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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民辦幼教相關法規探討 

（摘要） 

徐千惠 簡楚瑛 

本文旨在探究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民辦幼教相關法規之發展，根據研究結果

歸納出兩岸民辦幼教法規有以下四點特徵：一、兩岸民辦幼教法規發展之過程：

台灣地區幼教相關法規於七０年代開始發展；大陸地區於九０年代開始發展；

二、兩岸民辦幼教法規調整之方式：台灣地區幼教相關法規頒佈後可再予修正；

大陸地區於頒佈前歷經試行階段；三、兩岸民辦幼教法規之層級：台灣地區幼兒

教育相關法規以《幼稚教育法》做為母法，形成法規體系；大陸地區目前並未有

法律位階之幼兒教育相關法規，法規體系建構不全；四、兩岸民辦幼教法規與政

黨政治之關係：台灣地區國家介入教育係由黨化教育邁向多元教育，建立受教之

主體性；大陸地區國家介入教育係以黨意作教育目標，將受教主體視為實踐黨意

之工具。 

同時根據研究發現，本研究對於台灣民辦（私立）幼教發展提出建議如下：

一、法規頒佈前可先以試行方式前測，視適應情形再正式頒佈；二、《私立學校

法》中對民辦(私立)學校不得營利之限制需酌情調整，提供合理回報及辦學誘

因；三、對幼教相關法規內涵應重新全面思考。 

 

 

關鍵字：兩岸、幼兒教育、民辦教育、私立學校、教育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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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幾年來，政府對於幼兒教育投注了相當多的關注與規劃，但在進行幼改革

時，大多借鏡取法各教育先進國家的制度方法，然而往往因為文化與國情上的迥

異，使得實際執行時有所窒礙。有鑑於大陸地區雖在政治社會背景與台灣地區不

盡相同，但對於子代的教養與期盼都有著屬於中國人的獨特思維。因此本研究期

望透過對兩岸民辦幼教相關法規之探討，以中國人教育觀出發作為考量，從法規

面思量兩岸政府對於民辦幼兒教育之期許與規範，增進吾人對兩岸幼教環境及法

規範之瞭解與認識，取法借鏡善者以增益幼教興學之品質。 

貳、名詞釋義 

一、幼稚園及幼兒園 

實施幼兒教育之機構在台灣地區為「幼稚園」，於大陸地區為「幼兒園」；在

敘寫共通性內容時，則以台灣地區用語「幼稚園」通稱。 

二、民辦幼教 

本研究根據學校的所有權和管理權的歸屬作為「民辦」一詞之界定，亦即以

非政府力量投入之辦學型態。於台灣地區為「私立」，在大陸地區為「民辦」。文

中述及台灣地區將以民辦（私立）一詞代表；兩岸共通內容及大陸地區之內容則

用「民辦」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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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一九四九年1後台灣地區民辦(私立)幼教法規之規範內容與發展特徵 

