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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機會均等 



John Rawls 1972 : A Theory of Justice 

• 第一原則: 自由原則 

• 每個人都應該有平等的權利，去享有最廣
泛的基本自由權；而其所享有的基本自由
權與其他每個人所享有的同類自由權相容。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 第二原則:平等原則 

• 應該調整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使得: 

• 各項職位及地位必須在公平的機會平等下，
對所有人開放。(機會均等原則) 

• 社會中處於最劣勢的成員受益最大，並與
公平救濟原則(just savings principle)相容。
(差別原則)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 第一原則保障的政治話語權和集會自由對
走投無路的窮人和邊緣化的人來講少有實
質價值。 

• 第二原則確保社會中所有人的可選項都具
有實質意義，並同時確保分配公正。 

• 羅爾斯主張，每個人可供選擇的機會不應
由倫理上的任意因素(如家庭出身)、以及先
天資質(如運動天賦)來決定。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 公平救濟(just savings)是公平即正義的一個相
對較爲次要的方面。它附屬在差別原則上，旨
在提供一種約束，以減少給子孫後代帶來的嚴
重影響。  

• 羅爾斯主張我們對後代負有的責任是積蓄充足
的有形資本(material capital)以持續地維持一個
公正的制度。如果差別原則沒有提供這種跨世
代(intergenerational)的要素，可能會造成剝削
下一代劣勢群體來施惠於當前在世的劣勢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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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機會均等 

入學機會 

學校課程 

學校類型 

教育經費 

提供免費均質的基本教育 

不論背景提供共同均質課程 

提供同一學區相同經費資源 

不論背景提供均質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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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 

歷程 
結果 

 

教育基本條件
的均等。 
例如:入學機會、
學校環境條件。 

教育結果的均等。 
例如:達到某種學業
成就、教育成就、
社會成就。 

教育歷程的均等。 
例如:資源運用、
參與的均等。 



Coleman1966-1990 :  
Equality and Achievement in Education  

不平等 

的減少 

結果的

均等 

機會的

均等 

學校環境投資的
均等。 學生學業成就、

態度人格的均等。 

1.教育均等僅在極端情況
下實現。 
2.誤解超出學校教育外的
教育均等是可以實現的。 



教育均等發展歷程 

1950 

•入學機會的平等，重視就學機會的平等與保障。 

•藉由免費的教育，簡史因為經濟障礙造成的不均等。 

1960 

•注重共同教育經驗的提供，例如：共同、綜合課程的提供，英國的綜合中學。 

•但是若是與身障學生並未受益，進而提出補償教育計畫、保障入學名額的做法。 

1980 

•各類補償教育風起雲湧，例如教育優先區、積極性差別待遇、積極肯定行動法案。 

•民權運動興起，取代補救措施，改採積極正向政策，實施多元文化教育、雙語教學。 

1990 

•政府財政吃緊，發現補償政策並未發生教育均等的實質效用。 

•教育均等政策改採追求教育品質、效能、績效與自由，導致教育市場化與家長選擇權興盛。 

2000 

•貧富差距擴大，教育市場化蔚為主流，教育均等淪為階級再製的現象。 

•多元主義的興起，主張教育「公平」重新面對「均等」概念，拋棄官僚和同質化的社會。 



功績主義 

meritocracy 



功績社會 

封閉社會 

個人的權力與財富來自於繼承，有能力

的個人很少能流動到菁英社會，菁英團

體透過特權保護既得利益。 

開放社會 

個人依靠才能與努力，低階級進入高階級

障礙透過各種形式而排除。其中最有效的

方式是教育。 



功績社會的教育選擇 



功績主義的現形記  

 

職業成就不只受到能力

的影響？ 

社會關係、人格特質、

運氣等等。 

 

 

能力來自於遺傳還是環境？ 

中上階級擁有較多資源，子

女獲得好的教育資源。 

教育選擇權不論以什麼

為指標，最後都還原於

社經背景的影響。 

學校存在有特權，不利地

位的學生受到有意識地、

有系統地差別待遇。 



影響教育不均等的因素 



家庭因素 

 



家庭因素 
學者 研究發現 

Coleman 
1966 

影響學生學業成就的變項有學生家庭背景、教
師素質、學校課程、物質設備，但是家庭因素
大於學校因素。 

Jencks  
1972 

家庭因素影響學童受教育的程度，比學校因素
更大。 
教師對影響學生學校生活因素控制力很小。 

Bowles & 
Gintis  1976 

學校教育只是在符應社會階級，讓社會階級的
再製得到合法化的途徑。 

方德隆 
1994 

學校無法弭補處於文化劣勢的學生與居於優勢
文化環境學生之差距，因為學生的學業表現取
決於學生家庭背景。 



學校教育資源 

 



學校教育資源 

學者 研究發現 

Coleman 
1966 

學生單位成本對黑人的學業成就解釋量不到3%，對白人不到1%。 
學校設備對學業成就的影響隨年級增加而增加。 
校地大小、圖書多寡對學業成就沒有影響。 

Caldas 
1993 

學校學生數量與學生學業成就無關。 
Ps.學生數量影響州政府對於學校的補助。 

陳正昌 
1994 

學校規模愈大，學生學業成就愈高，學生學習態度也愈正向。 
因為學校規模愈大，設備愈佳，課程充實。 

國內外研究發現學校規模對於學生學業成就的相關，未能有一致性的看法。 
 
國內外研究發現城鄉差距對於學生學業成就有明顯的相關，有一致性的看法。 



教師因素 

 



教師因素 

Coleman 1966 Saha 1983 鄭淵全 1997 

1.教師社會背景 
2.教師個人特性 
3.教師教育背景 
4.教師工作情況與
態度 
5.教室和校長對種
族的看法 

1.教師人口及背景
變項 
2.教師素質變項 
3.教師行為和態度
變項 

1.師生及同儕關係
對於學生學業成就
最具預測力 
2.城鄉因素 
3.兼任行政工作因
素 
4.教師流動率 
5.師資結構不穩定 



能力分組與分流制度 

 



能力分組 grouping 

標準化測驗分

數 

學生的種族

或社經地位 

教師評分、

學生的性向 



分流(軌)制度 streaming or tracking 

分流制度是功績主義，經由學

業成就獲得酬賞或機會分配。 

學業能力相近者在一起學習效

果比較好，教學上比較好安排。 

分流制度會加大學生之間的差

異化。 

會加大階級化，造成更大的不

平等，並且無法解決學習不佳

的結果。 



促進教育機會均等的作法 



促進教育均等政策 

除去教育不利、改

善經濟不佳的根源。 

Little ,1986 



我國的教育優先區 

• 教育優先區 

•  Educational Priority Areas, EPA. 

1.實現教育機會均等與社會正義原則 

2.推動積極性的差別待遇(補償教育精神) 



教育優先區指標 

原住民學生比率偏高之學
校 

中途輟學率偏高之學校 

低收入戶、隔代教養、單
(寄)親家庭、親子年齡差
距過大、新移民子女學生
比率偏高之學校 

離島或偏遠交通不便之學
校 

國中學習弱勢學生比率偏
高之學校 

教師流動率及代理教師比
率偏高之學校 



教育優先區補助內容 

推展親職教育活動 充實學校基本教學設備 

補助原住民及離島地區辦
理學校學生學習輔導 

發展原住民教育文化特色
及充實設備器材 

補助學校發展教育特色 補助交通不便地區學校交
通車 

修繕離島或偏遠地區師生
宿舍 

整修學校社區化活動場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