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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實驗教育（experimental education）

係指政府或民間為促進教育革新，在

教育理念的指引下，以完整的教育單

位為範圍，在教育實務工作中採用實

驗的方法與步驟，探究與發現改進教

育實務的原理、原則與做法（吳清山、

林天祐，2007）。實驗教育三法係指《高

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

教育實施條例》、《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實施條例》、《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

學委託私人辦理條例》。以上法案皆在

103 年 11 月同時經立法院三讀通過，

將其簡稱為「實驗教育三法」。 

實驗教育三法可以說是非學校型

態實驗教育的晉級與本土法制，以及

公立國中小委託私人辦理法制化的確

立，更是推動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條例

之新創（李柏佳，2016）。對實驗教育

三法的立法與實施，固然有人對相關

配套措施仍有疑慮，更多人則期許實

驗教育三法帶來臺灣教育的另類思考

和教育創新。實驗教育三法之相關議

題，更多次被列入中小學主任與校長

甄選的考題，可見實驗教育三法立法

的教育意涵以及對學校體制所造成的

影響不容忽視。 

目前（2015 年），依據實驗教育三

法設立之學校或機構共 71 個單位，其

中依據《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

設立之公辦公營學校有 19 所，依據《公

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委託私人辦理

條例》設立之公辦民營類型學校有 5

所，（張瀞文，2015）。 

鑑於此，研究者蒐集相關文獻資

料，耙梳實驗教育三法之脈絡。首先

說明實驗教育三法的立法目的與教育

意涵，其次探討實驗教育三法對中小

學教育的影響，供教育工作者了解教

育變革及發展，以做好準備與因應。 

二、實驗教育三法之立法目的 

依據法規內文第一條，《高級中等

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

施條例》之立法目的為保障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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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教

育基本法第八條第三項及第十三條規

定。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

之立法目的為鼓勵教育實驗與創新，

實施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以保障人民

學習及受教育權利，增加人民選擇教

育方式與內容之機會，促進教育多元

化發展，落實教育基本法第十三條規

定。 

《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委託

私人辦理條例》之立法目的為鼓勵私

人參與辦理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

學，促進教育實驗及教育多元化，發

展教育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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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實驗教育三法之立法

目的在於鼓勵教育創新與實驗，增加

人民教育選擇機會，並促進教育多元

發展（吳清山，2015）。 

三、實驗教育三法之教育意涵 

實驗教育三法之內容包含立法目

的、實驗教育理念、申請及審查程序、

監督機制及違規處理、公立學校辦理

實驗教育規定、教職員權益等（吳清

山，2015）。以下整理相關文獻（吳清

山，2015；楊振昇，2015），針對實驗

教育三法之教育意涵說明如下。 

(一) 落實《教育基本法》之精神 

《教育基本法》之訂定乃為保障

人民學習及受教育之權利，確立教育

基本方針，健全教育體制。而《教育

基本法》第 13 條明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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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第 8 條第 3

項明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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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實驗教育三法之立法目的、相

關內容以及實驗教育三法的公布得

知，實驗教育三法即落實《教育基本

法》的精神。 

(二) 促進教育創新動力 

在實驗教育三法通過後，教育創

新的彈性範圍更大，學校可將教育理

念、課程結構、教學方法、師資特色、

學生圖像與學校功能整合創新，也可

連結社會企業，利用校園閒置空間進

行公私協力，發展另類教育等（詹志

禹、吳璧純，2015）。 

(三) 保障學生受教權益 

學生福祉為教育興革最大考量

（吳清山，2011）。學生為教育主體，

任何教育創新作為或教育實驗均以

「不得傷害學生受教權益」為最高指

導原則，因此，在實驗教育三法中的

規範，特別重視輔導與評鑑，主要目

的在確保學生受教權益（吳清山，

2015）。 

(四) 增進教育多元發展 

在《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

及《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委託私

人辦理條例》中，均將教育多元發展

列入其目的，讓教育能夠展現其特

色，彰顯多元發展時代價值（吳清山，

2015）。 

此外，《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提供高

中以下學生家長在家自學之法源依

據，《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提

供了學校財團法人或其他非營利之私

法人申請辦理實驗學校的機會（楊振

昇，2015）。上述說明實驗教育三法增

進教育多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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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提供家長教育選擇 

