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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 

101 學年度 

「百年幼教論壇」學術研討會 

 

主主題題：：華華人人文文化化圈圈中中孩孩童童圖圖像像與與教教育育／／照照顧顧模模式式的的探探究究  

——與與西西方方論論述述的的對對話話  

 

一、研討目的： 

當代社會科學強調理性和實證的主流發展，兒童角色的存在和呈

現（尤其是學齡前的幼兒）往往被塑造成一群「天真可愛」，等著「被

照顧」、「被教導」、「被施以訓規」以及「被研究」的對象（客體）。

然而九十年代，James 和 Prout 認為，研究者應該突破傳統以發展

心理學為基礎的「發展論」和結構功能論為基礎的「社會化論」，對

兒童研究提出新的研究概念和可能性。這個陣營的學者認為兒童的文

化研究不是在封閉的領域追求精確的定義和描述內容，而是開展一種

開放性、動態的關係研究，我們必須在成人／兒童、兒童／兒童的持

續比對中，認真看待所有的孩子，並思索不同脈絡下的兒童圖像，特

別是回到根本的主體的辨識、權力關係的形成和拆解等面向。相同的

論點還包括幼教學者 N. Yelland 在她所編輯的《Critical issues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書籍中，一開始就提到幼兒教育研究的

未來趨勢必須走向文化層面的探討。 

在社會科學的世界裡，文化的定義不下兩百種。不論是最廣義的

界定─「文化是一種生活方式」，還是狹義的認定─「文化是一種符號

系統」，我們都發現它具有濃厚的人為構作（man-made）成分。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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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成分說明了文化並不是孤立地存活在世界裡。它的發生和演變與人

類的意志與需要，有非常緊密的關聯，當然孩童論述不可能放在真空

的狀態來處理，也必然涉及不同的文化或社群脈絡。本研討會想要處

理的文化概念是站在鉅觀的面向，因此文化指稱的是一群人或一個社

會共同持有的風俗、價值、信仰、規範、知識和表達符號。這個共同

持有的特質使生活在相同文化地域的成員，在社會經驗、文化認同和

行為思考上，呈現一種相知或相似。 

基於上述的前題與延續過去政大幼教所相關研討會與系列演講

的基礎（2002 的童年沃野的變遷與創化、2009 年的孩童的心靈閱讀

研討會、2012 年孩童圖像的探究系列演講、2012 年的日本文化分析

與教育現場讀書會、2013 年童年研究的另一種注目—西方與中國大

陸的兒童論述系列演講），希望轉向孩童的文化研究面向。為了讓整

個研討會更聚焦，希望把焦點放在華人文化圈中，一方面希望能夠探

究不同地域的華人文化圈中孩童圖像與教育／照顧模式的差異與相

似之外，另一方面也希望可以與西方論述進行對話。 

西方學界對兒童文化的探討常常聚焦在孩童圖像的探討，孩童圖

像的面向很廣包括：(1)教育論述面向--在不同社會和文化脈絡中出

生、成長的兒童，也就承攜了不同社會文化中對兒童的想像和論述、

（2）道德論述面向--探究有關「好兒童」、「模範兒童」、「頑童」、「惡

童」等判準的社會規範和參照標準如何形成，並檢視其影響力、（3）

社福論述面向--探究貧窮、失業、隔代扶養、家暴、移民婚姻或不同

種族背景對於兒童生存的實際影響，以及社福論述或政策如何描述兒

童的處境和可能的對待方式、（4）大眾傳播論述面向--瞭解兒童使用

哪些媒體、如何被媒體影響、兒童詮釋媒體訊息的主動權可能為何、

（5）全球資本主義論述面向--探究兒童如何被商業體系設定為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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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兒童在消費市場上的選擇權和覺知等，以及瞭解第三世界貧

窮階級的孩子如何變成被剝削的童工，在工作條件惡劣的情況下為第

一世界的兒童提供便宜的玩具。至於這樣的論述是否適用於華人文化

圈的脈絡？以及在華人文化圈中又有哪些西方社會看不見的議題？

這些都是本研討會關注的焦點，進行方式包括以下幾種： 

 

(1) 靶子論文／焦點對談：主題為不被看見的孩童圖像，由中臺科

技大學的吳珍梅老師發表<不被看見的幼兒：攜子入監幼兒的

成長圖像>這篇論文，透過三位討論人(張盈堃、余安邦與曾凡

慈)提出不同的面向，擴展目前研究的視野。 

 

(2) 工作坊：針對繪本與性別越界、兒童影像的文化分析這兩個主

題，以實踐的取向探究兒童生活世界中的文化面向。 

 

(3) 論文發表：一共有四個場次，十四篇論文的發表。場次的主題

包括：兒童的道德與哲學圖像、台灣社會變遷與家園關係的探

究、華人社會的兒童教育圖像，以及台灣幼兒學習場域的歷史

探究。 

 

(4) 圓桌論壇：透過台灣學者與中國學者的對談，比較兩岸華人文

化圈中對於兒童教育／照顧議題的異與同。 

 

本研討會的舉行，預期效益包括：(1)搭建學者知識分享的互動

平台：讓推動幼兒教育的實務界工作者與理論界研究學者，有機會進

行社群交流、觀念分享與對話辯證。 (2)建構教育的討論平台：期望

透過此次學術研討會的舉辦，使學術界、實務界各專業領域之觀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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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彼此溝通瞭解。(3)培育新秀學人之多元學術涵養：經由此次的

學術研討會，協助國內年輕學子、研究生、新秀學人掌握學術觀點，

並和專家學者進行專業對話，培育多元的學術涵養。 

 
二、指導單位：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國立政治大學 

 
三、主辦單位：國立政治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

研究中心 

 

四、時間與地點：102 年 5 月 17 日（星期五）台北市指南路二段 64

號國立政治大學行政大樓七樓第一會議室與第二會議室 

 
五、百年幼教論壇籌備暨工作人員 

督導：湯志民院長 

 
籌備暨執行總召集人：張盈堃 

 
籌備委員：湯志民、倪鳴香、徐聯恩、馮朝霖、黃譯瑩、張盈堃 

 
工作人員：張盈堃、陳淑如、鄭宇博、曾舒萍、劉莙莙、田雅晴、洪

郁婷、林尚頤、盧宜芬、陳伃歆、阮雅潔、孫華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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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幼教論壇」學術研討會 

 

主主題題：：華華人人文文化化圈圈中中孩孩童童圖圖像像與與教教育育／／照照顧顧模模式式的的探探究究  

——與與西西方方論論述述的的對對話話  

 
 

 

08:30-08:50 報到 

08:50-09:00 【開幕典禮】主持人：湯志民院長 

 

 

 

09:00-10:10 

【靶子論文／焦點對談：不被看見的兒童圖像】 

主持人：倪鳴香 

不被看見的幼兒：攜子入監幼兒的成長圖像／吳珍梅 

討論人：張盈堃、余安邦、曾凡慈 

 
第 

一 

會 

議 

室 

 

10:10-10:30 
 

休息 

 
 

 

 

10:30-12:10 

【工作坊—繪本與性別越界 & 兒童影像的文化分析】： 

主持人：張盈堃 

主題一：繪本與性別越界 

報告人：阮雅潔(家事嘢)、孫華楣(阿寶找工作)、劉莙莙(小豆的

秘密) 

討論人：林以加 

 
主題二：兒童影像的文化分析 

報告人：阮雅潔(無國界童年)、鄭宇博(大竿林‧老礦眷)、曾舒

萍(因為四川大地震，所以來到了貴州，邂逅了小孩)、林宗彥(央

視兒少春節聯歡晚會遊記) 

討論人：李淑菁 

 

 

 
第 

一 

會 

議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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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13:20 

 
午餐 

午間精選記錄片：賀照緹導演的《記錄觀點 303》(2012 年公視出品) 

 

論文發表場次一：兒童的道德與哲學圖像 

主持人：馮朝霖 

今日兒童形貌：幼兒園教師對兒童之刻板印象調查／龔美娟、

王翠鳳 

兒童經驗書寫之探究：四位兒童的童年寫真／黃于庭  

弟子規經典教育的品德實踐—以台中弘明幼兒園為例／陳瑞

雪、林楚欣  

後兒童哲學、圖畫書與幼兒道德想像／徐永康 

 
第 

一 

會 

議 

室 

 

 

 

 

 

 

 

 

 

13:20-14:40 

論文發表場次二：台灣社會變遷與家園關係的探究 

主持人：倪鳴香 

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眼中的隔代教養家庭幼兒／李昭明、幸曼

玲、黃于庭、李碧玲、高宛蓉 

以生態系統理論探究新移民家庭的母職教育需求之研究／呂依

潔 

幼稚園品質論述中的兒童圖像／徐聯恩、洪郁婷 

 
第 

二 

會 

議 

室 

 

14:40-15:00 

 

 
休息 

 

 

 

 

 

15:00-16:20 

 

 

 

論文發表三：華人社會的兒童教育圖像 

主持人：王慧蘭 

中國大陸教科書中的兒童圖像—以人教版低年級語文為例／鄭

素華(中國學者) 

幼兒教育中的非語言傳播教學研究／李頌(中國學者) 

華人文化中的情緒教養／蔡佳穎、林可文 

華人文化圈下的臺灣幼兒書法書畫教育─與日本書道比較／陳

美螢 

 

 
第 

一 

會 

議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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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16:20 

論文發表場次四：台灣幼兒學習場域的歷史探究 

主持人：陳淑琦 

誰應該對幼童的成長與學習負責？台北市公設民營吉利托兒所

經營之個案研究／張雅婷、倪鳴香、翁麗芳 

成長兒童學園發展史(1983-1988) ／林思嫻、倪鳴香 

臺灣非營利幼兒園的發展初探／歐姿秀、陳淑琦、李淑惠 

 
第 

二 

會 

議 

室 

 

16:20-16:30 

 

 
休息與轉換場地 

 

 

16:30-17:50 

圓桌論壇：台灣學者與中國學者的對話 

主持人：張盈堃 

與談人：王慧蘭、林尚頤、王立天、張義東(台灣)  

鄭素華、李頌(中國) 

 

17:50-18:00 

 

 
閉幕座談 

主持人：倪鳴香、張盈堃 

 
第 

一 

會 

議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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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討論人/與談人以及論文發表人簡介 

 
按議程順序排列 

 

 
主持人： 

湯志民 /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院院長(開幕典禮) 

倪鳴香 / 國立政治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副教授(靶子論文場次、台灣

社會變遷與家園關係的探究場次與閉幕座談) 

張盈堃 / 國立政治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工作坊場次、圓桌論

壇場次與閉幕座談) 

馮朝霖 /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教授(兒童的道德與哲學圖像場次) 

王慧蘭 /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教學資源中心主任(華人社會的兒童教育

圖像場次) 

陳淑琦 /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副教授(台灣幼兒學習場域

的歷史探究場次) 

 

 
討論人及與談人： 

張盈堃 / 國立政治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副教授(靶子論文場次) 

余安邦 /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靶子論文場次) 

曾凡慈 / 輔仁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靶子論文場次) 

林以加 / 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秘書長(工作坊場次) 

李淑菁 /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助理教授(工作坊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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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慧蘭 /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教學資源中心主任(圓桌論壇場次) 

林尚頤 / 國立政治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研究生(圓桌論壇場次) 

王立天 / 銘傳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助理教授(圓桌論壇場次) 

張義東 / 德國馬堡菲利浦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圓桌論壇場次) 

鄭素華 / 浙江師範大學兒童文化研究院副教授(圓桌論壇場次) 

李  頌 / 上海市黃浦區思南路幼兒園教師(圓桌論壇場次) 

 

 
論文報告人： 

吳珍梅 / 中臺科技大學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系助理教授(靶子論文場

次) 

阮雅潔 / 國立政治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研究生(工作坊場次) 

孫華楣 / 國立政治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研究生(工作坊場次) 

劉莙莙 / 國立政治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研究生(工作坊場次) 

鄭宇博 / 國立政治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研究生(工作坊場次) 

曾舒萍 / 國立政治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研究生(工作坊場次) 

林宗彥 / 國立政治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研究生(工作坊場次) 

龔美娟 /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幼保系講師(兒童的道德與哲學圖像場

次) 

王翠鳳 /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幼保系講師(兒童的道德與哲學圖像場

次) 

黃于庭 /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教育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兒童的道德與

哲學圖像場次與台灣社會變遷與家園關係的探究場次) 

陳瑞雪 / 弘明幼兒園台中分校執行長(兒童的道德與哲學圖像場次) 

林楚欣 / 朝陽科技大學幼保系副教授(兒童的道德與哲學圖像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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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康 /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系博士生(兒童的道德與哲學圖像場次) 

李昭明 /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教育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台灣社會變遷

與家園關係的探究場次) 

幸曼玲 /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副教授(台灣社會變遷與家

園關係的探究場次) 

李碧玲 /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研究助理(台灣社會變遷與

家園關係的探究場次) 

高宛蓉 / 台北市興隆國小附設幼兒園教師(台灣社會變遷與家園關係

的探究場次) 

呂依潔 /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研究生(台灣社會變

遷與家園關係的探究場次) 

徐聯恩 / 國立政治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台灣社會變遷與家園

關係的探究場次) 

洪郁婷 / 國立政治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研究生(台灣社會變遷與家園

關係的探究場次) 

鄭素華 / 浙江師範大學兒童文化研究院副教授(華人社會的兒童教育

圖像場次) 

李  頌 / 上海市黃浦區思南路幼兒園教師(華人社會的兒童教育圖像

場次) 

蔡佳穎 /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碩士(華人社會的兒

童教育圖像場次) 

林可文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研究生(華人社會的

兒童教育圖像場次) 

陳美螢 /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所博士生(華人社會的兒童教育圖像場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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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雅婷 / 台北市明倫國小附設幼兒園代理教師(台灣幼兒學習場域的

歷史探究場次) 

倪鳴香 / 國立政治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台灣幼兒學習場域的

歷史探究場次) 

翁麗芳 /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教授(台灣幼兒學習

場域的歷史探究場次) 

林思嫻 / 國立政治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碩士(台灣幼兒學習場域的歷

史探究場次) 

歐姿秀 /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嬰幼兒保育系副教授(台灣幼兒學習

場域的歷史探究場次) 

陳淑琦 /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副教授(台灣幼兒學習場域

的歷史探究場次) 

李淑惠 / 樹德科技大學兒童與家庭服務系助理教授(台灣幼兒學習場

域的歷史探究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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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事規則與注意事項 

 

 

 
壹、議事規則 

發言時間分配及按鈴規則如下： 

 

一、靶子論文/焦點對談場次 

(一) 主持人致辭 5 分鐘。 

(二) 靶子論文發表 20 分鐘。 

(三) 討論人每人 10 分鐘。 

(四) 綜合討論 15 分鐘。 

 
二、工作坊場次 

(一) 主持人致辭 5 分鐘。 

(二) 每篇報告人 10 分鐘。 

(三) 討論人每人 10 分鐘。 

(四) 綜合討論 5 分鐘。 

 
三、論文發表場次 

(一) 主持人致辭 5 分鐘。 

(二) 論文宣讀：每篇 20 分鐘(四篇論文場次者，每篇論文 15 分鐘)。 

(三) 問題討論與論文發表人綜合答覆，共 1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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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圓桌論壇場次 

(一) 主持人致辭 5 分鐘。 

(二) 每位與談人 10 分鐘。 

(三) 主持人總結 5 分鐘。 

 
貳、按鈴規則 

一、論文宣讀及答覆：時間屆滿前兩分鐘按鈴一響，時間屆滿時按鈴

兩響，爾後每分鐘按鈴三響。 

二、自由發言：時間屆滿時按鈴兩響，爾後每半分鐘按鈴三響。 

 
參、發言規則： 

問題與討論時間之發言，請發言人先行告知服務單位及姓名。若無其

他人員發言時，方可再度請求發言。發言時請把握時間扼要發言。會

議時間截止時，未及時發言者，請改提書面意見，以便列入紀錄。 

 
肆、提醒事項： 

一、為避免影響會議進行，開會時請您將手機關機或關閉鈴聲。 

二、為遵守場地既有規定，請勿將食物、飲料帶入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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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被看見的幼兒— 

攜子入監幼兒的成長圖像 

 

吳珍梅 

 

研究目的：一直以來，入監執行的婦女（the incarcerated women）與她們

的孩子受我們政府及社會的關注極其少；然而她們卻是我們這個社會上最弱勢、

最受壓迫的一群「隱藏的家庭系統」（hidden family system）。由於大部分入

監執行的婦女非暴力犯罪，一半以上是煙毒犯與詐欺，因此對於刑期短的煙毒犯

婦女實施嚴格的入監執行，將其與子女分開，直接懲罰的是其年幼的孩子，無助

於婦女的矯正與復原；是以在全世界以及臺灣地區均以「攜子入監方案」（prison 

nursery programs）來降低親子分離造成的傷害與保障女收容人的親權。有鑑於

國內對攜子入監幼兒的生活與成長所知甚少，亟需進一步探究；以做為法務部、

社福單位提供攜子入監幼兒照護政策之參考。 

 

研究方法：本研究係以臺中女子監獄2011年底攜子入監的8名幼童為對象，

經過半年的參與式觀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探究監獄保育室（prison 

nursery）幼兒的成長圖像，包括其每日的生活空間、接受保育室值班媽媽的照

顧情形、與自己媽媽的相處、以及幼童同儕間的互動等。 

 

初步發現：（一）幼兒生活空間：在一個受限的保育室內集中管理，最常做

的活動是看影帶與缺乏想像力的玩耍；（二）照顧的品質：值班媽媽未受過育兒

的訓練，缺少對幼兒成長互動所需的正向回應能力；（三）親子的關係：未達成

同步與延續式的互動，但能與母親形成情感的依附；（四）幼童同儕互動：一歲

以上幼童有固定玩伴，傾向於以動作而非語言來表達需求，無法解決和同儕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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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 

 

全文撰稿構想：以質性論述的方式來撰寫參與式觀察的資料分析結果，並分

為「一天的保育室生活圖像」以及「幼童的成長圖像」兩大方向，逐一描繪這群

幼兒在監獄管理制度下的照顧與成長經驗。 

 

關鍵字:攜子入監方案、入監婦女、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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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計畫之背景與動機 

（一）監獄女性化與家庭系統的分裂 

一直以來，入監執行的婦女（the incarcerated women）與她

們的孩子是社會上最弱勢、最受壓迫的一群「隱藏的家庭系統」

（hidden family system）（Luke, 2002; Martin, Snow & Sullivan, 

2008）；從成長於高風險家庭、接受犯罪的汙名化、不足的教育訓練

到成年後的受虐、藥物成癮，均未得到政府及社會足夠的關注與支

援。在美國，女收容人是監獄收容人數成長最快速的一個族群，呈顯

出「監獄女性化」的現象。從1980年到2003年，女收容人的人數成

長了11.2％，相對於男收容人成長了6.1％，到2003年，已增至十萬

名以上，佔全美國收容人口的6.4％，每109名女性中有一人入監執行

（Harrison & Karberg, 2004）；其中75％入監婦女是母親（Schen, 

2005; Loper, 2006）。 

在台灣亦然，從1999年到2008年，女性新入監收容人數增加了

103.4%，年平均成長為10％，十年來由2,376人大幅增加為4,833人；

且多為煙毒犯入監（法務部，2008）。因為大部分女收容人在服刑前

正在照顧她們年幼的孩子（Glaze & Maruschak, 2008）；被迫與她

們的孩子分開，經歷了諸多情緒上的痛苦、親子關係改變、孩子探視

困難、工作-家庭衝突、貧窮的壓迫，經濟勞動力的取代等問題；對

孩子而言，這種創傷性的分離致使孩子日後出現偏差行為、情緒困

擾、學業失敗，甚至也涉入犯罪系統（Robertson, 2007）；而和父親

犯罪相比，有1/5以上的幼童因為受托於母親，更有機會目睹母親犯

罪以及現場被逮捕的景象，這些孩子並隨著照顧者與成長環境的改變

而產生壓力，每當入監探視母親時就要經歷一種矛盾的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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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biguous loss），伴隨著焦慮、憂鬱與創傷後症候群（Arditti, 

2005; Gordon, 2009; Schen, 2005; Simmons, 2000）。 

 
（二）司法與監獄管理制度不利於親職互動及幼兒成長 

檢視只佔全世界受刑人數 4%的女收容人，其主要來自於社會和

經濟上最弱勢的群體，她們大部分未完成高中的學歷，有一半曾遭受

生理虐待，1/3 遭受性虐待，72%以上吸食麻醉毒品，75%以上入監

時至少有一個 18 歲以下的孩子，70%是單親，甚至有 10%入監時已

懷孕，估計美國一年有 2,000 名嬰兒出生於監獄中（Glaze & 

Maruschak, 2008）。儘管憲法中保障入監婦女的生育和撫養孩子的

權利，但現行的司法制度常未能提供懷孕婦女足夠的產前護理，特別

是她們入監前即為酒精或藥物依賴者，也是愛滋病的高風險群，在忍

受訴訟過程中的高壓力與情緒失控中，產前護理與心理建設的不足，

對日後產出的嬰兒其整體發展影響極大（Houck & Loper, 2002; 

Hutchinson, Moore, Propper & Mariaskin, 2008; North, 2005） 

其次，法官常拒絕女收容人與她們剛出生或年幼的孩子居住在

一起，甚至社會福利制度也剝奪女收容人的監護權，將她們的犯罪行

為連結至不良的母親形象（Robertson, 2007）。而監獄現行的探視

制度往往不利於幼童與女收容人的接觸和互動，不僅是因為監獄所在

地常為交通不便利之處，照顧者在經濟窘困下很難定時帶孩子前往探

視，其它因素還包括監獄提供的探視時間短、環境吵雜、隔著玻璃的

限制等因素，即使過去研究均強調家人與孩子的固定探視對女收容人

的心理支持及釋放後的社會適應有積極正向的效果，因為司法制度的

不友善而剝奪親子間最重要的情感連結（Sharp, 2008; Tuerk & 

Loper, 2006）。再者，婦女被逮捕或在法院出庭時，有 1/5 的年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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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因無人照顧，直接目睹母親被銬上戒具的過程，其驚嚇的程度往往

為法官或警員所忽視，至於婦女臨時被捕拘留，孩子即刻托由親人照

顧的意願與品質，更非司法制度所考量（Hungerford, 1996）。是以

有關憲法保障年幼孩子被父母照顧的權利，似乎也被整個司法制度與

監獄管理政策所剝奪與懲罰。 

 
（三）攜子入監方案與親職教育提供幼兒成長的可能性 

對刑期短的煙毒犯婦女實施嚴格的入監執行，將其與子女分

開，失去工作，對整個家庭與社區到底可達矯正的效果，亦或僅止於

懲戒而未能真正協助婦女復原，有諸多研究進行論述辯證（陳祖輝，

2010；Alejos, Brett & Zermatten, 2005; Robertson, 2008）；但有

愈來愈多替代方案意圖降低親子分離造成的傷害，其中包括攜子入監

方案（prison nursery programs）（王玟升，2010；Parke & 

Clarke-Stewart, 2001; Shamai & Kochal, 2008）與社區型居住的

親職方案（community-based residential parenting programs）

（Cassidy et al., 2010; Hairston, Bates & Lawrence- Wills, 2003; 

National Institute of Corrections, 2002）。目前在全世界以及臺灣

女子監獄中提供女收容子女生活與成長的主要為「攜子入監方案」。 

攜子入監方案係於矯正機關提供嬰幼兒成長所需的保育室

（prison nursery），讓女收容人的年幼子女得以入監與母親共同生

活，這種監獄內的制度在全世界各國均有實施，美國目前亦有九個州

政府提供此照護服務（Byrne, Goshin & Joestl, 2010; The Women’s 

Prison Association, 2009）。肯定攜子入監執行者係立基於保障婦女

親權、親子依附建立與終止犯罪的代間循環等觀點（Byrne, Goshin, 

& Blanchard-Lewis, 2012; The Women’s Prison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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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追蹤婦女攜子入監的成效可減緩其累犯率 50％（Eloff & 

Moen, 2003），以及建立安全的親子依附關係，如 Byrne、Goshin

與 Joestl（2010）的研究發現，即使母親本身被評為不安全的依附

型態，因為監獄內安全規律的生活照護與密集的親子互動，仍有 75

％的攜子入監幼兒被評為安全依附者，幾乎與一般社區兩歲以下幼兒

的安全依附比率無差別；而安全依附乃為心理適應的健康指標

（Murray & Murray, 2010）。反對攜子入監執行者則從監獄管理的

觀點，擔心幼兒監獄化、缺少文化刺激有礙其發展、醫療品質不足罹

患疾病、女收容人欠缺育兒知能以及嬰幼兒易干擾其他收容人的作

息，造成管理困難（林鑫柔，2012；陳祖輝，2010；Adl, Dadkhah 

& Biglarian, 2007; Candelori & Dosso, 2007）。 

國內監獄行刑法第 10 條規定：「入監婦女請求攜帶子女者，得

准許之。但以未滿三歲者為限。前項子女滿三歲後，無相當之人受領，

又無法寄養者，得延期六個月，期滿後交付救濟所收留…」。換言之，

在考量女收容人的親情需求與基本人權下，法務部實施此項攜子入監

執行政策，然而這項政策雖然實施多年，受限於四千多位女收容人分

散於桃園、臺中和高雄女子監獄中，每一所女子監獄申請攜子入監的

人數不超過 20 名，至 2009 年底的統計資料，全台有 43 名攜子入監

執行的個案（法務部，2009），其相關的實施成效與困境一直未被檢

討與重視（陳祖輝，2010）。其次，國外實施攜子入監政策均納入親

子教養方案的配合（Cassidy et al., 2010; Gordon, 2009; Byrne, 

Goshin & Joestl, 2010），以提升其親職技能，以利於幼兒的發展與

女收容人更生後的家庭及社區適應。 

有鑑於台灣目前女收容人及其子女的生活情形一直未能有系統

地瞭解與注入資源，其中在監獄內生活的攜子入監個案更是隱藏未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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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庭系統，其幼兒亦為整個司法、社福與教育機構不被看見的幼兒

（the invisible children），關於攜子入監幼兒在受限制的監獄情境

下生活與成長的圖像為何？其與母親之間的互動品質與情感連結為

何？監獄保育室到底發揮了何種托育的功能？又面臨托育上哪些挑

戰與不足？其未來的目標與改進之道為何？這些攸關幼兒保育與發

展的成效極其重要、不容忽視。 

 
二、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本研究之目的有四： 

（一）探究女子監獄攜子入監保育室的定位； 

（二）探究女子監獄攜子入監保育室的功能； 

（三）探究女子監獄攜子入監保育室的挑戰； 

（四）探究女子監獄攜子入監保育室的未來目標。 

 

貳、文獻探討 

一、臺灣地區推行攜子入監政策的實施現況 

（一）臺灣地區女收容人的特性分析 

監獄矯正機關係為收容犯罪人或羈押刑事被告的場所，其目的在

抑制、改造、復健與矯正收容人的偏差行為，其管理制度則有「剝奪」

（deprivation）與「身分貶抑」（status degradation）的特質（林

鑫柔，2012）。國內法務部為因應女性犯罪人口激增，於民國84年、

87年與88年連續五年內成立「高雄女子監獄」、「臺中女子監獄」與

「桃園女子監獄」三所獨立的女子監獄；截至2010年底監禁人數為

4,721人，近五年平均人數為4,022人，為全國被監禁人數的8.3％（法

務部，2010）。在刑期方面，近五年來以六個月以下之短刑期所占比

例為46%-60%，其次六個月以上至3年為32%-47%，亦即三年內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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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佔全體女收容人口90％以上；在罪名方面，女性入監罪名的前三名

依序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43.7%）、詐欺（14.4%）、竊盜罪

（11.7%），相較於男性則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竊盜罪、公共危險

罪有些不同，且女性人口的毒品罪較男性高14.9％；再累犯比例方

面，女性為61.5%（男性為66.8%）；其中以毒品罪最高，達86%-96%；

在入監年齡方面，近五年女性新入監受刑人平均年齡近36歲，較男性

的38歲小2歲，各年齡層以20-40歲青壯年為主(約占70％) （法務部，

2011）。 

若進一步分析臺灣地區女收容人的犯罪特性，會發現女性犯罪類

型不同於男性，屬於無受傷害者的罪名（洪水林，2009），刑期較短、

受毒品控制高、犯罪年齡正處於家庭生活週期最需要女性人力的高峰

期；和美國（Glaze & Maruschak, 2008）、加拿大（Cunningham & 

Baker, 2004）、澳洲（Newman, Fowler & Cashin, 2011）、以色列

（Shamai & Kochal, 2008）女性犯罪人口統計分析結果相近。國內

李美枝（1997）以監禁於高雄女子監獄的女收容人為對象，施以價

值觀、內外控、求樂衝動性、攻擊性、自我概念、社會支持等現有問

卷量表，將之與遠離犯罪的女大學生比較，並對15位收容人進行深度

晤談。在量化資料方面顯示，女收容人的外控感較高，自我概念較差、

抽煙者多，但攻擊性、刺激需求、憂鬱情況並不比大學生強，意即女

性犯罪者多屬於低自尊的衝動特質，而非反社會型的攻擊者。在質化

資料顯示女性犯罪的動機係牽涉於情感的糾葛，亦即參與、頂替同居

人或丈夫的犯罪行為。因此如何在司法政策與監獄管理考量女性犯罪

人口的結構因素、心理需求與背景特質，達到監獄教化與復健的功

能，實有其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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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內攜子女入監服刑規定與作法 

我國監獄行刑法自民國36年施行以來，即規定得准許入監婦女攜

帶子女；另於羈押法第13條、20條與21條，規定入監婦女與其子女

均須自備飲食與日常必需品，若無法自備者則由監所補助。監獄行刑

法於民國34年制定之初，原規定隨母入監之子女以未滿1歲為限，後

於43年修法時基於「我國救濟事業尚未臻發達，對托兒育嬰設施未能

普遍，原定以1歲為限，在執行上頗感困難」，故放寬為3歲，以資救

濟（陳祖輝，2010）；近年法務部在考量國內托育環境較為成熟，著

手擬訂羈押法與監獄行刑法修正草案，希望對隨母入監的子女年齡，

擬下修為1 歲（王雅慧，2010）。換言之，法務部的攜子入監政策係

基於「救濟」、「恩准」的概念，暫時提供一種人道的做法，其基本精

神是期望被監禁婦女的子女由社福機構接手，而非將其子女的成長視

為女收容人矯正與教化計畫的一環。 

其次，現行矯正機關對於攜子女入監服刑之管理照護內容主要有

六大項：1.生活照護；2.親子相處；3.硬體設施；4.醫療照護；5.飲食

需要；6.幼教與親職教育課程。並於民國91年實施監獄行刑法施行細

則第13條規定「設置保育室，室內設有嬰兒床、學步車、軟質地板墊、

空調設備、安全玩具、幼兒教育器材、圖書、影音軟體等設備，使收

容人攜入之子女得有安全的成長環境，並能實施幼兒的啟發教育」（洪

水林，2009），聘請具保母證照之專業人士入監指導育兒方法。有

關三所女子監獄攜子入監執行之現況，可參照王玟升（2010）與林

鑫柔（2012）之整理，以及本研究者過去三年進行之臺中女子監獄

保育室的親職方案與參與式觀察（吳珍梅、程小蘋、鄭芳珠，2010；

吳珍梅、江侞砡，2012），基本上，可包括幾項重點：1.在飲食與醫

療上：奶粉自備，清寒者可由監所補助，副食品由監所提供稀飯，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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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生病時可接受兒科醫生的醫療，打預防針時則由母親銬上戒具陪同

至衛生所施打；2.在生活照護上：三所女子監獄幼兒的配房均分散安

置，週一至週五依照監獄的行程表，跟隨母親至工場作業區，週六或

週日有機會至宿舍外的空地活動一小時；3.在硬體設備上，三所監獄

均設置保育室，但只有臺中女子監獄將幼兒集中管理，由攜子入監媽

媽輪流值班照顧，另外兩所監獄則將幼兒跟隨媽媽至工場作業區的嬰

兒床內，由媽媽自行照顧，保育室內的空調只於酷暑中午開放一小

時，其他安全玩具與圖書均鎖於櫃子內，以避免疾病感染，幼兒最常

使用設備為播放影片；4.親職教育課程上：監獄內並無特別規劃親職

教育課程，而由內政部兒童局提供「矯正機關辦理幼兒照護服務實施

計畫」一年十萬元的經費，一年中上課時程約為3--6個月，合計36--72

小時。換言之，法務部的攜子入監政策係將幼兒集中或分散由母親自

行照顧，關於幼兒成長所需的空間及育兒品質，則未納入司法改革的

計劃內。 

 
（三）與其他國家實施現況之比較 

參考美國、德國、中國大陸、西班牙等國攜子入監的經驗，雖然

同一個國家內的做法仍有所異，但大體上可分為三種制度設計（陳祖

輝，2010；The Women’s Prison Association, 2009）：1.監獄內設立

托兒所，直接聘請專業保母照顧至18個月，白天母親正常於工場作

業，晚上則設置隔離區與子女同住；如美國9個州立監獄、西班牙

Aranjuez的家庭式監獄。2.針對低度監禁、罪刑安全度高、刑期較短

的女收容人可於白天返家探視，準備三餐、料理家務，於夜間幼兒睡

覺後返監執行；至於高度監禁的女收容人則與子女同住監獄內；如德

國Preungesheim女子監獄；3.監獄外成立托兒所，不允許攜子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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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如中國大陸河南省「太陽村」負責收容該省9 座監獄內受刑人3-18

歲的子女，並安排孩童免費在當地學校就學，其他生活所需費用則向

慈善機構募款。 

此外，美國於1901年即實施攜子入監政策的紐約Bedford Hills

監獄，因為實施多年，已成為其他8個州政府學習的範例，該監獄於

1990年推廣於那些不參與攜子入監計畫的母親致力於支持她們的親

子關係和連結，包括在探視時間的會客室設有特殊兒童區，提供女收

容人與子女閱讀和玩遊戲的獨立空間；在夏天的露營季節中，邀請女

收容人的子女夜宿當地的社區家庭，並與他們的母親在監獄中度過一

天（The Women’s Prison Association, 2009）。 

根據上述，得知國外實施攜子入監政策不僅是人道的立場，或是

母親權益的考量，似乎更從其子女的成長環境來建立配套措施，包括

在保育室提供專業的保母照護，規劃女收容人的親職教育，在監獄內

設置隔離區規劃親子同住，甚至結合監獄返家探視或與眷屬同住之外

役措施，來激勵女收容人假釋後之復原。相較於臺灣地區雖然比他國

更早實施攜子入監政策，但直至這幾年才因為女收容人數激增而受到

關注，但從國內幾篇初探性的研究，似乎支持者少，責難者眾，如王

玟升（2010）、王雅慧（2010）、林鑫柔（2012）分別訪談桃園女

子監獄與臺中女子監獄的管理員及女收容人，得至下列結論：1.從管

理員的觀點：女收容人以照顧幼兒作為逃避作業的藉口，增加監獄管

理員的壓力；2.從其他收容人的觀點：與攜子入監女收容人及子女同

住，會打擾生活的安寧，且提供其相關優惠和寬容待遇，亦導致其他

收容人的不公平感；3.從攜子入監收容人的觀點：因為其他收容人之

過分參與而干擾管教的原則；4.從幼兒發展的觀點：剝奪了幼兒安全

的學習與成長空間，且易受監獄化及次級文化的影響，不利於未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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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是以，國內攜子入監政策已立法實施66年，但在對照各國積極推

動攜子入監的方案內容，似乎有必要更明確檢視女子監獄所保育室的

設計與提供的托育環境，是否真正達到應有的托育指標與支持女收容

人育兒的考量，此乃本研究欲探究之面向一。 

 
二、婦女入監與攜子入監方案的相關議題 

（一）婦女入監對子女產生的衝擊與影響 

在美國，女收容人的未成年子女人數約有170萬，佔18歲以下人

口的2.3%，這群女收容人主要年齡為25-34歲，有40％入監前係為其

未成年子女的主要且唯一的照顧者（Glaze, & Maruschak, 2008）。

在臺灣，法務部與政府社政部門未成立一專責單位關切照顧這群兒

童，故未進行女收容人子女人口特性的統計分析，真確數字亦無從得

知，但以近五年女收容人入監的平均數4千人為單位，再根據嘉義大

學家庭教育研究所2003年以高雄女子監獄的抽樣調查，顯示女收容

人中有70.9％擔任母職，平均生育2.2名未成年子女（王瑞婉，2006）；

初步推估臺灣地區至少有6,000名以上未成年子女的母親入監執行。

這些子女被研究學者稱之為「看不見的受害者」（invisible victims）

（Cunningham & Baker, 2004），不僅僅是因為他們的人數少，還

因為他們在母親被逮捕、審判、入監、探視的整個過程中，有關他們

成長所需的醫療、教育、心理、社會、經濟等需求完全被漠視與剝奪

（Gordon, 2009）。 

Cunningham與Baker（2004）以加拿大Ontario省立監獄的女

收容人為對象，分析其子女的背景資料，發現女收容人入監執行時其

子女的平均年齡為8歲，有一半是6歲以下，78％有其他手足，當母

親入監時，一半以上被迫與其手足分離。因為和母親突然分離，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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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照顧系統被中斷、搬家轉學等變化，在驚嚇中只能安置於時間上方

便，但不一定適合的親人或寄養機構中，導致他們之後的適應不佳；

而受委託的親人也常是在非自願的情況下接手的，他們自己都需要調

適，影響了之後與孩子母親之間的關係互動；基於監護權的考量以及

擔心孩子的羞恥感，照顧者避免與社福機構接觸，間接也失去孩子可

能接受的資源與支持照顧（ Hayward & DePanfilis, 2007; 