自國民政府遷台迄今根據法規制定及幼稚園數量發展之分析，參酌台灣學者

翁麗芳、洪福財2等人之分期及考察相關之史料，歸納出台灣地區民辦(私立)幼教

迄今可分為：調適過渡期（1950-1952）、自立建設期（1953-1960）、穩定發展期

（1961-1980）與繁盛開展期（1981-今）等四期。 

調適過渡期迄自立建設期間公系統為主要辦學體，幼教法規皆沿用國民政府

於大陸時期所做的規定再稍做修改，此期以《幼稚園設置辦法》及《幼稚園課程

標準》作為主要依循法規。穩定發展期起台灣地區初步以行政命令建立幼教法規

體系，對於幼稚園的環境設備、教師資格等均陸續有相關法規之公佈。私立幼稚

園的數量也於此期開始超越公立幼稚園，並且逐年增加，也陸續有相關法令規範

民辦(私立)幼稚園，故本時期幼稚園發展呈現穩定。繁盛開展期迄今不僅幼教機

構總數不斷增加，也因《幼稚教育法》之頒佈提高幼教法規位階後，使得幼教相

關法規有母法可依，法規體系逐漸建構成型。此間也陸續產生鼓勵私立幼稚園之

獎勵辦法，同時有評鑑要點輔導幼稚園提升品質，可見台灣地區幼兒教育發展於

量的提昇後，亦開始著重於質的管理。 

彙整我政府遷台至今所訂立之幼教相關法規，從法律的位階上來看除《幼稚

教育法》外，其餘均屬教育部頒訂之行政命令，因此排除教育相關法規中涉及與

幼兒教育之相關規定外，聚焦目前台灣地區民辦(私立)幼教相關法規，根據各法

規所規範之內容，大抵可以概分為幼稚園設立、幼稚園環境、幼稚園人事、幼稚

園課程與幼稚園獎勵等五大部分。 

                                                 
1本文中兩岸幼教發展之探討將以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播遷來台作為時間上的劃分。 
2翁麗芳（1998）之分類為：過渡期（1945-1949）、自立期（1950-1967）、發展期（1968-1981）。 
洪福財（2002）之分類為：延續及重組期（1949-1952）、自立期（1953-1964）、發展期（1965-1981）、
繁盛期（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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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台灣地區民辦(私立)幼教法規發展歷程表

調適過渡期
（1950-1952）

穩定發展期
（1961-1980）

繁盛開展期
（1981-今）

自立建設期
（1953-1960）

幼稚園
設立

幼稚園
課程

幼稚園
人事

幼稚園
設備

幼稚園
獎勵

法規範疇

1953《幼稚園課程標準》
      11月第三次修正(1932年公佈)

相關法規

1969《幼稚園園長、教師登記檢定及遴用辦法》
 02月01日公佈

1977《幼稚園園長、教師登記檢定及遴用辦法 》
      07月29日第一次修正

1983《幼稚園園長、教師登記檢定及遴用辦法 》    
     05月07日公佈

1961《幼稚園暫行設備標準》
07月公布

1989《幼稚園設備標準》04月公布
1995《幼稚園設備標準》08月修正

1970《幼稚園設置辦法》06月19日第一次修正(1943公佈)
1973《幼稚園設置辦法》02月28日第二次修正
1973《私立幼稚園呈報立案須知 》06月11日公布
1973《台灣省國民小學附設自立幼稚園（班）
          試行要點》08月08日公布
1973《私立幼稚園呈報立案須知 》08月20日第一次修正
1977《幼稚園設置辦法》06月23日第三次修正

1974《私立學校法》11月16日公佈
1975《私立學校法施行細則》03月11日公佈
1979《師資培育法》11月21日公佈

1981《幼稚教育法》11月06日公佈
1983《幼稚教育法施行細則》05月07日公佈
1984《私立學校法》1月11日第一次修正
1991《私立學校法》12月30日第二次修正
1994《師資培育法》02月07日第一次修正
1995《教師法》08月09日公布
1996《幼稚教育法施行細則》05月08日第一次修正
1996《師資培育法》07月30日第二次修正
1996《私立學校法》10月02日第三次修正
1997《師資培育法》04月23日第三次修正
1997《私立學校法》06月18日第四次修正
1998《幼稚教育法施行細則》08月19日第二次修正
1998《幼稚教育法施行細則》10月27日第三次修正
1999《教育基本法》06月23日公佈
2000《私立學校法》01月19日第五次修正
2000《教師法》07月19日第一次修正
2000《私立學校法施行細則》07月28日第一次修正
2001《私立學校法》10月31日第六次修正
2002《幼稚教育法》06月12日第二次修正
2002《幼稚教育法施行細則》08月30日第四次修正

1975《幼稚園課程標準》12月27日第四次修正 1987《幼稚園課程標準》04月第五次修正

1983《私立幼稚園獎勵辦法》05月07日公佈
1986《台灣省公私立幼稚園評鑑實施要點》06月18日公布
1990《台灣省公私立幼稚園評鑑暨獎勵實施要點》 公布
1993《台灣區公私立幼稚園評鑑實施要點》公布
1999《私立幼稚園獎勵辦法》06月29日第一次修正

1975《幼稚園暫行設備標準》11月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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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表可以觀察出台灣地區民辦(私立)幼教法規之發展特徵： 

