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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臺灣十二年國教正如火如荼的推

行中，在這一波改革的浪潮中，似乎

並未衝擊到學前教育，然而，不難發

現政府仍有心藉由十二年國教 29 個子

方案中的《5 歲幼兒免學費教育計

畫》，企圖重整臺灣學前教育制度與解

決幼兒教育發展之困境。教育部於

2010 年提出《教育部推動參與五歲幼

兒免學費教育計畫幼稚園評鑑注意事

項》，即是為十二年國教中的《5 歲幼

兒免學費教育計畫》奠定其實施基

石，除了明文規範幼兒園相關業務細

則，作為評鑑幼兒園是否得以成為合

作園所之憑據，同時希冀這些合作幼

兒園能穩定學前教育收費標準，提供

平價而優質的學前教育服務品質。 

過去曾經熱門一時的「幼小銜接」

議題，目前多以幼兒園適應國小為

主，但這樣的情境模擬，僅限於學習

型態上的轉銜，卻未能重視幼兒一貫

的基本能力訓練（蔡梨萍，2007）。因

此，十二年國教強調的「優質銜接」，

不能只顧國中至高中（職）兩個教育

階段間的銜接，必須從學前教育紮根

做起（劉乙儀，張瑞村，2013）。換言

之，學前教育應與義務教育連結，義

務教育再與後期中等教育連結（楊思

偉，2005）。顯見，在十二年國民教育

的政策推動下，猶如牽一髮而動全

身，影響各個教育階段，然而目前相

關政策議題與實施要點，多數集中在

國民中學轉銜至高中職教育階段，學

前教育相關之探究明顯較為缺乏外，

學前教育亦未被納入國民教育體系，

即便如此，學前教育仍是教育環節之

一，期盼藉由推行十二年國教，喚起

國人對學校教育之重視，進而拓展至

對學前教育的關注。 

二、十二年國教與學前教育的關

係 

十二年國教乃在於促進入學普及

化、教育優質化、就學在地化、學習

一貫化、縮小學費差額及城鄉差距之

願景目標（陳益興、王先念，2007）。

上述的觀點若能向下延伸至學前教

育，將為學前教育帶來新展望，除此

之外，因應十二年國教的推行，也間

接影響臺灣學前教育生態，故本研究

針對十二年國教提出的的七大層面，

加以闡述與我國學前教育之關係。 

(一) 免學費 

教育部 2013 年 3 月 1 日公布《十

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計畫》的願景

與藍圖中，規劃「5 歲幼兒免學費」之

方案，雖然該方案目前採不排富條

款，但補助金額仍牽涉到就讀公私立

幼兒園的影響，亦無法有效解決學前

教育市場化的困境（劉乙儀，張瑞村，

2013）。乃因《5 歲幼兒免學費教育計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5，4（2），頁 65-71 

 

自由評論 

 