Hungerford,1996）。 

若進一步觀察婦女入監對子女產生的衝擊與影響，在情緒問題

上，包括作惡夢、恐懼、沮喪、憤怒、羞愧、罪惡感、孤立和迷惑，

因為他們並不能理解發生的事情，也沒有人對他們解釋（Myers, 

Smarsh, Amlund-Hagen & Kennon, 1999）；在生理健康方面，營養

不足與一些過敏性、免疫系統方面的疾病常侵襲這些孩子，例如哮

喘，濕疹，頭皮癬和一系列的神經性疾病（Gordon, 2009）；在照顧

品質上，因為平均11名子女中只有1名出生後未更換照顧者，所以在

不安定的托育環境中，孩子可能經歷虐待、疏忽、暴力、貧窮、高犯

罪率等危險（National Institute of Corrections , 2002）；在行為適應

上，常出現賴床、退化、抗拒、曠課、攻擊，乃至於逃家、吸毒、違

法等可能導致代間犯罪循環的行為，並隨著年齡增長而日益明顯

（Hangan, 1996）；甚至到了青少年之後，問題亦趨複雜，因為母親

長期不在或再累犯進出監獄中，子女亦會以自我為中心，合理化犯罪

的思想，在缺乏足夠的社會生存技能，必須依賴他人提供生活所需，

他們只好離開家庭與社區，加入犯罪的行列（Dallaire, 2007）。很

難想像，這群在年幼即被迫與母親分離的孩子，在監獄所欲提供的教

化與矯正功能尚未發揮功能之前，似乎就隨著婦女入監人數的急遽上

升，彰顯其懲罰下一代的具體事證了；這似乎也再次呼籲司法制度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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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獄管理政策很難規避對婦女入監其子女照護與權益的相關考量。 

 
（二）女收容人與其子女的情感連結 

依附理論的學者提出母親入監對孩子的負向發展最能說明母子

情感連結的重要性（Byrne, Goshin & Joestl, 2010; Cassidy et al., 

2010; Murray &Murray, 2010），「情感依附」乃幼兒於出生六個月

後即與照顧者逐漸形成的情感互動，影響其日後與自我及他人之間建

立關係互動，可分為下列互動類型：安全依附（secure attachment）；

不安全依附（insecure attachment）、解離型依附（disorganized 

attachment）等，解離型依附為父母入監等高風險家庭中常出現的

親子互動方式（Makariev & Shaver, 2010）。 

Murray與Murray（2010）建構了一個發展模式來解釋母親入監

導致孩子病態行為的關聯性，其中介歷程乃是母子間「不安全的焦慮

依附」與「母親入監的分離」所造成的創傷以及經濟問題等交互作用

所致。Murray與Farrington（2005）以411名英國出生的男性與其

父母為對象，探究父母入監、父母一方死亡、父母分居、父母於其出

生前即已入監、以及未經歷與父母分離的五組男性其8-11歲時的虞犯

行為，研究結果顯示父母於孩子10歲以前入監者其反社會虞犯行為均

顯著高於其他四組。Poehlmann（2005）以54名2.5-7.5歲其母入監

的兒童為對象，研究與母親的依附關係，發現63%的兒童均發展出不

安全的情感依附。 Shlafer與Poehlmann（2010）以57個家庭中4-15

歲母親入監的兒童及其照顧者為研究對象，在六個月內每個月拜訪照

顧者、兒童與其入監的母親，發現那些常去探視母親，與母親保持連

結者，其對母親的感受相對正向、其問題行為相對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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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攜子入監方案的成效與挑戰 

對於要將孩子從入監母親的身邊帶走亦或跟隨母親入監的決

定，不是一個對錯好壞的選擇，即使如此，孩子仍可以在這樣一個艱

困的情境中盡可能得到好的照顧品質。根據聯合國1989年制定的《兒

童權利公約》（Women in Prison Project Group, 2007），各國均

需遵守對於尊重、保護、滿足兒童權利的承諾，並建立具保護性的立

法架構與環境，但事實顯示仍有許多兒童未能享有其基本的權利，而

身陷於虐待、暴力與歧視的痛苦深淵，母親被監禁以及隨母親入監的

兒童即為其中的一部分。Alejos、Brett與Zermatten（2005）指出

一個品質良好的攜子入監環境應具備下列指標：1.在環境設備上，監

方應提供獨立式、乾淨安全且對母親與幼兒友善的環境空間；2.在飲

食營養上，監方應規劃具保障的財政資源，額外提供孕婦與幼兒均衡

的飲食；3.在健康醫療上，監方應設置合格的專任醫師；4.在職業技

能上，允許入監婦女參與教育、體能或是可增加收入的活動。 

若進一步分析其他國家實施攜子入監方案的成效與挑戰，相關之

研究如下。Eloff與Moen（2003）以南非首都的Pretoria監獄為例，

該監獄照護了386名5歲以下隨母親入監的幼兒。透過個別訪談、觀

察、田野調查及Marschak的互動方法來研究4對親子間的互動模式發

現：1.監獄環境中充滿限制性的體驗；2.親子間未產生排他性的情感

依附，有2名幼兒與其他女收容人產生情感連結；3.母親對某些狀況

的忽略讓幼兒倍感壓力；4.缺乏富有想像力的遊戲。換言之，女收容

人欠缺親職教養的技巧與情感依附的能力，但本研究檢視於該監獄中

累犯的女收容人資料，發現過去五年有18%重回獄中，而攜子入監的

女收容人只有8%—9%。 

Byrne、Goshin與Joestl（2010）以美國紐約Bedford Hills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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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30名攜子入監的親子依附連結為例，將參與者分為隨母入監一年以

下與一年以上的兩個幼兒群，對幼兒施以「陌生人情境量表」 

（Strange Situation Procedure），檢視幼兒與自己母親的情感依

附情形，對母親則施以「成人依附訪談」（The Adult Attachment 

Interview），檢視母親小時候與自己親人形成的情感依附；研究結

果顯示隨母入監一年以下的幼兒有43％為安全型情感依附，隨母入監

一年以上的幼兒有75％為安全型情感依附，但整體而言的安全型依附

為60％，與一般正常社區兩歲以下幼兒的安全依附比率無差別。 

Candelori與Dosso（2007）以義大利一所未具名的女子監獄為

研究對象，以每週一次、每次60分鐘、持續一年半的時間，參與式觀

察一對22歲、單身、因毒品罪入監的女收容人，於監獄中生下第一個

孩子，記錄其親子互動，並特別分析幼兒的睡眠與飲食習慣；長期觀

察下來，發現這對母子並未形成良好正向的親子連結，由於母親欠缺

親職技巧，無法給予孩子積極的情感回應，幼兒各項發展均落後；

Adl、Dadkhah與Biglarian（2007）以伊朗Tehran監獄33名攜子入

監的幼兒為對象，發現這群幼兒有嚴重的傳染疾病、跌倒瘀青、嘴唇

破裂傷口以及手腳骨折，以社會適應量表施測結果其社交能力不足、

認知發展落後。 

根據上述，得知攜子入監方案能有效建立女收容人親子之間的情

感依附，培育正向安全依附的幼兒，協助女收容人的心理重建與復原

之路；但另一方面，此方案仍須面對女收容人親子教養能力不足以及

監獄情境不利於幼兒成長的挑戰。是以，如何進一步觀察國內攜子入

監親子互動的經驗與品質，作為日後女收容人的親職教養與幼兒托育

改進政策之參考，此乃本研究欲探究之面向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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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觀察情境 

本研究係為執行內政部兒童局之「矯正機關辦理幼兒照護服務實

施計畫」，於 100 年 6 月至 12 月期間，由研究者於每週五上午進入

臺中女子監獄保育室，進行攜子入監幼兒在保育室生活之觀察；總計

蒐集 72 小時的田野觀察。 

臺中女子監獄設置的育兒室約有 10 坪大小，鋪設木質地板，裡

面擺放 5 張嬰兒床，置物櫃裡有幼兒的繪本和玩具，因為擔心幼兒破

壞、搶奪爭吵以及腸病毒感染，大部分時間不開放。平常幼兒在保育

室的作息是配合母親的工作時間，當母親至隔壁的工廠工作時，幼兒

便會帶至保育室，由兩位值班媽媽照顧，每位媽媽值班時間以一週為

單位；非值班的母親會在上午 9 點多進入保育室幫自已的幼兒洗澡、

個別餵奶後便回工廠工作；11 點 30 分再進入保育室餵幼兒吃稀飯，

其餘時間遇到孩子哭鬧無法安撫時，才由值班媽媽通知進入個別安

撫。 

 
二、研究對象 

研究者於 100 年 6 月即進入觀察情境，經過 3 個月的關係建立

後，9 月份經過監所函文同意錄音以及每一名女收容人的口頭同意，

總計半年內接觸的攜子入監幼兒有 8 名。這 8 名幼兒於不同時間進出

保育室，總計年齡介於 6 個月至 3 歲 2 個月之間，4 名女童，4 名男

童。其次，跟隨母親入監服刑的年紀從最小的在監獄出生至最大的 2

歲 1 個月，在監期間由最短的 2 個月至最長的 3 年，這 8 名幼兒均

為家中最年幼者，a 為家中唯一幼兒，其餘有 2 至 5 名兄姐，母親年

齡為 29--41 歲之間，入監原因主要為煙毒犯，另有 1 名詐欺和 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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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駕，有 6 名刑期為 5 年以下的短期犯，另有 1 名超過 10 年、1 名

超過 20 年，服刑期限由 4 個月至 20 年 6 個月。其相關資料整理於

下表 1。 
表 1  攜子入監個案親子基本資料表 

親子編號 A & a B & b C & c D&d E&e F&f G&g H&h 

幼兒性別 女 女 女 男 男 女 男 男 

幼兒生日 2008/10 2008/10 2009/1 2010/6 2011/2 2010/12 2009/10 2011/6 

幼兒年齡 3y2m 3y2m 2y11m 1y1m 10m 1y 2y2m 6m 

入監年紀 2m 1y 2y1m 0m 5m 8m 2y 3m 

入監原因 無人照料 無人照料 無人照料 無人照料 無人照料 無人照料 無人照料 無人照料 

在監期間 36m 25m 10m 13m 5m 4m 2m 3m 

出生序/子女數 1/1 5/5 3/3 4/4 3/3 2/2 6/6 5/5 

母親年齡 40y 34y 31y 34y 38y 29y 40y 41y 

入監原因 吸毒 吸毒 販毒 吸毒 詐欺 搶奪毒品 販毒 酒駕 

母親刑期 3y9m 4y1m 11y 2y2m 3y6m 2y8m 20y6m 4m 

父親背景 在監服刑 在監服刑 在監服刑 在監服刑 在監服刑 在監服刑 在監服刑 未入監 

統計至 2011 年 12 月 12 日 

 

三、資料蒐集 

本研究採取參與式觀察法（participant observation），由研究者

進入保育室內，提供自備的繪本、玩具、拼圖，和幼兒一起遊戲，作

為一個互動的媒介，自然地觀察幼兒在保育室內的生活與成長情形，

前三個月的資料取得以觀察紀錄為主，後三個月並伴隨錄音逐字稿，

研究者身處其中透過錄音、做筆記以及非正式訪談來蒐集資料，本研

究將所有的觀察紀錄、觀察省思以及錄音對話內容進行整理。 

本研究的觀察者係由第二位研究者擔任，在資料蒐集的過程

中，研究者所擔任的觀察者身分從一個完全未參與的「觀察者」

（observer）依資料的蒐集逐漸進展為「觀察者即為參與者」

（observer as participant），以及「參與者即為觀察者」（particip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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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observer），而研究者的角色也由一個單純的圈外人成為她們所

企盼出現、會帶好玩的玩具、和她們一起遊戲互動的一份子。 

研究者在經歷半年的參與觀察中，會經驗到角色間衝突與掙扎的

時刻，在一次觀察中看到一名幼兒因為受到值班媽媽不當的懲罰，被

關在嬰兒床中，觀察者的札記中記錄下自己的心情：「f 童一開始是一

直哭，可是值班媽媽 C 的回應的態度很不耐煩，f 一下啜泣一下大哭，

但沒人理她，我心裡想安撫她，但覺得不能去干涉，心裡很掙扎」（觀

察省思：100 年 11 月 17 日）。觀察者省思這種衝突一方面是觀察者

的立場，如果介入會影響媽媽對觀察者的態度，破壞之後的研究關係

與資料的蒐集，但卻不那麼可以保護到這些幼兒。是以如何藉由這份

研究報導保育室內幼兒的生活與經驗，以得到更多的重視與關懷，最

終目的在改善這群幼兒的托育品質。 

 
四、資料分析 

本研究資料分析先將觀察紀錄、觀察省思以及錄音對話逐字稿等

資料紀錄分段落單元後轉為分析文本，接著反覆閱讀文本內容，在對

文本內容有清楚完整理解後，採開放性編碼（open coding），將每一

句對話中能回應研究問題者予以劃記、編碼與摘要，並寫下該文本的

重要意義；分析過程由下而上，逐步分類歸納，發展出意義單元、概

念、類別的分析結構。最後為保留研究過程中的完整性與脈絡性，歸

納出保育室的定位、功能、挑戰與未來目標為編碼主題，並將文本中

各個小編碼群來回進行綜合歸類。 

本研究譯碼（code）分為「觀察紀錄」與「觀察省思」兩種，前

者係以現場的紀錄、事後立即整理以及錄音內容為主，後者則以觀察

者自我省思以及與研究群的討論省思為主，在每一句譯碼的代號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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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明「觀察紀錄」或「觀察省思」，之後的數字則取觀察次數與重要

句編碼流水號，是以「觀察紀錄 05-09」係指第五次參與觀察時的觀

察紀錄文本中第 9 句重要句編碼。 

在資料分析過程中，兩位研究者對分析之編碼務求達成共識，先

形成編碼手冊後，將一份分析完成的文本意義單元進行一致性評分，

達成信度.85後，再分開獨立分析，但每一份文本分析後仍進行討論，

持續至本文報告撰寫完成。 

 
肆、研究結果 

根據本研究所欲探究的四個研究目的：攜子入監保育室的定位、

功能、挑戰與未來，進一步呈現相關的研究結果。 

 
一、攜子入監保育室的定位：一個暫時安置的空間亦或生命早期中的

另一個家？ 

對成年犯罪者而言，監獄矯正機關很明確是一個被監禁的收容場

所，藉由服刑來抑制或矯正偏差行為；在管理上則剝奪行動上的自

由，同時接受身分被貶抑的狀態。但是對隨著母親一起入監收容的幼

兒而言，在監獄的保育室內度過生命早期的前三年，保育室對他們而

言，會是一個什麼樣的成長圖像？一個被監禁的城牆？一個被迫安置

的選擇？亦或一個可以和母親一起生活的家？ 

若從本研究期間所參與觀察的 8 名幼兒，其入監年齡從直接在監

獄中出生至六個月內者有 4 名，六個月以上者有 1 名，一歲以上者有

3 名，其離監年齡除了幼童 g 因母親酒駕刑期較短，三個月後離監，

其餘幼兒入監收容期間至少一年，兩年至三年者有幼童 a、c、e、f

等 4 名（請參見表一）。當初考量入監收容均為無其他家人可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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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未決定出養或安置於社會局，所以就先跟隨母親，但這也不是一個

就此穩定的安排，其間還是會隨著其他考量而變動。例如輪值女收容

人 I 提到保育室內幼兒其實面臨了隨成人計畫而改變的新安置，包括

了她自己的孩子當初離開時也不是在預期計畫中的： 

「幼兒 b 在十月時，就滿三歲，要讓社會局帶去；幼兒 c 的媽媽，現在已申請讓

社會局帶去，幼兒 d 的媽媽想辦出養，現在就在等爸爸或阿嬤；幼兒 e 要申請調

至高雄監獄，因為他們家在南部，家人來看太遠了，……，去年這裡全部的小朋

友都得到腸病毒，我的孩子就是這樣才把他送出去的，他是 8 月 14 日被帶回去

的」（觀察紀錄 05-09）。 
 

而幼兒又是如何來接受這些改變和安置？幼童 b被告知要去買餅

乾，就跟著帶他的人走了，我們無從得知幼兒的心理感受，也無人可

以協助追蹤與瞭解；但 b 的媽媽在遇到觀察者時，描述了她的心情： 

「今天走出保育室，在工廠作業的 B 主動走過來和我打招呼，她泛著淚光向我

敘述 b 童已經被帶走了，我詢問她：『什麼時候被帶走的？』她回答說 21 號，

我再次詢問：「她有沒有哭呢？」她說沒有，她們跟 b 童說要帶她去買餅乾，她

就跟著去了，但 B 告訴我，是她哭很久，而且睡到半夜會驚醒想找 b」（觀察紀

錄 21-01） 
 

面對這些安置的改變以及隨時可能接收新加入的幼兒，保育室處

於一種忙碌與混亂的狀態。首先是一歲以下的嬰兒和兩歲以上的幼兒

同時在一個空間活動，值班媽媽需要花時間照顧較小的嬰兒；其次是

值班媽媽通常未受訓練就直接參與保育工作： 

「保育室內有 3 個嬰兒，3 個兩歲以上的幼兒，值班媽媽要花很多時間照顧小嬰

兒，雖然有新生進入，但新的值班媽媽未受任何保育訓練或清楚被告知值班事

項，直接投入保育，這幾次平均兩週就進來一個新幼兒，幼兒和媽媽都處於適應

階段，保育室像是一個放置嬰幼兒、方便集中照顧與餵食的地方，並沒有規劃活

動來進行」（觀察省思 07-24）。 
 

觀察者所言的保育室未規劃保育活動，像是一個集中安置嬰幼兒

的空間，可進一步從保育室一天的行程安排有所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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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進入保育室，感覺一片混亂，早上 9 點多媽媽們帶幼兒去洗澡，有的自己也

洗澡，順便洗衣服…；完成後再餵奶就到外面工廠；10 點多，值班媽媽忙著打

掃、整理採購的物品、聊天交談，而主動和孩子接觸交談、陪伴遊玩的時間很少。

11 點 10 分，飯菜送進來，11：30 外面工廠的媽媽會進來餵孩子吃稀飯，12 點

以前要餵好」（觀察紀錄 11-01）。 
「下午吃完飯就睡午覺，通常睡到 3 點半，一直待到 4 點吃完晚飯，媽媽收工後

到樓上，然後晚上 9 點睡覺，這段時間是一間房舍一個小孩」（觀察紀錄 15-42）。 
 

若從女收容人的角度來描述保育室，A 的形容是被關了三年，所

接觸的東西非常固定有限，他們需要新的刺激和學習： 

「她在保育室已經關不住了！這裡沒有什麼，每天都一樣，影片都一樣，她在這

關三年啊，她需要到外面去學習，去接受刺激」（觀察紀錄 14-25） 
 

另外在第一次親職教育上課的教室現場，幾位媽媽也形容她們對

保育室的看法： 

「保育室一個女收容人約帶 2~3 個小孩。」（值班媽媽 B）；「保育室內的孩子很

愛哭，也容易搶東西或咬人，一搶到東西就會跑。」（值班媽媽 C）；「保育室內，

一個孩子哭，接著全部都會哭，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曾經泡個牛奶，一轉頭兩

個孩子就互咬起來了。」（值班媽媽 D）；「現在孩子少，但是保育室的孩子還是

一樣吵、哭或搶東西…. 。」（值班媽媽 C）（觀察紀錄 01-09） 
 

這群幼兒隨著母親入監，週一到週五進入保育室，被安置在一個

十坪大的空間裡，中間除了洗澡和上大號需要使用外面的廁所，可以

暫時離開保育室，其他九個小時都身處其中，和值班媽媽、自己的媽

媽以及其他幼兒相處在一起，在未被規劃的教保活動中，他們又經歷

了哪些和這個年齡層中相同或特別的事情，成為他們成長中的一部

分？ 

 

1.保育室中的用餐時間 

「餐車來了是保育室一件大事，大家開始手忙腳亂打菜，過程有一些混亂，因為

不是先招呼好幼兒洗手、坐好，形成一種用餐的氣氛，而是大人小孩一起急，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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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間開始威脅、制止」（觀察省思 13-66） 
「幼兒跟著媽媽們也很喜歡吃泡麵，這一餐能順利吃完就會獲得泡麵的鼓勵，觀

察者對 c 童：「ㄏㄡˋ！吃完了喔！」c 童：「吃完了！媽媽我吃完！」C：「ㄡˋ！

好棒喔！好！ㄤㄋㄟ尬ㄒㄧㄡˋ你。」［這樣我才會疼你］E：「過來！吃完了！」

c 童：「媽媽我要吃泡麵！」C：「好好，我泡」（觀察紀錄 13-71） 
 

2.保育室中和友伴遊戲、爭吵和一起洗澡 

「c 童大叫著，和 a 童搶積木。C：『一起玩，一起玩』。c 繼續啊..啊..的尖叫。C：

『甭這樣ㄍㄧ～甭這樣ㄍㄧ』（台語）［不要這樣叫］c 不理。C：『我要去洗澡，

無～你嘜去』［我要去洗澡，不然，你不要去］c：『不要，不要』！C 對 a：『a
來，你來這裡，a 來，等一下去洗澡，不要讓她去』。C 對 c：『壞壞哦！』觀察

者：『洗澡一起去喔！』C：『他們兩個都喜歡一起洗啦！』觀察者：『哪兩個？』

C：『彎家那兩個，愛彎佇愛作伙』［吵架那兩個，喜歡吵又在一起］」（觀察紀錄

11-08） 
 

3. 保育室中對小嬰兒的分享與照顧 

「a：『跟我玩好不好？』E：『好！』E 對 a：『你跟他（e）玩好不好？啊！我等

一下去上廁所，就讓你帶他了好不好？』 a：『好。你把他抱過來坐這裡』E：『喔，

好！』（e 坐在 a 的旁邊）E：『啊！你要看好喔！好不好？ 就交給你了， 好不

好？』a：『弟弟要過來這邊，他會倒下去』E：『不然這個小妹妹（f）會壓他，

知不知道？』a：『嗯』」（觀察紀錄 12-10） 
 

4. 保育室中與媽媽的親密感 

「a 童：『我的媽媽咧？』觀察者：『你的媽媽在曬衣服啊！你看，沒有騙你啦！』 
b 童：『我的媽媽咧？』觀察者：『你的媽媽去外面工作，今天要工作。』a 童去

打開窗戶：『媽媽！我要！我要進來幫你晒衣服，媽媽！我幫你晒衣服。』A：『好

了啦，我好了啦！』（觀察對話 14-05） 
 

5. 保育室中值班媽媽的照顧 

「A 把唱跳 VCD 改成輕音樂，讓幼兒可以入睡，同時躺在 a 和 c 的中間，拍打

著 c 睡覺，直到觀察者離開前已經拍打了 20 分鐘以上，這時 e 又大聲哭叫，A
決定先哄 c 睡覺再去哄 e，而 F 則是哄 f 睡覺」（觀察紀錄 14-35） 
 

根據上述，本研究觀察意圖呈現了攜子入監保育室的定位，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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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可以協助照料的困境下，女收容人帶著幼兒一起入監收容，接受被

監禁限制的成長空間與環境；保育室提供了幼兒大部分的生活與活動

情境，雖處於無結構性的混亂與可能變動的安置決定下，幼兒被安排

與自己的媽媽在一起、接受值班媽媽的照顧，以及和同儕幼兒相處互

動，這對幼兒早年的生活經驗，似乎形成了另一種對「家」的圖像：

一份穩定的親子情感連結、系統中可替代性的照顧支持者、固定的遊

戲與競爭友伴、熟悉的生活空間等，於是，本研究想進一步探討，保

育室還發揮了什麼有助於幼兒成長的功能，以及其所面臨的挑戰。 

 
二、攜子入監保育室的圖像：幼兒成長面向中的情感依附與同儕互動 

幼兒在監獄中主要的生活空間以週一到週五白天的保育室以及

週間晚上和週末的房舍兩個地方為主。一間房舍安排一名幼兒，以維

持房舍的安寧，媽媽們也會在房舍對幼兒有較多的干預，以避免吵到

其他同學，如同剛入監的媽媽需要和幼兒先在新收房兩個月適應環境

後，才能下到工廠和保育室內，這時的媽媽會整天抱著幼兒，避免孩

子哭鬧；但保育室的性質和氛圍就與房舍很不一樣，它集中了監所內

所有攜子入監的幼兒，提供幼兒在其間用餐、午休、遊戲和活動，是

整個監所中唯一屬於幼兒的獨立場域。從參與觀察中，本研究看到了

保育室的生活圖像，提供幼兒成長過程中「情感依附」與「同儕互動」

兩個重要元素。 

 

(一)幼兒成長面向中的情感依附 

1. 幼兒與自己母親的情感依附 

在整個研究觀察期間，共計觀察八名幼兒，每一名幼兒入監年齡

與留在保育室內的生活時間長短不一，親子間的互動模式亦有所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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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觀察下來，每一名幼兒均呈現出與媽媽之間的情感依附。有的幼

兒對媽媽的情感依附表現在看不到媽媽時大哭，一看到媽媽立刻不哭

了，如下述八個月大的 e 童已進到保育室兩個月了，還是天天哭，但

媽媽走進保育室一抱起來就馬上停止。  

「e 童從剛才哭到現在用吼的，值班媽媽 B 拿出背巾問：『這買按怎ㄞ？』（台語）

［這要怎麼背］e 童繼續哭吼，值班媽媽 C 則跟著其聲調哭吼，值班媽媽 B 跟 e
童說：『你麥擱哭喔！』這時 E 走進保育室，抱起 e 童，她一抱起 e 童，他立即

不哭，E 對 e 童說：『好了，不哭了』，觀察者在旁：『哇！水店起。』」［哇！馬

上停止］（觀察紀錄 14-33） 
 

有的幼兒擔心媽媽離開她，或是當媽媽一離開時即哭著追出去，

如下述兩歲多的 a 童與 c 童。 

「a 童：『媽媽你要去哪？』A：『沒有啦，沒有要出去，坐在這看你玩。』a 童：

『媽媽你要跟我玩哦！』」（觀察紀錄 12-24） 
「C 剛剛離開保育室一下，c 童哭著要追過去，最後停在窗戶旁哭，值班媽媽 B
對 c 童說：『來啦，你媽等一下就來啊！』觀察者也對 c 童邀請：『來，來玩玩具，

快點來』，過一會兒 C 回來保育室，b 童對 c 童：『你媽媽回來了啦！』」（觀察紀

錄 11-31） 
 

有的幼兒被玩具打到時，會拒絕其他照顧者接近，只接受媽媽的

安慰和擁抱，如下述的 g 童被 c 童打到時，轉向找媽媽。 

「c 童推倒了大積木，剛好打到 g 童，值班媽媽 B 走向 g 童說：『啊！死呀！足

痛耶！來傢呼呼』（台語）［喔，慘了，很痛，來這裡敷敷］，g 童跑開，哭著去

找 G：『媽媽！媽媽！』G：『好啦！惜啦！惜惜！』」（觀察紀錄 16-02） 
 

幼兒除了在保育室內和自己的媽媽建立情感依附之外，其他值班

媽媽也會鼓勵媽媽和幼兒建立親子關係，透過餵母奶，來滿足幼兒的

需求，例如 G、E 和 F 看到 H 只泡牛奶時，都勸 H 要給 h 童喝母奶，

不要讓孩子餓著了；A 和 C 在 e 童剛進保育室適應時，也希望 E 不

要只顧在工廠工作，要多進來保育室餵奶讓孩子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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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叫著：『燒ㄉㄟˊ呀沒來ㄏㄡ？』（台語）［熱水還沒來嗎？］F：『你ㄍㄚㄋ

ㄚ整天都燒ㄉㄟˊ燒ㄉㄟˊ。』［你只會整天都熱水熱水］H：『啊都咧餓呀！』

［就餓了啊］G：『啊你ㄇㄛˊ奶ㄏㄡ伊呷喔？你有奶ㄇㄛ？』［啊你沒有母奶給

他吸喔？你有母奶嗎？］H：『啊豆ㄨ啦！』［還有啦］G：『啊ㄨ你都先ㄏㄡ束啊！』

［啊有你就先給他吸啊］H：『我都是ㄇㄨㄞˋㄏㄡ伊黏到。』［我就是不要給他

黏住］」（觀察紀錄 17-23） 
「e 童一直哭，A 對著 e 童說：「你媽就顧做工作，奇怪呢就麥做，就好啊！」［

你媽媽只顧著做工作，很奇怪，就不要做就好了！］A 對著 e 童繼續說：「不要

哭啦，可憐喔」C：「叫他麥做啊，衝塞？」［叫她不要做啊，為什麼要做？］A：

「她可能和人工家ㄟ啦！」［她可能和別人一起合作！］（觀察紀錄 11-39） 
 

而 A 是讓孩子從一出生就開始喝母奶到假釋出監前才調整這個

習慣，喝母奶成了 a 童和媽媽之間親密的互動方式。 

「a：『媽媽』（掀媽媽上衣）A：『老師ㄉㄧ家，你袂佇喝ㄋㄟ ㄋㄟ，啊ㄉ一袂

暈ㄎㄧ啊！』［老師在這，你還要喝母奶，啊，快要暈倒啊］A：『你要跟老師講

啊，你可不可以喝ㄋㄟ ㄋㄟ？』，a：『老師！可不可以喝？』觀察者：『不要了

啦，你已經長大了ㄋㄟ』a：『不要聽，我愛媽媽』，開始喝母奶，A：『我想要下

個月就把她戒掉了，喝了三年了，沒奶了。』」（觀察紀錄 14-30） 
 

2. 幼兒與其他照顧者的情感依附 

在保育室內幼兒情感依附的對象不只是自己的媽媽，也包括了其

他的照顧者。一名女收容人 I 會在保育室媽媽全體上親職課程時，被

安排至保育室照顧幼兒。在第四次觀察紀錄中，幼童們自然的親近

她，而排拒觀察者： 

「幼童 a、b、c 都想要坐在女收容人 I 的大腿上，幼童 b 向 c 說：『沒位置了。』

因為，幼童 a 和 b 已經分別坐在 I 的一對大腿上。之後， I 讓他們三個人全都

坐在自己的大腿上（幼童 a 坐右腿、幼童 b 和 c 同坐左腿），觀察者邀請他們：『我

這也可以坐喔！誰要來坐？』但沒有人要來。」（觀察紀錄 04-03） 
 

即使到了第八次觀察時，當女收容人 I 不在時，幼童 a 和 c 還是

不敢直接靠近觀察者一起玩，表現出退縮的行為。 

「工讀生 A 拿出＂鱷魚咬手指的玩具＂，但是幼童 a 和幼兒 C 都不敢玩，工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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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B 說：『他們怎都不來玩？』值班媽媽 J：『可能是 I 不在吧！』工讀生 A、B
和觀察者不管怎麼叫他們，他們還是都不願意過來玩，不是站在櫃子旁，不然就

是躲在娃娃床角落，直到 I 進來，幼童又跑出來了。」（觀察紀錄 08-03） 
 

如果仔細觀察其他照顧者和幼兒間的互動，其中包含了玩樂的滿

足、遊戲過程中的肯定與鼓勵，乃至於滿足幼童各項生理需求，這些

經驗建立彼此的信任感和情感連結。如女收容人 I 會滿足每個幼童和

她親近的玩樂機會；值班媽媽 A 也不吝給其他幼兒鼓勵： 

「女收容人 I 背著幼童 a 搖，接著，幼童 b 和 c 都跑去想叫 I 背她們，於是 I 背
著幼童 a，還兩手抱著幼童 b 和 c 玩了一下」（觀察紀錄 04-11） 
「B 對 c 童說：『快點去尿尿』，趁 C 抱 a 下來時，順便抱 c 上去平台的馬桶座

上」（觀察紀錄 11-21） 
「c 童大叫：『樓梯！樓梯！』A：『好！棒棒！』a 童：『哇！倒下來了！』a 童

再排疊高。A：『去排好 ，棒棒！』b 童：『阿姨，要收玩具了沒？』A：『拿過

來！再來！再排排！』c 童：『排高高喔！』A：『大家都好棒！」（觀察對話 14-10） 
 

(二)幼兒成長面向中的同儕互動 

1.同儕互動提供模仿與歸屬 

保育室內提供親子互動的面向外，另一個重要的主體是幼兒間的

同儕互動，包括年齡層相仿的幼兒、和年齡層較小的幼兒、或是與新

進小幼兒間的互動。同年齡間的幼兒會互相模仿，其中也包括正向行

為的學習，例如 a、b、c 童三人年齡相仿，常成為一個歸屬互動的小

團體，在小團體中相互模仿，也感受到彼此是其中的一份子。 

「幼童 b 拿到冰奶瓶後，和 a 童一樣拿奶瓶來碰觀察者的臉，觀察者說：『好冰

喔！』，b 童接著拿軟積木當枕頭，躺在 a 童旁邊，邊喝邊看電視；c 童拿到冰奶

瓶後，也一樣碰觀察者的臉，觀察者回說：『哇！好冰喔！』c 童沒說話，但一

直開心的笑，而且在電視機前躺下，也拿軟積木當枕頭，邊喝邊看電視（觀察紀

錄 06-13） 
「工讀生 A 和 B 先將軟性彩色積木收起來，放入袋子內，b 童說：『我也要放』，

a 童跟著幫忙放進去，因為需要排整齊放進去，工讀生 A 便拿另一個袋子來，

請他們幫忙把花片積木放入袋子中，幼童 a、b、c 一起將所有花片積木收拾好（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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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紀錄 03-20） 
「幼童 a 說：『我要去尿尿。』值班 I 看著 c 童問：『要尿尿要說』，觀察者告訴

c 童說：『先去尿尿，才不會尿下去！』c 童不動，b 童排隊去尿尿，c 童起身也

去排隊尿尿（觀察紀錄 07-22） 
 

2.同儕互動中的分享與遊戲樂趣 

同儕互動中有許多的遊戲時間，提供了樂趣和滿足，而幼兒也很

願意在遊戲時和他童分享，特別是年幼的幼童。如下述 a、b、c 童一

起丟麵糰；以及 a 童把麵糰、拼圖分享給 d 童、c 童。 

「幼童 a 和 b 開始將麵糰拿來丟，愈玩愈起勁，c 童也加入一起丟麵糰，接著幼

兒們就開始追逐和丟麵糰。在追逐及丟麵糰時，幼兒們玩得很開心，叫得很大聲，

笑得很大聲。d 童被吵醒了，a 童：『d 醒了』，拿一糰麵糰要給 d 童玩。（觀察紀

錄 03-10） 
「c 童哭得很大聲，a 童把拼圖讓給 c，a 童：『給你玩，不要哭了喔！』觀察者：

『嘿！不要哭了！給你玩，不要哭了！』a 童：「老師我要那一個。」觀察者：『要

自己拼啊！自己拼進去就好啦！』c 童不哭了，說：『我要拼！』（觀察紀錄 13-25） 
 

3.同儕遊戲互動誘發口語表達 

同儕遊戲在一來一往的互動中常能誘發幼兒的口語表達，本研究

的觀察中發現即使幼兒表達不夠清楚、發音不很正確，甚至腔調、音

頻無法為觀察者所聽懂，但特別的是，幼兒彼此間均能聽懂且理解，

接續的反應正確且互動流暢，如觀察者在第一、二次均未聽到 c 童說

話，但在第三次的麵糰遊戲中聽到了她的聲音； 

「工讀生 A 一直揉平麵糰讓 a 童和 b 童壓模型，兩人間的對話很多，但很多聽

不太懂；工讀生 B 會引導幼兒 c 玩西瓜壓模，c 童說：『西瓜』，今天第一次聽 c
童開口說話，而且願意和大家玩遊戲了。」（觀察紀錄 03-08） 
 

幼兒遊戲互動中使用口語表達的另一個功能是在保護自己的玩

具，不被他童搶奪，如 a 童告訴 c 童不要搶自己的玩具。 

「a 童對 c 童說：『你去那邊！你那邊呀！你那邊可以玩。』c 童還是靠過去要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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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童的玩具珠珠，因而吵架，a 童還是努力表達：『不要搶啦！你去那邊，你那邊

拿』（觀察紀錄 11-02） 
 

扮家家酒的遊戲互動很容易引發口語表達，幼童為了瞭解玩具的

稱謂，主動問觀察者，並複誦這些玩具的稱謂，下一段引述第 12 次

參與觀察中兩段的扮家家酒遊戲。 

「c 童：『豆油！豆油！』b 童：『老師，那是什麼？』觀察者：『那個是叉子』c
童：『這是豆油，豆油！』a 童對 c 童說：『這個給你啦！另一個給我。』」（觀察

紀錄 12-08） 
「a 童：『這個咧，這個咧？』b 童：『老師，老師！』觀察者：『這個是吐司。』

b 童：『這個是什麼？』觀察者：『這個是草莓』b 童：『草莓。』觀察者：『對！

草莓。』」（觀察紀錄 12-13） 
 

4. 幼童表現對新進小幼童的邀請與照顧 

保育室中隨時會新進未滿周歲的小幼童，他們有的不會爬，只能

躺在旁邊，有的大一點，可以坐下來，但他們在保育室中除了哭、喝

奶和換尿布等生理需求，由值班照顧者安撫滿足，其他時刻整個保育

室的焦點仍放在滿兩歲以上幼兒的活動上，但是這些小幼童並未被其

他幼童忽視或排擠，也會常邀請他們參與遊戲或照顧他們。 

「小幼童 e 今天第一次進保育室，…b 童指著躺在塑膠墊上的小幼童 e 說：『這

個弟弟很可愛ㄋㄝ』，工讀生 B 也說：『弟弟好可愛！』（觀察紀錄 07-05） 
「a 童去拿椅子來給 e 童，希望 e 童能坐著看他們玩，工讀生 B：『a 很棒，姐姐