一、民辦(私立)幼教法規主要於穩定發展期（1961-1980）開始發展 

台灣地區民辦(私立)幼教之相關法規於在自立建設期之前僅對於幼稚園設

備及人事做出規範，直迄穩定發展期開始對幼稚園設立及幼稚園人事兩部分做出

較為具體之規範，於課程部分則延續前期之《幼稚園課程標準》做出第四次之修

正。 

本時期於幼稚園設立主要的法規為《幼稚園設置辦法》、《私立幼稚園呈報立

案須知》及《台灣省國民小學附設自立幼稚園（班）試行要點》。推究此時期開

始對幼稚園設立之關注主要因為於此時期民辦(私立)幼稚園的數量開始超越公

立幼稚園，且呈現逐年，民辦(私立)幼教之型態逐漸形成，至一九八０年民辦(私

立)幼稚園佔總辦學體之七成。因此實有必要對於幼稚園之辦學訂立規則。 

二、繁盛開展期（1981-）頒佈《幼稚教育法》，也訂立民辦(私立)幼教獎勵法規 

   繁盛開展期期間《幼稚教育法》及其他重要之教育法規均陸續頒佈。此時期

同時為台灣地區經濟與幼教發展最為蓬勃之時期。一九八三年起頒佈了《私立幼

稚園獎勵辦法》，對於民辦(私立)幼稚園在教學、人事、設備、管理等各方面制

度健全且有優良表現者予以獎勵，本法的公布也代表政府對於民間力量投入辦學

的肯定及鼓勵之態度。且伴隨對於幼稚園發展的追蹤輔導與品質掌控，陸續頒佈 

《台灣省公私立幼稚園評鑑暨獎勵實施要點》、《台灣區公私立幼稚園評鑑實施

要點》等相關法規，奠定後期各縣市自辦幼稚園評鑑之基礎，也為台灣地區幼稚

園品質之掌控提供了參考之依據。 

一九九九年《教育基本法》也對於私人興學及公辦民營做出規範，進一步確

認台灣地區有私人興學之自由與價值，並肯定對私人興學之獎勵及鼓勵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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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一九四九年後大陸地區民辦幼教法規之規範內容與發展特徵 

    參酌大陸學者何曉夏、唐淑與鍾昭華3等人對幼兒教育發展與數量增長所做

之分期及彙整相關資料，大陸幼兒教育之發展歷程可分為建設起步期

（1950-1957）、盲目發展期（1958-1960）、調整恢復期（1961-1965）、文革破壞

期（1966-1976）及振興開放期（1977∼）等五時期。 

建設起步期至調整恢復期間於法規上並未有系統的規範，對於幼兒教育皆

以「暫行」法規做出規範，同時以政策文件輔助規範上之不足。在此期間，由於

經歷了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等重大社會事件，使幼兒教育的建設屢遭破壞，於法

規上也未建置可依之規範。 

進入振興開放期後，大陸地區開始積極復原各類教育機構的原有機制。因此

伴隨對於教育法規之重視及注意，也相繼產出一些幼教相關法規。發展迄今，目

前尚無單獨的全國性幼稚教育立法，因此除教育相關法規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教

師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等與幼教相關之規定具有法律上的效力外，其

餘現有幼教法規之法律位階為均為行政命令。 

整體觀察大陸地區民辦幼教相關法規之體系可以發現：相關法規所規範的範

疇可以包括辦學、發展目標及其他(教師資格跟教育方向)；幼教相關法規則包括

幼兒園管理、幼兒園課程/教學、幼兒園人事及幼兒園衛生等方面等四大部分，

其中又以幼兒園管理之規範最為詳盡。 

                                                 
3何曉夏（2001）之分類為：穩步發展期（1949-1957）、盲目發展與調整鞏固期（1958-1965）、全
面破壞期（1966-1976）與撥亂反正與改革振興期（1976-1989）。 
唐淑與鍾昭華（2002）之分類為：國民經濟恢復時期（1949-1952）、穩步發展期（1953-1957）、
盲目發展期（1958-1960）、整頓提高期（1961-1965）、十年動亂期（1966-1976）及振興發展期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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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大陸地區民辦幼教法規發展歷程表 

