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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之目的是期望透過問卷調查的方式，了解台中縣公立國民小

學家長為子女選擇就讀學校之因素。為達此研究目的，研究者編製「台

中縣公立國民小學家長為子女選擇就讀學校因素之調查問卷」作為研究

工具，以分層隨機抽樣，抽取 33 所台中縣公立國民小學九十六學年度入

學的一年級新生家長為施測對象，共發出問卷 786 份，有效問卷 667 份，



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84.9%，以描述統計、獨立本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

析等統計方法進行資料分析。 研究發現，家長在選擇學校因素的家長層

面上最重視子女因素取向，學校層面上則最重視課程教學取向，且台中

縣的家長為子女選擇學校最主要考量的因素為學校離家較近。另外，家

長的性別及子女就讀學區情形，在選擇學校因素的家長層面上達顯著差

異；男性家長重視的程度高於女性家長、學區內就讀的家長重視的程度

也比越區就讀的家長高。而家長的教育程度、職業類別、子女就讀學區

情形，在選擇學校因素的學校層面上亦達顯著差異；國中以下教育程度

的家長，重視的程度高於專科、大學以上教育程度的家長；職業為從事

其他行業（如自由業等）的家長，重視的程度高於從事軍公教的家長。

並且子女在學區內就讀的家長，也比越區就讀的家長更為重視各項因

素。 根據研究發現，本研究對於教育行政機關、學校及教師提出幾項建

議。建議教育行政機關應提供充裕的教育經費，協助學校經營發展，並

且鼓勵學校發展課程特色。學校方面則要重視學生的品德教育及學生的

生活常規，形塑優良的校風，並且發展本位課程，吸引更多學區內的學

生就讀。對於學校教師則需加強親師良好互動，提昇教師專業能力與教

學品質，滿足家長多元的需求。 關鍵字：家長、教育選擇權、選擇學校

因素  

摘要

(英) 

THE FACTORS THAT INFLUNENCE PARENTS TO CHOOSE PUBLIC 

ELEMENTARY SCHOOLS FOR THEIR CHILDREN IN TAICHUNG COUNTY 

KUO, SHUANG-PING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survey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d parents when they chose a public elementary school for their 

children in Taichung county. This survey was titled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Parents to Choose Public School in Taichung County” and was used as the tool 

for the research. The stratified sampling method was used to select the population 

of parents who had children enrolled in the year 96 from 33 public elementary 

schools in Taichung County. This study surveyed 784 parents. There were 667 valid 

data with 84.9%of responding rate. The statistical procedure selected to analyze the 

data in this study wer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test, and one-way ANOVA.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of the study, parents paid more attention to factor of 

children, and factor of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when choosing schools. The 

parents’ primary concern was that the school was close to home. Furthermore, 

both the genders of the parents and children’s learning experience within the 

school district had a significant effect when it came to the selection of a particular 

school. Male parents and the parents with children studied at the local school 

district placed more value on parents’ dimension than female parents and the 

parents who sent their children across school district. Parents’ educational 

background, occupation, and children’s learning experience at the school district 

all had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parents’ dimension. Parents with junior high school 

education or below and with no specific profession placed more value on schools’ 

dimension than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parents with college, university education 

or above. In addition, parents who sent their children to the local school district 

placed more value on all factors than parents who sent children across their school 

districts. Based on the findings, some suggestions were provided for the Bureau of 



Education, school administrators and teachers. The Bureau of Education should 

provide an ample budget to assist the school to run, develop, and encourage schools 

to develop school-based curriculum. School administrators should put emphasis on 

students’ moral education and life routines and develop a school-based feature to 

attract more students to study at local school districts. Teachers should interact 

better with students, improve teaching quality and make a better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to meet parents’ various needs. Keywords: parents, school choice,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f par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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