很厲害喔！』」（觀察紀錄 09-04） 
 

幼童很快就留意新來的小幼童 g 不在保育室內，會主動問照顧者

他的行蹤；下一次遊戲單元也會以玩具來哄騙他找不到媽媽時的不

安。 

「a 童︰『媽媽！那個 g 咧？』媽媽未立刻有回應。」（觀察紀錄 15-08） 
「a 童以玩蛋糕的小遊戲來哄站在門口找媽媽的 g 童，吸引他能過來，c 童也跟

著加入。g 童站在門口找媽媽：『啊！媽媽。』a 童：『g 來，g 來，來！」g 童：

『媽媽！』a：『好，g 來，g 來，快點！g 來，這裡有蛋糕。』c 童：「g 來，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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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糕，g 來，玩蛋糕，g 來，g 來。」（觀察紀錄 16-20） 
 

遇到遊戲時小幼童在旁邊，為避免打到他們，也會請值班媽媽把

他們抱走。 

「b 童：『老師！你快抱走她。』（請觀察者抱走 f 童）觀察者：『嗯？』b 童：『你

去抱走她！』觀察者：『不用抱走！沒關係啦！她不會被打到，你玩你的』（觀察

紀錄 14-12） 
 

5. 同儕互動發展出協商與分配的策略 

為了解決玩具使用的分配權，輪值媽媽常常會需要介入幼兒的爭

執與衝突中，有時候幼兒也會自行在遊戲過程中，發展出一些解決的

策略，最常使用的方法是公平分配以及輪流使用。 

「a 童在使用彩色黏土時，對 b 童說：『這個給我。』b 童說：『好。』a 童說：『一

人一半。』」（觀察紀錄 09-05） 
 

接著，玩到一半需要使用到其他遊戲工具時，幼童也會向對方借

用，使整個遊戲過程不因為爭吵中斷而得以持續進行。 

「a 童對 b 童說：『給我！』b 童沒有反應，a 童又再對 b 童說：『借我一下！』b
童才把手中的叉子和造型壓模玩具拿給 a 童，這個遊戲過程持續了十一分鐘。（觀

察紀錄 09-07） 
 

保育室內有感統的觸覺球四顆，幼童會自行分配好怎麼分配使

用。第六次觀察者一進入保育室，兩名幼童就跑過來告知觀察者她們

各自有兩顆球。 

「a 童和 b 童跑過來拿球給我看，每個人拿了二顆球，b 童說：『這是我的球球，

那是她的。』」（觀察紀錄 06-01） 
 

當幼童不遵守協商出的輪流使用方法，很快就會陷入爭執中，並

由值班者介入處理，才能恢復遊戲的進行。 

「一開始 b 童先拿到原子筆，在紙上畫一下後拿給 c 童，c 童畫了一會兒，b 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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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c 童說：『換我了』。但 c 童不願將筆換給 b 童，於是兩人開始搶起來。觀察者

伸出手去拿筆：『換 b 玩了』，但她還是不放手，值班者 I：『再不把筆還給老師，

就不用玩了。』她才鬆手，把筆給 b 童畫畫，b 童畫一下後，還是把筆給 c 童畫」

（觀察紀錄 04-08） 
 

6. 幼童離開保育室後的思念 

由於保育室內幼童的進出是伴隨著成人的計畫安排，對留下來的

幼童而言，長期的相處互動是熟悉習慣的，一旦有一個成員離開，他

們是有所感覺的，但是無法像成人一樣可以完整訴說自己的感覺和思

念。如 a 童是在第 16 次觀察後的隔兩天跟隨媽媽假釋出監的，她是

這一梯次待在保育室最久的一名幼童，達兩年八個月，她看著每一名

幼童進來，當她離開後觀察者進入保育室，c 童在當次對觀察者前後

說了 6 次「a 回家了」。 

「觀察者進入保育室：『a 咧？』值班媽媽 C：『a 回去囉！』c 童：『回去了！』

C：『上個禮拜四就回去了。』…C：『好高興喔，她那天！』c：『a 回去了！』

觀察者：『a 回去喔！』c：『a 回去啊！』C：『對啊！』…洗澡時間到了，C 和 c
童洗完澡進來了，c 童：『a 回家了！』觀察者：「你有沒有感冒？」c 童：『a 回

家了！』C：『好啦！緊ㄟ啦！』c 童：『a 回家了』C：『好啦！等一下。』」（觀

察紀錄 17-20） 
 

相隔一個月後，c 童在洗完澡後穿衣服時，看到 a 童有幾套衣服

留在公用的櫃子，她又再度提到 a 童。 

「c 童：『這我的喔，這我的喔，a 的，那是 a 的。』值班媽媽 C：『對，a 的。』

c 童：『a 咧？』C：『回去了。』c 童：『回去了！』（觀察紀錄 20-15） 
 

根據上述，得知攜子入監的幼兒在集中安置的保育室內，和自己

的媽媽以及其他的值班者有許多機會建立彼此的信任感與情感的連

結，在成長過程中，他們接收媽媽與值班者所提供的支持與照顧，也

清楚知道自己是誰的孩子，這份穩定的關係在他們生命早期經驗是重

要的；另一方面，他們在保育室也發展出與同儕互動的關係，他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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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中經驗到樂趣與歸屬感，學習分享、照顧、語言表達與問題解決

策略，這種同儕關係區隔出監所生活的監禁氣氛，回歸到幼兒成長的

人性關懷，所以在經歷與其他幼童的分離時，他們也表達了對同儕的

感覺，並在呼喚他們的名字中慢慢安撫這一份思念的情緒。 

 
三、攜子入監保育室的挑戰：幼兒成長面向中高風險處境與被剝奪的

托育資源 

在臺灣，愈來愈重視幼兒的托育環境與品質，各縣市政府不僅規

劃公共托嬰中心與公立托育資源中心，營造一個友善育兒的國家福利

形象；然而，有關托育公共化的政策與實施對象似乎是限於一般的家

庭中，反而是弱勢、高風險的監獄保育室未能受惠於福利資源，也一

直是托育政策下的一大漏洞。根據本研究觀察，監獄保育室面臨了幼

兒成長過程的兩大挑戰：一是「高風險的環境憂慮」，一是「被剝奪

的托育品質」。 

（一）幼兒成長面向中環境的清潔與安全憂慮 

1. 天氣過於炎熱，一間房舍居住人口擁擠 

目前監獄中一間房舍監禁二十幾名收容人，環境過於炎熱，許多

幼兒整個頭和身體都長溼疹，媽媽們把女孩的頭髮剃成平頭。雖然在

保育室活動一天可以開冷氣一小時，但大部分時間還是太悶熱了。 

「值班照顧者 I 搖 e 童睡覺，e 童睡著了，但因 e 童是側躺，所以，發現她的背

部都長很多紅疹。觀察者：『他的背部都紅紅的』。I 說：『因為溼疹…」（觀察紀

錄 09-06） 
「值班照顧者 I 對觀察者：『老師，你看他們的皮膚，就知道這裡的環境怎麼樣。』

觀察者：『d 身上怎麼都長一點一點的？』再觀察每位幼兒的皮膚，發現他們每

一位的皮膚都有一點一點的紅疹』…I：『沒辨法，大家在舍房都睡地板，她媽媽

皮膚也不好，她媽媽懷孕時，都吃泡麵、喝咖啡，很離譜。」（觀察紀錄 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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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育室內常出沒大隻黑螞蟻和蟑螂，環境清潔堪慮 

每次觀察者來到保育室，幾乎都會看見地板上的小動物，包括蜘

蛛、大隻黑螞蟻和蟑螂，幼兒已經非常習慣，看到的反應是拿鞋子打

牠們；然而，幼兒每天待在保育室九個小時，保育室塑膠軟墊的清洗、

日曬和消毒，都和環境的清潔有直接的關係。 

「幼兒們和工讀生們在觀看蟑螂，蟑螂跑進櫃子下的洞裡，又爬到櫃子上，工讀

生 B：『那是蟑螂螞蟻的房間。』保育室有很多螞蟻，都是大隻黑螞蟻，平常大

家坐著，螞蟻也會在塑膠墊上爬來爬去。…a 童說：『我來打。』過一會兒蟑螂

又跑出來， b 童：『我來！』a 童：『我等一下用鞋子把牠打死。』工讀生 B 說：

『地板蟑螂有爬過，手手不可以亂摸、放在嘴巴，手手不可以揉眼睛。』」（觀察

紀錄 08-12） 
「由於場地受限、時間安排的問題，保育室塑膠軟墊，不知多久會清洗消毒一次？

能否將這些塑膠軟墊曬太陽？因為幼兒們從一大早八點到下午五點待在保育室

內，所以，保育室的環境會影響幼兒，尤其幼兒的皮膚。像幼兒園所必須固定將

所有用具清洗消毒，並製作檢核表，我想保育室應該也要如此。」（觀察省思

08-17） 
 

3. 保育室內未裝洗手設備，幼兒也不常洗手 

因為保育室內未裝有洗手設備，所以，幼兒無法常洗手，包括幼

兒小號後、中午吃飯前、遊戲活動剛結束，均未見值班照顧者帶幼兒

去洗手；然而，許多的疾病傳染，包括腸病毒、流行感冒和皮膚疥瘡，

都是透過手部與皮膚接觸來傳染的。 

「今天談到幼兒的疥瘡傳染，觀察者首先提：『這裡很像少了一個洗手台、洗手

乳，要多讓他們洗手。』值班媽媽 A︰『老師！我們之前有放一盆噴手的。』值

班媽媽 C：『沒有廁所，也沒有洗手台，我們進出很不方便！』觀察者：『洗手台

可以洗手，因為最髒的就是手。』值班媽媽 C：『不知道新的保育室有沒有洗手

台？』（觀察紀錄 15-26） 
「值班媽媽 A 看到 b 童一直在抓癢，對觀察者︰『老師你看她這樣抓一抓，手

就放嘴巴，嘴巴會爛掉，而且被感染，念珠菌。』值班媽媽 A︰『我盡量讓她跟

她不要有接觸，要不然咧？』值班媽媽 C：『不要再抓了！』a 童也跟著對 b 童

叫︰『不要再抓！』值班媽媽 A︰『再抓我叫你去車上喔！』」（觀察紀錄 1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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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保育室內未設有廁所，幼童如廁需配合大人的安排 

保育室內未設有廁所，幼兒小號時是要值班照顧者抱上泡奶平台

的塑膠馬桶上，對於兩歲以上的幼兒要如廁訓練時，會經歷一段就地

尿出的情況。幼兒的公廁設於保育室外的工廠內，幼兒需要值班照顧

者的帶領才能出保育室，有時候同時有兩位以上幼兒需要，就要先在

保育室等待或大家輪流，值班照顧者比較希望幼兒上大號時順便洗

澡，所以有時會耽擱了幼兒上廁所的時間。 

「a 第二次向值班媽媽說：「我要放塞」［我要大便］值班媽媽 C：「我先帶恁兩

個來放。」［我先帶他們兩個去大便］C：『兩個去，輪流ㄏㄚˋ！等ㄟ那！』a
和 c 童想跑出去，a 童：『要放出來啊！』C：『好，我用快點。』C 要帶 a 和 c
童去上廁所，並幫他們脫內褲，順便洗澡。b 童也想要跟著去廁所，B 對 b：『等

一下，等 a 回來再去。』b 童：『我不要』！」（觀察紀錄 11-11） 
 

5. 保育室內存在高傳染疾病流行的風險，幼兒醫療品質待考驗 

保育室內經歷好幾次傳染疾病的流行，從一開始的腸病毒，到目

前也還在感染的疥瘡皮膚病，以及流行性感冒，整個空間內一直存在

高傳染疾病流行的風險，雖然照顧者們也會留意幼兒是否按時服藥，

一得到傳染疾病就馬上隔離，也持續看醫生，但似乎無法有效的抑

制，幼兒醫療品質待考驗。 

一開始腸病毒的感染是幼兒至監獄外打預防針回來後傳染給保育

室的。 

「值班照顧者 I：『之前有人出去打完預防針後，被感染腸病毒，傳染給整間保

育室的人，所以，現在有人外出打完預防針後都要隔離。』」（觀察紀錄 05-01） 
「值班媽媽指著 c：『他先被感染到，然後隔離，其他大的也被傳染到，剩下一

些幼囝啊，就一兩個月的，啊他們又剛好三個都睡在一起，然後三個全部都得到，

媽媽也得到，…，整間工廠全部那個棉被通通都拿去洗，很麻煩啦！』」（觀察紀

錄 12-37） 
 

接著，保育室跟著房舍的女收容人一起感染疥瘡，到現在已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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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多了，b 童還是要每天吃藥，其他的媽媽擔心孩子又被感染到，每

天洗完澡後，大家都一起擦藥來預防。 

「值班媽媽 A：『醫生是說皮膚跟皮膚不要接觸超過 20 分鐘，就不會傳染，然後

還要擦藥控制。』值班媽媽 E：『啊～甘有擦藥嗎？』A：「有吃藥啦！她（b 童）

只要藥停一下就開始抓了，要藥物控制。』A：『已經吃快要一年多了喔！』（觀

察紀錄 12-40） 
「觀察者：『為什麼大家都擦藥藥？』值班媽媽 A︰『因為 b 身體長水泡會癢，

大家會擔心啊！』值班媽媽 G 對 g 童：『來！轉過去！媽用！』A 對 a 童︰『轉

過來！』」（觀察紀錄 15-07） 
 

另一個流行性感冒也在保育室內傳染開來，值班照顧者只能盡量

避免幼兒將大家使用過的玩具放入嘴巴，大家不習慣戴口罩，避免飛

沫傳染。 

「c 童對觀察者說：『我有感冒了！』觀察者：『感冒喔，你甘無看醫生？沒有喔。』

值班媽媽 C：『喔～老師，他們那兩個小的說感冒喔（指的是 f 和 e 童）！他們

今天拿玩具，你如果有看到他們放到嘴巴裡面就拿起來。』觀察者：『好。』C：

『因為這樣會傳染，剛剛那個妹妹就感冒了。』」（觀察紀錄 17-03） 
「值班媽媽 C 轉頭叮嚀 c 童：『妹妹 f 玩過的玩具，你就不要給我玩，那都會感

冒，那妹妹咬到的你不要跟她玩，我拿給你玩。』」（觀察紀錄 17-04） 
 

面對保育室內傳染疾病的高風險，值班媽媽雖然會盡量保護避免

接觸病童，但在平常的衛生保健觀念上仍須教導，有的值班照顧者也

會以同一支湯匙餵食不同的幼童。 

「值班照顧者 I 在餵食 c 童時，a 童跑去身邊說：『我也要吃。』I 問 c 童：『一

口給她吃，好不好？』c 童點頭，順便餵 a 童，這情形重覆多次。」（觀察紀錄

04-19）。 
 

其次是醫療介入的品質與成效，保育室雖然有兒科專科醫師，但

不是每一天均排班，面對幼兒的疾病診療，似乎未獲得媽媽們的肯定。 

「值班照顧者 I：『這裡的醫生很爛，去年沒發現腸病毒，結果全部的小朋友都

得到腸病毒，我孩子就是這樣才把他送出去的。』」（觀察紀錄 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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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媽媽也不會尋求醫生即自行擦藥處理。 

「值班照顧者 I 搖 e 童睡覺，觀察者問：『他的背部都紅紅的。』I 說：『她媽不

知道給他抹什麼，抹到都脫皮，沒辦法，長溼疹。』」（觀察紀錄 09-06） 
 

在疥瘡的診療上，醫師告知幼童家長不用隔離，皮膚不接觸就不

會被傳染，只要擦藥和服藥即可，然而，有的幼童已經吃藥一年多了，

仍未被治癒，也讓整個保育室一直處於疾病感染的風險中。家長只能

被動的接收醫師的指示，無法爭取更好的醫療資源。 

「A︰『之前疥瘡像她（c 童）兩個月傳染到，媽媽也得也去隔離。』A︰『可

是這個（b 童）醫生就講說什麼不用隔離啦！只要按時吃藥跟擦藥，一直以來，

她都是這樣子，一年多了。』」（觀察紀錄 15-27） 
 

（二）幼兒成長面向中被剝奪的托育資源 

幼兒除了面對環境清潔、醫療品質、傳染疾病等衛生保健的高風

險處境外，整個保育室提供的托育資源和專業照顧的需求，更是幼兒

成長所需要的，常常會在監獄管理者、行政人員、以及一些政策之下

而疏忽或剝奪了。 

1.保育室環境欠缺遊戲與學習媒材，幼兒的肢體操作與認知發展

受限 

觀察者初期進入保育室時，即發現保育室內除了一台電視、一些

影片和幾顆感覺統合的觸覺球是幼兒主要的活動媒材，標示的童書櫃

被膠帶黏起來，幼兒無法打開，其他地方似乎未看到玩具，為了要誘

發幼兒間的互動，以及建立與觀察者的關係，觀察者每次都會帶一些

玩具到保育室。第七次觀察者請假，值班照顧者提到幼兒的等待和失

望： 

「原本進入保育室時電視上正在播放教唱跳兒歌的 VCD，值班照顧者 I 說：『老

師來了喔！』，I 接著說：『上禮拜他們一直在等你們，等很久，你們都沒有來，

他們很失望！』邊說邊走去關掉電視」（觀察紀錄 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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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室原本也是有不少玩具的，因為腸病毒和玩具使用不當，所

以才決定把玩具都收起來，以減少麻煩。 

「值班媽媽 A 和 E 的一段對話，A：『我們之前也有很多玩具啊！』E：『之前這

裡有很多玩具？』A：『腸病毒就收起來了！』」（觀察紀錄 12-21） 
「觀察者詢問值班照顧者 I：『孩子們平常都玩什麼？好像沒看見有玩具？』I 回
答：『平常他們都玩自己的玩具，之前有玩具，可是他們的破壞力很強，一下子

就壞了，甚至錄放影機、電視都會被破壞；而且，東西壞了或者幼兒受傷了、打

架互咬…..，照顧的人都會被處罰，因為沒有做好照顧的工作。』」（觀察訪談

03-23） 
 

由於幼兒缺乏操作和使用玩具的經驗，影響了幼兒全面性的發展

和學習。首先是幼兒的小肌肉操作和手眼協調的能力，在玩拼圖的時

候，幼兒不知道要如何轉方向來拼裝組合，經過練習引導後，才慢慢

抓到訣竅。 

「a 和 b 童兩人一起玩動物拼圖；a 童問：「阿姨放哪裡？」；（她不知道這片拼

圖要放哪？）觀察者說：「放在這裡。」（指給幼兒看）a 童問：「長頸鹿放哪裡？」

觀察者說：「在這裡。」（指給幼兒看）…幼兒 a 開始比較會拼了，也會把拼圖轉

向，她將豬和獅子都成功拼好了，露出很高興的表情，也繼續試著拼拼圖」（觀

察紀錄 05-08） 
 

其次，操作玩具的過程讓幼兒更願意嘗試新的經驗與探索的可能

性。 

「a 童拿了小豬手偶，工讀生 A 教 a 童將手手放入手偶內，並用手擺動，a 童開

始嘗試；b 童也拿起鴉子手偶，觀察者告訴 b 童手手要放進去手偶內，然後左右

擺動，b 童也開始玩著手偶。」（觀察紀錄 10-02） 
「a 童：『媽媽～那個刀子。』值班媽媽 A：『來來～來～快點，你看』，『這邊這

邊切，切切切喔』，『你看它就是這樣子打開，你看～打開』『「老師打開，咻咻～

咻咻咻～ 打開打開』，『會不會？好，給你』a 童拿來玩，A 說：『他們還沒有看

過這種玩具』」（觀察紀錄 12-03） 
 

幼兒在玩具操作與互動的過程，也在擴增豐富的語詞、誘發口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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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的機會。 

「觀察者指著花的圖案問幼兒：『這是什麼？』幼兒們回答：『蝴蝶（"蝶"發音不

正確）』。觀察者再確定一次，還是一樣的答案，訂正她們：『是花花喔！』（觀察

紀錄 04-06） 
「a 童拼好時，會說的蔬果語詞有：火龍果和草莓。其他的蔬果詞彙值班照顧者

I 有帶她唸；b 童不太認識那些動物，會以『娃娃』來取代動物名稱，觀察者也

教她唸動物語詞；接著，交換玩，b 童在蔬果的詞彙中，說出：『草莓』，a 童在

動物的詞彙中，說出：『大象、長頸鹿。』」（觀察紀錄 05-03） 
 

我們還可以在幼兒玩具的操作過程中，看到他們專注與興趣，甚

至不願意他童的打擾與中斷。 

「幼兒們今天玩切切切和扮家家酒的玩具，這是來到監所六次以來，第一次看到

幼兒們很專注的玩玩具，而且不會吵著要換玩具，更不會任意走動或玩到最後不

按規則玩，可見，他們在探索後，發現這種遊戲很有興趣」（觀察省思 06-20） 
「a 童說：『我要做魔鬼。』（用麵糰來遮臉）對 b 童說：『我是魔鬼，魔鬼來了。』

b 童在玩黏土盒說：『我沒空啦！』」（觀察紀錄 09-09） 
 

甚至，監獄中負責攜子入監相關的行政人員也被觀察者帶來的玩

具吸引，希望能拍照做成紀錄。 

「因為教誨師要拍照，玩具拿出來後，幼兒們很高興，就開始玩。教誨師對值班

媽媽說：『這裡好像沒有這種玩具。』拍好照後，教誨師說：『收玩具了。』但因

為才開始玩，就要收，幼兒們覺得很奇怪，也不想收」（觀察紀錄 06-16） 
 

然而，本研究思考的是這些玩具以及幫助幼兒成長所需的學習媒

材是否可以是保育室資源的一部分，而非觀察者因為研究所需才於觀

察時間提供幼兒操作的機會，後來本研究於觀察欲結束前一個月的監

所評鑑中發現這是有可能的。 

「原來監所也要評鑑，所以，整個保育室煥然一新，整理得很乾淨，平常的一些

雜七雜八的物品，或女收容人的私人物品都不見了。童書開始有置於櫃子內，標

籤均重新張貼，童書也有童書管理人。」（觀察省思 18-32） 
 

乃至於本研究觀察者最後一次依幼兒不同年齡選擇符合監所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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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玩具，轉交給監所的行政人員，供保育室幼兒使用，但不被監所接

受，原因是行政人員不想要麻煩，增加行政工作、增加等待檢查時間，

還有不想承擔風險，因為需要背書，所以幼兒終究沒有獲得這一批可

能有助於他們成長的學習媒材。 

 

2.保育室未編入托育專業人員，值班者照顧方式影響幼兒的成長 

關於促進保育室幼兒成長的有利資源，除了上述玩具與學習媒材

之外，引導他們操作的托育人員更為重要，因為所有的學習都是在引

導與鼓勵之下完成的，照顧者與幼童的互動方式會影響觀察者當天記

錄幼兒的詞彙量、說話次數與保育室的托育氣氛及品質。例如值班媽

媽 A 教導她的孩子認顏色時的互動過程，呈現了正面的鼓勵與肯定： 

「A：『這是什麼顏色？』a：『藍色！』A：『對！再來。』a：『綠色。』A：『這

個？』a：『黃色。』A：『對！綠色咧！綠色在哪裡？』a：『綠色在這裡。』A：

『對！好棒！好！來一個給她紅色，紅色在哪裡？紅色的咧？紅色在哪裡？誰是

紅色？對！好棒！倒過來了，哪一個是紅色？過來坐坐，過來坐坐。』」（觀察紀

錄 16-32） 
 

但有些時候，值班者聊天交談，忽略了陪伴幼兒，讓幼兒自行看

電視影片，或是在遊戲的過程不進行教導。 

「一進到保育室時，十分熱鬧，因為電視上正播放 9 月 20 日看的『認識過動兒』

影片，而且女收容人正在聊天對話，電視聲音也十分大聲」（觀察紀錄 13-01） 
「值班媽媽 B 拼了一個城堡，c 童把它弄倒了，B：『麥啦！～啊～』，觀察者對

c 童：『哦！你來搞破壞喔！』B：『對～她都這樣。』觀察者：「不可以喔！」B：

『唉呦！』c 童又破壞一次，C 哈哈大笑：『沒辦法喔！』c 童又再一次把 B 拼好

的城堡大門給推倒了，觀察者：『不可以這樣子啦！阿姨拼好不可以把他弄壞掉

喔！你要跟人家說對不起！』B：『我可以接受，沒關係！』」（觀察紀錄 13-16） 
 

乃至於陪伴的過程，可能是反教育或是傷害孩子的，包括取笑、

責備、處罰等。 



百年幼教論壇研討會                                                                   

 54 

「值班媽媽 C 對 c 童：『阿祖ㄚ是阿嬤？』c 童：『阿嬤。』C 再說一次：『阿祖

ㄚ是阿嬤？』c 童回答：『阿嬤！』C：『祖～？』c 童：『祖嬤！祖嬤！』C 哈哈

大笑，因為她成功引導 c 講出『祖嬤』這個詞來。」（觀察紀錄 16-13） 
「f 童感冒把玩具放到嘴裡面咬，值班者擔心她傳染給他童，把她抓到娃娃床上，

她在娃娃床上喊，值班者 C 對 f 童：『叫你老母來馬同款。』［叫你媽媽來也一樣

］f 繼續叫，C：『你壞壞！下來乖乖，好不好？』G：『伊馬聽ㄨ，我尬你同姓。』

［她如果聽懂，我跟你同姓］C：『你今天如果去把我碰到這裡面的小孩子，我

就唯你是問。』f 哭很大聲，C：『不用睬她，她媽媽早企有乎她呷奶。』C 再對

G 說：『ㄌ一ㄚ去相內底角ㄏ一ㄚ。』［抓去最裡面的一角］f 童大聲哭叫。」（觀

察紀錄 17-35） 
 

保育室內的用餐時間，所有的媽媽和幼兒同時進來，要在半小時

內完成餵食，所以每一次觀察時都會上演了一場場的斥責、體罰和威

嚇，這時特別需要專業的托育人員來協助教導。 

「值班者 F 為了讓 f 童可以坐著吃飯不離開，把一張圓椅子倒著放，讓 f 童整個

塞進去，f 童不舒服，哭著咳嗽把飯噴出來，F：「你在ㄔㄨㄥˋ啥？」［你在做

什麼？］F：「吞下去。」f 童繼續哭，又咳嗽，噴了一些，F：「ㄔㄨㄥˋ啥？（打

了一下）給我ㄆㄨㄧˋ尬整ㄟ！」f 童噴出整個地上，被打手腳後，哭得更大聲。」

（觀察紀錄 15-43） 
 

3.保育室的托育管理呈現忽視和懲罰，而非督導與支援的方式 

和過去保育室內的托育管理相比較，目前的保育室似乎更重視幼

兒的安全，更留意幼兒被體罰的問題，根據女收容人在第一次親職成

長課程上的分享，她們指出現在的法令，只要有女收容人摔一次孩子

就會被記違規，而且，孩子會被強制安置至別處。然而，本研究觀察

過程中，發現這些記點違規只是懲罰的手段，當女收容人遇到托育困

境時，其實是得不到支援，也未見督導者來協助她們處理與改善。 

保育室值班媽媽表達出保護幼兒是因為深怕幼兒受傷，自己也會

受到懲處，這種照顧上的安全壓力其實是很大的。 

「值班媽媽 C 大聲叫出來，並跑來拉住 f 童：『唉呦！你等一下ㄅㄨㄚ落，驚死

我。』［你等一下跌倒，嚇死我了］觀察者：『伊坐底ㄏ一ㄚ。』［她坐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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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ㄏㄟ～等一下ㄎㄚ落碰一下，我都火花烏有去ㄚ！』［等一下摔落撞一下，

我就完蛋了］C 對 f 童：「ㄏㄟ～來。」（觀察紀錄 17-28） 
「C 指著 h 童：『他剛才差一點啊，整ㄟ人栽落去，我尬伊抓去車啊』［他差一點，

整個人跌落下去，我把他帶去車上］C：『因為這啊吼囝啊栽落去，阮值日責任

太大啊，裡底全部媽媽攏有待誌。』［因為這些孩子若跌落下去，我們值日責任

太大了，裡面全部的媽媽都有事了］（觀察紀錄 19-02） 
 

但是很特別的是，保護幼兒只限於不讓他們跌倒，以免受罰；對

於幼兒被禁足而哭得很大聲很久時，保育室外反而不會有人進來關

切，旁邊主任的辦公室也很少進來瞭解女收容人的托育方式。換言

之，大家對「安全」的定義只限於對意外疏忽的懲戒，而漠視幼兒可

能在不當管教之下的心靈傷害。 

「g 童打人被關在娃娃床上，他開始哭，值班媽媽 B：『男兒有淚不輕彈』，…因

為 g 童哭吼很久，事後查了錄音檔案，從 54 分 27 秒到 1 時 04 分 30 秒，已哭

了十分鐘，且哭得很淒厲，觀察者走過去 g 那裡，想抱他下來，但值班媽媽 B
制止。B:『吼他哭啦，吼他哭尬累，放在車上等他沒哭的時候，阮架ㄍㄚ他抱下

來。」（觀察紀錄 19-13） 
 

關於對幼兒的不當管教是否會引起保育室外管理人員的注意？從

觀察紀錄來看，通常是幼兒的媽媽會留意，其他管理者則忽視不介入。 

「值班媽媽 E 剛走出去保育室又走進來，提到：『g 童他媽在問，他那ㄟ哭ㄏㄧ

ㄚˋ久？』B：「他那ㄟ哭ㄏㄧㄚˋ久，他就一定袂去窗戶ㄏㄧ哭啊，沒馬按ㄋ

ㄨㄚ」［他怎麼會哭那麼久？他就一定要到窗戶邊哭，不然要怎樣？］（觀察紀錄

19-18） 
 

有些媽媽則直接請教觀察者，遇到孩子的不當行為要如何處理。 

「值班媽媽 E 對觀察者：『你們有研究小孩子攻擊行為？像 g 童，他把比他小的，

抓頭去撞櫃子和床，不然當馬騎，大的打不過，就會被打，都不道歉』」（觀察紀

錄 19-05） 
 

根據上述，得知攜子入監的幼兒在集中安置的保育室內，也面臨

了不少的挑戰和風險：包括環境衛生與傳染疾病的威脅，以及托育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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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被剝奪與管教上的專業不足。面對未來，我們還可以做什麼，來

降低這些風險與托育品質？唯有如此，才能真正照顧到這群高風險的

弱勢幼兒，女收容人的母職重建之路才會走得更加順遂。 

 
四、攜子入監保育室的未來：女收容人及其子女需要的專業托育與親

職教養 

在報導攜子入監保育室提供的親職功能與同儕互動的價值後，本

研究亦發現保育室仍有其需面臨的托育風險與困境，如何在現有的攜

子入監政策與保育室的管理模式之下，同時提供幼兒成長所需要的乾

淨安全、豐富多元的設備環境、食物醫療資源與積極有效的親職教

養，幫助幼兒生命早期的學習與成長不因入監跟隨母親而被中斷或剝

奪，反而能因為有這一段與母親共處的時光，建立正向的親子連結與

自我概念，以緩解不利的高風險家庭系統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1. 幼兒成長所需要的專業托育 

在本研究參與觀察的保育室托育模式有兩類，一類是以攜子入監

的母親照護者為主，她們會以兩人為一個合作單位，進到保育室輪值

一週，遇到有新進的母親，則可以留在保育室陪伴自己的孩子兩週，

並學習保育室相關的托育原則，非輪值的母親則是在工廠作業，需要

餵母奶、幫幼兒洗澡與餵中餐時才能進來。第二類的托育模式是遇到

保育室所有母親要到樓上教室上親職教養課程時，則由保育室主任安

排之前帶孩子進來有經驗的母親臨時托育，她們通常願意照顧孩子，

過去照顧經驗也算良好者。換言之，目前保育室固定的托育仍以監獄

內現有的人力資源為主，並未向外尋求專業資源，這也會形成托育品

質的不穩定，例如臨時支援的女收容人，可能被視為適合的托育人

選，但無任何制度上的獎勵措施，反而會耽誤她們的作業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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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有人拿了一張小條子給值班照顧者 J，J 和 I 談論領多少錢的對話，觀察

者問：『這裡有薪水條，也有薪水喔？』J 回答：『有，這是作業費，每個人都有。』

觀察者說：『那不錯啊！』J 接著說：『進來這裡就沒有了。』觀察者再問：『那

怎麼辦？』I 回答：『我有跟主管反應，不要把我其他表現打太差。』」（觀察紀

錄 08-19） 
 

其他值班媽媽雖然接受要進到保育室照顧自己和別人的孩子，但

其實進來照顧的經驗也是非常緊張害怕的，除了先前描述的照顧不周

會受到懲罰外（請見觀察紀錄 17-28、觀察紀錄 19-02），一次照顧這

麼多個大小不一的孩子，一天下來身心的疲憊亦令人卻步，這從第一

次親職課程上幾名女收容人的分享可知，她們先前都是有親自照顧保

育室幼兒的經驗： 

「保育室內曾經達二十多個孩子，每個孩子的年齡層都不同，當下週要輪到我要

去照顧時，我便開始害怕，甚至現在想起來還覺得很可怕。」 
「在保育室待一天很累，晚上很好睡。」 
「我寧可去工作，也不要去保育室帶孩子。」 
「小孩子全部一起哭，那個聲音，真的很恐怖。」（觀察紀錄 01-03） 
 

所謂的專業托育係指托育人力是接受幼兒保育訓練，對幼兒托育

有熱忱興趣，且熟知幼兒的身心發展，在照顧過程知道如何避免幼兒

活動的危險，並提供豐富多元的學習媒材來誘發幼兒肢體、認知、語

言、社會、情緒與創意各方面的發展，以下所呈現的是親職課程時保

育室內有大學幼保系三年級工讀生前來支援，她們透過套圈圈玩具教

導幼兒認識顏色；以及本研究觀察者本身即為一名合格的保育人員，

幼兒們非常期待觀察者帶玩具來，並與她一起操作和互動： 

「工讀生 A 拿出套圈圈的玩具，讓幼兒 a 和幼兒 b 玩，工讀生 A 拿出一個圈圈

就會教幼兒 a 和幼兒 b 認顏色，並叫幼兒們說一次顏色的名稱，再發圈圈給他們；

如工讀生 A 拿出紅色圈圈，工讀生 A 唸出『紅色』，幼兒 a 和幼兒 b 跟著唸『紅

色』，再發紅色圈圈給他們；然後，藍色、黃色、綠色……（觀察紀錄 07-16） 
「剛進入保育室，幼兒正好洗完澡，在穿衣服。a 童：『老師，我來了，那是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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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不一樣的！』值班媽媽 B：『哇！』a 童：『那個是積木嗎？』觀察者：『不

一樣的！』a：『ㄟ！那邊還有啦！老師！我還這個。』觀察者：『這裡。』b 童：

『老師！我也來了！老師！老師！還有積木嗎？』觀察者：『沒有！今天只有帶

這個，要認真玩。』b 童：『我要那個，這個我要帶回來用。』觀察者：『好，這

樣。』c 童：『要要！』（觀察紀錄 14-03） 
 

值班媽媽也回饋觀察者，幼兒對她們到來的期待，看到觀察者進

來，她們會把電視機關掉，因為這是一個星期才難得有的一次遊戲時

間，平常 c 童會一直黏在媽媽 C 的身邊，媽媽走出去時，c 童一定會

吵著要跟出去，但看到觀察者來的時候，她就不要跟媽媽，而跟著觀

察者；g 童進來保育室第三週後就急著跟媽媽說掰掰，因為他要去玩

遊戲，就連值班媽媽也很期待觀察者，因為她們都看到玩具和托育專

業人員的引導之下怎麼讓孩子變得快樂和專注。 

 

2. 幼兒成長所需要的親職教養 

一般社會大眾因為不是那麼有機會接觸女收容人，犯罪汙名化的

結果自然將她們視為不適任母親，若從本研究觀察結果，也的確會看

到她們在照護幼兒過程中會出現不安全的場景，有些親子互動也不利

於幼兒正向的發展，如值班媽媽 C 處理幼童的爭執是以威脅的方式。 

「a 童大聲：『啊～啊～啊」，c 童咬 a，C 大聲對 c：『麥ㄍㄚ搶啦！ㄏㄟㄏㄟㄏ

ㄟ！你欠打ㄏㄧㄠ，那是 a 的，你咧ㄔㄨㄥˋ啥啊？』［不要搶了，你欠打嗎？

那是 a 的，你在做什麼？］C 再對 c：『肖狗母ㄏㄡˊ，現在攏學ㄍㄚ人ㄏㄧㄠ，

牙齒ㄍㄚ你慢起來』［瘋母狗嗎？現在都學咬人嗎？牙齒給你拔起來］（觀察紀錄

13-58） 
 

但仍有許多的訊息看到她們身為母親對孩子的付出。如值班媽媽

A 關心 a 童的學習和教育，詢問觀察者 a 童在自己假釋出獄後就讀幼

幼班的事情，她認為要先在保育室把孩子教會，出去再就讀。 

「A：『老師，她出去以後可以上幼幼班了沒？』觀察者：『她是幾年的？』A：『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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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察者：『幾月？』A：『10 月。』觀察者：『那剛好幼幼班。』A：『那我