建設起步期
（1950-1957）

調整恢復期
（1961-1965）

振興開放期
（1977∼）

盲目發展期
（1958-1960）

幼兒園
管理

幼兒園
人事

幼兒園
課程/教學

法規範疇

相
關
法
規

1979《城市幼兒園工作條例(試行草案)》11.08公佈
1987《全日制、寄宿制幼兒園編制標準（試行）》  
      03月公佈
1989《幼兒園工作規程(試行)》6月5日公佈
1989《幼兒園管理條例》9月11日公佈
1996《幼兒園工作規程》03月09日公佈

文革破壞期
（1966-1976）

1952《幼兒園暫行規程草案》03   
      月18日公佈

辦學

發展
目標

其他

1988《社會力量辦學教學管理暫行規定》10月24日公布
1995《中外合作辦學暫行規定》1月公布
1997《社會力量辦學條例》07月31日頒佈；10月01日施行
2002《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12月28日頒佈

1993《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10月31公布
1995《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03月18公布

1992《九十年代中國兒童發展規劃綱要》02月通知
1993《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2月公布

1951《幼兒園暫行教學綱要（草案）》7月公布

1981《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幼兒園教育綱要(試行)》
     10月公佈
2001《幼兒園教育指導綱要（試行）》09月試行

1996《全國幼兒園園長任職資格、職責和崗位要求
      （試行）》1月公布

幼兒園
衛生 1994《托兒所、幼兒園衛生保健管理辦法》12月1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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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表可以觀察大陸地區民辦幼教法規之發展特徵： 

一、文革破壞期前（1976）民辦幼教相關法規以試行法規與政策文件作為規範 

大陸地區民辦幼教相關法規在文革破壞期前僅教育部門分別於一九五一

年、一九五二年頒佈《幼兒園暫行教學綱要（草案）》及《幼兒園暫行規程（草

案）》對幼兒園教學之內容及對幼兒園的行政工作做出規範。兩法規在當時是以

「暫行」法規作為過渡時期幼兒教育依循之規範。 

除了依據法規外，大陸地區實行幼兒教育時最大的特色是政策文件、及黨和

國家領導人及教育部門之發言亦具有規範效力。例如一九五五年「國務院關於工

礦、企業自辦中、小學幼兒園的規定」、一九五六年「教育部、衛生部、內務部

關於托兒所幼稚園幾個問題的聯合通知」等，均是法規外的補充「說明及要求」。 

大陸地區民辦幼教法規體系之發展均集中於一九六０年之前，六０年之後即

停頓發展，一直到文革結束之後才逐漸恢復建設，但中間已經停擺將近二十年，

造成法規體系上的斷層。 

二、文革結束後（1976-）開始以以試行法規為基礎積極建立幼教法規體系 

文革結束後，由於大陸地區的幼兒教育環境尚未恢復，大環境存在著園數不

足、保教質量低的問題。故從此時期開始頒佈許多幼兒教育法規，其特色均為先

經過試行再予以正式頒佈，試行法規與正式法規間具有承接作用。 

三、幼教法規以《幼兒園管理條例》及《幼兒園工作規程》為主要依據 

《幼兒園管理條例》及《幼兒園工作規程》兩個法規為近十年大陸地區幼兒

教育實施之基本要求與管理原則，也為幼教法規之規範提供明確可依的標準。 

。透過這兩個法規的實施，形成了從中央到地方依照國家關於教育的法律法規來

實施、管理和發展教育的模式，允許省、自治區、直轄市教育行政部門可自行制

定不同類型幼兒園的具體工作規程，亦即建立了「地方負責、分級管理和有關部

門分工負責」的管理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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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兩岸民辦幼教法規之探討 