第 66 頁 

畫》中提及:「本計畫對於符合就學補

助之園所訂有規範，滿 5 足歲幼兒必

須就讀公立幼托園所或合於規範之私

立合作園所(含國幼班)始得享有就學

補助，但是否選擇就讀公立幼托園所

或私立合作園所(含國幼班)，以領取

就學補助，仍屬家長之自由選擇權。」

換言之，部分家庭仍可能受限於所在

地園所數不足、交通不便等因素，而

無法獲得相關補助，政府單位也僅以

「自由選擇權」一筆帶過，與憲法明

定「一律受基本教育，免納學費，其

貧苦者，由政府供給書藉」條文相較

之下，《5 歲幼兒免學費教育計畫》顯

得立意不明，因而產生模糊地帶，未

來恐將引發部分爭議，故仍有待政府

單位加以重視。 

(二) 優質化與均質化 

在優質化的部分，新竹縣政府從

2009 年開始，以「優質精緻化幼兒園」

為目標，編列 5 千萬元預算來提升公

立幼兒園教學品質，包括充實教師專

業知能、擴充教學設備、全面更新符

合衛生安全設施、不定時訪視等（新

竹縣政府，2011）。在均質化的部分，

教育部（2010）提出的《教育部推動

參與五歲幼兒免學費教育計畫幼稚園

評鑑注意事項》，內容分為基礎評鑑與

追蹤評鑑，評鑑細項共有 6 大類，評

鑑未符合標準者需進行改善與接受追

蹤評鑑，評鑑合格者即為 2011 年《5

歲幼兒免學費教育計畫》中的合作幼

兒園，家長必須選擇合作幼兒園就

讀，才能領取相關補助。此外，教育

部（2011）亦頒布《幼兒教育及照顧

法》，將幼稚園與托兒所整併為「幼兒

園」，以利整合學前教育長期分流之困

境，上述相關政策之推動，積極目的

在於追求每間幼兒園皆能提供良好的

教育環境，達到教育均質化之目標；

消極目的則在於袪除不合格的幼兒

園，以利重整學前教育機構品質。 

(三) 課程與教學 

學前教育長期處於分流狀態，即

幼稚園與托兒所機構招收年齡層雖有

重疊之處，但課程標準卻又有所差

異。幼稚園課程標準於民國 76 修訂為

「健康」、「遊戲」、「音樂」、「工作」、

「語文」及「常識」等六大領域（教

育部國民教育司，1992）。而托兒所則

細分為「遊戲」、「音樂」、「工作」、「故

事和歌謠」及「常識」等五大領域（內

政部，2000）。幼托整合後，幼兒園教

保活動課程統一定為「語文」、「認

知」、「社會」、「情緒」、「身體動作與

健康」及「美感」等六大領域（幼兒

園教保活動課程暫行大綱，2012）。換

言之，幼托整合實有助於學前教育在

主管單位、師資培育、立案標準、課

程大綱等進行整合，並因應十二年國

教的推行與政府單位開始關注學前教

育的脈絡上來看，實則為奠定實施十

三年國教之基礎。 

(四) 適性輔導國民素養 

十二年國教有關適性輔導國民素

養，較偏向於預防中輟生、復學輔導

及生涯輔導等面向，圍繞在「學生主

體」的層面居多，學前教育的部份，

本研究透過《幼兒園輔導計畫》加以

論述之，闡述焦點以「組織變革」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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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適性楊才。《幼兒園輔導計畫》中提

及：「本計畫藉由專精於課程、教學領

域之學者及資深幼教人員，進入幼兒

園協助教保服務人員，將理論融入實

務工作，並透過實務工作，進而實踐

教育理想，此外，已有諸多園所藉由

參與輔導計畫大幅提升教學品質，並

獲諸如教育部教學金質獎、銀質獎及

全國創意教學獎等相關獎項之肯定

（全國教保資訊網，2014）。」換言之，

唯有先重整學前教育組織環境，才能

達到組織變革，進而針對幼兒照護、

課程設計等層面進行變革與創新，以

期發展適性教育之目的。 

(五) 法制 

十二年國教直至 2013 年 7 月 10

日，才公佈其母法《高級中等教育

法》，共訂定 67 條條文，雖未針對學

前教育加以規範，但該法的訂定，實

為促進十三年國教之機，乃因藉由十

二年國教的推行，得以讓社會大眾與

政府單位重新審視臺灣教育體制的現

況，進而探討學前教育納入國民教育

之展望。此外，在《5 歲幼兒免學費教

育計畫》中亦明文指出：「計畫內容參

採國民教育精神，將 5 歲幼兒就學視

為準義務教育，比照國民中小學學生

就學免學費概念，提供 5 歲幼兒學費

補助以達成免學費政策目標。」換言

之，國教向下延伸一年目前雖無法源

依據，但視為準義務教育已成不爭事

實，是故，展望未來學前教育納入國

民教育體系之目標將指日可待。 

(六) 宣傳 

政府針對 5 歲幼兒免學費教育政

策，研擬出一系列的宣傳活動，諸如:

架設「全國教保資訊網」、建立 5（5

足歲幼兒）0（免學費）高手口號、拍

攝宣傳短片、印製父母手冊、舉辦研

討會、透過傳播媒體等不同途徑，加

以宣導。從上述可見，雖然《5 歲幼兒

免學費教育計畫》實施對象為 5 歲幼

兒，但實際替幼兒選擇就讀機構的關

鍵人物則是父母，因此，獲得家長支

持與家長再教育便顯得格外重要，乃

因教育部透過宣傳活動鼓勵家中有適

齡的幼兒進入園所就讀，一來可以提

升學前教育就學率，二來可以消弭未

達立案標準之幼兒園等目的。 

(七) 入學方式 

學前教育目前尚未被納入國民教

育體系，因此，採普及、不強迫的方

式實施，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中，

後期中等教育的入學方式，與學前教

育的入學方式雷同，以普及、不強迫

的方式持續推動。此外，在「身心障

礙學生就學輔導」層面皆產生同樣的

困境；在學前教育的部分，近年來特

殊幼兒入園比例達 70％左右，顯示幼

兒園目前實施融合教育將成為未來發

展趨勢（黃瑛綺，2001）。《幼兒教育

及照顧法》第 13 條明文規定，需及早

讓特殊幼兒在學前教育階段便能獲得

相關保障與補助，使其身心發展得以

後來居上。但在實施融合教育的過程

中，必然會受到阻礙，如呂淑芬、林

慧芬、張楓明（2009）的研究將教師

實施融合教育過程所遭遇之困擾問題

分為環境、教學、資源、以及溝通四

方面。換言之，學前教育與國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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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對「身心障礙學生就學輔導」層