可能下個月吧，下個月假釋，我想說在裡面，先把他先教會，出去才能快一點適

應』。」（觀察紀錄 11-38） 
 

值班媽媽 A 對孩子的教育除了展現在她積極的把握機會和孩子

互動孩子，一剛開始把孩子帶進來時，她就想好要和孩子一起出去，

因為和孩子的分離是難過遺憾的，以下的描述是她所呈現的母職圖

像： 

「小孩子ㄏㄡ來到這邊沒有辦法跟媽媽回去ㄏㄡ，然後又放到社會局，沒法

度回去，很遺憾！你知道嗎？然後媽媽又會心情很不好，放到社會局去不是我們

想要看就可以看，如果和你一起回去，還可以跟在身邊。」（觀察紀錄 15-28） 
 

經過半年的參與觀察，本研究發現媽媽們開始有一些育兒方式的

轉變，她們從之前聊天，對幼兒爭吵只用謾罵威脅的方式，漸漸地會

陪伴幼兒遊戲，並以說理的方式引導幼兒被處罰的原因，這其中改變

的介入因素：一是本研究參與觀察的半年間，她們同時每週上一次的

親職教養課程，她們似乎在吸收並思考如何育兒；另一是觀察者與工

讀生陪伴幼兒遊戲的示範與參與過程，她們也接受了這一套回應幼兒

的陪伴方式。 

「值班媽媽 C：『麥ㄚㄋㄟ丟，麥ㄚㄋㄟ丟，撿起來』［不要這樣丟，撿起來

］c 童：『不要!』C：「我生氣了，麥ㄚㄋㄟ丟」c 童未有回應，C 用手上的扇子

打 c 童的頭，c 童立即整個人往後重重躺倒，而且哭得非常大聲，C：『起來我尬

你講，玩具是咧玩ㄟ，袂賽ㄚㄋㄟ丟，你看你丟丟，慢慢收，你ㄏㄡ老師收，去

收收ㄟ，袂吃飯飯ㄚ，去收收ㄟ，尬老師收進去ㄏㄟ袋ㄚ，緊ㄟ』［起來，我跟

你講，玩具是要玩的，不可以這樣丟，你看你丟丟，慢慢收，你幫老師收，去收

收，要吃飯飯了，去收一收，幫老師收進袋子，快一點］。c 童不哭了跟著收拾。』」

（觀察紀錄 18-25） 
 

值班媽媽 C 不只改變對 c 童的親職教養態度，她也開始對其他幼

童展現友善與鼓勵的正向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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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媽媽 C 對 g 童：『你去撿起來，快點！g！快點！你拿給姐姐，好棒！

愛你！快點！」g 童去撿起來，c 童：「ㄞ～」C：「謝謝！ㄚ來，我們來拿！這

裡還有。』（觀察紀錄 17-43） 
 

伍、討論與建議 

本文係為研究女子監獄保育室集中托育攜子入監幼兒的生活與

成長經驗，從保育室的定位、功能、挑戰與未來目標，建構出攜子入

監幼兒的成長圖像，作為未來提供這一群幼兒托育政策的相關依據。

根據本研究結果與國內外相關研究的比較歸納及建議如下： 

（一）保育室的設立成為入監幼兒早期生活的另一種家的形式 

本研究參與觀察的場域為臺灣三所女子監獄中唯一將幼兒統一

集中於保育室托育，幼兒每天在其中活動九個小時，包括用餐、洗澡、

遊戲與活動。在規律的生活作息、固定的用餐、熟悉的生活環境與人

際互動中，保育室建構出另一種形式的家，在這個家的保護下，幼兒

得以與自己的母親、替代的照顧者、以及同儕友伴，形成一種關係的

連結，所以當媽媽離開時幼兒會哭鬧不安，當值班者給予安慰照顧時

幼兒會自然的接近與信任，當同儕友伴一起遊戲互動時可能分享或競

爭，這些關係的連結均構築成幼兒成長的保護基地，免於寄養機構複

雜的人際互動、其他親人照顧的更迭、或是多次分離帶來的創傷與壓

力。 

 
（二）保育室情感連結與同儕歸屬的功能奠定幼兒早期人格養成

的要素 

本研究發現保育室各項功能中最能發揮幼兒早期人格養成的要

素是照顧者與幼兒之間形成的情感連結，以及同儕互動發展出來的歸

屬感。雖然不同的女收容人和幼兒之間的情感連結受母親托育的品質

呈顯出差異，有些幼兒甚至更願意親近其他替代照顧者，但幼兒對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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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的敏感度與一致性，讓他們尋找的信任與撫慰對象通常是固定的照

顧者，這種托育照顧來源不限於母親一人，而有其他替代照顧者來滿

足有些女收容人無法提供幼兒正向有效的關愛，反而有助於幼兒自尊

的建立 ，因為他不會一直被照顧者拒絕，因此能發展出自我與他人

之間的情感連結。其次，這種情感連結有時也會在同儕互動的歸屬感

中被滿足，在本研究中除了 c 童因為語言表達不佳，所以會以搶的方

式來滿足需求，新進的 g 童因為入監前即養成攻擊的行為外，所以在

後期觀察中常讓照顧者困擾，其他幼兒在同儕中雖出現嫉妒與競爭，

但對其他更小的嬰幼兒均會展現友善與分享。 

 
（三）保育室環境面對安全清潔品質憂慮、醫療與托育資源不足

的高風險挑戰 

本研究發現保育室的環境清潔與安全性是一大憂慮，幼兒暴露在

高傳染性的疾病風險中，腸病毒、疥瘡、流行性感冒等一直未獲改善。

保育室內未設有洗手台、提供簡單必要的擦傷瘀青藥品或冰枕等，保

育室內又常有蜘蛛、螞蟻、蟑螂活動其中，照顧者與病童未養成戴口

罩的習慣，兒科專門醫療的品質也不為女收容人所認同，這些都是亟

待改善的問題。其次，保育室以現有的攜子入監女收容人為主要的托

育人力，未積極尋求專業的托育資源，如果又不重視照顧者的親職教

養課程，以及保育室托育的督導與管理，則有害於幼兒身心的托育方

式勢必如本研究中所報導的重複出現。 

 
（四）保育室未來的目標應積極尋求專業托育人力與提供親職教

養課程 

由本研究參與觀察的同時也是保育室女收容人每週一次、持續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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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2 小時親職教養課程的上課時期，女收容人在接受這些課程以及

本研究觀察者、工讀生提供的托育照顧經驗後，女收容人開始表現對

幼兒正向積極的陪伴，從謾罵威脅的照顧方式展現更為友善與鼓勵的

態度，同時肯定學習媒材與玩具對幼兒學習成長的重要性。本研究評

估此專業人力的支援與親職教養課程室保育室功能發揮的重要元

素，在未來新蓋的女子監獄房舍中亟需被重視與規劃，以促進幼兒生

存權、學習權與受父母養育權的被保護及實踐。 

 
（五）與國內外相關研究結果之異同 

本研究結果和國外諸多研究結果有一致之處。在幼兒的情感連結

上，本研究支持 Byrne、Goshin 與 Joestl（2010）、Cassidy et al.

（2010）、Murray 與 Murray（2010）等的研究結果，攜子入監方

案有助於親子間的情感連結，但本研究進一步發現，幼兒情感連結的

對象不限於自己的母親，其他替代的照顧者亦可能為幼兒情感連結的

來源。其次，在保育室提供的托育品質上，本研究呼應 Eloff 與 Moen

（2003）在南非女子監獄的結果，即監獄環境中充滿限制性的體驗

與母子互動缺乏富有想像力的遊戲，更呈顯出親職教養的重要性。 

本研究結果與國內王玟升（2010）、王雅慧（2010）、林鑫柔（2012）

分別訪談監獄的管理員及女收容人的研究結果稍不一致，亦即入監生

活剝奪了幼兒安全的學習與成長空間，且易受監獄化及次級文化的影

響，不利於未來發展。本研究結果顯示該不利發展只呈現女子監獄保

育室的部份現況，入監生活的幼兒仍有其正向生存發展的機會，但有

待更多元完整的托育資源與教養方式來尋求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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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繪本與性別越界 & 兒童影像的文化分析】 
 

 

主題一：繪本與性別越界 

 

家事嘢 / 圖‧文  阮雅潔 

這個故事源自於一個家庭主婦的幻想，在真實世界裡她除了上課、照顧孩子

之外，還要包辦所有的家事。因為 24 小時隨時待命，她累壞了，於是她開始去

想從什麼時候開始家事變成女人的事，以及凡是妻子、母親、女孩都和家事脫不

了關係，而男人在丈夫、父親、男孩的角色保障底下，做家事等同於做好事，從

「新好男人」稱號的盛行一時即可窺見，但這樣的好運似乎永遠輪不到女人的身

上，反倒是女人如果忽略了家事，不只是外來的壓力，連她的內心都要指責自己。

我想透過這部繪本讓女人在家事上鬆綁，也夢想有一天家事變成大家爭先恐後想

做的事。 

 

 

阿寶找工作 / 文  孫華楣‧圖  陳寶川 

保姆，是女人的職業？ 

漁夫，只有男人才能做？ 

男人的工作，女人不能做嗎？ 

女人的工作，男人就不能碰？ 

工作，是否存在著性別的刻板印象？而這個傳統在廿一世紀的今日能否被打

破？ 

他叫阿寶，來自一個傳統的小家庭，爸爸是醫生，媽媽當老師。 

從小，阿寶便立志當一名彩妝師，但父母都傳統，所以他從不透露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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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時的作文簿，為免麻煩，志願欄填上的不是工程師，便是醫生，他知道，時代

會改變，耐得住性子才能成功。畢業那年，阿寶闖社會，偷偷地計劃著往彩妝師

的路上走。彩妝師，一直以來被人認定是女生的職業，阿寶是男生，求職路上困

難重重……。 

《阿寶找工作》故事內容是想要藉一個社會新鮮人找工作的歷程，突顯這個

長期存在的問題。 

我想把這個故事獻給所有熱心於女工男做，男工女做的工作人士，讓孩子明

白工作不分貴賤，也不分男女。 

 

 

小豆的秘密 / 圖‧文  劉莙莙 

性別多元化概念在現今社會是常見而普遍被理解的現象，無論在媒體或日常

生活都會接觸到性別多元化的議題，先前教育部在性/性別教育課程的安排上，

也試圖將這個議題放入，因此可見得性別多元化議題是生活可及的一部分，而幼

兒的生活世界也無法例外。性別形成並非決斷的二分，越來越多學者主張性別雙

性化，打破性別的二元化概念，《小豆的秘密》就在這樣的脈絡中發想出現。《小

豆的秘密》是個談論自我認同與同性之愛的故事，故事中的主角小豆對自己的性

向產生疑惑而出現一連串探究自我的過程，經由尋求資訊、觀察他人、自我對話，

來重構自我並再次對自己產生認同。因為受限於幼兒的身心發展，在幼兒階段建

立多元性別的觀念有其困難度，因此本故事的目的旨在使幼兒瞭解自我覺察的重

要，以建立幼兒的自我認同和自我接納，並希望透過本故事能使幼兒知道同性之

愛的存在，使其學習尊重他者，不只是同志族群，還包括其他的多元族群，期冀

能達到性/性別平等及尊重差異包容異己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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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二：兒童影像的文化分析 

 

無國界童年 / 阮雅潔 

在進入這個主題之前，我毫無疑問地相信「量身訂製」、「專屬空間」這類廣

告詞氾濫的台灣，肯定為我們的孩子營造了一個獨特的空間，然而當我走訪孩子

常去的餐廳、商店、街頭和學校時，才發現資本主義已經徹底同化我們的空間，

透過鏡頭我見到美國、日本、印尼、泰國、越南、荷蘭、西班牙等國的文化，以

食物、氣味、色彩、文字、服飾、玩具、建築、節慶、人力等形式占領了孩子的

日常生活空間，孩子要搭飛機才能體驗異國文化的時代已成為過去，生在此時此

地的孩子顯然視異國文化為稀鬆平常之事，而且恐怕他們要非常刻意才能在文化

異常混雜的空間裡察覺或找尋自己的文化，也因此我將四處蒐集而來的照片一一

整理後，給了「無國界童年」這樣的題目。 

 

 

大竿林‧老礦眷 / 鄭宇博 

我是一個在基隆土生土長的孩子，17 歲開始離開家鄉到外地求學，將近十

年的時間去過洛杉磯、台南、宜蘭、夏威夷、新竹和台北。別人的家鄉總是有說

不完的故事，故事裡除的光輝的歷史外，還有著一份「老者安之，少者懷之」的

恬淡。回到自己的家鄉後發現同學們和小時候的玩伴都在台北討生活，有的人每

天通勤、有的乾脆搬到更發達的地方定居。附近市立完全中學的輔導老師說，中

和里與和慶里(包括新社區在內)本身就是相對弱勢的社區，而老礦眷裡的孩子更

成為想當然爾弱勢中的弱勢學童。社區裡的老人和小孩苟延殘喘，在看不到希望

和盡頭的夾縫中，期待一個不算是未來的未來。年復一年社區的路上人變少車變

多，山坡上樹木變少垃圾變多，空氣漸漸的不這麼適合人呼吸，水也不再與人親

近。大人們為了適應新世界的生活而疲於奔命，失去大人專注的孩子也就只能在

電視與網路的世界流浪。漸漸的看見了逃離教室與學校孩子，逃離家庭的孩子，

借公廟、幫派與毒品逃離社會的孩子。 

還記得小時候唱著「我家門前有小河，後面有山坡......」的時候，總是對於

自己家鄉的圖像，投射以無限美好的畫面。這個畫面讓我在異地求學遇到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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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有著一絲溫暖與牽掛在心頭。長大以後當我看見自己的家鄉不再美好，我便

決心傳承家鄉的生命力，總有一天我可以告訴這裡的孩子─家鄉的故事。 

 

 

因為四川大地震，所以來到了貴州，邂逅了小孩 / 曾舒萍 

2008 年因為四川大地震，嚇得大家都不敢接近四川附近，怕有瘧疾傳染，

所以旅行業者就把票價降價賣，兩萬變一萬，在因緣際會下，我的南藝研究所同

學找我一起去，很隨興的就去了貴州，我稍稍回想以前國中念的地理，介紹每個

省份之前都會簡單用一兩句話來代表，貴州的印象是「地無三里平、天無三日晴、

人無三分銀」，這說明了貴州山多對外交通不發達所造成的影響，所以貴州可說

是旅遊發展晚的省份，這意味著貴州仍留存著原始風貌，且未過度開發。 

    貴州的少數民族約佔總人口數四成，來到一個少數民族總人口居全國第三位

的貴州，一定會到少數民族部落參訪，每個部落都不意外用精彩的歌舞秀來表

演、喝他們釀的小酒。但對於一次又一次的歌舞表演，實在是很無聊，所以我跟

我的朋友芝麟決定每到了一個部落，就會請貴州少數民族的小孩帶我們去他們平

常覺得好玩的地方，例如雜貨店、小山。 

    在過程中，紀錄了一些照片，可以發現在一個物質過度爆炸的時代，貴州的

少數民族小孩，他們的玩具就是大自然裡的東西，小孩的衣服又髒又小，幾乎沒

有玩具，他們的玩具就是水溝中的青蛙，這也形成了一個對比，同時也發現跟早

期的台灣的很像，所以其實可以讓我們反思，過度把小孩放在一個離開大自然的

環境是好的嗎?什麼時候孩子可以再玩得全身髒兮兮地回家? 

 

 

央視兒少春節聯歡晚會遊記 / 林宗彥 

我是ＭＯＭＯ親子台的牛奶哥哥，同時也是政大幼教所的碩士生，去年十二

月，我們親子台接到大陸中央電視台的邀請，希望親子台的哥哥姐姐還有四隻玩

偶能到北京參加兒少春晚的錄影。春晚是大陸十分指標性的節目之一，在大年三

十的那天晚上，幾乎所有等著吃團圓飯的民眾都會守在電視機前，看春晚、等團

圓。我十分興奮，幾乎沒什麼緊張的感覺，畢竟是所有的哥姐一起上，於是，我

收起行囊，展開了一連五天的央視春晚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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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北京後，真可謂是大開眼界，北京的什麼東西規模都很大，馬路大、建

築大、機場大、廣場大、攝影棚大、休息室大，比起台灣，這裡的人多、車雜，

空氣中有著來自北方的黃土，使得整個城市都霧濛濛的，操着北京腔的民眾，走

在白皚的道路上，吐着長長的白煙，這裡的一切都和熟悉的台灣不同。特別是央

視裡頭的生態，和我平時待在內湖八大攝影棚的生態截然不同，我真正見識到了

兩岸幼兒媒體圈的差別，我見到了來自大陸四面八方，十八般武藝精通的菁英兒

童，看到了大陸能言善道、穿著正式的兒少節目主持人，體會了在當地仍舊流行

的打罵教育。零下八度、白色世界、央視兒少春晚，從未體會過的東西，如同奇

蹟般的在海外同時發生。很慶幸、很感謝、很感動，這趟旅程將會是我在 2012

末日前最難忘的體驗。 

 

 

 

 

 

 

 

 

 

 

 

 

 

 

 

 

 

 



百年幼教論壇研討會                                                                  

 74 

 

 



                                                           兒童的道德與哲學圖像場次 

 75 

 

 

今日兒童形貌： 

幼兒園教師對兒童之刻板印象調查 

 

龔美娟、王翠鳳 

 

不同世代對兒童的形貌有不同的主觀看法，本研究定義為刻板印象

（stereotype）。根據研究顯示，若教師對兒童存有負面刻板印象，兒童的行為也

會如預期反映出教師的刻板印象，此將對兒童的發展有不利的影響。本研究旨在

了解現今幼兒園教師對兒童持有哪些刻板印象，並了解這些刻板印象的正負面意

義。331 位大台北地區之公私立幼兒園教師參與本研究調查，填寫「幼兒園教師

刻板印象調查表」之結果共收集到 669 個不同的詞彙，歸納出五個向度共 56

個類別，顯示幼兒園教師對兒童刻板印象的前十大排序分別為：「依賴」、「聰

明」、「抗壓性低」、「自理能力差」、「自我中心」、「沒禮貌」、「被過度

保護」、「好動」、「很會表達」、以及「不純真」。研究並透過專家內容效度

再次確認每個類別所屬的向度以及其隱含的是正面或負面的刻板印象；結果指出

幼兒園教師對時下兒童所存有之負面刻板印象高於正面印象。本研究另在回顧中

國古典文獻中對兒童形貌的看法後得知，幼兒園眼中的今日兒童形貌，已與宋明

朝代的教育學者有所不同；唯以「學習狀況」的向度描述兒童，古今皆同，顯示

在華人教養文化中，對兒童「學習」之重視依然不變。 

 

關鍵字: 幼兒園教師、刻板印象、兒童 



百年幼教論壇研討會                                                                  

 76 

壹、前言 

隨著台灣的社會變遷，少子化現象已然是個不爭的議題。每個家

庭平均來說，僅生育一至二位子女。因此，每個兒童相對於過去生育

眾多子女的家庭，在家庭中的地位可謂備受寵愛，並且被新世代的「直

昇機父母」過度保護（李雪莉，2007）。 

「直昇機父母」意指父母就像一架直昇機一樣，高空盤旋於子女

的周圍，不但無時無刻守望孩子的一舉一動，而且也扮演即時滿足子

女需求的角色；另一方面，「直昇機父母」也隱含著現代父母內心對

「完美小孩」（perfect child）的期待，焦慮孩子輸在起跑點，所以

要求孩子及早學習各項才藝、具備國際性的語言能力等，希冀孩子成

為具競爭力的資優兒童。久而久之，在長期被過度保護與強迫學習之

下，孩童除了明顯缺乏良好的生活習慣以外，在抗議學習壓力的情況

下，也養成對於想要的東西，就要馬上要到手的習性，因為如果無法

立即獲得滿足，孩童便會哭鬧抗議，不願意順從父母。因此，等這些

小公主或是小王子進入幼兒園所，不管在人際關係或是社會適應層

面，不但常以自己的需求為主，並且也習慣他人必須提供立即性的滿

足。因此，要如何教導這群溫室中長大的花朵，便成為幼兒園教師所

面臨的挑戰。 

由上述可知，大多數教學資深的幼兒園教師心中可能覺察今日兒

童與過去兒童有所差異。日積月累的互動之下，在教師心中浮現的今

日兒童形貌，亦可能逐漸形成某些刻板印象。根據研究顯示，當教師

對兒童產生負面的刻板印象，兒童的行為也會如期反映出教師的刻板

印象（Alvidrez & Weinstein，1999）。換言之，當教師用甚麼眼光

看待兒童，兒童就會逐漸表現出教師刻板印象中的行為；而當兒童行

為出現符合教師刻板印象中的樣貌，便又回應了教師的認知，如此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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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深刻痕於教師心中的負面刻板印象。如此現象就會形成一種惡性循

環，將對某些特定的兒童的發展有不利的影響。尤其以現今幼兒園的

工作型態，很多父母一早將幼兒送到園所，往往需要等到晚上六、七

點、甚至更晚，才將幼兒接走。幼兒跟教師相處的時間，已經比跟自

己父母相處的時間還要長，若老師對今日兒童的形貌較具負面刻板印

象，如此對那些剛好符合刻板印象的幼兒而言，長久並非有所助益。 

因此，本研究欲探討幼兒園教師對今日兒童持有哪些刻板印象，

並了解這些刻板印象的正負面意義。本研究希望能由調查幼兒園教師

的問卷中，先整理出這些刻板印象的前十大排序。再者，本研究將繼

續對所獲得的資料予以歸類，並分析這些刻板印象所隱含的正負面意

義。最後，本研究獲取的資料將與中國古文獻中描述的兒童形貌相互

比較，以了解時代變遷下，今古教育學者對兒童形貌看法之異同。 

 
貳、文獻查證 

一、社會變遷中的兒童形貌 

    就中國而言，兒、童、幼、子，所指向來不只一義。古代文獻中

的兒、子、幼、童，雖可意謂幼齡兒童，但是更常代表一種相對於成

年、父母、師長的卑下社會地位，或從屬性的依附角色。 

    因之，既為依附角色，於是中國的兒童形貌在古書的記載上，可

謂模糊（熊秉真，2000）。換言之，兒童向來在中國的歷史上非為

主要發言者，現今兒童史的研究，也僅能從過往所留下的片段記載、

回憶追想童年去間接推論傳統對於兒童的形貌認定，其中最具代表性

的一句經典文句是：「勤有功，嬉無益」。 

    「勤有功，嬉無益」是成人期望兒童所擁有的模範形象。南宋理

學大家朱熹在《童蒙須知》言，「凡為人子弟，須要常低聲下氣，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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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祥緩，不可高言喧鬧，浮言戲笑。…..凡行步趨蹌，須是端正，不

可疾走跳躑」（引自陳夢雷，1976）。也就是說，孩子活著，主要

是「學習」，學做成有某種特質的「成人」。朱熹認為，小孩子愛吃、

愛玩、好動、好奇等，在及早學做成人的終極目標下，是種阻礙。由

此番論述，吾人可知孩童的形象是好逸惡勞，父母或師長的責任在於

壓抑遏止此心性之成長。因此，朱熹認為小孩子最好有甚麼吃甚麼，

不要整天求吃好的，不要挑嘴。朱熹甚至認為，小孩最好不要靠近熱

鬧的地方，不要養小鳥、狗、貓之類的小動物，別打球、踢球、放風

箏，因為這些都是「無益之事」，小孩的時間精力最好全用到學習「有

益」的事上去（熊秉真，2000）。朱熹此番言論，正是「勤有功，

嬉無益」之典範代表。 

    明代呂得勝作《小兒語》，亦用歌訣的方式，淺顯闡述教導兒童

須注意之事，「一切言動，都要安詳，十差九錯，只為慌張。沉靜立

身，從容說話，不要輕薄，惹人笑罵。先學耐煩，快休使氣，性躁心

粗，一生不濟」（引自陳宏謀，1993）。此亦可見中國古哲所希冀

的模範兒童形象，大多以「靜」為準則，希冀兒童安靜、持重、老成，

最好能清心寡欲、吃少喝少、輕聲細語、學習乖乖坐著不要亂動，以

成為一個具有定性、能成大事，而且人見人愛的「小大人」(所謂的

「舉止儼若成人」)，如此方能在未來「光宗耀祖」。此番論述亦可間

接推論兒童的形貌乃是好動、浮躁、情緒不穩、吵鬧、好吃愛玩等好

逸惡勞的心性。 

    綜上所述，中國古老一代的祖先眼中的兒童形貌，是好動、浮躁、

情緒不穩、吵鬧、好吃愛玩、沒耐性、不成熟、不理性、能力不足、

未社會化和無知，須成人在旁監督教化。換言之，中國人將兒童視作

懵懂未開化的「動物」，兒童期被視為成人前的蒙昧階段，無生產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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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能力，須隨年齡的增長與仰賴成人的教導及養育，方能讓其脫離動

物模式，進化為成人。如宋朝程子所言，對待小孩子得像教訓小狗一

樣，如果你不願狗進屋子，須記得在每次牠進屋的時候打牠一頓，絕

不能打了牠一次，下回又逗牠玩、讓牠進屋給牠東西吃（熊秉真，

2000）。 

    除了朱熹等宋明學者關注兒童須「立學為人」之外，另一著名的

思想家王陽明在《訓蒙大意》中對兒童形貌的描繪與前述學者如出一

轍：大抵童子之情，拘儉。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搅之

則衰痿。 

    此處勾繪出一個孩子，一顆童心，基本上是好玩樂而不愛被管束

的，就好像是初抽之幼苗，禁不起摧折，因此需要教化。然而，就遠

古先聖對兒童的教育啟蒙，王陽明卻認為整個教育的目的，人生之終

極目標，是不需外在制度或人為力量去汲汲營營規劃的，勉強執行的

教育方針，最後總要徒勞無功。因此，王陽明所揭示的，無疑與過去

先聖教誨有異，可謂掀起了一場教育史上的思想革命。 

    而繼王陽明《訓蒙大意》百年後，明朝李贄《童心說》更直指童

心本質，讓吾人更具體看到宋明學者對兒童形貌的看法：夫童心者，

真心也。若以童心為不可，是以真心為不可也。夫童心者，絕假純真，

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卻童心，便失卻真心。失卻真心，便失卻真

人。人而非真，全不復有初矣。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

也。 

    由該文可見兒童之可愛可取，因為他們不只代表人最起初原始的

一個階段，最早先的一種狀態，而且那種狀態與特性，也就是「自然

人」或者人性最純真無邪、完全馴良下的情況。因之，正確的教養方

式，必須重新調整發展出一種依循兒童自然本性的辦法，去協助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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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天性。激發其良知良能，始之與兒童的身心一同自然茁壯（熊秉真，

2000），而非如過去傳統中國對兒童「小大人」的要求，反其道而

行的要求兒童安靜，要求孩子及早受僵化管教，要求其固定人格習

性，甚至及早成家立業。 

    綜合上述，自古至今，兒童形貌大致可由古籍文獻記載中推論得

知：中國對兒童形貌的看法為，天真、無邪、善良、活潑、可愛、好

動、浮躁、情緒不穩、吵鬧、好吃愛玩、沒耐性、不成熟、不理性、

能力不足、未社會化、無知，以及需要教育。惟在「需要教育」此一

環節上，不同學者的教育觀點有所差異：南宋朱熹等視兒童如動物

般，期使教育使之成為「成人」；而明朝王陽明的思想，在中國概念

史與教育史上，實為一重大突破，其後李贄「童心」之說尤再跨越一

層，以童心特有天真無偽之形貌，為人性一種至善之境界，社會人群

最高之理想。對人性之掙脫文明桎梏，回歸自然昇華，亦為古往今來

關心兒童者點起了一盞不同的明燈。 

然而，不管教育觀點是否有所差異，中國古聖先哲對兒童形貌的

圖像臻至最終，總是離不開「學習」。「兒童」與「學習」的聯結，

勾勒出華人社會最鮮明的兒童圖像。 

    時至今日，華人世界受西方教育思想的影響日漸深遠，而西方國

家對兒童形貌持何種看法，僅吳翠珍（2003）提及英國平面媒體對

當代英國兒童的形貌有過一番探究。此項調查結果是由英國 182 位兒

童與受過新聞專業訓練的青少年所觀察，他們以一個星期的時間，觀

察了全英九家主要的日報，記錄了所有有關兒童的報導，總共分析了

400 則的新聞報導，並區分出七個英國平面媒體對兒童報導的刻板印

象。吳翠珍指出，在英國平面媒體對當代英國兒童形貌的報導中，英

國現今兒童明顯與過去兒童有顯著的世代差異。而對於台灣現今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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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大家持有何種看法？是否有別於過去不同時代先聖哲人對兒童的

看法？則尚未有具體定論。 

 
二、「直昇機父母」現象下的兒童形貌 

「直昇機父母」現象代表著過度涉入子女生命以及過度焦慮的父

母風格。因為過度焦慮子女的成長，深怕子女未來的競爭力不足，因

此自子女出生後，甫自嬰兒階段，「直昇機父母」便帶著子女參與各

種潛能開發、才藝等課程，這種焦慮的父母風格帶動各地兒童產業的

發展，各種才藝、體能教室紛紛設立嬰兒班、幼兒班，甚至坊間流行

所謂的「皮紋性向分析」，據稱能透過嬰兒的指紋幫助父母判斷嬰幼

兒的未來性向以做及早規劃。除此以外，父母可能利用上班時間費盡

心力的為子女製作部落格，連絡社群網友以便為子女爭取在臉書上按

「讚」的投票率；也可能在寒暑假為子女報名各地補習班、兒童產業

機構與私立小學推出的「夏令營」、「冬令營」以及「遊學團」等，

這些舉動都可探知現今父母對子女投注的關愛與注意，無所不在的包

圍子女。李雪莉（2007）指出目前台灣這樣的「直昇機父母」，約

有六百萬之多。 

「直昇機父母」現象對現今兒童可能潛藏著深遠的負面影響。這

群受「直昇機父母」妥善照顧的孩童，很容易成為依賴父母的「溫室

花朵」，若遇日曬雨淋，則容易凋落枯萎；在父母要求「完美小孩」

的心情下，使父母對孩子的未來持有「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賭注。

因之，孩童也較難以接受失敗的打擊，因為「完美小孩」必須琴棋書

畫樣樣精通，各項競賽也應得到優異的成績，所以一旦面臨失敗或輸

給其他小朋友，他們可能無法忍受，甚至長期的挫折也會使他們容易

形成「學習的厭食症」者（嚴春財，2009）；而父母在啟動孩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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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學習、兢兢業業地提供各項刺激，以填滿孩子人生的同時，孩子

可能也會感受壓力，繼而反抗。父母為了讓子女順從，可能會以子女

想要的物質或金錢來交換，如此反覆的交互作用，使得子女常常獲得

立即性的滿足，日久便養成對於想要的東西，就要馬上要到手、不能

片刻等待的習性；而在凡事有人代勞的情況下，孩童鮮少自己動手處

理自己的生活，所以生活自理能力相對過往兒童較弱，也逐漸養成飯

來張口、茶來伸手的習慣，成為極盡被寵壞的小公主或是小王子。加

上雙薪、工時過長的台灣現代父母，忙碌的生活中比較沒有時間培養

孩童良好的生活習慣，因而幼童可以想睡再睡、想吃再吃、無限制的

打電動、划手機、玩平板…，《康健》雜誌曾經針對國小四到六年級

學童進行一項身心健康調查，結果發現有四成六的學童沒有正常排

便，其中有五成三以上的學童十點後才就寢（引自李雪莉，2007）。 

綜上所述，「直昇機父母」現象下的兒童形貌，在行為上較為依

賴，在生活上無法自理，但在多項才藝上卻能有所表現，遇到困難時

的挫折忍受力可能較低，有厭惡學習或抗議學習的傾向，常以自己的

需求為主，需要獲得立即性的滿足，無法等待，缺乏良好的生活習慣

等。對於與幼兒長時間相處的幼兒園教師眼中勾勒出的兒童形貌是否

雷同？是本研究關注的重點。 

 
三、刻板印象及其影響 

    所謂「刻板印象」，指的是對某人、事、物或情境獲得印象後，

所持的固定的態度或觀念，而當再遇到同類的人事、情境，則給予固

著的反應或觀念對待（引自教育部國語辭典）。Lippman 是首先使

用刻板印象（stereotype）一詞的學者，其認為刻板印象是一種「僵

化的、過分簡化、且為選擇性的單純化」的看法（引自 Oakes, Has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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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rner，1994），換言之，刻板印象隱含有以偏概全，過度類化，

先入為主的成分，而且完全不考慮團體中的個別差異，例如：一般人

只要想到客家人，就馬上容易聯想到節儉，而只要一想到法國人，就

覺得這是個很浪漫的民族。這樣的看法容易引致內隱偏見（implicit 

bias），倘使個體存有這種偏見的概念，若又剛好遇到符合此偏見形

象的特定他人，就會很容易對其產生特定的評價。 

    這樣形成的刻板印象也許與統計數字有關（例如：多數的客家人

都具有節儉的美德），也許無關（例如：一般認為老年人開車都開得

很慢，然而事實上只有 10-15%的老年人開慢車）。其也可能關連到

一個正面的印象，但也可能關連到一個負面的印象（Greenwald & 

Krieger，2006）。負面的刻板印象是形成偏見的主要原因，有了偏

見就會產生差別待遇。例如：女生普遍被認為數學能力不如男生，所

以教師可能將很多數學競賽的機會先給男生；或是非裔美人被認為功

課不如白人，所以如果一位黑人學生的成績很好，那可能是因為他擅

長作弊的關係。這些都是個體受損於其所屬團體被負面刻板印象連結

的結果，以致嚴重折損個體的表現（Steele & Aronson，1995）。 

    而對學齡前兒童來說，假如老師常常用負面的刻板印象去評價或

解釋兒童的某些偏差行為，長久之下將會對兒童有不利的影響，甚至

使兒童失去很多學習成長的機會。相對的，兒童也會展現如教師所持

負面刻板印象下的行為，此類行為又很容易印證教師的負面刻板印

象，這樣的惡性循環就容易形成所謂的「畢馬龍效應」（Pygmalion 

Effect）。也就是說，幼兒園教師對學齡前兒童的某些預期將會影響

兒童後來的表現，即使兒童並未知曉，他們所展現的行為卻如教師所

預期般的展現出來（Rosenthal & Jacobson，1968），而如此反而

更讓教師確信自己的判斷正確，而使其對某些特定兒童改變教育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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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目前已經有類似研究證實這樣的觀點（如：Alvidrez & 

Weinstein，1999）。因此，幼兒園教師對學齡前兒童的自我實現預

言，可能源於對兒童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 

以目前對刻板印象的研究來說，國內外仍多偏重於性別議題的刻

板印象範疇，例如：家庭的分工，容易受性別刻板印象的影響，一般

認為養家是男性的責任，而做家事則是女性的責任；又如社會對於男

女的外遇，也有著不同的評價，對於男性的外遇以風流倜儻、浪子回

頭等予以寬容；對於女性則以嚴厲的道德標準要求守貞潔等。而對於

今日兒童刻板印象看法的相關研究，則非常缺乏，尤其上述論及幼兒

園教師與幼兒相處時日長久，教師的畢馬龍效應又對幼兒有一定程度

的影響，因此研究此番議題實有必要之處。 

 
參、研究方法 

一、 研究對象 

為了收集充分的樣本代表性，研究者預計收集大台北地區 400

位幼兒園教師的自我陳述資料。本研究所稱「幼兒園教師」泛指曾在

幼保相關機構之現場基層工作服務者，如園長、主任、教師、教保員、

助理教保員等。 

 

二、 研究工具：幼兒園教師刻板印象調查表（Preschool Teachers’ 

Stereotype Survey） 

包含人口變項以及開放性問題的幼兒園教師刻板印象調查表是

以幼兒園教師的角度出發，來看現今兒童與過去兒童給人觀感上的差

異，內容問及「根據你的印象，你認為現今兒童與過去兒童相比，有

哪些地方具有明顯的不同？請按最快想到的答案列舉三項」等開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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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請受試者依據其工作經驗的主觀感受作答。 

幼兒園教師需要先寫下自己主觀認為現今兒童與過去兒童是否

有所不同，如果其認為現今兒童與過去兒童沒有差異，則到此停止作

答；如果其認為現今兒童與過去兒童的確有所差異，則需要請她們進

一步填寫差異最明顯的三個印象。  

 
三、 實施程序 

    調查幼兒園教師對現今兒童的刻板印象看法，資料來源有以下管

道： 

(一)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附設進修專校及進修學院的學生，這些

學生於假日進修，週間則為大台北地區的幼兒園教師。此類管道是以

團體施測的方式進行問卷的收集。 

(二)  利用研究者的個人臉書（FB）與「經國幼保家族」網路進行

研究問卷的邀請，在網路上獲得研究參與的同意之後，請她們以

email 的方式回覆問卷。 

 
四、 資料處理 

(一)  幼兒園教師基本資料描述 

以次數分配描述統計（Frequency）了解受試教師之居住縣市、

年齡、工作年資階段等分布情形。 

(二)  刻板印象類別與排序 

研究者根據「幼兒園教師刻板印象調查表」收集到的刻板印象（文

字資料），以歸納分析的方法，加以命名後，以次數分配描述統計列

出排序以了解幼兒園教師普遍認同的十大今日兒童形貌。 

(三)  刻板印象向度與正負面意義分析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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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五位專家進行刻板印象向度分類以及刻板印象正負面意義之