一、兩岸民辦幼教法規之發展過程分析：台灣地區幼教相關法規於七０年代開始

發展；大陸地區於九０年代開始發展。 

兩岸自一九四九年劃分為大陸及台灣兩個區域之後，國民政府遷台後對於幼

兒教育主要承襲在大陸時期所做的規範，因此於一九六０年之前均未對台灣地區

之幼兒教育制定新法，直迄教育部鑑於幼稚園設備在幼兒教育上之重要，於是根

據一九四三年所公佈的《幼稚園設置辦法》第十九條之規定，先試擬設備標準草

案，並請幼教專家多人進行審查修訂，至一九六二年始正式公佈《幼稚園暫行設

備標準》（教育部，1974）。爾後從一九六九年由《幼稚園園長、教師登記檢定

及遴用辦法》開始，台灣地區陸續頒佈幼兒教育相關法規。 

大陸地區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建立後，對於國民政府時期所制定的幼教相

關法規均摒之不用，並陸續將教育事業收歸國有實踐共產主義之思維。一九五

一、五二年陸續頒佈《幼兒園暫行教學綱要（草案）》及《幼兒園暫行規程草案》

對於幼兒園教學內容、設置及行政管理等方向做出基本規範。爾後隨著大躍進及

文化大革命等社會事件影響，對於幼兒教育除偶有來自行政部門的「通知」、「說

明」之外，並未有正式幼教法規之公佈，且這些「通知」及「說明」也多發表於

六０年代之前。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大陸地區開各級教育的恢復工作，因此於一

九七九、一九八一年有《城市幼兒園工作條例(試行草案)》、《中華人民共和國

教育部幼兒園教育綱要(試行)》的公佈，但是從整體看來，幼教相關法規之發展

多集中於九０年代，而最主要的幼教法規如《幼兒園管理條例》及《幼兒園工作

規程》也於該時期先後於一九八九、一九九六年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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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兩岸民辦幼教法規之調整方式分析：台灣地區幼教相關法規頒佈後可再修

正；大陸地區於頒佈前歷經試行階段。 

兩岸在法律的頒佈及實行上，在與時俱進的更新上有著不同的作法，台灣地

區的法規於頒佈之後常因因為相關法規的修正或為符應現實所需而做出多次的

修正；大陸地區之法規在正式頒佈之前，往往有多套試行版本或草案先行頒佈試

用。 

從台灣地區幼教相關法規之發展來看，無論是《幼稚園設置辦法》、《幼稚園

課程標準》、《幼稚教育法施行細則》，等，由於其屬於教育部門所頒發之行政規

章，修正時較不受限於立法制度的嚴謹所限，因此也較為靈活彈性。但台灣地區

《幼稚教育法》從一九八一年頒佈到二００二年修正，其歷時長達二十一年之

久，在此二十年雖曾多次提出修正版本，但礙於該法之法律位階須透過正式立法

才能做出修正，以致遲遲未能修法。本次（二００二年）所做出的修正，主要係

配合行政程式法之施行，將應提昇位階或是需明確規定授權依據的部分由幼稚教

育法施行細則改列入本法，但是對於長期以來幼教工作者對於希望將「幼稚教育

法」更名為「幼兒教育法」等真正與現況相關之修正內容並未納入。 

綜觀大陸地區歷年來所提出的幼教相關法規數量並不多，但是在正式法令頒

佈之前，由於大陸地區幅員廣大，各地情況差距甚大，因此在法規正式頒佈前都

先頒佈「試行」版本。以《幼兒園工作規程》為例，該法之試行頒佈於一九八九

年，試行了七年，一九九六始有《幼兒園工作規程》的公佈；一九八一年的《中

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幼兒園教育綱要(試行)》，試行了二十年之後，於二００一

年九月又再度公佈《幼兒園教育指導綱要（試行）》，仍是屬於試行版本，雖名謂

「試行」，但其所具有的法律效力等同正式法律。從正面來看「試行」作法是對

於法規頒佈前的一種前測，有助於修正立法與正式實施間的差距，對於法規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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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宜度具有具體參考價值；但從反面來看歷時過久的「試行」不但不具有上述