面都面臨到特殊生無法有效融入一般

學校生活的困境，也顯示出臺灣特殊

教育將成為往後發展十三年國教不可

忽視的重要議題。 

本研究希冀藉由十二年國教提出

的七大面向結合學前教育發展，作為

接續十三年國教之立論依據，提供未

來相關研究深入探討學前教育納入國

民教育之可行性分析，進而發展十三

年國教之願景目標。 

三、臺灣學前教育制度之現況 

本研究以十二年國教 29 個子方案

當中的《5 歲幼兒免學費教育計畫》輔

以「優質銜接」理念作為論述引線，

針對十二年國教對臺灣學前教育制度

產生的影響分別論述之。 

(一) 優質銜接 

十二年國教五大理念之優質銜接

強調：「使全國都有優質的教育環境，

使學生有能力繼續升學或進入職場就

業，並能終身學習（教育部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網站，2014）。」上述銜接

範圍雖未涉及學前教育銜接國民小學

的部分，但優質銜接不能片面地聚焦

在國中升高中（職）階段，乃因前教

育階段若無法順利有效的銜接，其後

各教育階段欲達優質銜接，恐有斷軌

之虞，且《5 歲幼兒免學費教育計畫》

明文指出將 5 歲幼兒就學視為準義務

教育，並比照國民中小學就學免學費

概念，顯見，學前教育在十二年國教

政策的影響下，勢必將成為下一波優

質銜接的重要議題。 

(二) 《5 歲幼兒免學費教育計畫》 

雖然《5 歲幼兒免學費教育計畫》

目前採不排富措施，但補助金額仍牽

涉到就讀公私立的影響。乃因從 1994

年起，公立幼稚園僅 815 所，至 2009

年增為 1553 所，增幅率 90.55%，但若

加入就讀托兒所幼兒，公立幼托機構

仍僅占 25.6% ，容納幼兒比例約

32.5%，上述相關數據仍遠低於國民小

學公立佔 98.6%的普及性（段慧瑩，

2011）。換言之，政府想藉由上述補助

金額彌補公私立學費差額，但其成效

卻不如預期，癥結點在於學前教育目

前公私立機構比例分配不均，以至於

學前教育收費標準不一，進而朝向市

場化發展，加上幼兒園早期又可細分

為「幼稚園」與「托兒所」，彼此主管

單位不同，因而無法有效整合教育資

源，直至頒布《幼兒教育及照顧法》

將「幼稚園」與「托兒所」整併為「幼

兒園」，學前教育長期分流之困境才終

獲致改善。 

(三) 幼托整合  

臺灣早期學前教育制度屬於分流

局面，是故，幼稚園與托兒所長期處

於各自發展的現象，雖然在主管單

位、師資培育、園所規範、課程大綱

等各有小異。但幼稚園與托兒所在功

能上皆涵蓋教育和保育層面，且兩者

不易區分，故應進行整合，以利為國

教向下延伸一年做準備（王靜珠，

2002）。換言之，學前教育得以透過幼

托整合提升教育品質，進而發展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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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國教之願景，幼小銜接、優質銜接、

《5 歲幼兒免學費教育計畫》及幼托整

合等政策推動可謂功不可沒，不但能

提供有關學前教育朝向公共化發展的

具體方針，亦將成為臺灣發展十三年

國教之依據。從上述各學前教育制度

中可見，基於公私立學前教育機構比

例分配不均，導致透過《5 歲幼兒免學

費教育計畫》作為補償策略，但仍無

法真正紓困與解決，惟政府宜積極控

管公私立幼兒園數量，盡可能維持平

衡，並重視學前教育的重要性及政策

改革之迫切性，才能夠符合社會公平

正義、發展優質銜接、建立十三年國

教之願景目標。 

綜上所述，大抵可見十二年國教

目前重點雖然在國中轉銜至高中（職）

階段，學前教育相關政策明顯較為缺

乏，但影響層面可謂深遠。從入學率

來看，99％國中畢業生都繼續接受高

中（職）或五專教育（王金國，2012）。

即使在《5 歲幼兒免學費教育計畫》公

布實施後，5 歲幼兒入園率仍不及國中

轉銜至高中（職）階段。國外如澳洲

與英國，其國民教育也以五歲為標的

（周祝瑛，2009）。而劉春榮（2010）

則進一步呼籲，政府應重視五歲幼兒

免費學前教育，以利推動十三年國民

教育。因此，十二年國教與優質銜接

必須從學前教育紮根做起，唯有穩固

的根基，向上發展的枝葉才能展現欣

欣向榮之貌。 

四、建議 

(一) 研議國民教育向下延伸一年 

教育行政主管機關應儘快著手研

擬國民教育向下延伸一年之計畫，除

了有助於延續幼小銜接之教育政策目

標，同時也為往後發展十三年國教奠

定各個教育階段優質銜接的基礎。  

(二) 擴增幼兒免學費教育範圍 

目前《5 歲幼兒免學費教育計畫》

指出 100 年 8 月 1 日起，實施對象為：

「1.一般地區滿 5 足歲至入國民小學

前，且就讀公立幼托園所及私立合作

園所之幼兒；2.離島三縣三鄉及原住民

鄉鎮市滿 5 足歲至入國民小學前，且

就讀公私立國幼班之幼兒。」換言之，

臺灣現今免學費教育範圍以 5 歲幼兒

為主，未來可視偏遠地區或弱勢家庭

之需要，免費教育方案擴展至 2 歲～5

歲幼兒，讓更多家庭與幼兒得以提早

受惠。 

(三) 加速學前教育公共化 

臺灣學前教育目前以市場化導向

為主，以至於無法真正落實教育機會

均等，即便實施免學費教育方案，仍

舊屬於治標而不治本的策略，因此，

若能加速學前教育公共化，不但有助

於各個地區、族群、社會階層的幼兒

公平選擇園所就讀，亦能帶動學前教

育組織變革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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