評析，並以次數分配描述統計列出每個向度的前三項刻板印象，並以

次數百分比了解幼兒園教師普遍以何種角度勾勒今日兒童形貌，以及

這些刻板印象的正負面意義。 

(四)  刻板印象類別、向度與正負向意義之專家內容效度 

所有問卷資料均以內容效度指標 CVI（Content Validity Index）

確認專家內容效度。 

 
肆、研究結果 

一、初步的資料處理 

發出 400 份「幼兒園教師刻板印象調查表」，問卷回收 331 份，

無廢卷，有效問卷為 331 份，回收率為 83%。如表 1.1 所示。 

 
表 1.1 問卷回收狀況記錄表 

發出份數 回收份數 廢卷 有效問卷份數 有效回收率 

400 331 0 331 83% 

 
二、受試教師基本資料與現況分析 

本節將以敘述性統計（Descriptive）之人數及百分比，呈現受

試教師的基本資料，如居住縣市、年齡、工作年資階段等現況。 

如表 2.1 所示，受訪老師居住縣市以「新北市」最多，計 174 人

（52.6%），其次依序為「基隆市」59 人（17.8%）、「台北市」56

人（16.9%）、「其他縣(市)」40 人（12.1%），未填答 2 人（0.6%）。 

而年齡方面，則以「31-35 歲」最多，計 72 人（21.8%），其

次依序為「41-45 歲」57 人（17.2%）、「36-40 歲」56 人（16.9%）、

「21-25 歲」55 人（16.6%）、「26-30 歲」44 人（13.3%）、「4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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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23 人（6.9%）、「51-55 歲」7 人（2.1%）、「20 歲以下」5

人（1.5%）、「56 歲以上」3 人（0.9%），未填答 9 人（2.6%）。 

至於受訪老師的工作年資階段，本研究以 Katz（1972）對幼兒

園教師的專業成長四階段為分類依據。結果指出受試老師以「成熟階

段」者佔最多數，計 218 人（65.9%），其次依序為「求生階段」45

人（13.6%）、「求新階段」37 人（11.2%）、「強化階段」8 人（2.4%），

未填答 23 人（6.5%）。 

 
表 2.1 基本資料次數分配表（N = 331） 

類別 人數 百分比（%） 
居住縣市   

基隆市 59 17.8 
台北市 56 16.9 
新北市 174 52.6 
其他縣(市) 40 12.1 
未填答 2 0.6 

年齡   
20 歲以下 5 1.5 
21-25 歲 55 16.6 
26-30 歲 44 13.3 
31-35 歲 72 21.8 
36-40 歲 56 16.9 
41-45 歲 57 17.2 
46-50 歲 23 6.9 
51-55 歲 7 2.1 
56 歲以上 3 0.9 
未填答 9 2.6 

工作年資階段   
求生階段（n≦1） 45 13.6 
強化階段（1<n≦2） 8 2.4 
求新階段（2<n<5） 37 11.2 
成熟階段（n≧5） 218 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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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人數 百分比（%） 
未填答 23 6.5 

 

 
三、刻板印象類別與排序 

（一）專家內容效度 

為了解老師的刻板印象，本研究蒐集 331 位受訪老師列舉三項現

今兒童與過去兒童相比，有哪些地方具有明顯的不同（其中有 7 位受

訪者認為沒有不同），共得 993 個詞彙，其中有些詞彙重覆出現，經

次數分配統計得互異詞彙共 669 個。為顧及教師對學童刻板印象分類

的完整性，延請五位幼兒保育領域之專家進行專家內容效度檢定。 

研究者首先將所有 669 個詞彙歸納為 56 個類別，為忠實呈現幼

兒園教師所使用的字眼，故在類別命名時，以同一類中幼兒園老師最

常使用或最具代表性的字眼命名。 

再者，請專家們各別就刻板印象詞彙之分類適切性給予評估，採

二點計分法：1 分表示「適切」、0 分表示「不適切，修正為___」，

再依據專家給分計算內容效度指標 CVI。本研究之 CVI 採專家給分

是以 1 分者為計算之標準，將所有得分為 1 分之題數相加後，除以量

表總題數，分別計算五位專家之 CVI 值及平均值，如表 3.1 所示。

五位專家之 CVI 值範圍在 0.958 到 0.996 之間，平均值為 0.975，

符合 CVI 值應為 0.8 或以上之要求（Waltz, Strickland & Lenz，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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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刻板印象分類內容效度指標 CVI 值 

專家編號 CVI 值 計算過程備註 

1 0.996 666/669 = 0.996 
2 0.975 652/669 = 0.975 
3 0.958 641/669 = 0.958 
4 0.975 652/669 = 0.975 
5 0.975 652/669 = 0.975 

平均 0.975 4.877/5 = 0.975 

 
（二）刻板印象類別及排序 

依照教師刻板印象的56個分類，以331位幼兒園教師填答的993

個詞彙數為分母，計算每一個類別的佔率，求出現今兒童形貌 Top 10

依序為：「依賴」149 人次（15.0%）、「聰明」122 人次（12.3%）、

「抗壓性低」68 人次（6.8%）、「自理能力差」66 人次（6.6%）、

「自我中心」51 人次（5.1%）、「沒禮貌」45 人次（4.5%）、「被

過度保護」42 人次（4.2%）、「好動」40 人次（4.0%）、「很會講

話」33 人次（3.3%）、「不純真」25 人次（2.5%）。 

其餘依序為「有主見」25 人次（2.5%）、「不好管教」23 人次

（2.3%）、「情緒管理較差」22 人次（2.2%）、「偏食」21 人次（2.1%）、

「發展較慢」21 人次（2.1%）、「胖」17 人次（1.7%）、「沒有學

習動機」16 人次（1.6%）、「專注力差」16 人次（1.6%）、「宅」

14 人次（1.4%）、「物質條件優渥」14 人次（1.4%）、「無法分類」

14 人次（1.4%）、「天真活潑可愛」12 人次（1.2%）、「愛計較」

12 人次（1.2%）、「早熟」10 人次（1.0%）、「沒有同理心」10

人次（1.0%）、「抵抗力差」9 人次（0.9%）、「沒有童年」8 人次

（0.8%）、「有創造力」6 人次（0.6%）、「獨佔慾強」6 人次（0.6%）、

「較白目」5 人次（0.5%）、「不能等待」4 人次（0.4%）、「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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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惜福」3 人次（0.3%）、「沒責任感」3 人次（0.3%）、「胖瘦

差異很大」3 人次（0.3%）、「貼心」3 人次（0.3%）、「學習力強」

3 人次（0.3%）、「同儕爭執多」2 人次（0.2%）、「好奇」2 人次

（0.2%）、「好問」2 人次（0.2%）、「注重外表」2 人次（0.2%）、

「討人次厭」2 人次（0.2%）、「高」2 人次（0.2%）、「高矮差別

大」2 人次（0.2%）、「不愛吃」1 人次（0.1%）、「多近視」1 人

次（0.1%）、「好看」1 人次（0.1%）、「成熟度差異大」1 人次（0.1%）、

「自理能力較好」1 人次（0.1%）、「冷漠」1 人次（0.1%）、「沒

安全感」1 人次（0.1%）、「身高差意變大」1 人次（0.1%）、「重

睡眠」1 人次（0.1%）、「差不多」1 人次（0.1%）、「資質差異大」

1 人次（0.1%）、「瘦」1 人次（0.1%）、「獨力」1 人次（0.1%），

未填答 25 人次（2.5%）。茲將上述之排序以表 3.2 呈現。 

 

 
表 3.2 刻板印象分類次數分配表（N = 993） 

類別 人次 百分比（%） 排序 正負面意義 

依賴 149 15.0 1 負面 
聰明 122 12.3 2 正面 
抗壓性低 68 6.8 3 負面 
自理能力差 66 6.6 4 負面 
自我中心 51 5.1 5 負面 
沒禮貌 45 4.5 6 負面 
被過度保護 42 4.2 7 負面 
好動 40 4.0 8 負面 
很會講話 33 3.3 9 正面 
不純真 25 2.5 10 負面 
有主見 25 2.5 11 正面 
不好管教 23 2.3 12 負面 
情緒管理較差 22 2.2 13 負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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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食 21 2.1 14 負面 
發展較慢 21 2.1 15 負面 
胖 17 1.7 16 中性 
沒有學習動機 16 1.6 17 負面 
專注力差 16 1.6 18 負面 
宅 14 1.4 19 負面 
物質條件優渥 14 1.4 20 中性 
無法分類 14 1.4 21 中性 
天真活潑可愛 12 1.2 22 正面 
愛計較 12 1.2 23 負面 
早熟 10 1.0 24 中性 
沒有同理心 10 1.0 25 負面 
抵抗力差 9 0.9 26 負面 
沒有童年 8 0.8 27 中性 
有創造力 6 0.6 28 正面 
獨佔慾強 6 0.6 29 負面 
較白目 5 0.5 30 負面 
不能等待 4 0.4 31 負面 
不懂感恩惜福 3 0.3 32 負面 
沒責任感 3 0.3 33 負面 
胖瘦差異很大 3 0.3 34 中性 
貼心 3 0.3 35 正面 
學習力強 3 0.3 36 正面 
同儕爭執多 2 0.2 37 負面 
好奇 2 0.2 38 正面 
好問 2 0.2 39 正面 
注重外表 2 0.2 40 負面 
討人厭 2 0.2 41 負面 
高 2 0.2 42 中性 
高矮差別大 2 0.2 43 中性 
不愛吃 1 0.1 44 中性 
多近視 1 0.1 45 負面 
好看 1 0.1 46 正面 
成熟度差異大 1 0.1 47 中性 
自理能力較好 1 0.1 48 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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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漠 1 0.1 49 負面 
沒安全感 1 0.1 50 負面 
身高差意變大 a 1 0.1 51 中性 
重睡眠 1 0.1 52 中性 
差不多 1 0.1 53 中性 
資質差異大 1 0.1 54 中性 
瘦 1 0.1 55 中性 
獨力 a 1 0.1 56 正面 
未填答 25b 2.5  負面 

註：前十排序即為求出之今日兒童形貌 Top 10 

a：排序 51 者應為「身高差異變大」，56 者應為「獨立」，皆僅有 1 人次，惟為忠於

原受試教師手稿，以「身高差意變大」、「獨力」呈現，並非打字謬誤。 

b：未填答包含受試教師認為今日兒童與過去兒童沒有差異的人次以及認為有差異卻未

填滿三個印象的人次。 

 

 
四、刻板印象向度與排序 

（一）專家內容效度 

對前述刻板印象 56 個類別，因為太過繁複，所以研究者希望將

相似特質的類別歸納為同一個向度，如此可以了解幼兒園老師多半從

哪些個角度形成兒童的刻板印象。因此，請專家開會討論刻板印象的

向度命名，最後決議將此 56 個類別區分到「身體意象」、「個性特

質」、「學習狀況」、「舉止行為」、「習慣養成」及「無法分類」

等六個向度之內（以下省略「無法分類」之描述），接著再請這五位

專家各自評估此 56 個刻板印象類別隸屬的向度。 

如表 4.1 所示，五位專家之 CVI 值範圍在 0.643 到 0.786 之間，

平均值為 0.718。雖不達 0.8 標準，但由於本研究之刻板印象向度係

開放專家選擇，未有預設值，故 CVI 值略低於 0.8，仍為可接受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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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刻板印象大分類內容效度指標 CVI 值 

專家編號 CVI 值 計算過程備註 

1 0.786 44/56=0.786 
2 0.768 43/56=0.768 
3 0.732 41/56=0.732 
4 0.661 37/56=0.661 
5 0.643 36/56=0.643 

平均 0.718 3.589/56=0.718 

  
（二）刻板印象向度及排序 

為了讓今日兒童形貌有更明顯的輪廓，研究者除了將 56 個類別

予以排序之外，另外將所有資料依其特性，將之區分為六大向度（包

括「身體意象」、「個性特質」、「學習狀況」、「舉止行為」、「習

慣養成」及「無法分類」）。以下除了「無法分類」向度外，表 4.2

到表 4.6 針對每個向度的前三名類別的次數、百分比現況。 

 

1. 「身體意象」向度 

如表 4.2 所示，在「身體意象」向度內的分類前三名為「胖」17

次（45.9%）、「抵抗力差」9 次（24.3%）、「胖瘦差異很大」3

次（8.1%）。 

 
表 4.2 「身體意象」向度內刻板印象分類次數分配表（N = 37） 

類別 次數 百分比（%） 排序 

多近視 1 2.7  
胖 17 45.9 1 
抵抗力差 9 24.3 2 
胖瘦差異很大 3 8.1 3 
高 2 5.4  
高矮差別大 2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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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次數 百分比（%） 排序 

好看 1 2.7  
身高差意變大 1 2.7  
瘦 1 2.7  

 

 

2. 「個性特質」向度 

如表 4.3 所示，在「個性特質」向度內的分類前三名為「依賴」

149 次（35.3%）、「抗壓性低」68 次（16.1%）、「自我中心」51

次（12.1%）。 

 
表 4.3 「個性特質」向度內刻板印象分類次數分配表（N = 422） 

類別 次數 百分比（%） 排序 

依賴 149 35.3 1 
抗壓性低 68 16.1 2 
自我中心 51 12.1 3 
不純真 25 5.9  
有主見 25 5.9  
情緒管理較差 22 5.2  
宅 14 3.3  
天真活潑可愛 12 2.8  
愛計較 12 2.8  
早熟 10 2.4  
沒有同理心 10 2.4  
獨佔慾強 6 1.4  
不能等待 4 0.9  
不懂感恩惜福 3 0.7  
沒責任感 3 0.7  
貼心 3 0.7  
好奇 2 0.5  
冷漠 1 0.2  
沒安全感 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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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次數 百分比（%） 排序 

獨力 1 0.2  

 

3. 「學習狀況」向度 

如表 4.4 所示，在「學習狀況」向度內的分類前三名為「聰明」

122 次（65.2%）、「發展較慢」21 次（11.2%）、「沒有學習動機」

與「專注力差」16 次（8.6%）。 

 
表 4.4 「學習狀況」向度內刻板印象分類次數分配表（N = 187） 

類別 次數 百分比（%） 排序 

聰明 122 65.2 1 
發展較慢 21 11.2 2 
沒有學習動機 16 8.6 3 
專注力差 16 8.6 3 
有創造力 6 3.2  
學習力強 3 1.6  
好問 2 1.1  
資質差異大 1 0.5  

 

4. 「舉止行為」向度 

如表 4.5 所示，在「舉止行為」向度內的分類前三名為「自理能

力差」66 次（30.1%）、「沒禮貌」45 次（20.5%）、「好動」40

次（18.3%）。 

 
表 4.5 「舉止行為」向度內刻板印象分類次數分配表（N = 219） 

類別 次數 百分比（%） 排序 

自理能力差 66 30.1 1 
沒禮貌 45 20.5 2 
好動 40 18.3 3 
很會講話 33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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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次數 百分比（%） 排序 

不好管教 23 10.5  
較白目 5 2.3  
同儕爭執多 2 0.9  
注重外表 2 0.9  
討人厭 2 0.9  
自理能力較好 1 0.5  

 

5. 「習慣養成」向度 

如表 4.6 所示，在「習慣養成」向度內的分類前三名為「被過度

保護」42 次（48.3%）、「偏食」21 次（24.1%）、「物質條件優

渥」14 次（16.1%）。 

 
表 4.6 「習慣養成」向度內刻板印象分類次數分配表（N = 87） 

類別 次數 百分比（%） 排序 

被過度保護 42 48.3 1 
偏食 21 24.1 2 
物質條件優渥 14 16.1 3 
沒有童年 8 9.2  
不愛吃 1 1.1  
重睡眠 1 1.1  

 
五、刻板印象的正負面意義 

（一）專家內容效度 

同樣在刻板印象 56 個分類上，請專家評估其正面、中性、負面

之意義，如表 5.1 所示。五位專家之 CVI 值範圍在 0.768 到 0.911

之間，平均值為 0.854，符合 CVI 值應為 0.8 或以上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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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刻板印象正負向分類內容效度指標 CVI 值 

專家編號 CVI 值 計算過程備註 

1 0.875 49/56=0.875 
2 0.875 49/56=0.875 
3 0.768 43/56=0.768 
4 0.839 47/56=0.839 
5 0.911 51/56=0.911 

平均 0.854 4.268/56=0.854 

 
（二）刻板印象之正負面意義百分比 

在 993 個刻板印象的詞彙中，有 694 個詞彙經專家評定隱含負

面意義（69.9%），有 83 個詞彙為中性意義（8.4%），有 216 個詞

彙為正面意義（21.8%）。若由 56 個刻板印象類別（見表 3.2 之最

右欄位）來看，則顯示有 30 個類別（53.6%）隱含負面意義（53.6%）；

14 個類別為中性意義（25.0%）；12 個類別為正面意義（21.4%）。

由上述可知，幼兒園教師對時下兒童所存有之負面刻板印象高於正面

印象。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貢獻在於經由專家協助，將幼兒園老師對學齡前兒童

眾多且瑣碎的看法予以歸納為 56 個刻板印象類別。在這個基礎上，

再進一步歸納為六大向度，提供未來研究者在刻板印象定義上一個可

供參考的依據。同時，研究者也整理了 56 個刻板印象類別隱含的正

負面意義，以期提供刻板印象研究的價值評判參考標準。 

    研究指出幼兒園教師對現今學齡前兒童的刻板印象 Top 10 分別

為：「依賴」149 人次（15.0%）、「聰明」122 人次（12.3%）、

「抗壓性低」68 人次（6.8%）、「自理能力差」66 人次（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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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中心」51 人次（5.1%）、「沒禮貌」45 人次（4.5%）、「被

過度保護」42 人次（4.2%）、「好動」40 人次（4.0%）、「很會講

話」33 人次（3.3%）、「不純真」25 人次（2.5%），整理如表 6.1

所示。 

 
表 6.1  幼兒園教師對現今學齡前兒童的刻板印象 Top 10 

排序 刻板印象  排序 刻板印象 

1 依賴(-)  6 沒禮貌(-) 

2 聰明(+)  7 被過度保護(-) 

3 抗壓性低(-)  8 好動(-) 

4 自理能力差(-)  9 很會講話(+) 

5 自我中心(-)  10 不純真(-) 

註 1：有關各刻板印象之定義內容請參閱附件（請洽通訊作者）。 

註 2：(-)負面；(+)正面 

 

    此刻板印象 Top 10 並未因老師之城鄉、年齡或工作年資而有所

不同（皆未達顯著差異），可見以上所列刻板印象普遍固著於幼兒園

老師心目中。     

    若以刻板印象向度來歸類，在「身體意象」內的刻板印象分類前

三名為「胖」17 人（45.9%）、「抵抗力差」9 人（24.3%）、「胖

瘦差異很大」3 人（8.1%）；在「個性特質」內的刻板印象分類前三

名為「依賴」149 人（35.3%）、「抗壓性低」68 人（16.1%）、「自

我中心」51 人（12.1%）；在「學習狀況」內的刻板印象分類前三名

為「聰明」122 人（65.2%）、「發展較慢」21 人（11.2%）、「沒

有學習動機」與「專注力差」16 人（8.6%）；在「舉止行為」內的

刻板印象分類前三名為「自理能力差」66 人（30.1%）、「沒禮貌」

45 人（20.5%）、「好動」40 人（18.3%）；在「習慣養成」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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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印象分類前三名為「被過度保護」42 人（48.3%）、「偏食」

21 人（24.1%）、「物質條件優渥」14 人（16.1%），如表 6.2。 

 
表 6.2  幼兒園教師對現今學齡前兒童的刻板印象之向度層級 Top 3 

 刻板印象向度 

排序 身體意象 個性特質 學習狀況 舉止行為 習慣養成 

1 胖 依賴 聰明 自理能力差 被過度保護 

2 抵抗力差 抗壓性低 發展較慢 沒禮貌 偏食 

3 胖瘦差異很

大 

 

沒有學習動

機 
自我中心 

專注力差 好動 物質條件優

渥 

註：第六向度為「無法分類」，故未列表 

     

 

將此前十大刻板印象類別合併向度來看（如表 6.3），幼兒園教

師一想到兒童，最容易以兒童的個性特質（N = 422，44.3%）與舉

止行為（N = 219，23.0%）來勾勒現今兒童的形貌。回顧文獻並對

照研究結果顯示，幼兒園教師對兒童的前七個刻板印象的排序與社會

變遷下「直升機父母」現象下的子女特性之相似性頗高，此結果可提

醒「直升機父母」效應的深遠影響。換言之，在多數「直昇機父母」

現象下成長的孩童，當他們進入幼兒園就讀之後，很自然的會將之前

與父母互動的行為模式帶進幼兒園，如果幼兒園教師較常以孩童的個

性特質或舉止行為的角度來看他們，很自然的也會比較常看到「直昇

機父母」現象下的子女特性，進而逐漸形成對兒童形貌的刻板印象。 

 

 

 



百年幼教論壇研討會                                                                  

 100 

表 6.3 刻板印象前十大從屬的向度與正負面評價 

排序 刻板印象分類 刻板印象向度 正負面評價 

1 依賴 個性特質 負面 

2 聰明 學習狀況 正面 

3 抗壓性低 個性特質 負面 

4 自理能力差 舉止行為 負面 

5 自我中心 個性特質 負面 

6 沒禮貌 舉止行為 負面 

7 被過度保護 習慣養成 負面 

8 好動 舉止行為 負面 

9 很會講話 舉止行為 正面 

10 不純真 個性特質 負面 

 
    由於老師對兒童的刻板印象，特別在「依賴」與「聰明」二項都

超過 10%，表示這兩個刻板印象最能代表幼兒園教師心中的兒童形

貌。在「依賴」一項，因為現在父母親的過度關愛，養成兒童事事依

賴、被動，缺乏獨立自主以及自己動手做的機會，因此建議父母親在

教養兒童時，應該在安全合理的前提下，適時放手讓兒童自己動手做

或自己做決定，以培養其良好的生活習慣與生活自理的能力。 

    而在「聰明」一項，可能是因為現代媒體網路盛行，資訊流通快

速，兒童自然吸收多元樣貌的知識，所以讓幼兒園教師印象深刻；而

且很多父母讓子女在童年時期即不斷學習各項才藝、參與各型各色認

知學習的相關活動，在諸多豐富的刺激之下，很多兒童往往能舉一反

三、反應快、領悟力高；但在這同時，也容易造成兒童古靈精怪、早

熟、懂得察言觀色的個性，雖然不一定都是缺點，但父母應適時注意

兒童知識的來源與適當性，避免兒童因過度聰明而反被聰明誤，造成

其投機取巧或不願與他人合作的心態。 

    另外，由正負向評價的角度，吾人可看到此十大排序僅有兩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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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的評價，其餘八個均是負面的評價，此結果引發深思。就如文獻

探討所言，假如老師常常用負面的刻板印象去評價或解釋兒童的某些

偏差行為，在無形間且長久之下，將會對兒童有不利的影響，甚至使

兒童失去很多學習成長的機會。相對的，兒童也會展現如教師所持負

面刻板印象下的行為，此類行為又很容易印證教師的負面刻板印象，

形成一種惡性循環，這種現象特別在今日兒童跟教師的相處時間比跟

自己父母的相處時間還要長的生活型態下是更需要被重視的。 

    然而，為何幼兒園教師多以負面態度看待幼兒？是未來繼續研究

的重點。以幼稚教育的工作待遇而言，幼兒園老師的工作負荷量大，

薪水卻少，使得很多求職者沒有意願到園所工作，園所聘不到幼兒園

教師的現象時有所聞。本研究不論及幼兒園老師的福利待遇，僅以結

果建議政府有關單位重視幼兒園教師的工作福利，因為她們在面對

「直升機父母」現象下的幼兒，實在疲於奔命。久而久之，也容易形

成對現今兒童產生負面的刻板印象。於此惡性循環，最後不利者，依

然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而對於那些可提供幼兒園教師在職進修的技

專院校或大學相關科系來說，培養這些幼兒園教師的專業倫理與服務

態度應是課程規劃的重點，兒童福利的倫理規範若能深植於幼兒園教

師心中，應可減緩教師對兒童形貌逐漸形成的負面刻板印象。 

    而在正面評價部份，可以看出對華人文化來說，學習是很重要的

一環。對照古文獻對兒童形貌的看法，現今的世代，至少對幼兒園教

師來說，已經有了相當大的轉變，然而這其中唯有對幼童「學習」的

看法，自古至今卻依然沒變。 

中國古書下對兒童形貌的看法，從文獻探討可知，大抵為天真、

無知，以及需要教育。然而，本研究調查結果，兒童的形貌已不再天

真無知，而是聰明伶俐、鬼頭鬼腦，甚至是世故早熟。這可能植因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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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與社會的變遷，成人對兒童的形貌自有不同的看法，是可理解

的。然而，一想到「兒童」，就想到「學習」，是本研究對照古聖先

哲的思想中，唯一沒有改變的。顯示華人社會對兒童的期待，似乎沒

有因為時代轉變而有所不同，「學習」依然是身為華人子弟的首重任

務。即使身為現代教師者，依然希冀自己所教育的幼兒，就像中國古

人對兒童的期待一樣，希望兒童能夠聽話、不頂嘴、順從、乖巧、安

靜，而且會好好學習。可能如此，才使得「沒禮貌」、「好動」與「不

純真」等違背此圖像的幼兒行為或特質，容易被老師們注意到。 

    另外，在資料中，老師們習慣以「單字句」來形容現今的兒童，

例如：「懶」、「精」、「宅」、「嬌」等，此類單字句雖然只有一

個字，但是卻富涵多層意義，因此在處理量化分析資料中，無法將其

歸為某特定一類，但是其又非常具有時代意義，因此在討論中提出。 

    「懶」，可能蘊含幼兒園教師認為現今兒童，茶來伸手飯來張口

的行為模式；也可能意味著現今兒童在學習的路上非常被動，不肯好

好學習，沒有學習動機等。 

    「精」，可能蘊含幼兒園教師對現今兒童的反應敏銳，能察言觀

色的本領；也可能意味著現今兒童懂得鑽門路、投機取巧的行為表現

等。 

    「嬌」，可能蘊含幼兒園教師認為現今兒童被父母過度保護，很

少忍受挫折，像溫室中的小花；也可能代表現今兒童的個性嬌滴滴，

老師不能用太大的聲音或是責備的口氣來對待他（她）。 

最後，教師的看法並不會受到背景資料的影響，表示這些刻板印

象的確是教師們一想到兒童的共有看法，可為本研究推論教師刻板印

象的結果有更強的一致性之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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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經驗書寫之探究： 

四位兒童的童年寫真 

 
黃于庭 

 
    本研究的目的在了解華人社會中四位兒童童年生活圖像。研究者經由分析

兒童在教育現場中產製的經驗文本，詮釋四位兒童的童年生活。研究者共蒐集四

位兒童的文本四十三份，分析其文本內涵。結果發現，四位兒童文本的內涵可歸

納出五個共同主題：「想像和夢」、「遊玩冒險」、「學業競賽表現」、「家有寵物」、

「同儕和手足」。經由文本的內涵分析後，詮釋童年的生活圖像如下： 

一、兒童心目中的家：家提供兒童安全感和照顧，並由社區活動和親友交流

延伸出變化和樂趣。兒童期待家庭生活常有新鮮有趣的發現，夢想寵物朋友親密

相伴。 

二、學校生活的挑戰：兒童一方面受到老師和學校的限制和要求，轉而期待

在同儕團體尋求控制和安全感；一方面他們又經由學業競賽或擔任幹部糾察，力

求表現與眾不同的自我，希望獲得外在的肯定。 

三、滿足童年的願望：兒童通過媒體滿足他們對於未知的好奇和想像，渴望

投入身歷其境的電子遊戲中獲得勝利，經由隨心所欲的冒險體驗新的自我和力

量，滿足他們自主和獲得控制的願望。 

 

關鍵字: 童年、經驗、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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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緣起 

2004 年教育部宣布國中基測在 2007 年正式加考作文，學生的

寫作能力重新受到重視（何琦瑜、吳毓珍，2007）。提升寫作力的聲

浪中，教育領域的研究者和教師渴望一帖精心調製的寫作秘方。綜觀

國內與兒童寫作相關的研究，多從認知心理學的觀點出發，研究者或

調查國內寫作教學的現況（張新仁，2004）及兒童寫作者遭遇的困

難（鄭世杰，2005）；或著重寫作過程與社會情境互動的教學取向成

效（王瑀，2004），並探討影響寫作能力的相關因素（陳明彥，2002）。

國內的研究者普遍關注的是兒童寫作現場教與學的問題，並著力發展

有效評估寫作能力的指標（葉靖雲，2000）。 

身為兒童寫作教師的我，發覺教學主導的研究思維下，國內寫作

相關研究的成果，對寫作教學現場雖有許多貢獻，但兒童寫作的作品

在研究中常失去原貌，以量化標準進行切割，例如：計算字句的數目，

以用字、造句能力和文意層次作量表評估（蔡佩欣，2003）等。兒

童寫作內容所反映的生活經驗及意義無人深究，實成為我的失落。我

認為寫作活動應回歸溝通本質，而非止於思考工具或能力，這也是我

從事兒童寫作教育的初衷。 

文字，一直是我個人生命的出口。成長過程中，我常以文字敘說

我的故事，無論是週記或作文，我心中失落的是老師多只是以紅筆批

閱糾正，那種無人傾聽的困頓使我投入寫作教育，成為一個說故事和

聽故事的人。因此，我深感興趣的是兒童寫了什麼？他們的生活經驗

和意義為何？我希望經由兒童的書寫，更多地理解兒童。Gadamer

認為經驗、思維和理解是語言性的，語言本身即通往意義；語言作為

媒介，開顯人與人之間相互理解的世界（洪漢鼎譯，1993）。兒童寫

作的作品，作為一種書面語言，向成人開顯「童年的生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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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觀點，來自社會性和歷史性的建構。「兒童」不是全屬於

生物學決定的自然範疇，由於社會文化脈絡對兒童和童年的觀點，童

年與其他階段區別出來形成兒童的生命經驗，兒童自身亦參與回應社

會中童年建構的過程，（Buckingham，楊雅婷譯，2000；熊秉真，

2003）。兒童書寫文本中的生活經驗，受到社會歷史文化下建構的童

年觀的影響。因此，本研究以華人歷史文化下「建構的童年觀」為詮

釋的境遇，視寫作書寫是兒童參與社會中童年再建構的行動，給兒童

直接發聲的機會、參與產製社會資料；兒童直接以文字展現他們自身

在社會中的行動，並非經由研究者的觀察和轉述，可以避免蔡敏玲

（1996）所言，資料來源和研究者的書寫必然產生的表徵問題。 

本研究希望經由分析兒童文本的內涵，詮釋在華人文化脈絡中，

四位兒童的童年圖像。探究的研究問題為：四位兒童經驗書寫文本的

內涵為何？四位兒童經驗書寫文本所呈現的童年圖像與意義為何？ 

 
貳、建構的童年觀點 

La Fontaine 認為兒童的不成熟是生物事實，但如何理解和定義

兒童的不成熟則是文化事實（Prout & James, 1997）。童年的觀點

本身是一個社會性和歷史性的建構，這不表示「兒童」個體的生物性

不存在或無法描述；而是在社會文化歷史中，兒童曾以不同方式被對

待，也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自己，（Buckingham，楊雅婷譯，2000）。

兒童與童年在不同社會文化中，有不同的理解方式，童年被理解成一

種社會建構物。 

Archard（1993）提到一個社會建構童年的觀點（sentiment），

包含他們覺察到兒童為區別出來的群體，且對這個群體擁有某種態

度。人們對「童年」持有的特殊觀點，將影響「兒童」與成人如何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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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構成童年概念的不同觀點，包括：童年期持續到何時、兒童與成

人本質如何不同、不同的本質如何重要等，這些觀點構成一個社會的

「童年概念」。我們可以由社會上的習俗、慣例及責任分配，看見「童

年」界線是如何設立的，其中行而有文的是社會的律法及制度規定。 

「童年」這個詞彙所代表的意義是變動的，透過與另一個詞彙「成

人」的對比得到界定。社會界定童年的時候，存在一種循環：兒童被

界定為特殊的群體，具有特別的本質和限制。包括：家長、老師、學

者、政策制訂者、政府機構與媒體，甚至兒童自身，在有意無意中都

作出這種界定。這些界定被編入政策與法律制度中，體現於社會體制

和行動，轉而「製造出」被認為合適於「孩子的」行為方式，卻也促

成抵制這些的行為（Buckingham，楊雅婷譯，2000）。 

熊秉真（2003）認為年齡的界定，就像族群、階級、性別一般，

限制不同人群的行為方式、觀念心態，決定社會對於這個群體的對待

與期望。但儘管「童年」與族群、性別、階級等因素相似，都能區分

人們的身份與隨之而來的角色責任，塑造生命經驗；但我們也不能忽

略「童年」與那些因素的差異，它不是一個固定恆常的區分，而是會

隨時間蛻變的角色、身份與狀態。 

Prout & James（1997）認為社會分析的其他因素，如族群、性

別和階級等，和童年觀點的界定，相互作用。換句話說，當我們在探

究兒童與童年的時候，不能不提及其他與年齡交會影響的社會分化形

式，就如不同種族、性別、階級所帶來的生活差異，必定反映在童年

生活上。例如：男孩與女孩在華人社會受到不同的期待與教養。「兒

童」作為一個特別區別出來的群體，詮釋者應該敏感於「兒童」在社

會和歷史的建構當中，具有特別的本質和限制；而且兒童本身的種

族、階級和性別，正是瞭解其童年生活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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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ut & James（1997）強調兒童自身也參與在童年的建構與再

建構之中，人類早期幾年的生命是由一組積極主動協調的社會關係所

構成的。為描繪此種經驗的本質，他們發展一種研究童年的取向，給

予孩子發聲的機會，不再將孩子視為成人教學的容器。這個取向的特

性及未來發展的可能性為： 

1. 將童年視為社會的建構物，為人類生命早期提供一個理解的 

架構。 

2. 童年是社會分析的因素之一，童年無法完全與其他社會因素 

分離，例如：階級、種族或性別。 

3. 兒童的社會關係與文化，獨立於成人的觀點與關係外，值得 

研究。 

4. 兒童在他們生活的社會，無論是他們的生活實踐或是其社會 

經驗的建構與判斷，都是主動的。 

5. 對於童年研究來說，比起實驗或調查研究，人種誌的方法論 

能給予兒童更多直接發聲的機會並參與產製社會資料。 

6. 童年研究的新典範，是參與並回應社會中童年再建構的過程。 

 

本研究基於 Prout & James（1997）的研究取向，在教育現場

中給兒童直接發聲的機會，以兒童自己產製的「經驗書寫文本」，作

為詮釋分析的主要資料。而且兒童在社會中，無論是生活的實踐或是

他們對個人經驗的建構與判斷，都是主動積極的。兒童建構的文本可

視為他們對其童年生活經驗的再建構。本研究在理解文本的內涵與意

義時，不會侷限在個別參與者的探討，而是以華人社會中「建構的童

年觀」作為詮釋理解的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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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華人眼中的童年 

    中國歷史上，有關兒童的論述，有四類材料，包含：訓諭、傳記

信函、幼科醫書和藝術品等，皆出自成人之手，反映成人眼中的兒童

是什麼，該如何對待（熊秉真，2003）。熊秉真從這些論述中，歸納

中國傳統社會對於兒童的共通假設：一是，兒童必須接受管教；二是，

成人應擔負管教的責任；三是，嚴格的育兒法，反映「長上中心」背

後的封建秩序觀念，例如：強調父親師長應和兒童保持距離、不苟言

笑、維護威嚴，維持尊卑長幼的秩序。 

    此類關於兒童的論述直到近代開始改變，1920—1930 年代中國

具有代表性的女性雜誌《婦女雜誌》，受到西方醫學的影響，主張建

立兒童中心的家庭生活，批評傳統以家長為中心的封建家族制度；兒

童不再被視為小成人，14—16 歲為界限的童年期觀點浮現，視理想

的兒童形象為純真、有創造力、富好奇心和求知欲、愛好真善美的，

如「純潔的白紙」，需要成人的保護和循循善誘（池賢婌，2004）。

池賢婌指出以上兒童本位的論述，實則是反對封建思想與制度的有力

工具；所謂的理想兒童形象，也不是反映現實中的兒童，而是作為揮

別封建制度的、理想的人的形象。 

    理想的兒童形象雖不在反映現實中的兒童，但可以此解析兒童的

真實處境。兒童受到社會環境的外塑力量影響，他們的觀點與聲音常

淹沒於傳統禮教之下，然而，熊秉真在傳記史料中發現兒童的主體

性。李鴻藻（1820-1897）的傳記，敘述他四歲的時候，父親外出時

因隨從遇雷擊，遭此驚嚇之後，父親遂辭官棄家眷於桂林不顧（李宗

侗，引自熊秉真，1999）。兒童眼中的成人，並不像禮教訓誨中那般

值得尊崇，反見成人的脆弱與無能，可見兒童的觀點。 

    在長上中心的傳統社會，兒童面對成人的對待，亦有不平而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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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乃至脫逃或反抗，例如：蔡廷鍇憶兒時玩孔明燈，不小心燒掉