正面效果，反而因為試行期過久而失去佳意，更讓人在依循法規時產生不確定感。 

從上可知，對於一部法的頒佈到內容確立，台灣地區偏向「修正」的作法，

亦即先行頒佈，後依需要再加以修正；大陸地區礙於體制與幅員之廣大，傾向於

「試行」、「草案」概念，俟該法運行順暢時，使得正式提出該法。兩岸對於法規

制訂的思方向不同由此可見，但兩岸法規也同存在著因修正時程間隔過久或是試

行過久而造成法規與現況調整機制不足之情況。 

三、兩岸民辦幼教法規之層級分析：台灣地區幼兒教育相關法規以《幼稚教育法》

做為母法，形成法規體系；大陸地區目前並未有法律位階之幼兒教育相關法規，

法規體系建構不全。 

    台灣地區目前幼教相關法規體系之構成主要是由一九八一年所頒佈的《幼稚

教育法》及其下由教育部門所頒發的相關法規組合而成，法規體系雛形具有雛形。   

大陸地區目前並無單獨的法律位階之幼教法規，目前幼兒園最主要係遵循

《幼稚園管理條例》與《幼兒園工作規程》。就層級上來說，前者屬於幼兒教育

的行政法規，後者則屬於行政規章。 

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於法規層級上均以憲法位階為最高，再者為法律，最後

為行政法規及命令等。但是大陸地區與台灣地區在法規上最大的不同點在於大陸

地區在法規及學說中常使用「規範性文件」做為法源，同時根據「規範性文件」

所制定機關不同，法規在名稱及位階上也有所差異，這種特徵也造成法律體系之

紊亂。譬如，基本法律本應由國人大制定，但有許多法規往往因為人大集會時間

短促及人數眾多等因素改由人大常委會制定（王泰銓，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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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1949年後兩岸法規層級對照表 

 

四、兩岸民辦幼教法規政黨政治關係之分析：台灣地區國家介入教育係由黨化教

育邁向多元教育，建立受教之主體性；大陸地區國家介入教育係以黨意作教育目

標，將受教主體視為實踐黨意之工具 

兩岸自一九四九年後分為「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政權，其

最主要的原因是由於政黨理念不同下所造成的國家分裂。 

回顧過去五十間，台灣地區政權長期由一黨統治，雖於五十年間有不少之政

黨組成，但仍長期以來教育大權仍專由某一政黨掌控，造成台灣地區過去黨化教

育之情況。解嚴後，伴隨台灣地區多黨政治型態之建構，民意代表透過一定之程

序將教育事務透過立法形成保留使執政黨可透過行政機制依法行政，辦理人民所

需要的教育。人民在教育中的角色透過民意代表行使職權使得國家無法藉由單一

台灣 大陸 
【中央與地方分工分權】 【中央集權為主，地方分權為輔】 
制訂機關 法律位階 制訂機關 
國民大會 憲法 憲法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立法院 法、律、條例或通

則 

法律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

委員會 

行政法規 國務院 

地方性法規 省、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

及其常務委員會 

行政機關 規程、規則、細

則、辦法、綱要、

標準或準則 

規章 國務院各部、委和具有行政

管理直能的直屬機構 

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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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力量介入教育，讓人民得以走出黨化教育，享有受教之主體性且逐步開展教

育的多元性。 

大陸地區的政治意識是延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的思維系統而來

的，而共產主義「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命題也形成大陸地區教育特色（周

愚文等人，1999），在中國共產黨專政之情況下，黨的教育思想即國家教育的宗

旨。一九五八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佈了《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明確提出：

「黨的教育工作方針，是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為

了實踐這個方針，教育工作必須由黨來領導。」，在此確立了國家教育工作需遵

循「黨」的領導；一九八一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

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重新確立教育方針是：「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

共產主義道德教育人民和青年，堅持德、智、體全面發展……」（鄭良信，1999）；

一九九五年《教育法》依據《中國教育改革與發展綱要》之精神，對於教育之方

針作如下規範：第三條「國家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建設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遵循憲法確定的基本原則，發展社會主義的教育事