教育選擇權的主體多為家長，其

可被定義為：「基於受教者之需求與福

祉，進而選擇對其最適當教育的權利」

（秦夢群 2013：124）。從歐美經驗來

看，教育選擇權是大勢所趨，實驗教

育三法確立家長可以選擇公立、私立

學校以外的教育機會，包括在家自行

教育和公辦民營學校（吳清山，

2015）。 

(六) 發展適性學習機會 

「適性揚才」是十二年國民基本

教育課程綱要的願景之一，期望透過

適性教育，激發學生生命的喜悅與生

活的自信，提升學生學習的渴望與創

新的勇氣，善盡國民責任並展現共生

智慧（教育部，2014）。符合教育本質

及實驗方法與實驗倫理是實驗教育的

基本要件，任何形式的教育在本質上

都是要促進個體均衡發展（吳清山、

林天祐，2007）。有些學生基於個人身

心發展因素，不一定完全適應學校生

活，實驗教育三法的公布實施，讓孩

子可以選擇適合其學習的教育型態，

具有劃時代的價值（吳清山，2011；

2015）。 

(七) 賦予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校及受

託學校人事聘任彈性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

第 3 條：「本條例所稱學校型態實驗教

育，指依據特定教育理念，以學校為

範圍，從事教育理念之實踐，並就學

校制度、行政運作、組織型態、設備

設施、校長資格與產生方式、教職員

工之資格與進用方式、課程教學、學

生入學、學習成就評量、學生事務及

輔導、社區及家長參與等事項，進行

整合性實驗之教育。」第 20 條：「經

指定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公立學

校，得依相關法規規定以契約方式進

用編制外之教職員。」 

依據《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

委託私人辦理條例》第 15 條：「受託

人得依校務發展及辦學特色需要，聘

請具特定領域專長人員擔任校長，具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規定校長資格者，

得優先聘任。」第 16 條：「受託人得

依校務發展及辦學特色需要，聘請具

特定科目、領域專長人員擔任教學人

員，具教師證書者，得優先聘任。」

第 17 條：「受託學校於受託日後，新

進之職員，依受託人與其所定契約及

受託學校人事管理規章辦理，不適用

公務人員相關法規。」 

上述條例，充分提供學校型態實

驗教育學校以及公辦民營之受託學校

人事聘任彈性。           

四、實驗教育三法對現有學校體

制之可能影響 

實驗教育三法公布後衝擊最大的

是依據《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

設立之公辦公營學校可能逐漸增加，

其學校轉型之後續發展更值得關注。

以下整理相關文獻（林俊成，2015；

吳清山， 2015；楊振昇，2015）剖析

實驗教育三法對現有學校體制之可能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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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凸顯傳統學校建立辦學特色的重

要性 

我國教育界早在 1990 年代即開始

提倡學校創新經營（林和春，2014）。

不過，以教師文化與學校組織文化的

觀點來看，學校仍偏向保守與孤立。 

實驗教育三法通過後，國民教育

學校經營型態可分為公立學校、私立

學校、公辦民營學校、私立實驗學校、

公立實驗學校、非學校型態教育等，

六類學校經營型態展開競逐（李柏

佳，2016）。因此，學校建立辦學特色

更顯得重要。建立辦學特色，吸引學

生就讀不是減少超額教師，因應裁併

校危機的萬靈丹，而是本著「活化學

校」、「創新經營」的理念來辦好教育

工作。 

學校的特色可以表現在學校管理

中，也可以表現在思想教育、教學工

作、課外活動、教師專業等各方面。

本著實驗教育以及創新經營的理念，

充分運用資源，學校可為其特色找到

定位，達到建立辦學特色之目標。 

(二) 落實教育選擇權，學生就學管道

選擇增多 

《教育基本法》第 8 條第三款明

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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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