父親的藥書遭到鞭打，憤恨之餘泣而不食；又如畫圖、玩球和演義小

說在中國數百年來愈禁愈嚴，但兒童仍躍躍欲試（熊秉真，1999）。

如現代父母雖不希望兒少看漫畫，但漫畫卻成為兒少的最愛。

Buckingham 認為，儘管社會存有對兒童與童年的觀點，仍有許多兒

童不依照「我們的」童年觀點生活，兒童喜歡挑戰這些界定，企圖對

這些內涵進行協商（楊雅婷譯，2000）。儘管是禮教束縛之深的社會

亦是如此，兒童經常挑戰成人的期望，抵抗「成人認為孩子應該作什

麼」。 

    兒童在社會歷史文化中的主動性和行動，最常展現在他們與同儕

間的遊戲。Corsaro（1997）認為兒童透過參與正式或非正式的同儕

遊戲、日常的口頭遊戲及故事分享，探索發展中的同儕規範，預期他

在同儕與成人文化中的社會地位；研究這些遊戲的過程，可以幫助我

們瞭解屬於兒童的知識，兒童如何在遊戲中，形成同儕文化的規則，

滿足與自我相關的認同及權力，用以對抗成人的控制，試圖從成人的

管教控制中跳脫出來彰顯自己。 

    中國近代傳記記載，兒童喜愛塗鴉、踢球、釣魚、捉兔、弄鳥、

撲棗、折花、玩水，或就地取材自製：風箏、泥偶、布偶、陀螺和簡

單的玩物，村塾的兒童常會趁塾師離席空檔，玩捉迷藏和鬧學的把

戲，從歷代流傳的「鬧學圖」，可見兒童以「造反」為樂，衝撞成人

世界的規矩束縛（熊秉真，2003）。研究兒童的遊戲，會發現其與環

境變遷和生活型態的關聯。 

    民國 20—49 年的台灣，因物質生活缺乏，兒童遊戲的材料多來

自大自然，和明清時代的兒童遊戲無太大差異，主要是各地兒童遊戲

的材料依環境而有差異；民國 50—69 年台灣戶外空間由城市的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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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取代，兒童遊戲的戶外空間減少，只能改在巷口、廟口前廣場、

公園等空地或家中玩耍，自製玩具也少了，改購買商店出售的簡單玩

具如玩偶、尪仔標；民國 70 年至 89 年，以家中的室內遊戲最多，

因都市化的結果，自然環境很少，犯罪率激增，兒童須父母陪同才能

外出遊玩，玩具也更商品化，電子遊戲成為主流，兒童常以手足為主

要玩伴，若無手足就只能單獨遊戲居多（蔡佳燕、楊淑朱，2012）。 

    從中國近代至民國 89 年資料來看，兒童的遊戲受到人、環境、

物的變遷而有改變，遊戲或玩具的意義亦隨之改變，蔡佳燕、楊淑朱

（2012）發現，對於八年級世代，各形各色的彈珠是美麗自賞的收

藏品，但民國 20—69 年的世代認為彈珠是與同伴競賽贏得的戰利

品，是其成就的象徵。至今，最主流的電子遊戲媒體對於兒童又有何

特殊的意義呢？值得本研究探討。 

 
肆、研究方法 

一、詮釋學的理解觀 

  本研究經由詮釋兒童經驗書寫的文本，分析文本的內涵與形式特

色，並尋求文本當中連貫且一致的意義，嘗試理解、再現四位兒童的

童年生活經驗。本研究運用質性研究方法，於研究現場活動當中蒐集

兒童經驗書寫的文本，作為資料分析的主要來源，強調對於文本的詮

釋性理解。 

Heidegger 認為理解就是本體論的基礎，為人在世存有的模式和

構成要素；理解即是中介，世界經由這個中介屹立於人的面前

（Palmer, 嚴平譯，1992）。故通過理解，世界或現實進入我們存在

的視域，為人唯有的世界。Gadamer 人存在於理解中，理解是語言

的（洪漢鼎譯，1993）。通過語言，世界才向我們呈顯。如余德慧（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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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語言的本質就是在中間，語言一給出就在公開區，公開區就是中

介，而語言給出了中介的世界。 

經由語言，我理解世界或者現實，這個世界唯有通過人才得以視

見。如 Palmer 說，語言不僅構成我們的世界觀，甚至構成我們的知

覺方式；語言顯然是文化經驗的儲存庫，我們存在於語言這種媒介

中，並且經由此媒介，我們通過語言的眼睛視見現實（嚴平譯，

1992）。作為一個研究者，我以詮釋學的理解觀為分析基礎，通過兒

童文本向我開顯的語言，尋求理解，允許文本向我提問，挑戰我過去

的視域，打開各種可能的意義。 

 
二、研究活動的設計 

本研究希望揭露兒童經驗書寫文本隱含的意義。為長期蒐集兒童

經驗書寫的文本，我希望安排讓兒童樂意投入書寫活動的情境，提供

他們平日喜愛的活動。原本身為寫作老師的我，期待在此研究情境脈

絡下，兒童的書寫有更多的自發性和彈性，他們可以選擇自己想要表

達的主題進行書寫。本研究的焦點不在探究寫作教學，在研究活動的

設計中，省略寫作的教學活動，改為兒童平日生活經驗常有的影片觀

賞活動。 

在研究活動當中，提供影片觀賞活動的因素很多，最實際的理由

是提高兒童持續參與本研究活動的動機，研究資料的蒐集才得以持續

進行。除了觀賞影片是兒童喜愛的活動之外，過去我在寫作教學的課

堂上，從未使用影片作為引導素材，影片一方面為兒童（原寫作班成

員）帶來新鮮感，一方面也幫助我逐漸轉化調適原作為寫作教師的角

色。影片觀賞的那段時光，我和兒童如入日常生活的家庭情境，之後

的討論和分享時間，也顯得輕鬆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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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根據寫作相關的研究，提供感官活動和同儕討論互動的機

會，有助兒童進行寫作（郭生玉、陳鳳如，1995；NWP，2003）。

影片觀賞的安排，亦符合寫作相關研究的建議，作為一種感官活動，

促發兒童對於日常生活經驗的回憶，使得兒童有一個共同討論的素

材，引發他們去聯想回憶自身的生活經驗。同儕彼此之間的討論和經

驗分享，也使他們有機會回顧並述說自己的生活經驗，經過這個分享

的過程，兒童由討論過程形成的主題中，選擇自己想要書寫的經驗主

題。 

 
三、參與研究的兒童 

參與本研究的兒童，原是我社區寫作班的學生，他們就讀同一個

國小的不同年級班級；他們的家皆位於內湖科技園區附近的美麗華社

區（化名）。這個社區的住宅建在逐漸爬升的山坡上，由一系列的公

寓建築圍繞而成半開放空間，並設有社區中心、幼教活動中心（研究

場地）和游泳池等公共設施提供給社區住戶。我因為這個社區家長們

的邀請，於 2003 年來到社區開設兒童寫作課程，也因此認識了參與

本研究的四位兒童：五年級的芷芷和炎魔王、四年級的小勻、三年級

的可可。 

芷芷和可可是姐妹檔，出身中產家庭。芷芷的個性比較內向，熱

愛閱讀和幻想，從二年級開始參加我的寫作班，她很投入寫作課的活

動。常在書寫生活經驗時，運用日常生活的對話。她尤其擅長運用媒

體元素，自創故事。可可的個性外向大方，很有主見。從一年級開始

參加寫作班的她，雖然年紀最小，但懂不少國字，可以專注又獨立地

完成寫作，和姐姐一樣喜愛閱讀和自創故事。 

炎魔王和小勻則是兄妹檔，出身中產家庭。炎魔王是參與研究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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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男生，性格穩定開朗，上課態度積極。炎魔王來上寫作課後，有

很大的轉變，除了愈來愈喜歡寫作外，他也因為我在課堂上分享的故

事，開始愛上閱讀。在寫作課上，炎魔王常是寫得最多的學生，他很

少寫想像故事，比較喜歡描寫日常生活經驗，能捕捉經驗的細節，運

用對比、譬喻和擬人等修辭，使他描述的經驗更添生動。很有個性的

小勻剛來上課的時候對寫作缺乏自信，進入研究的時候，她的書寫能

力進步很多，不需藉由老師的協助，可以自己獨立完成文章，也開始

愛上寫作課，還會主動問我：暑假可以繼續上課嗎？ 

 
四、研究資料的蒐集 

在研究現場，我將提供《哆啦 A 夢》長篇動畫的觀影活動，作

為引導兒童分享生活經驗和書寫經驗的活動情境，以蒐集兒童書寫的

文本作為詮釋的主要資料。並以研究者個人的田野筆記、反省日誌輔

以詮釋；在資料與問題之間循環反覆的詮釋理解過程中，試圖呈顯兒

童書寫文本的意義。本研究蒐集的資料如下： 

 
（一）兒童經驗書寫文本 

本研究試圖透過兒童於研究現場進行書寫活動而得的文字資

料，共四十三份兒童經驗書寫文本，作為詮釋理解的主要資料。研究

者將經由「全貌性」、「選擇性」和「逐句性」三種層次閱讀文本，試

圖理解兒童文本中隱含的經驗意義，呈現不同兒童的書寫風格，期望

對兒童書寫文本有不同的理解。 

 
（二）研究者的田野筆記 

身為研究者的我，同時也是書寫活動的帶領者，在研究現場經常

簡要地記錄與研究活動相關的觀察和想法。Gadamer 認為，詮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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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主要是在理解作品而非作者（Palmer, 嚴平譯，1992）。研究者

在研究活動現場的觀察紀錄和靈光乍現的思考提問，是作為詮釋理解

書寫文本的基礎，希望我能夠視見不同的發現。 

 
（三）研究者的反思日誌 

Spradley 提到研究者可以試圖書寫研究期間的經驗、構想、恐

懼、錯誤、困惑、突破與問題，或是研究活動後的詮釋與分析（Flick，

李政賢譯，2007）。故在書寫活動結束後，我除閱讀兒童書寫文本之

外，我會參考研究情境錄音檔案和田野筆記；結合我個人對於田野的

印象，加以書寫個人的經驗、構想、反省與問題，作為日後詮釋與分

析的參考。 

 
五、研究資料的詮釋 

在循環反覆閱讀一個文本的歷程中，我試著在文本內部找出部分

對應整體的關聯，以重述和重組文本片段的方式，尋找文本的經驗主

題和意義。Danaher 與 Briod（2005）認為直覺地將片段結合，用

系統的形式重新做紀錄，並描述其中差別細微的意義是受認可的詮釋

過程。此詮釋循環的理解過程如下： 

 
（一）全貌性的理解 

 在附錄一分析範例的作品是芷芷的文本＜當美夢被吵醒的時候

＞。當我初步針對這個文本進行全貌性的理解時，我以文本第一段的

文句：「芷芷常夢到好玩的夢，但每次都被妹妹或媽媽吵醒，她覺得

真是可惜。」作為此文的大意，將文本視為一個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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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選擇性的摘要 

掌握文本的大意後，進一步採取選擇性的閱讀並且摘要。待反覆

閱讀芷芷的文本後，我選擇呼應文本全貌意義的句子，以劃底線的方

式標示出來。我將自己由文本中捕捉到的意義，以簡單的文字摘要，

歸在詮釋分析表（見附錄一）經驗主題下方的左邊欄位，捕捉她文本

中反映的經驗與意義。 

 
（三）逐句性的編碼 

在完成第一和第二個層次的閱讀理解之後，我以掌握的文本經驗

主題和意義為基礎，並進入第三個層次的閱讀。首先，我以數字符號

將全文進行逐句編碼，將文本的句子進行意義單元的切割，除參考文

本原先運用的標點與斷句之外，還要考量文本表達的經驗意義。所

以，先進行全貌性和選擇性的理解是必要的，如此我在進行數字編碼

的時候，才有初步的結果可以作為意義單元切割的依據。除了檢視意

義單元，在逐句性的分析當中，我會將焦點放在文本書寫形式的風格

和特色，以文字註明，歸在詮釋分析表（見附錄一）的右邊欄位。 

在第三個層次的閱讀、編碼與理解的過程中，依序編碼的句子可

以看見兒童組織陳述的順序與方式。藉由思考句子與句子、句子與全

文的關係，我可以揭露其中的意義訊息。並且，我會逐句檢視句子的

意義單元，思考是否需要調整數字編碼，注意是否出現疏漏的經驗主

題與意義。 

 
（四）綜合統整 

由研究活動蒐集到的文本，都要經過上述三個層次的閱讀、編碼

與理解，進入循環反覆的詮釋歷程。爾後，我綜合上述詮釋理解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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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將自身詮釋理解的文字、文本的題目及全文並置「觀看」，重新

以自己的文字詮釋文本的全貌意義，將綜觀詮釋的結果置放於詮釋分

析表中虛線下方的欄位，並分為幾項重點，條列於詮釋分析表的左下

角處欄位。每個文本詮釋理解的過程都會歸納成檔案，最末再整理成

詮釋分析表格（如附錄一）。經由表格歸納的整理動作，我會再次交

互檢視詮釋理解的結果，做細微的調整。 

 
（五）循環反覆的詮釋理解 

我對於單一文本的詮釋理解，皆摘要並歸納於詮釋分析表（如附

錄一）。接下來，我反覆閱讀個別兒童的詮釋分析表，由左欄歸納的

經驗主題和右欄摘記的形式特色，針對兒童個人的所有文本進行內涵

和形式的分析，理解文本內涵對於兒童個人的意義，並歸納出各個兒

童文本的形式特色。這個部分的分析結果，因本文篇幅的限制，不在

此文呈現。之後，我將兒童文本置放在所有文本的脈絡當中進行內涵

與意義的詮釋，以求理解描繪出四位兒童的童年圖像，對我所關注兒

童的童年進行反省。 

 
伍、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歸納分析兒童文本內涵的主題如下：「想像和夢」、「遊玩

冒險」、「學業競賽表現」、「家有寵物」、「同儕和手足」，將兒童文本

置於社會情境脈絡中，建構出四位兒童的童年圖像，分為「兒童心目

中的家」、「學校生活的挑戰」、「童年的願望」三部分做討論。將「想

像和夢」、「遊玩冒險」、「家有寵物」、「同儕和手足」與家庭有關的文

本在第一節做討論；「學業競賽表現」、「同儕和手足」和學校相關的

文本在第二節詮釋；「想像和夢」、「遊玩冒險」兩個主題中和媒體有

關的文本，放在最末一節探討。第四節則綜合童年生活的三個面向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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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結論。 

 
一、 兒童心目中的家 

（一）家提供安全感與控制 

若將兒童的文本想像成聲光匯聚的影片，其中描繪的媽媽常以天

外飛來的一句話現身兒童的生活中，好似她們無所不在。尤其，媽媽

的聲音經常提醒兒童要承擔遵守的責任和限制，在生活中如影隨形：

「快帶奇奇尿尿！」（芷芷 960609）、「誰叫妳要亂跑的」（可可

960526）、「突然媽媽叫我關機」（炎魔王 960526）、「媽媽把我叫醒」

（芷芷 960526）。媽媽的耳提面命猶在耳際，提醒兒童做好自己該做

的事，控制和管束家中每個人的責任和應該遵守的規則。兒童的自由

限於父母的管束，管束背後的意義其實是保護和教育。例如：媽媽叫

可可不要亂跑，目的在保護她的安全。父母的控制和管束提供兒童界

限，也是愛和安全感的來源。 

面對成人的管束，兒童的文本通常只呈現爸爸媽媽對自己說的

話，而非親子彼此交流互動的對話。他們常直接以行動回應成人：芷

芷馬上帶奇奇出門尿尿，炎魔王則關機和弓箭手說再見。在管束和控

制下，兒童相對地得到物質和心靈的照顧與安全感。就如，爸爸提供

做惡夢的可可需要的安慰和鼓勵：「妳很有愛心啊！因為奇奇掉到岩

漿裡，妳把牠救出來，牠沒有受傷。」（可可 960519）。一旦兒童遵

守家中的規則，父母也會給兒童實質的獎勵：「媽媽說我們很乖，所

以媽媽讓我玩電腦」（炎魔王 960707）。 

值得注意的是，兒童文本中「爸爸的聲音」雖然比「媽媽的聲音」

少，但是這個較少出現的聲音顯得更加溫柔。有些爸爸也擔任照顧者

的角色：「因為爸爸小時候就很喜歡養小動物，爸爸也很會照顧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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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勻 960609）。兒童文本對爸爸的話語或個人特質的描繪，都較媽

媽更為細膩。兒童筆下「爸爸的聲音和存在」不再是傳統中無聲的父

親，反而是富於安慰和照顧。林佩瑤（2004）對幼兒生活經驗的觀

察也有雷同的結果，相較媽媽的耳提面命，個案幼兒的爸爸對於父職

十分享受投入，認為孩子的吵鬧也是種樂趣。相對地，全天候負擔教

養職責的媽媽，有更多管教和約束兒童的責任，父母兩人形成了「慈

父嚴母」的角色分工。 

 
（二）家的延伸變化和樂趣 

林玲釧（2006）探尋成人「兒時記憶的家」，發現家屋型態和座

落地點不同使得兒童對家的體驗和感受有所差異。家的空間與位置，

影響兒童家庭生活的每一個層面，家的意義由其空間與位置延伸出

去。如本研究發現「社區」經常提供由家延伸出去的空間與活動，豐

富兒童的探索場域及同儕的友伴團體。空間意味的不限於環境設施，

而是由空間延攬而至的一群人和這個群體的活動，例如聚在社區游泳

池玩遊戲的孩子們：「表弟來我家玩的時候，我們每天都有去游泳和

玩水…人多了大家就會開始說要玩遊戲」（小勻 960707）；他們也和

同伴參加社區活動：「社區辦了一個登山活動，社區的朋友個個都踴躍參加，

我也不例外。」（炎魔王 960602）。因為社區提供的資源，使兒童的家

庭生活不限於家封閉的空間，有多元的樂趣和發現，家庭生活的範圍

更寬廣。在提供安全感和控制的家庭中，兒童渴望時而脫離循規蹈矩

的限制，期待新的發現和有趣的事。 

親友的來訪，也為兒童的家庭生活帶來不同的變化和樂趣，「那

時候是暑假，堂哥來我家住，所以爸爸和媽媽帶我們三個去海邊玩」

（小勻 960526）。兒童多了可以玩在一起的同伴，能夠玩的遊戲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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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更好玩。無論是暑假來訪的堂兄表弟，或一同出國旅遊的爺爺奶

奶，這些家族活動都成為兒童回憶無窮的家庭時光。與現代兒童相

較，過去的中國兒童處在家族關係比較緊密的環境，他們經常有堂兄

弟姊妹等親戚朝夕相處（熊秉真，2000）。兒童文本描繪的小家庭生

活，雖然是親友交流的場所，但一切都是流動暫時的，兒童常盼望來

了又要走的玩伴住得更長久：「我希望以後小綱來我家時，可以住久

一點…」（炎魔王 960707）。 

「家」雖然能藉由血脈相聯的親人交流互動變化出新鮮的樂趣，

但止於親人來訪及一同出遊的時候，並非平日生活常有的體驗。因

此，兒童希望家庭生活中有長久陪伴他們的同伴：「有時候我會看狗

的圖（鑑），一邊想：『如果有狗有多好！』這個夢想終於實現了。」

（芷芷 960616）。如朋友家人陪伴他們的寵物，常給兒童的生活帶來

樂趣，「現在奇奇很幸福，牠有一個專屬沙發，還會很多特技，也給

我們家帶來樂趣…」（可可 960616）。最重要的是，當他們擁有如朋

友或家人的寵物同伴，就不愁沒有親戚朋友能陪他玩耍，「這次是我

第一次養小動物的經驗，我很高興我能交到麻糬這個朋友，我每天陪

牠玩」（炎魔王 960616）！ 

寵物，在兒童心中有個特殊的位置─是為他每日生活帶來更多樂

趣的玩伴；同時，寵物作為家庭中的一份子，就像家中多了一位有趣

的朋友，提供家人相處的時候互動的好題材。在家庭外，寵物，又作

為兒童冒險的同伴，有了同伴的兒童充滿勇氣。一如大狗要咬寵物奇

奇時，芷芷馬上成為勇敢的保護者，「一隻大狗衝了出來，救命啊！

牠想幹嘛？結果牠看到奇奇就要咬他（牠），於是我抱起牠跟大狗『戰

鬥』…」。兒童面對寵物的時候，不再只是受成人限制和保護的一方，

反承擔照顧和保護寵物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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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兒童期待的家庭生活 

兒童文本描繪的家人有不同的面貌：在夢境中恐懼親人死亡的可

可，得到現實生活中家人的鼓勵和安慰；在夢裡面害怕一個人在家的

炎魔王，在生活之中常有爸爸、媽媽和妹妹的陪伴；在想像夢境大玩

特玩的芷芷，因家人的干擾回到真實世界；平日與哥哥親密無間的小

勻，亦忍受哥哥的自私。家人帶給兒童安慰、鼓勵，以及實際的保護

與陪伴，同時也常提醒兒童真實生活的界限，適時將兒童從虛幻的夢

中喚醒以回歸真實。對於兒童來說，家人的存在具有一種奇妙的平

衡；帶領兒童在看似平凡恆常的生活，學習面對令人恐懼、無助和盼

望的未知與彼此相處的難題。 

而兒童期待的家庭生活，是在父母提供的安全感和管束之外，保

有延伸變化的自由和樂趣。如同炎魔王的描繪：「鳥兒在樹上築巢；

松鼠在樹上玩捉迷藏，這種景象讓我覺得樹木好像牠們的家，樹木讓

牠們在牠（他）的身上遊玩，讓我覺得牠們真是辛（幸）福。」（炎

魔王 960602）兒童心目中幸福的「家」，就是一個可以安全休憩、自

由玩耍的地方；他們渴望受到家的照顧和保護，同時亦能擁有自由探

索的遊玩空間。 

 
二、學校生活的挑戰 

（一）老師代表成人世界 

    學校中的「老師」一角，在課堂上決定活動分組，「老師要分組，

結果我跟他同一組」（可可 960825）；在操場上決定籃球考試方式，「老

師會抽六個人再分成兩組對打」（芷芷 960721）；決定誰能代表學校

參賽，如「我每天勤於練習考試的曲子，希望能光榮獲選出去比賽。」



                                                           兒童的道德與哲學圖像場次 

 
 

123 

（芷芷 960602）。在兒童文本的描繪中，老師握有決定權，主宰兒童

在校生活的好多個層面，影響兒童在校生活的課堂、考試和競賽活

動。但是，有決定權的老師在兒童的文本中徹底「消音」，兒童沒有

「援引」老師的話，也沒有對老師作個別描述，老師是「無聲」和「無

形」的。這使我想到著名的《Peanuts》動畫中，閱聽者永遠看不見

老師的模樣，聽不見老師究竟對他們說什麼，只能看見主角們的反應。 

  究竟，兒童對老師有什麼看法呢？當小萱罵可可她們是「三姑六

婆」，她們選擇請老師主持公道：「我們很生氣，就去報告老師」（可

可 960721）。兒童期待老師扮演維護公平秩序的角色，協助他們處理

糾紛。另外，兒童也希望獲得老師給予的鼓勵和獎賞，例如：比賽贏

得名次的時候，老師會請吃飯；暑期活動結束的時候，老師會舉辦抽

獎。老師的獎勵代表外在權威的肯定，兒童可以在他人眼中成為厲害

的人：「因為比賽得名的話，老師可能會請我們吃飯或給我們東西，

我希望我們比賽可以得名，這樣我就可以變得很厲害！」（可可

960714）。 

    在兒童心目中，老師代表成人世界的權威，主宰他們在校生活的

各個層面，所以，兒童期望老師能維護公平秩序的準則，介入處理和

判斷不公的事。加之，兒童期待來自老師的認同，代表自己受到外在

成人世界的肯定，是兒童成就感的來源。許美華（2006）探究國小

六年級學生的學校經驗，發現兒童的學校生活經驗多受師生互動關係

影響，學生多認為上學很不自由，受到學校和老師的限制。但在本研

究的兒童文本中，可以看見學校和老師給予兒童的不止於控制和限

制，同時，也是兒童尋求公平秩序和外在認同的主要對象。在學校生

活中，老師作為成人社會的代表，教導兒童學會外在世界的規範要

求；但兒童也期望老師代表的成人世界符合公平秩序的原則，作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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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問題的標準；同時，他們也追求來自外在成人世界的肯定。 

 
（二）同儕團體的友誼同盟 

許美華（2006）研究國小六年級學生的學校經驗發現，在學校

生活中兒童最喜歡和同學相處的時光。難怪芷芷感嘆「五年前我的學

校生活都是一樣的－沒幾個朋友，總是悶悶不樂的。」（芷芷 960908）

對兒童的學校生活而言，同儕團體的友誼和接納相當重要。Noll

（1996）研究兒童幸福感與同儕的相關，結果顯示高和諧同儕之兒

童其幸福感較高，而社交能力較高者幸福感亦較高（黃資惠，2002）。

然而，兒童能否得到同儕的喜愛和友誼，其牽涉的原因很廣。 

芷芷曾因為跑步表現不佳，受到同儕排擠：「因為我跑步慢，而

且又是最前面的，結果別人叫我排最後面，還說：『姓王的，妳給我

小心點！』因此我都自己玩。」（芷芷 960908）根據高欣蕙（2003）

對資優兒童人際關係進行的觀察和社會計量結果，兒童想與同儕坐在

一起的原因包括：「很善良、很聰明、對人很好、會講笑話、教我功

課、很聽話、考試很好、可以向他學習、提醒我、陪我玩」等。兒童

的個人特質，與他在班上的成績、體育和競賽表現，及老師對兒童的

評價，甚至家長對班級活動的投入，都是兒童獲得同儕認同的可能因

素。   

如可可描述她最喜歡的同學：「我最喜歡的同學是唐小惟，她很

可愛，每個女生都很喜歡她…」（可可 960728）受到多數人喜愛的同

儕，通常也成為兒童喜歡結交的朋友。兒童文本分析的結果發現，不

受歡迎的同儕多半說話口氣不佳，例如：「他口氣越來越壞，也越來

越自大，到最後我們全班都討厭他。」（可可 960721）而且，不討喜

的同儕通常被形容成不把別人放在眼裡、自大，會威脅操控他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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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舉止霸道，如小勻說「她們讓我覺得很無理、奇怪，…成為我最不

喜歡的人。」（小勻 960602）可知，若要獲得同儕的認同，性格和待

人處事的態度也很重要。至於，這些受人排擠的同儕他們的成績、體

育和競賽表現，兒童反而沒有提起。或許，是否受人喜歡和接納，不

能歸結單一的原因。 

關於同儕的友誼，Corsaro（1997）發現國小兒童會花時間創造

和保護共有的遊戲與同儕的慣例，這些提供他們情緒上的安全感，使

他們感到興奮、刺激。可可所在的同儕團體，便經由共同抵制她們討

厭的同學，宣告「我跟你斷交」（可可 960825），維護屬於她們自己

的同盟團體文化。兒童的同儕團體如何選擇她們的朋友，及她們如何

抵制和對待自己討厭的同儕，她們可以自行決定，成人沒有決定權。

兒童的同儕文化一方面提供自主的感覺，能免於成人的控制；一方面

又提供一個競技場，幫助他們處理不確定和愈來愈複雜的世界

（Corsaro，1997）。 

Corsaro（1997）認為在兒童參與的遊戲、口語及其行為慣例中，

可以看見兒童如何嘗試跳脫成人的管束和控制，彰顯自己。如兒童書

寫其經驗，也是一種語言遊戲，可表現她們自己所屬同儕團體的文

化。如可可的文本〈我的心裡世界〉描繪最討厭的小萱： 

我的心裡世界是陳小萱是我的僕人，其他的人都是在欺負他的公主，林小和說：

「我是你『林伯』。」結果陳小萱就嚇到變成大便了。過了幾天，來了幾個人，

他們看到陳小萱，就把他用很臭的紙包起來，丟到垃圾桶裡，陳小萱就被「臭」

死了。最後，他被糞金龜吃掉了。（可可 960908） 
 

小萱在可可的書寫中成為她的奴僕，受到女生欺負，更因為被喜

歡的人唾棄變成一坨大便。特別的是，可可此文皆用人字旁的「他」

代稱小萱，可可一般用女字旁的「她」代稱女生，可能是身為女生的

可可將自己討厭的小萱視為「男生」對待，就像可可的小團體不理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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萱這個「他」一樣。可可在現實生活無法如願地制裁自己討厭的人，

她只好以書寫滿足自己的想像。 

 
（三）與眾不同的自我表現 

在學校中表現突出的人，經常成為團體的領導者，有權影響或管

理每個人。兒童成為校園或班級的老大，握有管理其他人的權力，這

種威風的感覺令兒童感覺到一個與眾不同的新身份：「當糾察隊是我

們六年級老大的特權，它有趣的地方是，…（戴）著「糾察」的標誌

去糾察，這點我感到威風又有趣」（炎魔王 960908）。兒童期待通過

身份的轉變成為掌控權力的人，並渴望通過他人對其權力的服從，肯

定一個與眾不同的自我： 

當班長的時候，我覺得很好玩（，）但也有困擾。好玩的地方是可以管同學。困

擾的地方是排路隊的時候，要停下來，我自己會控制，但同學一直提醒我，讓我

覺得我好像一個受控制的機器人。（可可 960602） 
 

    代表學校出去比賽，則是一種特殊的資格和榮譽：「如果上直笛

課就可以去比賽，這讓我很得意」（可可 960714）；「五年級最得意的

事是什麼呢？那當然就是考上直笛團出去比賽嘍！想想都覺得很威

風…」（芷芷 960602）參與比賽的光榮和獎賞，是兒童期待的外在肯

定與成就。無論是個人才能的表現，或是個人於群體中身份的轉變，

兒童皆敏於覺察自己在他人眼中的身份和地位。對於兒童的學校生活

而言，外在的肯定對兒童的自我認同相當重要。 

   除學業考試，學校的課外活動提供兒童表現自我的各種場域，即

使暑假也不例外，兒童可以到學校參加自己喜歡的活動。例如：可可

上暑期學藝班學直笛，她覺得很好玩。小勻和哥哥炎魔王參加暑期羽

球班和樂樂棒，讓自己快樂一下。學期間的月考和課業不見了，兒童

十分投入暑期活動和競賽。可可和芷芷皆期待代表學校的直笛團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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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小勻和炎魔王都津津樂道地描述暑期羽球班最後的雙打競賽：

「我和哥哥一開始用全力以（赴）的心情，打到決賽，最後我們兩個

用了吃奶的力氣（贏）得（冠）軍」（小勻 960714）。許美華（2006）

的研究，顯示兒童喜歡參與學業外的競賽，勝於學校的考試。兒童努

力學習課業外，他們渴望在自己擅長及喜歡的領域中，獲得外在世界

的肯定與成就，例如：芷芷提到「我直笛吹得還不錯，我一（＊）希

望參加比賽…」（芷芷 960602）。 

 
（四）從家到學校多了什麼 

在學校生活中，兒童一方面受到老師和學校的限制及要求，轉而

期待在同儕團體中尋求控制和安全感，作為安全可靠的小世界；另一

方面他們又力求表現，積極獲得外在的肯定，如：代表學校直笛團去

比賽、擔任班級幹部或學校糾察隊、獲得體育競賽的冠軍，以展現他

們個人超越過去、與眾不同的自我和能力，以獲得成就感和眾人肯

定。在本研究中，兒童描繪關於學校生活的文本，正展現出他們在班

級選舉、競賽和同儕關係等經驗中，一再地面臨認同發展的新挑戰。

兒童的同儕關係，同時也是一個競技場，兒童在之中必須面對複雜的

人際關係，努力獲得穩定的身份認同。兒童的在校生活，在老師與學

校制度的要求限制下，如果缺乏同儕團體的友誼和認同作為抵抗壓力

的同盟，將是孤獨和辛苦的。 

至於，什麼的樣學校生活才令兒童有所期待，並主動投入呢？從

兒童文本的描繪勾勒：兒童期待學校生活，能提供他們發展和從事個

人喜歡和擅長的活動。如小勻和炎魔王暑假仍到學校參與羽毛球和樂

樂棒球的課程。兒童期待能由學校的活動，得到外在世界的肯定，得

以尋求個人的價值。而且，他們渴望來自同儕朋友的認同和友誼；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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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他們在面對成人世界而來的限制和壓力的時候，仍能保持平衡。相

信兒童如果在學校可以享受來自同儕朋友的認同與友誼，並且有機會

獲得外在世界的肯定與鼓勵，應該能更熱衷於學習。 

 
三、童年的願望 

（一）身歷其境的冒險勝利 

兒童面對未知的人事物充滿好奇，如炎魔王希望親眼見到恐龍，

「如果恐龍可以活到現在，那該有多好呀？我希望以後能見到真的恐

龍…」（炎魔王 960609），可可好奇「世界上有沒有河童？」（可可

960609）；兒童對於社會上的熱門話題如球賽和暢銷書籍，也投入關

注：「我希望王建民能在星期日那場比賽拿下勝投，也拿下第十九勝，

成為勝投王。」（炎魔王 960915），「希望羅林（琳）可以繼續寫第八

集，讓哈利波特復活。」（炎魔王 960714）。無論是被自己遺忘的過

去或未曾經歷的未來，兒童皆表現嚮往，例如：「如果我有一個隨意

做夢機，…我希望在夢裡可以讓我知道小時候所有發生過的時（事）

情」、「我以後想用隨意做夢機帶我出國去玩，因為我沒有出國出去玩

過。」（小勻 960519）。 

面對未知，兒童的好奇神往，依然伴隨可能的恐懼和疑惑。如同

對河童感興趣的可可寫到「牠是日本的怪物，如果出現在台灣，會很恐

怖吧！」原本河童令兒童感到好奇，可是一旦未知的河童成為近在眼

前的真實，便令兒童感到懼怕。探索無法測度的未知是一種冒險！未

知，代表沒有人知道結果？沒有慣例可循？不一定有收穫？結果不一

定如自己所料？面對這些可能的風險，現代兒童通過媒體滿足好奇、

想像和探索未知的願望，更可以通過互動式的電子遊戲媒體，帶領他

們進入身歷其境的冒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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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多數現代兒童而言，電子遊戲是最普遍的休閒活動之一。兒童

表現良好受到獎勵，和考試結束之後，都在「玩電腦、打電動」（小

勻 960630）。電子遊戲究竟有什麼吸引力使得兒童一玩再玩呢？

Strasburger 和 Wilson 等人（2002）認為當人沈浸在電子遊戲中，

可能加速意識狀態的改變，製造出心流狀態（Flow state）和精神的

全神貫注；而且當一個活動中的「挑戰」和「技巧」達到平衡時，投

入活動的人會感到強烈的樂趣。兒童常描繪自己在遊戲中克服困難獲

取勝利：「哇～藍菇菇蜂擁而上，好像一支軍隊一樣，衝像（向）我，

我射了一箭，又射了一箭，又射了好多箭」（炎魔王 960526）。足夠

的挑戰使得兒童覺得刺激：「它是一種打鬥遊戲，而且非常刺激，只

要一不留神，就被敵人殺掉了，所以我非常喜歡玩忍豆。」（芷芷

960825）。對於兒童而言，「刺激」有時就意味著好玩。 

Csikzentmihalyi 認為心流活動將個體帶離現實，體驗新發現和

創造感，促使人有更好的表現，增加自我實現的滿足感和愉悅（胡春

嬌，2003）。當兒童無法在森林穿梭、在海底潛水或在天空飛翔的時

候，電子遊戲帶他們在虛擬世界中體驗新的發現。此外，兒童在遊戲

中因為勝利所得到的滿足和愉悅，從文本中顯而易見：「Ya～我終於勝

力（利）了，我太強了」（炎魔王 960526）、「快救出來了，（吔）！救出來

了！我勝利了！」（芷芷 960825）。胡春嬌（2003）訪談二十名學童的

結果，發現多數受訪者參與遊戲是為得到勝利、自我肯定；兒童在遊

戲情境中，可以獲得成就感、身心正向交互作用、臨場感、忘我、專

注以及時間感的消失。這可以說明兒童喜愛電子遊戲的可能原因。 

 
（二）看我七十二變隨心所欲 

陳偉睿（2001）指出角色扮演的遊戲是最受歡迎的網路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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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秋華（2005）探究國小五年級兒童在線上遊戲情境中的身心狀態，

發現兒童認為自己就是遊戲主角。如同炎魔王的文本描繪自己：「進

入遊戲之後，我是十九等的弓箭手。在遊戲情境中，我彷彿是弓箭手，

拿著弓箭在打「藍菇菇」…」（炎魔王 960526）。進入遊戲的炎魔王

搖身一變成為弓箭手，芷芷也在遊戲情境中變身為忍者：「在遊戲中，

我是 7 段的下忍…」（芷芷 960825）。兒童經歷身份的轉變，渴望發

現新的自己，同時意味著轉變的自我可以擁有某種新的能力。 

在現實生活渴望改變自己的兒童，可以在電子遊戲中選擇新奇的

職業角色，為自己創造新的身份和「暱稱」，擁有許多截然不同的自

我形象和新的能力。Turkle 認為電子遊戲含有角色扮演的成分，是

吸引兒童的原因（胡春嬌，2003）。日常生活中，我們不能輕易變化

更新自己；但在遊戲情境中，兒童能選擇喜歡的角色形象，超越真實

生活的限制，使自己不同以往、更有能力。 

    Maccoby（1984）認為國小兒童和父母共同擁有權力，父母執

行監督式的控制，兒童則學習執行自律（Olds & Papalia，黃慧真譯，

1994）。這種父母與兒童的共律過程，如果缺乏明確的溝通對話，父

母的控制將成為單方面的權力，兒童只負責執行，根本沒有權力。在

兒童文本中，可以看見兒童描繪成人說的話，卻很少呈現他們與成人

的對話，兒童常以行動直接回應成人的要求與限制，似乎沒有太多協

商討論的餘地。 

  而事實上，在不同經驗主題的文本中，兒童皆表現出想要隨心所

欲的願望。特別是與媒體有關的文本，無論是借用媒體元素的想像，

或電子遊戲的描寫，都可見兒童自己作主的渴望，例如：「隨意做夢

機呢？啊！原來只是一場夢，如果真的有這部機器，我希望可以自己

編夢。」（芷芷 960519）在芷芷自己編寫的冒險夢境中，她可以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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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欲地冒險，不用擔心有危險，一切情節的發展都在她的掌握之中，