業。」、第五條「教育必須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

培養德、智、體等方面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從上可

以清楚發現大陸地區在以黨治國的型態下，「國家」與「政黨」的意識型態合而

為一，教育目的以貫徹馬克思「生產與勞動相結合」為主要目標，並為社會主義

現代化而服務。因此可以說從黨及國家的角度對於教育皆採取工具手段，希望透

過教育確保社會主義的延展，因此透過法制積極規範以實踐其中國共產黨社會主

義之意志。 

大陸地區之幼兒教育屬於學校教育制度的基礎階段，因此與其他各級教育一

樣，幼兒教育也為社會主義教育事業的組成部分。所以大陸地區透過教育立法以

國家意志表達執政階級對於教育的要求（張燕，1999）。一九七九年《城市幼兒

園工作條例(試行草案)》中對於幼稚園的工作任務為：「根據黨的教育方針和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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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好好保育兒童』的教導，對幼兒進行初步的全面發展的教育，使幼兒健康、

活潑地成長，為入小學打好基礎，同時也減輕將長在教育孩子方面的負擔，使他

們能夠安心生產、工作和學習。」根據上述工作任務來看，該時期大陸地區幼稚

園的角色任務是以黨意及領導者的意思作為發展方向，並作為孩子進入小學的預

備教育，在同時幼稚園也肩負著為父母減輕負擔以利其為國生產的補充功能。一

九九六年《幼兒園工作規程》正式頒佈即以《教育法》為母法，把國家對於幼兒

園教育的要求透過法規規定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服務，幼兒園更特別是爲家長參

加工作、學習提供便利條件而存在。從上述種種可以發現，大陸的幼兒教育係透

過黨的意念建構教育發展目標，受教育雖為幼兒的權利，但也同時也為其身為社

會主義接班人的任務，具有傳承社會主義的使命，幼兒也成為為實踐黨意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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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討論：對幼教法規內涵的思考 

根據簡楚瑛等人（1995）「當前幼兒教育問題與因應之道」研究國立教育資

料館所編撰之中華民國教育年報「幼兒教育」章節中對幼兒教育問題的探討等相

關資料，對於台灣地區幼兒教育對於其所產生的問題之歸納多半歸咎到幼教法規

不合時宜之層面，特別是對於幼稚園立案標準中對於土地面積、營建消防等設備

標準，有著諸多「不合時宜」的認為，更認為這是造成幼稚園未立案的主要原因，

希望透過修法協助未立案幼稚園合法化。幼稚園之立案標準是為有心辦學者提供

最低限度之辦學參考，但由於時代在變在以往容易達到標準的立案條件如土地空

間等，往往因為物價的波動致使必須付出更高的成本已達成，造成所謂的「立案

困難」。而營建消防是為維護幼兒安全所做出的相關規定，是隨著對於人身安全

意識的注重而訂立的規定，不是為了限制辦學而做出的限制。 

幼兒教育法規是保障台灣地區幼兒教育品質所做出的規範，如果因為「與

時俱進」之因而降低對於幼兒教育辦學的需求，那麼，若透過法規調整讓未立案

者能夠過關，我們所犧牲掉的將會是幼兒受教的品質。因此，對於幼教相關法規

之修訂不應以「難以立案」作為考量，應該透過相關研究研擬對幼兒最適當之法

規保障，讓幼教法規不是為了保障辦學權益而規範，而是為保障幼兒而存在。 

此外，根據對於兩岸民辦幼教相關法規之探討可以發現，由於政治思維上

的不同，致使兩岸對於幼兒教育的定位有所差異，大陸地區將幼兒園視作實踐共

產主義的「後勤單位」，使得相關法規的訂立均具有濃厚的黨意色彩；同時，也

由於政府對於民辦幼教所持的觀點不同，影響政府在民辦幼教中的角色及對於民

辦幼教發展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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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兩岸之法規，提出討論議題： 

