一周的作息表，要有課程要有進度這樣子。但是這些東西其實

是不太符合現在自主學習，更不太符合現在說學習這件事，因為這個時

代企業啊或者是國家都要學習說不要做計劃而是一直調一直調一直調

的，不是做年度計劃的，不是做固定的課程的，這樣子。（G-L186）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是一個大的指稱，其中有很多分類，除了法條上對型式

的區分有個人、團體及機構，不同的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申請的動機和背後的教

育哲學都不同，不能以偏概全地說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都是進步的，例如：在同

性議題上因基督教申請的非學可能是相對保守的；而對於現今趨勢網路在教學上

的使用，又與華德福的教育概念相左。所以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是多元的，不能

用片段、扁平的方式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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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利用多元途徑理論探究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政策合法化歷程，分

析文本以及訪談資料後研究者將整個政策合法化過程分為三個階段，分別是第一

階段：1987 年至 1999 年開啟第一個政策視窗，修訂國民教育法的 4 條，非學校

型態實驗教育取得法源，授權地方頒訂自治法規；第二階段：2000 年至 2010 年

開啟第二個政策視窗，修訂國民教育法的 4 條，訂定中央法規命令，保障非學校

型態實驗教育學生權益；第三階段：2011 年至 2014 年開啟第三個政策視窗，訂

定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專法，進一步分析每個階段的問題流、政策流以及政治流

的情況。 

藉由 Kingdon 的多元途徑架構有助於拆解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政策合法化

歷程，但研究者認為問題流、政策流或政治流往往交織在一起，不完全獨立運作，

很難完全開解。而整個歷程從思想的醞釀，問題被關注、政策方案出現以及政治

力的運作都不只是「剛剛好」的獨立的偶發事件，每個事件負有相互交會的因果

關係，或許更類似 Max Weber 所提出『選擇性親和』（elective affinity）的概念，

事物會相互選擇匹配，當一件事件出現後，另一件事情跟著出現的機會便增加，

每衝破一個政策視窗，頒訂了新的政策法規，便形成新的政策環境，影響下一個

政策發展，政策合法化是循環動態歷程。 

粗略的看整個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的歷程是水到渠成，尤其當 2010 年後在

很短時間內連續開啟兩個政策視窗，事實上，人類社會的價值體系是連綿不斷傳

承的符號與意義的累積，戒嚴後的大框架下推動教育的改革，政策倡議者在整個

合法化歷程利用他們的行動與影響力聚攏三條溪流，帶著同一方向性的價值採取

行動，他們對議題的價值判斷、專業能力與人際關係都反映在影響力上，他們的

行動影響社會制度，社會制度也反過來影響他們的行為，逐漸匯聚成時代的力量。 

依據研究發現對 Kingdon 多元途徑分析架構提出三點反思：問題流未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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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大眾」對議題矚目，反而是「關鍵人物」對問題的識別更有意義，而行動

者多基於危機感和需求行動，理解其他行動者的需求是互動的基礎。政策流中每

個階段提出的草案版本之間差異不大，可能與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的議題特質有

關，因為影響的範圍小，資源分配的程度少，草案相互流通，以爭取跨黨派的合

作，也是立法委員個人政績表現。在政治流方面，研究者認為台灣代議制度發展

影響政治流的發展，例如：以往政黨協商仍是立法院黑盒子，但現在逐漸公開透

明，民主參與的程度提高，各委員帶著不同民意聲音進入合法化立場，在法案進

入立法院，甚至是草擬階段政治力便開始運作了，人脈與社會資本是政策倡議重

要的能量，而過程中不斷地政策辯論與行銷，尤其在教育政策領域，回歸教育專

業的溝通協調，成為目前政策倡議的重要過程。 

教育政策合法化中的國家角色又是什麼？以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政策合法

化歷程，政府看似被動解決當問題，而非事前擘劃適合實驗教育發展的政策環境，

但其實沒有任何一個政策倡議者可以引導整個合法化歷程的發展，國家或政府的

也一樣。但國家仍肩負比其他行動者更多的責任，尤其國家必須執行資源的分配，

在面對各種政策倡議，國家行政部門必須從多元的價值中找出優先順序，以專業

知識與技術兼顧國家對教育的理念並回應民意需求。 

教育這個議題有其特殊性，即使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參與者是小眾，但政

府的回應或是推出的政策，都與大家切身相關，例如：對實驗教育機構、團體等

組織是否給予補助？「義務教育」階段未獲得任何補助？個人自學是否適合與團

體、機構適用同一法律？家長實施自主教育是否是一種「實驗」？審議制有沒有

可能走向報備制？國家對教育的規範界限到底在哪裡？每一個問題都反映了國

家的教育哲學，政府的關鍵性宣示或教育方針，都可能影響整個教育哲學和方向

的轉變。 

教育藍圖大家都期待，但實際面執行預算或是分配利益，仍然會有衝突，政

策理念要化做具體文字並不是零和遊戲，法律文字本來就保留一定的空間給予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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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裁量，持續不斷地溝通是協調每一位受訪者都強調的。理解政策合法化的歷程