故事的結局由她來決定。 

    在現實生活中，兒童即使有機會扮演有權監督和控制他人的角

色，也會受到各種挑戰，無法隨心所欲。例如，可可認為當班長「好

玩的地方是可以管同學」，但同學的提醒讓可可覺得「好像一個受控

制的機器人」（可可 960602）。兒童只有在電子遊戲中可以完全堅持

自己的主張，自己選擇身份和行動，自己調整遊戲的困難程度。

Landreth 認為兒童生活中的遊戲時間，是他們少有地覺得自己能控

制生活的一小段時間（高淑貞譯，2000）。Lepper 和 Malone 認為電

腦遊戲最常滿足的個人需求，就是賦予玩家強大的控制感（胡春嬌，

2003）。 

 
（三）滿足童年的願望 

    Strasburger 和 Wilson 等人（2002）認為「Flow state」（心流

狀態）這種精神的全神貫注，特別是童年普遍經驗的精神狀態，在青

春期前九或十歲達到高峰，這些經驗包括白日夢、幻想。除了夢境和

想像，根據胡春嬌（2003）針對國小五六年級學生的問卷調查結果，

有一半的兒童曾經在玩電子遊戲時達到心流狀態。白日夢、幻想以及

電子遊戲，都使兒童有機會經驗心流狀態。而且，電子遊戲的幻想、

角色扮演以及匿名性，使得兒童可以更自由地表達自己內在真實的意

念，並獲得勝利的滿足與成就感。 

    電子遊戲，如其他遊戲一樣，「乃是自然而發，充滿愉悅，自願

且無特定目的的活動」（Landreth，高淑貞譯，2000：7）。兒童對於

更新自己、自主及勝利的願望，通過遊戲獲得滿足，兒童在遊戲中創

造屬於自己的世界，操控想像世界的一切。兒童文本背後反映童年的



百年幼教論壇研討會                                                                  

 132 

願望：在身歷其境的遊戲當中，尋求更新的身份和力量，並且滿足自

主和勝利的願望。 

 
四、結論：追求自主的童年 

兒童文本有許多關於同儕互動或是對話的描繪；當兒童在描寫成

人的時候，他們很少使用自己與成人的對話；或許真正的對話只有發

生在兒童與同儕之間。兒童在家與學校的生活，面臨成人世界的各種

限制，少有自己可以決定的事情。例如：是否參與課程考試；要不要

立即帶小狗出門尿尿；玩電腦想玩到什麼時候。成人社會皆試圖給予

兒童合理的管束和要求。成人經常有權決定：兒童是否可以做某一件

事，或是兒童是否有能力承擔任務。 

薩摩亞社會的兒童面臨長輩過多的要求，可以隨時選擇搬到其他

更合心意的親戚家居住（周曉虹、李姚軍譯，2004）。我們社會的兒

童在無從選擇下，又可以何去何從？河合隼雄根據他在臨床心理工作

的觀察，現代社會有不少兒童曾有離家出走的願望（詹慕如譯，

2006）。他認為這個願望的背後，隱藏著兒童渴望獨立的意志。在兒

童文本中，雖然沒有展現出離家出走的意志，但在關於「迷路」的文

本中，兒童提到迷路的時候「可以自己去冒險，也可以獨立一點」（可

可 960526）。反映兒童偶有脫離尋常家庭生活的、獨立自主的意志。 

兒童追求獨立的意志，亦展現於學校生活的同儕文化。因為兒童

在校受到許多限制，即使遭到師長誤解也無從抵抗（許美華，2006）。

兒童渴望獨立的意志和對公平秩序的追求，便只能從成人所在的大世

界，轉向同儕間的小世界尋求。如 Corsaro（1997）所言，兒童在同

儕團體中，努力形成他們自己的規則與文化，展現自我主張。他認為

同儕文化提供一個安全穩固的基礎，使兒童得以處理人際關係和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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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的挑戰。兒童的同儕團體一方面提供兒童安全感，一方面又使兒

童有機會取得控制，他們的規則形成新的秩序，制裁且平衡在大世界

的失衡。 

兒童，雖然缺乏成人的身份地位，但他們對於成人的挑戰反映於

同儕團體的文化，為同儕團體的成員所共有，並受到同儕團體的評

價。渴望隨心所欲的兒童，通過建構自己的同儕團體文化，他們有創

造性地挪用成人世界的訊息，以製造屬於自己團體獨特的同儕文化，

努力形成他們自己的規則，用以對抗成人的控制；諸如：口語的慣例、

遊戲與持續的友誼，可以讓兒童繼續保有他們的童年，同時又可以幫

助他們為下一個階段做準備（Corsaro, 1997）。 

由兒童文本分析可知，兒童在同儕團體中受到的評價與對待是直

接的，不受歡迎的同儕遭到團體排擠，成人世界無從干預兒童的同盟

文化規則。例如，兒童聯手不跟某個人玩，成人插手也無能為力。兒

童無法由成人的大世界取得控制，卻在同儕團體形成的規則與文化之

中，取得制裁他人的機會。某些兒童想要找到安全穩定的關係，經常

難上加難（高欣蕙，2003）。這種情況，寵物往往可以成為兒童的另

一種依靠，在面對成人世界和同儕團體的壓力之下，兒童仍然能夠享

有完全忠於自己的親密同伴。 

河合隼雄（詹慕如譯，2006）討論的案例中，無論是拒學的孩

子、受性侵害的女孩與充滿疏離感的男孩，都可以透過與動物接觸，

打開自己的心。兒童文本亦可見，他們常充滿感情地談論家裡的寵

物。寵物對兒童有特殊意義，在家與學校成人世界的管束控制下，在

同儕團體的同盟文化與競技過程，寵物是兒童的另類朋友，作為兒童

忠實安全又親密的同伴，陪他們迎向各式各樣的挑戰。 

特別是兒童的休閒活動在過去五十年受到成人愈來愈多監督，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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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活動的主要場地從公共空間，轉至家庭空間或私人空間，例如客廳

或臥房；擁有豐富科技資源的家庭空間，取代了外在世界；兒童在家

的娛樂活動是觀賞電視或玩電腦，他們也參與受成人監督的課後活

動，例如：補習班、暑期的羽球班、直笛團。童年，壓縮在家與學校

的兩點之間，缺乏自由玩耍的時空和同伴。 

幸運的兒童，可以由家延伸而出的社區活動場域及和睦的親族交

流，獲得更多自主遊戲或探索新發現的機會。如同兒童可以和社區同

伴到游泳池玩，帶小狗出門邊走邊玩，自己作主自己玩，不受成人的

監督和管束，探索新的未知世界，滿足他們的好奇心和嚮往。至於，

其他無法在真實生活滿足的渴望，只好成為想像和夢的元素，或至遊

戲中找尋。 

無論是兒童的想像、夢境或者遊戲，充滿著兒童對於過往時光和

未來世界的好奇以及嚮往。他們從影片媒體或電子遊戲虛構的異世界

情節，滿足自己對於未知的好奇心；或者由電子遊戲滿足自己作主控

制的願望。如果兒童在真實生活中無法滿足獨立自主、控制和得勝的

渴望，他們可能轉而尋求虛擬世界的滿足，經由遊戲轉換新身份，促

成能力更新成長，在自己可以控制抉擇的遊戲情境中，不斷累積成功

經驗，滿足自我實現或人際歸屬的需求。 

電子媒體帶給兒童和童年生活的影響，將愈來愈不可小覷。兒童

通過媒體面向未知的世界，電子遊戲宛如虛擬的戰場，他們體驗到如

同自己的幻想和夢境一般的特殊體驗，懸浮於費力的現實世界外，超

越家和學校兩點之間的有限時空，滿足他們童年的願望：獨立自主地

探索未知世界，更新自我的身分和能力，以獲得勝利和肯定。遊戲，

是兒童超越自身處境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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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省思與結語 

一、童年的生活空間 

    在本研究的詮釋中，我發現「家」的地理環境，對於都市中的兒

童特別重要。在都市中生活的兒童，若社區可以提供安全的活動場域

和機會，以及同儕團體，兒童的家庭生活便得以延伸和變化，兒童的

課後教育也有更多元和彈性的選擇。兒童渴望有一個地方提供他們自

由玩耍，但如今兒童活動的公共空間，已漸漸轉至家庭空間或私人空

間，豐富的科技資源取代外在世界（Buckingham，楊雅婷譯，2004）。

可以想見線上遊戲為何吸引兒童，因為網際網路提供兒童自由玩耍的

空間及社群。 

    當成人對兒童沈浸線上遊戲，表示憂慮或給予監督限制的時候，

也應該思考線上遊戲滿足兒童哪些需要，兒童是否無法在現實生活滿

足他的心理需要？父母和教育者對於電子媒體的密切關注，也應該落

實於對兒童內在需求的關注。當父母限制兒童玩線上遊戲時，是否也

能提供或創造兒童的自由玩耍的空間和機會？即使私人的安親機構

作為學校的延伸和家庭的替代，一面監督兒童課後生活，一面提供有

組織的學藝課程；父母也必須考量此機構的空間和活動的安排，是否

能滿足兒童學習外的其他需求：自主地探索、玩耍和人互動的時空。 

 
二、媒體與兒童教育 

媒體為兒童開啟未知的世界：兒童由動畫影片想像遠古生物；兒

童由奇幻小說想像未知的魔法世界；兒童由線上遊戲追求自我的更

新、自主和控制，及獲得勝利的自我滿足。媒體滿足兒童的好奇、想

像和追求更新、自主、控制及成就的健康欲望。學校教育也應該借助

兒童好奇和關注的人事物，妥善運用媒體素材，引導兒童學習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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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多元的機會，使每一位兒童都能在學校中獲得成就感，自我肯定。 

此外，媒體教育不該只是運用媒體作為教學工具或教材。

Buckingham 認為媒體教育的目的不能止於保護兒童不受媒體影

響，或教導兒童批判分析媒體；教育應該可以提供兒童參與媒體製作

的途徑與支持（楊雅婷譯，2004）。兒童應該有權力批判地參與社會

行動，成為媒體創作者，直接向成人社會表達他們的意見。正式教育

中零碎的知識，只有通過兒童主動的參與，才能將知識轉化為個人和

社會有意義的行動。政府、學校和家長應該扮演更為積極的角色，有

意識地資助優質媒體製作，擴充非商業媒體的平台，提供管道和支

持，讓兒童有能力和有機會發聲於社會。 

 
三、媒體與經驗書寫 

在本次研究活動中，兒童觀賞他們感興趣的動畫影片之後，分享

和討論個人相關的生活經驗，或者自己聯想到的其他經驗，再各自選

擇經驗主題進行書寫。與老師訂定寫作主題的教學方式相比，我發現

當寫作主題從兒童生活經驗的分享與討論逐漸形成，並由個人自己訂

定，兒童比較容易掌握寫作目標和計畫，很少出現離題的狀況。而且，

兒童書寫的故事文本，可反映兒童自己設定目標、解決問題的計畫和

途徑，以芷芷的〈假如我有隨意作夢機〉一文為例來探討： 

芷芷挪用媒體表徵「隨意作夢機」創作，而隨意做夢機的影片「光

之使者」，正是她夢中王子的名字，當危急時刻光之使者的光更拯救

公主，推動故事前進：「千鈞一髮時，有一道白光閃過，把我帶到龍

宮，其實這是光之使者求救的白光。」此可展現兒童設定目標並解決

問題的歷程。最末，芷芷以夢的甦醒，回到現實的寫作情境：「隨意

做夢機呢？啊！原來只是一場夢，如果真的有這部機器，我希望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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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編夢」（芷芷 970519），以符合主題「假如我有隨意作夢機」。 

芷芷書寫故事的能力，絕對非偶然，也非經由我介入指導。而是，

因為媒體表徵提供兒童想像的元素，芷芷可以自由運用，編寫創造故

事的情節。由此可知，當寫作的材料和主題屬於兒童個人熟悉的範

圍，例如他們喜歡的媒體素材，他們便能展現更高超的創意，也不容

易對書寫活動產生抗拒。 

 
四、文本的形式與內涵 

文本的形式與內涵不可分割，形式的背後可反映經驗內涵的心理

意涵。以炎魔王的〈表弟來我家玩〉一文為例，他寫到：「中午到了，

我們吃鐵板麵，一點時，我們三人（穿）上泳衣準備去游泳…三點半，

我們回到家中，洗了一個香噴噴的澡…」（炎魔王 960707）。炎魔王

一一記錄當天的時刻，我第一次閱讀的時候認為他只報告了「流水

帳」，卻不見精彩的描繪。在詮釋理解的過程，文本向我提問：為何

兒童描寫特別的日子和活動，總會強調當天的日期、星期和時間？ 

諸如園遊會的日子、表弟來玩的那日、媽媽詢問要不要養狗的時

候、王建民要比賽的週日、堂哥來玩的星期二等，對兒童而言都是生

活中，難忘或者引頸期待的特殊時刻。我開始注意到文本的形式與內

涵不可分割，標明時間線索對兒童可能別有用意。一方面，兒童可以

依造時間線索描述事件，不用思考下一步該寫什麼；另一方面，時間

的標明也可能具有經驗層面的心理意義。炎魔王的文章，標明「一點

時」、「三點半」這些特別的時間，使讀者意識到他如此重視時間流轉，

可能因為表弟來家裡玩的時光是如此珍貴。 

兒童文本的形式背後，同時也在述說經驗的心理意涵。成人應以

更開放的態度，對兒童的文本進行不同的理解，與兒童有更多真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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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 

 
五、結語： 

    本研究看見兒童在書寫中反抗成人世界的規範，運用「林伯」、「大

便」等被成人視為不雅的詞語，突顯自己的獨立自主。兒童會挪用成

人世界的資訊，參與和創造他們自己獨特的同儕文化，因應他們遇到

的問題（Corsaro, 1997）。兒童自由訂定書寫的主題，而非成人決定

合適的題目，兒童就有機會展示「自主」的選擇，運用「非正式」的

素材，不像正式作文課只能寫成人要的「正式」作品。兒童文本表現

出個人的偏好，例如喜歡的人物角色和電子遊戲，展現屬於他們獨特

的童年文化，如 James（1998）所言，在成人社會有限的範圍內，

兒童為自己創造相當的活動空間；兒童所有違反成人觀感的行為，對

於維持兒童文化及他們個人的自我概念皆極其重要。 

    本研究將兒童的書寫視為參與童年再建構的社會行動，希望由兒

童自己產製的文本，描繪四位兒童眼中的童年。Dyson（1997）認為

兒童塑造一個自己能夠掌控的世界，自己決定角色、情節與行動，正

是為了擺脫他們的無力感。這也可以說明，為何兒童的創作充滿複雜

的權力、認同和性別的議題，例如，可可的＜我的心裡世界＞和〈陳

小萱的心裡世界〉剛好觸及到權力議題：公主與僕人、人與狗，糞金

龜與糞。兒童，在他們書寫中創塑自身的生活世界，內容主要來自他

們直接的生活經驗，和他們對看過的影片、圖書及聽的故事所有的想

像。他們擅長挪用媒體的表徵，編寫創作自己的故事，展現他們取材

於媒體的能力，直接且充分地向成人社會表達他們的觀感和意見。 

當教育論述中只有成人的聲音，由成人決定什麼是「適當的教育內容」

時，反映出的是成人眼中「理想的童年」，而非兒童所經驗或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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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兒童在教育中，不應一直被置於成人的標準下衡量；他們擁有

個人獨特的經驗、情感、觀點和創造力，但成人往往漠視壓抑這一切，

認為自己也曾經歷這段過渡的、預備的童年，低估兒童遇到的挑戰和

問題。本研究對兒童文本的分析結果，期待幫助成人理解兒童在家庭

生活、學校生活及媒體互動中的經驗，及他們以文字傳達的感受與想

法，瞭解童年是人生中獨特的時空，重視兒童對於獨立自主的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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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詮釋分析表 範例 

經驗主題 

芷芷書寫自己夢

到好玩的夢卻被

妹妹踢醒的經驗。 

(1)好玩的事被打

斷是可惜的。 

(3) 對未來世界的

期待與幻想 

(4)芷芷覺得速度

感是刺激的。 

(5) 跟平常的頂樓

一樣，讓芷芷失

望，她還期待是游

泳池。 

(6) 芷芷覺得人很

少，很刺激。 

(8)美夢很短很可

惜，不如不要做

夢。 

2.當美夢被吵醒的時候（96.05.26） 

    我常常夢到好玩的夢，但每次都被妹妹

（踢）醒，不然就是媽媽把我叫醒，真是可惜。

(1) 
    一天晚上，我準備上床睡覺，突然我被捲

進一個洞，原來是時間的亂流，(2)過了幾分鐘，

到了未來世界，哇！超（讚）吔！那裡的建築

都超過一百層樓哩！(3)於是我找到電梯就趕快

按最高層一百六十樓，電梯用百米速度衝上

樓，真刺激。(4)  

    到了一百六十樓，真讓我失望，因為根本

就像社區的頂樓（嘛）！我還以為是游泳池，(5)

不過這裡人煙稀少，很刺激，於是我大玩特玩，

就在我玩得很高興的時候……。(6)  

    「ㄆ一ㄚ！」一聲如雷貫耳的巴掌聲打在

我臉上，(7)啊！原來是妹妹的腳啊！嗚～痛死

了，(8)美夢是很短的，我覺得不要做夢好了。

(9)  

形式特色 

 
 直接點題 

 表達感受 

  
陳述夢境 

 表達讚嘆 

 語氣詞「哇」、「吔」 

 、「哩」 

 表達感受 

 解釋原因 

 語氣詞「嘛」 

狀聲詞「ㄆ一ㄚ！」 

語氣詞「啊」、「嗚」 

 成語「如雷貫耳」 

 表達感受 

˙美夢是好玩的、

刺激的。 

˙極快的速度和幾

乎沒有人的地方

是刺激的。 

‧習以為常的事

物，讓孩子的希望

落空。（失望） 

◎研究者的詮釋：想像和夢 

對芷芷而言，美夢似乎代表好玩的夢。好玩的

夢被打斷真是可惜。夢裡她通過時間亂流來到

建築都超過百層樓的未來世界，電梯帶她用百

米速度衝上樓頂很刺激，那裡雖像一般的頂樓

令她失望，但人煙稀少的樓頂還是刺激。正在

大玩特玩的她被妹妹踢醒了，美夢這麼短真可

惜，她想不如不要做夢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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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規》經典教育的品德實踐— 

以台中弘明幼兒園為例 

 
陳瑞雪、林楚欣 

 
在道德亟待重建的現行台灣社會中，研究者希望從教育根源的幼稚教育出

發，以自身所服務的教學場域—弘明幼兒園台中分校為研究對象，探究《弟子規》

經典教學對幼兒品德教育之教學方式、實施成效及困境和解決之道。本研究採開

放式問卷、焦點訪談、深度訪談和文件檔案等方式，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探討，

並初步獲得研究結果如下： 

(一) 教學模式：弘明幼兒園台中分校，以弘揚儒佛中華文化為教學理想；整合經

典與品德的獨特教學模式；以《弟子規》為綱領的品德教育。 

(二) 教學成效：弘明幼兒園台中分校實施經典教育的成效有三。1.幼童能實踐《弟

子規》的七大核心價值；2.能促進學童家庭和諧；3.能提升教職員工修為。《弟

子規》經典教學具成效的意義有三。1《弟子規》通古今，易知易行；2.弘明幼

兒園堅持初衷，迄今不變；3.親師合作，建立幼兒品德。 

(三) 面臨困境與解決之道：弘明幼兒園教學現場所面臨的困境共有四點。1.課程

實施時遭遇了難題與瓶頸；2.學者對經典教育的有所曲解；3.園方的教師專業與

人文素養宜再提升；4.多數家長的認同與部份的質疑，以上四點弘明幼兒園團隊

的努力下，正逐步地改進解決中。 

 
關鍵字：品德、品德教育、《弟子規》、經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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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現今社會，許多年輕父母害怕生子、育子，台灣 2010 年的出生

人口只有十六萬六千餘人，總生育率下探至 0.91，主因雖然是年輕

夫妻擔心高房價、高物價、經濟負擔過重，但是也有不少父母憂心不

知如何教育下一代（曾韋禎、謝文華，2011）。環視今日家庭與社

會育兒環境，亂象叢生，報章媒體所報導揭示的多是倫常失序、價值

混亂的險象，我們要擔憂的應該不只是因少子化而使得國力滑落，應

同時思維如何提升國家未來主人翁的素質，不再養育出另一批製造

「塑化劑」的「台灣之子」。義大利詩人但丁說：「道德可以彌補知

識的不足，知識無法填補道德的空白（引自洪蘭，2007）。」實是

砭庸針俗之語。 

為人父母者多希望子女成龍成鳳，一生美滿順遂，怎樣的作為才

能使人幸福快樂？為孩子安排最好的學校與老師、才藝與技能，是否

就能保證孩子的幸福與成就？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認為：「美德是

幸福人生的必要條件」，中華傳統文化主張「家教立範，品行為先」，

古今中外多認為良好品德是奠定個人幸福的必要元素，是生命意義與

價值追求的準則。然而，台灣多數的社會中堅份子，依然把道德教育

看成一種教條，視為現代孔家店，這樣的積非成是讓我們的教育系統

生病了，使讀法律者，對高度道德內涵的法律哲學缺乏興趣，於是法

律教育淪為訟棍教育；使學財經者，對職場倫理與企業倫理視若無

睹，於是財經科系儼然成為賺錢與理財的職訓場所；使習醫學者，對

醫學倫理學只是聊備一格，於是整個醫療體系與醫事人員在制度與人

體實務上問題叢生（林火旺，2006）。或許，我們可以回到根本，

向下扎根，在道德逐漸崩壞的台灣社會中，反省當前品德教育的問

題，一窺傳統文化中所蘊藉的生命價值與道德實踐，並且深耕於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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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尋求出適合當今社會制度與風俗民情的德育願景，然後，經由

教學現場的教學者與學習者，以之為載體，保存、重塑、實踐並傳遞

中華民族的德風與文化。 

十多年前，連淑美居士，半生追隨佛教界大德李炳南老教授從事

文教志業，因目睹台灣社會風氣日益敗壞，深感挽救社會頹風，唯有

從教育紮根，才是根本解決之道，因此萌生興辦教育的宏願；她以一

步一腳印地的拓荒精神，帶領著一群志同道合的習儒學佛青年，創辦

了以讀經為課程主軸，品德為教學基礎的弘明教育學園。適逢小犬到

了就讀幼兒園的年紀，個人也加入了弘明團隊，隨著創辦人和許多資

深學長，共同走過了許多藍縷篳路。 

弘明學園，將儒學總綱「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做

為校訓，以經典教育涵養孩子至善的心靈、光明的智慧、溫厚的胸襟

與廣博的能力，希望培育融貫中外、博通古今、允文允武、學有專長，

以及深具人文關懷與國際宏觀的現代國民。當培養孩子立足在整個中

華文化的精髓上，他在學習任何的技藝時，盡心學得好、學得精，不

論是從事科技或人文，都能有道，以此能力來利益整個社會人群，如

果去做商人，經商有商道，去當醫生，行醫有醫道。如此，人人心中

有道，有一把善惡的道德之尺用以修身處世，各行各業便能盡分利

他，整個社會的道德力提高，人們的幸福指數必然竄升。 

弘明學園具體的辦學理念有三則，依個人多年來在弘明工作的經

驗，簡述對其了解如下： 

一、落實品德教育與生活教育，達成全人教育的目標 

以《弟子規》為品德教育的實施藍圖，把經典教育落實在學生日

常的灑掃應對進退之中，將「物質性」的學習，提升至「身心靈」的

全人教育。重視人倫關係、情感調節、慈悲憐恤、學習動機與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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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天地間的人、事、物，以期發展學生潛能及培養完整個體，幫助

親師生達到真正的自我完成並增進社會的和諧。 

 
二、重視經典教育與藝術人文，涵養純善溫厚的胸襟 

弘明以「現代私塾」的教育理念，勉勵教師們以身教、言教、境

教，肩起傳道、授業、解惑的任務。師長自己深入經典，以「經典教

育」在孩童的心靈中鷹架生命的價值，長養開闊學童純善溫厚的胸

襟，使「中華文化」能在 e 世代中重新燃放智慧的火花。 

 
三、實施十六年一貫領域教學，學習多元的智識能力 

弘明從幼兒園直至高中，建構十六年一貫的教育體系，致力文化

扎根及人才培育工作，秉著經典與品德教育「一條龍學習」的主軸，

同時依著孩子每個階段的身心發展，實施讀經與解經的經典教育歷

程，並輔以多元課程來調和孩子的身心。學生從幼兒入園，直至弘明

實驗高中畢業後，師長仍然主動定期關心學生們的大學生活與人生志

向，實施所謂「就讀弘明，終生保固」的終生經典學習計畫。 

目前，專家學者多服膺於西方幼兒發展理論與課程設計，強調適

性適齡的學習，有時更將經典教育視為強聞多記的傳統填鴨教學，或

古時帝王的馴民術。然而，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精髓與西方的教育哲

學，是否也能相容互補，甚至，中國古典智慧能重現於資訊時代，食

古而化並且中學西用？幼兒們藉由《弟子規》的經典學習與生活落

實，在他們的生命中到底會產生什麼樣的變化，甚至連同他們的家庭

也能向上提升？個人期待在這強調開放多元的世代，各方賢達都能暫

停數百年來的讀經、廢經之爭，藉由真實場域的教學實踐，誠實地觀

察探索幼兒經典教學的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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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探討幼童實施經典教育的品德成效，目的有三： 

一、了解弘明幼兒園以《弟子規》經典教育做為品德教育策略之教學 

模式。 

二、探討弘明幼兒園以《弟子規》經典教育做為品德教育策略之教學 

成效。 

三、探索弘明幼兒園以《弟子規》經典教育做為品德教育策略所面臨 

的困境與解決之道。 

 
參、名詞釋義 

一、品德教育 

品德教育是指教育個體符合社會道德標準，使之能知善、樂善以

及行善的多樣化培養過程，並包括個人道德教育、公民教育，以及品

德養成等不同教育或學習內涵。簡言之，教導個人使其具有品德的歷

程，稱為品德教育。 

 
二、經典教育 

經典，是超越時空、族群，人類共有的智慧結晶與文明精華。幼

兒與小學階段的學童，心靈純淨、記憶力好是讀經的「黃金時期」，

以讀經為主，解經為輔。中學階段的學生，因理解力逐漸發展，則可

漸次加入經典講解，是經典教育的「消化時期」。經典教育，強調在

記憶力最好的幼年與青少年時段，讀最有價值、經濟效益最高的書，

並且依教奉行，將經典義理落實於生命實踐，將聖賢們正大光明之智

慧思想「內化」，成為其自身行事之準則，此種教育方式，深入吾人

潛意識的直覺智慧，對兒童心性涵養具潛移默化之功，並具文化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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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效。 

 
肆、文獻探討 

一、《弟子規》核心價值 

《弟子規》是本家喻戶曉的兒童啟蒙書籍，匯集了古人的智慧結

晶，傳遞了千年來的中華儒家文化，可謂中國子孫共同的「家規」，

共含七項核心價值，涵蓋個人立身行道的基礎；茲以張有恆(2007)

所製《弟子規》育人「魚骨圖」稍做修改如圖 1，可方便了解《弟子

規》涵蘊「聖哲」育人的思想與核心。 

 

 

 

 

 

 

 

 

 

 
圖 1：《弟子規》教養觀 資料來源：修改自張有恆(2007)所製《弟子規》育人「魚骨圖」 

 
二、經典教育 

經典教育，亦有人認為即是讀誦經典，重點在依之奉行，將經典

義理落實於生命實踐。把握幼年與青少年在記憶力最好的時段，讀最

有價值、經濟效益最高的書。本研究所定義的經典教育，是以「經典」

--超越時空族群，人類共有的智慧結晶與文明精華，做為教材，施教

孝 

(宇宙人生觀) 

(自我修持)  (人類愛)  (藝術知識)  

謹      汎愛眾   力餘 學文 

弟        信       親仁 

(服務觀)   (實踐力)   (道德觀)

自利利他            中華 

(聖賢境界)         聖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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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以身教、言教及境教演示教導學習者。並將經典範圍聚焦於《弟子

規》，因《弟子規》文短淺白，是前人專為童蒙所設計，非常適合幼

童讀誦，並且學習基本的禮儀、生活常規與道德倫常觀。 

 
三、經典教學的價值 

經典價值含括各種向度，就生命全體而言，可以保存中華文化；

就個人而言，具有認知、情意與技能的功用。個人功用又可分為長程

與短期兩方面。長程而言，學生可端正品德、陶冶性情及涵養心性等；

短期而言，學生能增進記憶能力、語文能力以及各科的學業成績等（郭

旭鍾，2007）。以下綜合經典價值的相關文獻，整理歸納後分五方

面論述（王財貴，1996；翁緣鴻，2008；郭旭鍾，2007；莊榮順，

2002；陳敏惠 2002；張雅曛，2007；張樹枝，2001）：  

(一)了解中國文化、體認生命價值：經典是文化的根源，透過讀誦

經典可以保存中國文化，培養對傳統文化的認同感與欣求，跨越時空

障礙，繼承聖賢千古相傳的文化遺產。 

(二)涵養品德情操、落實生活教育：經典名著，具備鴻鵠的氣度與

優雅高尚的情操，可作為待人處事的方針與準則，面對生命中種種的

變易與衝擊、困境與不快時，能有所遵循與依歸，成為生活的指南。 

(三)增進語文能力、發展各項潛能：讀誦經典最顯著的價值是語文

能力的提升，讀誦過程中，孩子增加語文練習的機會，認識較多的字

彙詞句，行文遣詞能力自然進步， 

(四)暢遊古籍世界，學習以簡御繁：學童從小接受古今中外最優質

原典的薰陶，熟記於心中，日後便能在生命裡不斷的領悟及印證。並

且，以精要的經典帶動海量知識的學習，抓住學習要領，就如同「海

納百川，萬葉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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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反省教育政策，改革教育模式：社會亂象日益不堪，其根源於

人性之敗壞，而人性敗壞來自於教育之失策，教育失策的根柢在於主

政者文化見識之不足，經典教育，從誠意正心到修身齊家，可消解青

少年、家庭、校園問題，乃至於治國平天下，解決兩岸緊張對立、政

治紛亂的難題。 

 
四、品德教育的核心價值 

「品德」之英文皆為 character，其字源是古希臘文 arete（拉丁

文 virtus），意為德行(virtue)或卓越(excellence)；品德是個人根據

道德標準所彰顯出來的行為、情感和思想的整體表現，是一種發自內

心良善美德的特質，是經由後天環境所塑造形成，可透過教育或學習

的歷程來陶冶養成，是人們從事與道德相關的言行表現（楊孟勳，

2010）。 

品德教育的學習內涵即是其核心價值，係指人們面對自我或他人

言行，基於知善、樂善與行善之道德原則，加以判斷、感受或行動之

內在根源與重要依據，是價值觀的體現，不僅可彰顯個人道德品質，

並可進一步形塑社群道德文化（陳琴心，2008）。 

楊孟勳（2010）根據教育部（2009）頒佈之「新世紀品格教育

方案」所推動之品格核心價值，列出五類核心價值，或可做為全面的

品德共識： 

（一）人與自己：如尊重生命、自主自律、負責盡責、歡喜承受、

苦中作樂、主動積極、創新卓越、勤勞上進、吃苦耐勞、百折不撓、

適性揚才等。 

（二）人與社會：如尊重生命、關懷行善、公平正義、誠實信用、

團隊合作、創新卓越、賞識感恩、圓融中庸、寬容慈悲、適性揚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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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與自然：如尊重生命、愛護環境等。 

（四）人與科技：如尊重生命、關懷行善、尊重隱私、尊重智財、

創新卓越、自主自律等。 

（五）人與心靈：如尊重生命、活出意義、實踐信仰、追尋真善美、

天人合一、終生體驗學習等。 

 

 
伍、研究方法與設計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採個案研究方法，選擇台中弘明幼兒園做為研究對象，並

依據研究目的，發展出研究架構如圖 2。 

 

 

 

 

 

 

 

 

 
圖 2 研究架構圖 

 
二、研究場域 

本研究場域為弘明幼兒園台中分園，由弘明佛教基金會董事長連

淑美女士所創立。弘明幼兒園的課程規劃以符合幼兒的身心發展及未

來適應社會生活等需求為原則，融入品德、經典、傳統藝術人文等中

台中弘明幼兒園以《弟子規》經典

教育做為品德教育策略之教學成效 

台中弘明幼兒園以《弟子規》經典

教育做為品德教育策略所面臨的困

境與解決之道 

台中弘明幼兒園以《弟子規》經典

教育做為品德教育策略之教學模式 
落實

《弟子規》

經典教育

與品德教

之成效及

其適用性

/對弘明

幼兒園.