一、法規頒佈前可先以試行方式前測，視適應情形再正式頒佈 

大陸地區由於幅員廣大，地區差異性明顯，法規在正式頒佈之前，往往有多

套試行版本或草案先行頒佈試用，雖然有試行過久之弊，但在立意上是值得肯定

的。而反觀台灣地區幼教政策與幼教現場之景況可以發現長期下來存在著一道隔

閡，往往教育主管單位政令下達，現場工作者即必須遵命照辦，政策或法令如不

適用或有瑕疵也必須等到政策檢討或修法才可改善現況。 

台灣地區近來之「國教延伸」方案雖擬於離島地區試辦，但事實上，離島地

區與台灣本島之幼教生態差異性甚，試辦之成效性有待質疑。因此建議未來台灣

地區幼教相關法規於頒佈前應以主群體作為試行對象，由教育主管機關研擬合適

之試辦期，試適應情形調整規範後再行公布以收法規之實際效益。 

二、對民辦(私立)學校不得營利之限制需酌予調整，提供合理回報及辦學誘因 

有鑑於近年來民辦教育的蓬勃發展，因此大陸地區於二００二年底頒佈了

《民辦教育促進法》。該法在制定過程中，最受爭議的在於教育是否可以營利問

題。由於大陸民辦教育興起的背景建立在窮國辦大教育的社會背景下，因此在該

法立法過程中對於如何維持教育公益與辦學投入誘因上引起許多不同的論點。由

於本法立意在於「促進民辦」，因此在該法第五十一條中提到民辦學校扣除辦學

成本、預留發展基金以及按照國家有關規定提取其他的必需的費用後，出資人可

以從辦學結餘中取得合理回報。這樣的規定雖然並未對「合理回報」提出具體解

釋，但也是對長期以來教育投資是否可以取得回報的迷思做出國家角度的回應。 

除了投資可以取得回報的誘因之外，《民辦教育促進法》也對非政府力量辦

學提出以下的誘因：如第四十六條：「民辦學校享受國家規定的稅收優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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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八條 ：「國家鼓勵金融機構運用信貸手段，支持民辦教育事業的發展。」；

第四十九條：「人民政府委託民辦學校承擔義務教育任務，應當按照委託協議撥

付相應的教育經費。 」；第五十條：「新建、擴建民辦學校，人民政府應當按

照公益事業用地及建設的有關規定給予優惠。教育用地不得用於其他用途。」從

上述條文可以發現，大陸地區對於民辦學校的態度，不僅承認辦學營利的事實，

卻也提出可獲得「合理回報」的因應，同時，也透過稅收優惠、信用貸款、提撥

經費及相關優惠的方式提供辦學誘因，對於民辦教育的發展展現出規範中見鼓勵

的態度。 

台灣地區對於私人興學一直以來訴求「不得以營利為目的」，所得必須回報

至學校建設上。但是這是一種意念性的限制，為避免教育受市場競爭導向所做出

的限定，但對於幼兒教育來說，幼稚園的營利性是存在的事實。因此，在法規上

不應消極以「不得以營利為目的」一言帶之，應積極對營利性做出定義，鼓勵私

人興學並可於合理範圍內獲得一定比例之回報，同時，除了對於辦學效能績優之

學校允以肯定與獎勵外，亦應該提供辦學之誘因，以促進台灣地區民辦（私立）

幼教興學之發展。 

三、審思私幼設置財團法人意義，避免因法人資格造成法規適用限制 

根據台灣地區《幼稚教育法》及《私立學校法》所規定，幼稚園若欲適用學

校相關法規，必須辦理財團法人登記。由於受限於財團法人之限制，使得許多小

型的幼稚園在評估投資與回收後，選擇不辦理財團法人。此固然影響政府對於幼

稚園所採取的獎勵及補助政策，但同時連帶影響到教師的權利。根據《教師法》

第三十六條：「本法各相關條文之規定，於公立幼稚園及已完成財團法人登記之

私立幼稚園專任教師準用之。未辦理財團法人登記之私立幼稚園專任教師，除本

法第二十五條、二十六條外，得準用本法相關條文之規定。」。若根據上述第三

十六條的規定，在未辦理財團法人登記之私立幼稚園專任教師則無法適用第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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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條對教師退休撫卹基金之撥繳、管理及等事宜之規定及第二十六條對於教師組

織設立的限定。由於任教機構是否設立財團法人的不同而致使同樣具合格資格之

教師，必須到辦理財團法人登記才可「得準用」教師法各相關條文之規定，此為

應機構而限制人的作法，應予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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