教育三法通過後，國民教育學校經營

型態之六類學校多元發展，對家長來

說提供更多選擇機會。教育市場化時

代來臨，家長在子女教育選擇上之權

力也逐漸提升。 

(三) 實踐教育機會均等，增進就讀實

驗學校機會 

教育商品化下，社經地位較高之

家長追求高品質之學校。傳統上，社

經地位較高之家庭才擁有將子女送至

非學校體制就讀之機會，接受實驗學

校教育被認為是對子女最大的投資。 

如今，實驗教育三法通過後，公

辦公營與公辦民營學校之設立，使得

適性就學不是少數人的選項，有助於

促進教育機會均等之實踐。依據《學

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所轉型之

公立學校將可減輕家長學費負擔，有

效縮短路途距離，增進學生就讀實驗

學校之機會。 

(四) 教師改變傳統講述教學，轉向多

元創新教學 

實驗教育主要是找出更好的教育

環境與方式，而不是要造就「偏才」（吳

清山、林天祐，2007）。實驗教育三法

之立法目的之一在於鼓勵教育創新與

實驗，這與近年來翻轉教學的推動不

謀而合。教師重新思考教育的工作價

值，帶著熱情與使命感，改變傳統講

述教學，轉向多元創新教學才是教育

品質的提升。 

(五) 強調學習自主與發展專業科目 

國內許多理念學校都有其獨特教

育理念，大多強調學習自主與專業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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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發展，強調課堂內容與現實世界的

連結。 

實驗教育強調孩子學習自主性以

及發展孩子的專業科目，加上自學生

可以自己調配學習，正符合特殊選才

養成條件，讓家長與學生重新思考學

習的方向與可能性（張益勤，2014）。

上述思維將影響學校體制，促進學校

重新思考辦學定位與學生未來發展。 

(六) 重視家長與學生合理需求，融入

校務辦學 

實驗教育的開放，提供家長更多

比較與選擇的機會，也勢必對傳統公

校形成壓力（張益勤，2014）。社區家

長、學生都是學校重要教育顧客，學

校辦學不能僅由少數領導者決定發展

方向，應納入家長及學生的需求，透

過問卷、座談等多元管道，對於家長

與學生合理需求，應納入辦學參考，

而非僅是以教師意見為主體，忽略教

育合夥人之意見（林俊成，2015）。將

家長由監督者轉為共學者及教育夥伴

方可提升辦學績效。 

(七) 偏鄉小校校務轉型，朝向學校型

態實驗學校發展 

對於因少子化面臨招生壓力的小

型公立學校而言，各校莫不力求生存

保衛戰，研擬辦理實驗教育之可能，

也為其帶來另類發展的可能性（許如

菁，2015）。實驗教育三法的公布實施

更被認為是公私立學校轉型之契機

（李柏佳，2016）。 

此外，偏鄉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計

畫更被列入偏鄉教育創新發展方案之

策略，由此可見偏鄉小校校務轉型，

朝向學校型態實驗學校發展是趨勢也

是潮流。 

五、結語 

目前為止各縣市實驗教育的推動

與進程不一，無論何種形式的實驗教

育，其秉持與體制內學校不同的教育

理念與目標，有其特別欲彰顯的教育

價值（許如菁，2015）。其後續教育之

發展值得再深入探究。教育變革之目

標在帶動教育發展，本文之主要目的

在探討實驗教育三法在教育發展與進

步過程中扮演之角色。不過，教育選

擇權擴張下，教育不公平現象是否更

加惡化；學校彼此競爭下，盲目地「為

了實驗教育而實驗」；鼓勵私人參與辦

理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私人將

學校視為家產投資，上述問題可能是

實驗教育三法推動後產生的爭議，需

要教育工作者預防與持續關注。 

總而言之，公立學校面對上述教

育變革之衝擊應重新思考教育本質，

定位學校課程發展，提升教師專業，

整合多方資源，重視學生適性發展，

發揮創新精神。誠如諾貝爾文學獎得

主葉慈（Yeats）所言：「教育不是注滿

一桶水，而是點燃一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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