能幫助我們取得更好的政策發展環境與法律工具，而實際執行政策是可以更有創

意的，公共政策展是展現政府意志的作為與不作為，還是要回歸教育專業去判斷，

每一個行動背後所代表的價值是否符合教育精神。 

本研究的研究限制在於無法邀請到當時參與的立委接受訪談，但政策合法化

的主要戰場是立法院，無法獲得第一線觀察的資料，僅能以相關的立法院文獻資

料、新聞及立委個人社群網站補充。 

對未來研究的建議，由於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只是實驗教育的其中一個分類，

對象是個人自學、團體自學以及機構自學，人數與規模都不大，對於國家資源分

配或其中的利益衝突並不明顯，因此整個政策合法化的歷程相對合諧，各方政策

倡議者的共識容易形成，而實驗教育三法的另外兩法，包括公辦民營以及學校型

態，牽涉到的利害關係人更廣，影響的資源分配更多，整個政策合法化的過程應

該可以發現更多有趣的故事。 

本研範圍止在 2014 年訂立專法，後續整個實驗教育的進展快速，例如：2017

年教育部修正發布《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施行細則》，由林佳龍主政的台

中市府便積極協助過去因建築法規限制無法申請設立為實驗教育學校的磊川華

德福實驗教育機構，轉型成為全國第一所民辦民營的實驗教育學校，得以自行保

管學籍並核發畢業證書，機構終於轉型成學校；從發展脈絡來看「機構類型」當

初是一個妥協下過渡期的政策，但台北市政府與台北市文化基金會就選擇發展機

構類型在台北市寶藏巖成立影視音實驗教育機構高中部，以做學教合一個精神培

育影視音產業的專門技術人才，也打破了以往對普通高中、技職高中或是綜合高

中這三種既定學校類型的想像。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政策的開放讓更多人擁有

實踐教育理念的資格，為台灣的教育種出不同的花，迸出不同的火花，開創新的

教育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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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研究資料保密切結書 

研究資料保密切結書 

 

本人楊皓如就讀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政策暨行政研究所，刻

進行「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政策合法化歷程」之研究，希望重新描述

與探究該項政策合法化歷程的背景脈絡，以及政策參與者的行動與影

響力，分析法案建置歷程中的各種阻力、助力與關鍵點，作為未來教

育政策推動立法的參考。 

    此研究需對訪談內容錄音，以利整理與分析資料，為保障受

訪者之權益，本人願遵守下列規則： 

一、 訪談逐字稿完成後將送予受訪者校閱，尊重受訪者之意願，選

擇匿名、保密或公開個人資料及訪談內容。 

二、 研究僅公開當事人同意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

料。配合受訪者想法，使指定的訪談內容處理至揭露方式無從

識別特定人事物，方可使用。 

三、 妥善保管錄音檔，並在本論文研究結束後銷毀錄音檔。 

四、 所有訪談資料只作學術研究用途，不作他用。 

若您願意接受我的訪問，煩請在受訪同意書上簽名，感謝您的協助。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政策暨行政研究所 楊皓如 

 聯絡電話：0921-993-234 

 電子信箱：yanghaojupp@gmail.com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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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受訪同意書 

受訪同意書 

 

經研究者介紹後，本人同意參與此研究，並瞭解： 

一、 本人所提供的資料，研究者會絕對保密。  

二、 在研究的過程中，若對研究有問題可隨時提出疑問或退出研究。  

 

受訪者 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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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訪談大綱 

一、 何時開始投入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政策推動過程？契機？為什麼決定投

入？持續到何時？為何？ 

二、 當時遇到何種問題？為何要制定或修訂此法？相較於當時相關法規有何特

別？ 

三、 當時合法化歷程中扮演何種角色？如：專家學者、家長、相關利益團體、

立法機關、行政機關等。 

四、 您對此法的立場為何？有哪些核心的精神或理念？ 

五、 當時政治氣氛與社會輿論有利或阻礙於此法制定或修訂？是否有特殊重要

事件促成？  

六、 是否參與研擬回應問題的政策（法規草案）？同時有出現不同版本嗎？較

支持那個版本？  

七、 在此合法化過程投入了哪些資源（有形的金錢、物質與設備，或無形的時

間、社會資本、象徵資本等）？過程中覺得哪些政策倡議方式較具影響

力？ 

八、 運用了何種資源、人脈關係等有形或無形的影響力爭取政策利害關係人的

支持？成功或失敗？ 

九、 面對爭議往往能形成共識嗎？如何讓立場相左者妥協？有經過妥協退讓的

情形嗎？為何放棄爭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