行政機關

未來研究

之建議

開放式問卷

學 生

教 師

深度/焦點訪談 

文件分析 家 長

研究方法 研究對象 研究內容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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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文化的內涵。 

 
三、研究對象 

本研究主要研究對象為弘明幼兒園台中分所的中大班幼童，此分

所設有兩個中班，分別有 17、16 位學生，大班有 14 位學生。 

 
四、資料蒐集與分析 

本研究採取多重的蒐集資料方法，包括開放式問卷、深度訪談、

焦點訪談、文件檔案和省思札記四類。茲簡述如下： 

(一)開放式問卷：為了對研究對象的品德表現更多的了解，因此針

對中大班家長設計開放式問卷。另外，也設計不同的問卷，發給教師

填寫，以了解教師有關讀經與品德教學的實施情況。 

(二)深度訪談：採半結構方式進行深度訪談，對象包括教師與家長。 

(三)焦點訪談：研究者先擬好符合研究主題的問題綱要，擔任訪談

主持人，並邀請弘明創辦人及六家弘明幼兒園的園長們與會，以自身

經驗討論分享弘明學園教學概況及幼兒品德教育實施成效。 

(四)文件檔案：除上述訪談與開放式問卷所得資料外，凡是研究場

域中與本研究相關之電子與書面文件檔案，包括立案資料、評鑑資

料、會議紀錄、行政文件、課程規劃、教學活動計畫、教室日誌、家

庭聯絡簿、學生學習檔案、親職活動記錄、師資培訓規劃及教師進修

資料等等，都將之收集篩檢整理，以期達多元而周延的深入探討。 

(五)省思札記：因研究者本身為研究場域開辦時的家長與兼任教

師，現職為專任行政教師，經常參與規劃園所的教學活動，所以對於

教師的教學實況、學生動態與家長反應，多能長期貼近情境觀察，隨

時依研究目的做省思與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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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參考自然派探究者提高可信性的做法(黃哲，2004)，配合

實際研究，採用以下方式以提升研究可信度： 

(一)長期參與：因研究者從研究場域創立至今，在園所中經歷過多

重角色，如家長、兼任教師、帶班導師、行政主任到教學規劃的參與

與監督者，長期參與其中，故可深入了解並探討研究主題。 

(二)持續觀察：因研究場域為研究者工作之處，可以方便對研究對

象做持續的觀察。 

(三)同儕簡報：研究過程中，透過指導教授主持的研究生會議，相

互請益與討論，修正錯謬的研究方向與方法，避免因個人眼光狹隘，

研究角度偏頗，而使研究過程與結果落入研究者的主觀與成見之中。 

(四)三角校正：運用 N.K.Denzin 的「三角校正法」(triangulation)，

在探究本主題時，盡量收集各種不同的資料來源，從不同角色的對象

來探查資料的真實性，豐富文件內容的多樣性，資料蒐集過程中加以

檢核，將不同來源的資料相互比對與印證，評估資料是否充分，決定

證據是否準確。在交錯重複檢視中，於共同的發現或概念上，尋找資

訊的聚合性(王文科、王智弘，2009)，以減低或避免研究者的偏見。 

(五)集「參照適切」的材料：使用多種重面向的蒐集資料方式，如：

訪談逐字稿、觀察記錄、開放式問卷、文件資料等，跳脫對資料做過

度推論的陷阱。 

 
陸、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弘明「經典教育」的教學模式 

（一）弘明教學的整體規劃 

1.品德教育為人格根基：弘明所規劃的課程或相關的活動，皆會

歸於品德的培養，以《弟子規》細則做為樹立孩童健全良善人格的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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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2.以經典教育為教學主軸：經典教育以讀誦為主，讀誦規劃含新

進度熟讀與舊進度複習，熟讀的內容為《三字經》、《千字文》、《弟

子規》、《千家詩》、《聲律啟蒙》以及《論語》。 

3.融合文化節慶的學習：弘明依據幼兒的學習領域及中華的傳統

節慶，規劃以品德教育為前提的教學與親子活動，引導學童尋根感

恩，涵養人文及科學素養，並將《弟子規》的內容及意義融入其中。 

4.重視生活實做的學習過程：經典與品德教育實踐的關鍵在於

「日常生活」的落實。「弘明的一天」規劃孩子在校時學習自我照顧、

養成規律作息，並且樂於服務，尤其注重孩子從入園到返家中的細節

與流程，養成孩子灑掃應對的能力以及惜福惜勞的習慣，這些落實的

細項，主要以《弟子規》中「謹」、「信」的精神與原則來教導孩子， 

5.多元藝文課程活動：以「游於藝」的精神，讓孩子在課程間融

合學習多元藝文活動，例如：美語歌謠、律動歌唱、手指謠、幼兒武

術、美勞、扮演等等，亦是《弟子規》中廣義「餘力學文」的實踐。 

6.中醫武術強健體魄：以中醫養生的保健概念，教導學生如何照

顧自己，並納入日常習慣；供應健康蔬食，培養環保愛地球及體內環

保的概念，增長幼兒慈悲心，同時教導《弟子規》中：「親所惡，謹

為去」的道理，學習照顧愛護自己的身體免於生病、不讓父母親擔心，

即是孝親的表現。 

弘明的創園宗旨，以讀經汲取人類文明的精華、涵養淳厚的性

情、啟發無窮的智能，以豐富多元的方式引導孩子快樂讀誦。弘明將

《弟子規》所架構的品德實行藍圖，加上《三字經》、《論語》等儒

典為輔，配合孩子身心發展階段與現代人的生活面貌，設計整體的品

德教育教學網絡，培訓提升教師的人文素養，希望達到「蒙以養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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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標。 

 
（二）弘明「經典教育」的教學實施 

弘明提出「經典教育」實施細則來幫助教師課程的進行： 

1.學而時習之的快樂。 

2.樂之者不如好之者。 

3.親子快樂共讀。 

4.積極鼓勵教師自我提升。 

5.進行多元評量。 

讀誦過程重在溫書，以親師生百讀不厭、喜好讀經為最高目標，

同時落實經典義理於日常之中。園方定期舉辦教學會議、教師研習及

教學觀摩，期勉同仁深入經藏，激勵教師提升教學效能；班級每周進

行「讀經闖關」，全園每月舉辦「讀經觀摩」，每年鼓勵參加讀經會

考，以多元方式評量，達到自我檢測、互相學習、彼此賞識的效用。 

關於讀經教學，弘明的教師們多能充滿熱情而高度配合園方教學

策略，大部分家長亦樂於在家中與孩子共讀，激勵孩子學習興趣與潛

能，有些孩子在上下學途中，還會自動讀《弟子規》給父母聽。 

1.讀經課程進行 

溫書內容以每日讀誦一次為原則；《弟子規》：「讀書法，有三

到，心眼口，信皆要。」教導學童眼睛看老師，培養專注力與聽力。

新進度由老師先帶讀，然後師生分組接龍或對讀，最後連章讀誦。並

以遊戲化方式進行，除接龍、對讀外，還有讀經瑜珈、矇眼輪讀、讀

經拍手功、找韻腳、靜默字等，師生共同發揮創意（弘它-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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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學技巧 

孩子遇連章困難，念不清、沒韻味、沒精神，甚至突發狀況時，

可利用教具、眼神、肢體及言語的鼓勵與引導，或配合音樂與樂器，

或藉由小班長、讀經長等同儕間的協助，幫助孩子建立成功的學習經

驗（弘它-15）。 

3.教學省思 

導師每日在日誌中標明讀經的內容遍數，對照原先設計的進度計

劃表，並紀錄課程進行的流程與內容，做為自己教學上的省思與調整。 

讀誦成功的關鍵，取決於孩子的態度與專注力，朱熹：「誦之宜

舒緩不迫，令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

究。」當孩子在誦讀過程中，培養出端正恭敬、法喜充滿的學習態度，

蓄積了豐厚的學習經驗，日後便能淡定地面對漫長的學習之路。 

 
二、以《弟子規》經典教育做為「品德教育」實施策略之教學成效 

弘明幼兒園的孩子，在《弟子規》經典教育的薰陶下，其品德力

增進的情況，從開放問卷的統計中可知，有 95%的家長認為有正向

增進，100%的教師認為《弟子規》經典教育對品德教育有幫助。有

關《弟子規》七大核心價值的改變，茲列舉事例成表 1—表 7，另表

8 所列為其他品德表現。 

 
（一）入則孝 

孝親是弘明推行品德教育的基本項目，亦是孩子每日應該學習力

行的德行根本，例舉《弟子規》內文對應孩子的言行表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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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孩子言行表現—入則孝 

《弟子規》內文 孩子言行表現 
父母呼，應勿緩 

父母命，行勿懶 

 

＊○恩今天晚上的表現非常好，長輩呼喚，他會立即回應「馬上

來」，讀經也自動自發的自我朗讀（弘讚道-1103）。＊師：用

餐時，請韜幫全班添菜，韜說：「好，馬上去」（弘聯道上

201-120116）。 
父母教，須敬聽 

父母責，須順承 
＊○芯能恭敬用雙手拿東西給長輩，做錯事，也都能在長輩指正後

說道歉或改變不生氣。對父母、長輩的態度也越來越有禮貌（弘

讚信-0601）。 
出必告，反必面 

居有常，業無變 
＊○欣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跟媽媽說：「我回來了」（弘日道上

-110929）。 
親所好，力為具 

親所惡，謹為去 
＊今○1.自己洗澡、洗頭。2.玩完玩具，主動收拾、擺放整齊。

能照顧自己就是「孝」，玩玩具會善後，是「負責」的表現（弘

日道上-111109）。 
＊○駿：媽咪最近吐得厲害，你聽到時便飛快地跑來關心：不舒

服嗎？很痛喔！然後遞給媽咪衛生紙，謝謝你的關心和體貼

（弘讚德-1404）。 
身有傷，貽親憂 

德有傷，貽親羞 
＊媽媽非常擔心○誠的過敏體質，醫生交待不可以吃冰冷食物，

但○誠常趁媽媽不在偷吃，上完中心德目，知道孝順是不讓父

母擔心，他開始學習聽話，當媽媽不在時，不偷吃冰淇淋，

媽媽感到很安慰（弘馨信-111005）。 
親有疾，藥先嘗 

晝夜侍，不離床 
＊○鎗看見阿嬤不舒服躺在床上，貼心的餵阿嬤吃飯（弘日道下

-120323）。 
＊今○母親重感冒，晚上自己念佛回向祝福媽媽（弘日道

-111125）。 
＊爸爸感冒失聲，○韜主動為爹地奉上一杯茶水潤喉（弘讚道

-1302）。 
 

（二）出則弟 

當孩子對財物不那麼看重，言語總是柔軟不惡口，進退之間謙恭

有禮，那他一定是個散播快樂種子的小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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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孩子言行表現—出則弟 

《弟子規》內文 孩子言行表現 
兄道友，弟道恭 

兄弟睦，孝在中 
＊弟弟不乖被罰站，○評會說：「我幫弟弟站！」弟弟不認錯時，

評會說：「我幫弟弟說對不起！」（弘讚道-1004） 
＊○升會跟妹妹分享好吃的美食，也很貼心的餵妹妹吃，真的是最

棒的哥哥。也是爸爸、媽媽的好幫手（弘讚德-0101）。 
或飲食，或坐走 

長者先，幼者後 
＊心○很棒：1.媽媽切水果給孩子吃，請爸媽先享用。2.媽媽蒸奶

皇包，因為只有一個，能與姐姐分享，並把大的一塊讓給姐姐

吃（弘馨德-120313）！ 
事諸父，如事父 

事諸兄，如事兄 
＊母：齊的姑婆回台灣，齊每天打電話念故事給姑婆聽（弘聯道

上 205-111102）。 
財物輕，怨何生   

言語忍，忿自泯 
＊○升上學時想帶兩件衣服，媽媽說：「為什麼？」孩子說：「這

樣的話，如果小朋友沒有帶衣服，我就可以借給他穿啊!」（弘

日德上-110923）。 
尊長前，聲要低 

低不聞，卻非宜 
＊○芯講話太小聲，老師學都聽不到，所以就用《弟子規》的話：

「尊長前，聲要低，低不聞，卻非宜。」○芯就馬上改過來了（弘

日信上-111118）。 

 
（三）謹 

《弟子規》「謹」的內文，教導讓孩子有關穿衣吃飯、待人接物、

日常作息等應有的節度，讓孩童自幼可以具體地學習自制、生活及做

事能力，對於現台灣社會中，常被過度寵愛的孩子有很大的助益。以

下略舉數例孩子們的表現： 

 
表 3  孩子言行表現—謹 

《弟子規》內文 孩子言行表現 
朝起早，夜眠遲 

老易至，惜此時 
＊○恆 7 點就自己起床，高興的提醒媽媽要去「弘明」上學（弘讚

德-0701）。 
置冠服，有定位 

勿亂頓，致污穢 
＊彥○每天進教室總是把物品擺放整齊，餐袋、水壺、書包定位，

外套放好，班上的故事書及教具若亂掉主動把它排好！同時是老

師的好幫手（弘馨德-111101）。 
對飲食，勿揀擇 ＊○妤原本很挑食，經品德故事及影片的引導，回家告訴阿嬤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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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適可，勿過則 以浪費食物及不喜歡的食物也要吃一點點！阿嬤及媽媽都感到

很開心（弘馨德-111128）。 
冠必正，紐必結 

襪與履，俱緊切 
＊○妤已經開始學會自己洗澡，而且自己穿好衣服、穿好鞋子，還

會主動背書包，真是棒極了。背經也相當的棒喔（弘讚德-1201）！ 
用人物，須明求 

倘不問，即為偷 
＊宜○在家裏，常會搶姐姐的玩具，有時不開心還會出手，自從聽

完老師講「融四歲，能讓梨，弟於長，宜先知」的道理後，就漸

漸不動手，並能學習尊敬姐姐，想玩姐姐的玩具時，先問過她（弘

馨德-120310） 
緩揭簾，勿有聲 

寬轉彎，勿觸棱 
＊○甄關門、關櫃子動作輕輕的。在老師看不到時，還能做到「緩

揭簾，勿有聲」，真是好棒（弘日道上-111031）。 
  

（四）信 

學齡前的孩子常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行為和觀點上，以自己

為中心解釋世界和處理事情，相似於利己主義、個人主義及唯我

論，而《弟子規》「信」的內文，讓孩子在價值觀建立的過程中，心

中漸漸形成一把「是非善惡之尺」，讓自己的言語、舉止、思想有個

評斷的標準，弘明中、大班年紀的學生，相較於同齡的孩子，已經

能表現出反省、自律、利他的行為雛形，父母師長若能持續地教

導，將來則可成為社會善的影響眾。 

 
表 4  孩子言行表現—信 

《弟子規》內文 孩子言行表現 
見未真，勿輕言 

知未的，勿輕傳 
＊定○今天玩玩具時，一直說○通藏了他的玩具。方法：1.先問原

因 2.請他們當面求證。3.提醒他「見未真，勿輕言」的道理。

4.定○後來在桌下找到自己的玩具（弘日信上-110819）。 
見人善，即思齊 

縱去遠，以漸躋 
＊全班準備集合下樓到戶外去玩時，當老師走出教室，發生了一

件讓老師相當感動的事：有個小朋友幫老師放好鞋子在門口。

從此以後，○渝就學會了，每節課都會幫老師放鞋子（弘馨道

-120116）。 
奸巧語，穢污詞 

市井氣，切戒之 
＊○恩原本很容易說臭臭話，學習中心德目後，他聽見小朋友說

臭臭話，會提醒他們不可以再說，並告訴大家自己要慢慢改進

（弘馨德-120416）。 
過能改，歸於無 ＊熙○家裡有個小撲滿，媽咪與她平時會固定存錢做公益，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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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揜飾，增一辜 一天未經媽媽同意，從撲滿拿走五十元，媽咪很傷心，熙○看
見媽咪難過生氣，主動向媽媽道歉，並表示下次不犯錯，上學

時很勇敢向老師坦誠自己做錯事（弘馨德-111004）。 
 

（五）汎愛眾 

儒家講求「仁」，亦可說是「愛人」，《弟子規》清楚地說出和

大眾相處時如何平等博愛的原則和方法，讓年紀小的孩子也能依循學

習；弘明的孩子經過《弟子規》的薰學，能夠分享自己的財物、能力，

以同理心對待他人，進而勸善建德。 

 
表 5  孩子言行表現—汎愛眾 

《弟子規》內文 孩子言行表現 
凡是人，皆須愛 

天同覆，地同載 
＊○侖的手受傷了，班上孩子都希望當他的小幫手，幫他拿碗盛飯

菜、洗碗、整理物品和書包等，孩子真善良懂得照顧別人（弘

日德下-120413）。 
己有能，勿自私 

人所能，勿輕訾 
＊○欣在娃娃車上，見幼仁班弟弟不會穿外套，主動說：「我幫你

穿」（弘日道上-111215）。 
＊○心玩玩具時，發現有小朋友不會拼玩具，馬上放下自己手邊的

玩具去幫他（弘日信上-110927）。 
善相勸，德皆建 

過不規，道兩虧 
＊○駿與小朋友分享地瓜片時，有兩人說：「好小喔！」其他孩子

告訴他們：「17 個小朋友加林老師，共有 18 人要分享，不可以

貪心」，老師好感動。這兩個孩子不好意思地說：「對不起，下

次我會改進。」，孩子彼此間互相學習是一件很好的事（弘日德

下-120315）。 
凡取與，貴分曉 

與宜多，取宜少 
＊○珍午餐喝湯時告訴老師：「我喝一些就可以了，還有小朋友及

老師還沒有喝」，真感動，心中有別人（弘日德上-110922）。 
將加人，先問己 

己不欲，即速已 
＊媽媽說：「○林對於自己不喜歡的事，也不會對別人做；對於自

己喜歡吃東西，都會大方地跟別人分享」（弘馨道-120425）。 
 

（六）親仁 

《弟子規》教導學子親近「仁者」作為學習的榜樣，而仁者可以

是善師、善友及善書，當孩子們經常親近良師益友、讀誦經典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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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能以德潤身，用良好德行莊嚴自己，甚至成為仁者，成為大家喜歡

親近學習的榜樣。弘明的孩子經常浸淫在「善師、善友、善書」三位

仁者之中，經過一段時日，品德力自然與時俱增。 

 
表 6  孩子言行表現—親仁 

《弟子規》內文 孩子言行表現 
能親仁，無限好 

德日進，過日少 
＊○孺剛來讀書時，很多事情都不懂，在家常跟弟弟打架，經過學

校不斷的引導，他現在回家會陪弟弟玩，看到弟弟不對會慢慢講

道理給他聽（弘馨信-111120）。 
＊○升是一位很認真的孩子，在學校會喜歡與小朋友學習，聽從老

師的教導，是一位認真學習的孩子，回家時對父母都很恭敬（弘

馨德-111228）。 
＊班上推行做家事已經一段時間，開始○甄並不是很積極，但是觀

摩同學一段時間之後，細心的○甄便認真做起家事來，也向老師

學習做家事的態度，真是受教的孩子。○甄做到了「為人子，方

少時，親師友，習禮儀」（弘馨道-111226）。 
 

 

（七）餘力學文 

園方除了教導幼童如何學習各類知識與能力，並鼓勵幼童從小就

能志在聖賢，著重培養學習應有的正確態度與方法，最後將習得的知

與行合一。 
表 7  孩子言行表現—餘力學文 

《弟子規》內文 孩子言行表現 
讀書法，有三到 

心眼口，信皆要 
＊這一、二天讀經，定○進步很多，會放下手邊的事，與媽咪一起

讀經，份量不多，一句一句的讀，還端身正坐手結印，定○這樣

好的改變，媽咪很開心（弘讚信-010）。 
房室清，牆壁淨 

几案潔，筆硯正 
＊母：「齊擦桌子擦得相當仔細，角落也不放過」。師：「棒！齊在

學校也是如此」（弘聯道上 205-111031）。 
列典籍，有定處 

讀看畢，還原處 
＊教室有些故事書沒排好，○心會主動將它歸位（弘日信上

-111110）。 
＊○均會自己看書及收拾書桌，很棒喔（弘讚信-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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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 

弘明學童品德的進步，除了上述以《弟子規》核心價值做歸類外，

還有許多好的表現，雖然亦涵蓋在廣義的《弟子規》義理之中，但較

難直接對照內文描述，所以筆者自行再歸納出下列八點： 

 
表 4-3-8  孩子言行表現—其他品德 

品德項目 孩子言行表現 
1.心中有別人， 
尊師敬親友愛 

＊阿嬤要幫○暄洗澡，彎著腰正在放熱水，暄就趕快到客廳，拿一

張小椅子，對阿嬤說：「阿嬤您坐著啦！這樣腰才不會酸喔！」

（弘馨信-110914）。 
＊吃晚餐剩下最後一塊自己想吃的豆腐時，○恩先問爺爺、奶奶

說：「爺爺、奶奶你們要吃嗎？」（弘讚德-1002）。 
＊○孺跟媽媽去吃飯，順口將 DM 上的字唸出來，店員很驚訝，馬

上送他一顆糖果，○孺：「王老師好辛苦，這個送給王老師吃」

（弘日信下-120215）。 
＊母：小恩很貼心的為在洗澡中的媽媽保留了一些櫻桃（弘聯道上

208-11090）。 
＊開完會後回到教室，○孺很開心的說，老師我幫你拿東西，老師

我倒茶給你喝（弘日信上-110111）。 
2.虛懷若谷 
 包容原諒 

 

＊○駿今日在娃娃車上，提醒○韜要禮讓弟弟先上車，因而被韜打

了嘴巴，駿告訴老師：「○韜已經跟我道歉了！我要原諒他」（弘

日德上-110831）。 
＊班上因為有一位新生，產生了有趣的現象，也是大家學習包容的

好機會。例如讀經時，竑○不想讀而拿教具玩，堅持全班讀完後：

1.讚美大家沒被影響。2.問大家如何幫助竑○？大家討論後，決

定輪流照顧他、當他的好朋友，看到孩子可以漸漸包容別人，

真不容易啊（弘日信下-120424）！ 
3.禮讓他人 
 歡喜分享 

 

＊○韜在娃娃車上讓前面坐位給弟弟妹妹，自己往後坐，好棒喔（弘

聯道上 201-110902）！（註：前兩天○韜才搶位子、不聽勸、

打人，馬上就能改過。） 
＊義○在戶外玩搖搖馬時，有小朋友也想玩，義○主動讓給小朋友

玩，還會提醒他要小心（弘馨德-120312）！ 
＊弟弟：「哥哥我要喝果粒多。」評：「那是哥哥要帶去戶外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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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點心耶。」弟弟：「可是我要吃。」評：「好啦，給你吃啦。

哥哥帶別的就好了。拿來哥哥幫你開，你不會開。」（弘讚道

-1003） 
4.明白是非 
 柔軟受教 

＊提醒○升盛飯要雙手捧接，○升：「謝謝老師的提醒。」（弘日

德上-110906） 
＊弘明孩子善惡觀念分明：同學做錯必提醒，請老師處理，絕不敷

衍了事。對的事不吝給予鼓勵。老師的話很聽從，易接受善理（卷

師-04-05）。 
＊Dear ○侖：最近慢慢學會聽教導，雖然還會先用哭的來表達你

的想法，但小哭後，再提醒後會用說的，相信你會一次比一次進

步喔（弘讚德-0902）！  
5.惜福惜勞 
 歡喜做事 

 

＊○誠主動做家事，跟爸爸一起洗碗，幫婆婆收晒乾的衣服（弘讚

信-0801）。 
＊心○每次午餐或下午收完書包，會主動來問老師：「請問有什麼

事要幫忙的嗎」？」（弘日德下-120217） 
＊○珍幫媽媽摺衣服摺的很整齊，比媽媽摺的還要好，也感謝老師

把○珍教的這麼好（弘讚德-0201）。 
＊○侖：爸爸下班很累主動幫他按摩，也會幫媽媽拖地（弘讚德

-0901）。 
＊師：同學打翻碗飯，宸立即協助清潔，掃得好乾淨（弘聯道上

203-111209）。 
6.舉止有禮 
 懂得感恩 

 

＊○孺在學校學習一年多後，了解孝親、尊師、友愛的道理，現在

遇到老師及長輩都會主動問好，回家看到阿嬤腰酸就會幫阿嬤搥

搥背，看到弟弟吃飯很慢，還會餵他吃飯（弘馨信-120210）。 
＊○孺寶貝：每天早上起床都會主動說早安，很棒喔（弘讚信-0302） 
＊○襄上學後，在家有客人能主動問好，阿嬤提醒時能謙虛接受，

用完餐，能說大家請慢用，把在校所學的落實在家中（卷師

-08-05）。 
7.自我照顧 
 獨立性佳 

＊○升這幾天會自己洗澡、洗頭，還會自己搭配衣服（弘讚德

-0103）。 
＊阿○主動整理要穿的襪子，並自己準備衣褲去洗澡（弘讚信

-1202）。 
8.柔軟仁慈 
 情緒穩定 

 

＊吃晚餐時看到葷食，容突然問我：媽媽為什麼有人喜歡殺死小動

物？小動物死掉好可憐！我說：它們也算人間美味。她接著說：

那我以後不要吃肉肉了，是不是就不會有人殺死它們。小孩現

在很有慈悲心（弘讚德-0402）。 
＊○蓉最近在練習數學操作時，遇到不懂的地方會主動說：「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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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規》這部育兒寶典，明確地勾勒出教養孩子的目標與次第，

只要按照「首孝弟，次謹信，汎愛眾，而親仁，有餘力，則學文」的

學習重點與步驟，「勿自暴，勿自棄」努力地學習，最終「聖與賢，

可馴致」。古人有餘力時，學習六藝等有益身心的學問，弘明的孩子

則藉由各類多元藝文、主題教學活動，培養正確的態度與志趣。 

 
三、以弟子規「經典教育」實施「品德教育」所面臨困境與解決之道 

弘明幼兒園在讀經教育與品德教育的施行已略具成效與規模，但

是在現實的教學運作與教育生態中，仍然有許多更待改進與突破之

處，依據個人多年來的觀察、省思札記、焦點訪談以及教師的意見，

就課程實施、教師提升、家長溝通三方面提出其可能面臨的困境與解

決之道。 

 
（一）課程實施時遭遇的難題與瓶頸 

1.時間掌握不當的排他性 

在弘明所規劃的多元課程活動中，有時，部分老師對於課程的全

面性掌握不夠精熟，實際推行課程時便會造成部分偏頗，或經典的讀

誦未純熟，或品德及生活的指導不詳實，或教具的操作未能多樣有

趣，或節慶文化的主題課程未確實進行。 

解決之道：針對此現象，弘明幼兒園在目前已建構的基礎上，宜

進一步調整。 

(1) 加強班群與班際間的相互合作，分享善用教學資源而發揮更大   

的效益。 

請教我」，不再像之前用哭的，情緒解決的能力進步了（弘日德

上-11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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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調整讀經進度，將整部《論語》的背誦減為半部，落實凡讀過皆 

不忘原則。 

(3) 利用教學研討、教師研習等，協助老師們面臨的難題。 

 

2.口訣與指導用語的慎用 

弘明的品德教育成功的因素之一，是將許多品德行為用孩童易懂

易說的口訣，讓孩子們易記易行，但是，偶而有少數的口訣讓孩子誤

解其意而成為孩子不願意溝通、協調的情形。 

解決之道：教師們在設計口訣時，應留意其語詞使用的效度與廣

度，孩子對語意的了解，甚至，可以在日常情境中，多增加與孩子的

互動討論，共同創造適合的語句，讓大家一起學習與遵守。 

 

3.部份學者對經典教育的曲解 

雖然經典教育不完全等於讀經教育，但「讀經」確實是經典教育

的重要歷程。近二十年來，讀經風潮席捲了華人世界，信者奉之為拯

救教育、道德的仙丹；不信者斥之為自我欺騙與自我應驗預言現象（潘

世尊，2008），認為讀經是以外在條規的方式來培養兒童道德，忽

略其內在動機的重要性，是一種灌輸、死記、復古，違反兒童發展、

學習者本位的學習，無法讓孩童從經驗中不斷重組與改變的歷程中學

習（陳志修，2003）。面對不同觀點者嚴厲的批判，是否會打碎弘

明創學的理想？尤其遇到持反對意見的學者，在施行園所評鑑時，便

完全無法同理讀經教育的意義與價值，例舉弘明幼兒園接受評鑑時，

「台中市九十六年度托育機構評鑑計劃成果報告」如下： 

 
目前教學以「讀經教育」為主，主管強調以近似古代私塾的方式進行。但以此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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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偏重反覆背誦，幼兒很難了解其真正的意義。孩子們能背上近十分鐘的子路問

政和唐詩，但孩子們說：「只有老師懂，我們都不懂」。懇請主管和老師們聽聽

孩子們的聲音，以幼教專業的態度思考孩子們的需要，勿以傳承中華文化之名，

與近代心理學、兒童發展、幼教理論背道而馳，忽視幼兒面對未來多變多元的社

會脈動所需能力(例如：創造力、問問題、解決問題、進行計畫和執行、人際智

能等)的培養…。 

這是一所認真的學校，處處可見大人的想法，卻少有對幼兒需求和個別差異的尊

重，這是中華文化和強調「以幼兒為中心」的專業幼教最大的衝突吧？ 

 
上述評鑑學者，在短暫時間內用「專業幼教」的眼鏡觀察，以嚴

厲的態度對讀經教學提出指控，可議的是，同屬弘明機構的草屯弘明

幼兒園，一樣的課程架構與教學內容，卻屢次獲得績優園所的頒獎。 

研究者以為，中國傳統讀經的方式，將經典內容熟背，而後在生

活世界裡運用經典內容，或是達到變化氣質的這個歷程中，正符合

Michael Polanyi 所言之「默會致知」。黃千芳（2009）在《熟讀背

誦在兒童讀經中的意義探究—一個默會知識的觀點》中指出，默會知

識眾多特性中有兩大面向：求知寄託、輔助與焦點兩種意識。也就是

說，兒童讀經若欠缺求知寄託，所學的經典知識將永遠與自身無關；

經典知識若無法成為輔助意識時，這樣的知識也就無法成為真正的能

力。 

解決之道：面對這樣的責難，弘明可以先反思幾個問題。 

(1)「中華文化」和「以幼兒為中心」的專業幼教之間必然互相 

違背嗎？ 

(2) 傳承中華文化，必然與近代心理學、兒童發展、幼教理論背 

道而馳？ 

(3)何不將更多支持「讀經教育」的理論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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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大眾？ 

 
若要頻頻點出今日幼兒、青少年因「自我中心」所造成的無數問

題，似乎又是另一場論戰。認為古人不懂幼童身心發展，實是對前人

的大誤解。弘明是否要繼續堅持受非議的經典教學與品德教育方式，

端視園方領導者的智慧與魄力。 

其實，讀經教育是愚昧或啟迪，百年以來即爭論不休，不認同者

以為讀誦而不理解是過氣的填鴨式教學，強調要合乎西方科學的幼童

發展理論與學習架構。同樣地，若一味將讀經奉為可斬斷一切品德問

題的尚方寶劍，無需做多樣豐富的學習，兩者都落入兩極化的思維。 

弘明採經典為架構的多元教學，並時時會歸於德行教育，避免東

西方文化對立的格格不入，並溫和地堅持中華道統，融合於現代幼兒

的生活之中，有朝一日，或許能有破冰之行，讓「以幼兒為中心的『專

業幼教』」學者接納「另類」教育，讓台灣教育真正的更多元、更友

善、更包容。 

4.教師專業與人文素養需再提升 

「弘明教學模式」是弘明多位園長與教師們經多年經驗累積的結

晶，其課程架構與實施細則具體、多元而豐富，但是，對於新進教師

或欠缺某方面專業的教師，或教師的教學信念及其教學行為尚未能契

合園方理念，在實行上便遭遇許多的困難，例如：對於經典內文未精

熟的教師，有進度落後的壓力，讀誦時，在發音或斷句方面較難掌握；

少部分單純幼教背景出身的新進老師，所受的教育訓練是目前主流的

主題式教學，較少接受傳統文化的薰陶，因此難以理解經文的義理，

雖然讀誦《論語》等經文時，園方不著重講解，但是，進行課程時，

教師難以產生對讀經的熱忱與好樂，或適時在生活中運用引導經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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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理，甚至，在教學理念上有時會造成衝突，或應用經典意義時偶而

產生錯繆；有些缺少完整蒙氏教學訓練的老師，對於教具的製作與運

用，尚未熟稔深入，若要再加上與經典、品德教育融合，其教學的完

整度與流暢性還有努力的空間。 

再者，弘明學園有時會借重某些具有專長的校外教師做協同教

學，曾經發現外聘教師的理念與弘明有落差。 

解決之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園方想要確實推行其辦學

理念，應更積極作師資培訓的規劃，並制定更有效的教師進修、輔導

與檢核制度；同時，與外聘老師及行政同仁定期進行溝通，讓園所的

教職員都展現出一致性的有禮態度與德行涵養。 

5.多數家長的認同與部份的質疑 

基本上，選擇弘明的家長，皆是認同其教學理念與課程內容而

來，但是，當孩子就讀一段時間後，有些家長不放心孩子只是「飽讀

詩書」及好品行，四處比較親朋好友的小孩後，希望園方再多一點藝

術課程、加入多一點的美語、來個茶道插花…。部分家長有時會抱怨，

孩子在學校乖巧聽話，回到家卻不聽父母長輩的教導。 

解決之道：親子溝通與親職教育是幼兒教育非常重要的一環，園

方除了耐心傾聽家長心聲，採納家長寶貴建議外，還需正向的與家長

做積極有效的溝通，不因招生目的而隨家長意見擺動課程內容。再

者，宜有效規劃定期的儒佛、教養課程、讀書會及親子共學等活動，

做親職的職能提升；因為，有效能的教育，還需家庭教育為根基，當

發現孩子在園表現優良，回家卻不聽父母教導時，園方及教師應與家

長互動溝通，找出發生問題的環節，協助家長改變對待孩子的習慣與

教養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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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弘明以《弟子規》經典教育做為「品德教育」實施策略之教

學模式 

弘明幼兒園的教學結構，立基在弘揚儒佛文化與配合幼兒身心發

展，其教學模式包括：1.以弘揚儒佛中華文化為教學理想。2.整合經

典與品德的特色教學模式。3.以《弟子規》為綱領的品德教育。 

（二）弘明以《弟子規》經典教育做為「品德教育」實施策略之教

學成效 

幼童能實踐《弟子規》經義：《弟子規》內文簡易、成韻易讀、

具體可行，因此，幼兒普遍可表現「孝悌、謹信、愛眾、親仁、學文」

的德行。而且，孩子們懂得心中有別人，能夠孝親尊師友愛；虛懷若

谷，包容原諒；禮讓他人，歡喜分享；主動學習，好樂讀經；惜福惜

勞，歡喜做事；舉止有禮，懂得感恩；明白是非，柔軟受教；自我照

顧，獨立性佳；柔軟仁慈，情緒穩定等等。 

(三) 弘明幼兒園《弟子規》經典教育所面臨的困境與解決之道 

弘明幼兒園《弟子規》經典教育所面臨的困境包括：1.課程實施

時時間掌握不當產生排他性、部分口訣造成副作用、學者對讀經教育

的曲解。2.教師專業與人文素養需再提升。3.多數家長的認同與部份

的質疑。4. 部份學者對經典教育的曲解。 

對應的解決之道則為：1.分享善用教學資源、整合課程內容、舉

辦教師研習。2.積極培訓師資、定期進行溝通輔導。3.積極溝通與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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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親職教育、協助家長改變不當教養方式。4.將更多支持「經典教育」

的理論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傳播給大眾。 

 
二、建議 

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對弘明教育機構、教育行政機關及未來相關

研究數點建議如下： 

（一）對弘明學園的建議 

弘明學園主張經典教育與品德教育的教學模式，難免被質疑是泛

道德主義者，或被批判是不求甚解、威權落伍的老八股，宜謙和包容，

用心設計課程，以多元而生活化的方式進行經典教育，並堅持理想，

積極有效地培訓師資，落實理想。除了善用 9 家同名幼兒園的團隊優

勢，深耕品德教育，應積極和各類團體、機構做經驗分享及學習交流

交流。 

（二）教育行政機關 

真正自由多元的社會，應尊重各種教學特色，開放式的主題教學

不應是法令、評鑑的唯一標準，敦請教育主管機關包容尊重不同於主

流的教學法，甚至，可將《弟子規》做為品德教學的另一出路。同時，

當強調在地、本土化的教學，亦不必將自己摒除在中華歷史的長流之

外，傳統經典與在地文化二者可以融合而創造台灣的新力量。 

（三）未來相關研究 

目前已有針對弘明實驗高中的經典教育研究，本文研究的對象為

幼兒園，將來若有研究者對弘明小學部再做一番探究，不僅對弘明機

構的十六年一貫教育，可做完整的檢視，更可提供其他辦理幼兒至國

高中教育團體的參考資料。若有非儒佛團體的研究者，可做不同角度

的探析研究，或是，研究整合眾多正在推行經典的團體與學校，或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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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激盪出更好的經典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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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兒童哲學、圖畫書與幼兒道德教育 

 
徐永康 

 
以認知發展理論為主的幼兒道德教育，並不能完全說明一個理想的道德生

活，主要是因為強調個人理性的認知模式忽略了人與人之間情感的部分，甚至認

為情感對理性判斷有負面上的影響。事實上，道德行為的動機常常出於人的情

感，這些情感所建立起的人與人的道德關係，以關懷為開始。而後期的兒童哲學

在探究團體的運作下，發展出第二人稱的道德思維，並轉變成加入關係的道德教

育，這轉變的過程可以從吉莉根、諾丁斯與李普曼提及的關懷理論，給我們寶貴

的建議。特別希望具有家長與教師身分的人，在與幼兒生活的互動中，有能力全

神貫注以及設身處地的為幼兒建立起以關懷為核心的學習環境。在具體落實關懷

思維的做法上，說故事是很好的方法，在此也提出以關懷為主的說故事需要注意

的事項，不是只是讓幼兒在聽故事中，將人物裡的良好特質轉化為自己的一部

分，或是只是故事中的道德訓斥，正重要的是能在聽故事中，產生道德想像與感

同身受的心理能力。 

 
關鍵字：道德教育、關懷、認知主義、圖畫書、後兒童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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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從 1960 年代開始醞釀兒童哲學的思潮，到目前二十一世紀初期

來看，兒童哲學專論期刊《Thinking》與書籍，除了持續探究兒童

與哲學之間的關係之外，更繼續的想要探究每一個人，在初步哲學思

維的基本雛型是個怎樣的面貌，當然這樣的想法，預設了每個人，不

論年齡、宗教、性別等等，在不同的情境或是成長過程中，都有可能

開始了樸素的哲學反思。 

在 2010 年底，兩位主要推動兒童哲學理論的夏普(Ann Sharp)

李普曼(Matthew Lipman)教授辭世，在兒童哲學的研究上，也開始

有系統性的回顧與展望論述（在 2011 年五月出刊的教育哲學期刊，

有整本對兒童哲學正反面的論述）。李普曼在 1970 年代定調的兒童

哲學，到 2013 年的美國，兒童哲學發展中，有了不同時空條件上的

轉變。過去的李普曼面對美國越戰、嬉皮、虛無主義與國家主義的挑

戰中，體認到個人在缺乏批判思考下盲從，並認定批判思考不只在大

學中必須讓大學生熟習思考的技巧，同時也要繼續向下從幼兒教育開

始紮根，當時李普曼提出兒童哲學的三項理由(Lipman，1991)，如

下： 

一、 批判思考的能力養成不是如同大學課程，反而像是個對話，如蘇 

格拉底的方式。 

二、 或許帶有哲學性質的對話，對話有如智慧的養分，影響腦內的運 

作，並經由一段歷程，而產生了某些初步的哲學反思。 

三、 經前兩項的結合，涉及到教師與學生的權力與主體之間的討論。 

 
第一代的兒童哲學，努力地要把兒童哲學帶入學校課程內，李普

曼企圖從小學開始試驗兒童哲學，在 1974 年出版第一本兒童哲學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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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Harry Stottlemeier’s  Discovery，故事中的主角，企圖在一般

學習的狀態下，試圖找出培養批判思考能力的途徑。李普曼以知識演

化（evolutionary epistemology）的假定，視心靈有選擇和變異的兩

項作用，也就是說生物體面對環境生存時，知識的選擇與變化，主要

是用來解決問題，或是去適應環境，知識因環境變動而演化，反省就

是在於瞻前顧後，檢視歷程，調整和修正，最後找出最恰當的方案1。

李普曼參考了認知心理學家 Bloom 的高階思考（High-Order 

Thinking）建議2，把良好的判斷力，當作是學習後的輸出，而良好

判斷力需要邏輯原則的協助，去找出可能的錯誤預設與可能的方向，

之後能對自己的行為說明並且也能說出為何不做其他行為的理由。 

在 1970 年底，在教育界中依然受到皮亞傑認知階段論的影響，

把兒童視為不成熟的成人，社會需要有系統地協助兒童成為典範成

人。就以皮亞傑的認知階段論來說，他認為典型的哲學思維，是一種

特定的，需要形式邏輯推論能力，然而，兒童經由具體邏輯到形式邏

輯的階段能力才能形成初步的哲學反思，在自然年齡上，要有哲學式

的思維，大概也要在 13 歲以上。若兒童提出類似哲學家的問題，那

也只是兒童天真浪漫的想像。 

李普曼(1991)認為，皮亞傑的論點隱含了幾項錯誤預設，例如

說，怎樣算是典型的成人呢？兒童有權為自己發聲嗎？他認為教育的

目的，不在於讓兒童模仿典型大人樣貌，而是在於教育過程中，保有

時間與空間，讓兒童去自由的探究這個世界，並不斷的和兒童進行有

意義的對話，在探究中，有機會去好奇、質疑、批評與享受這世界提

                                       
1 用演化論解釋知識演變，有其優點與缺點，但在此不是本文重點。 
2 Bloom 的高階思考分別是低階的記憶、理解與運用，到高階的分析、綜合與評價，在此，

李普曼以判斷當作最後的階段；然而最近的高階思考還納入了創造，把創造當作是高階思考

的最高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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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我們的感覺，邏輯思維也不只是在找出思維歷程中的矛盾或是不

容貫，而是試著想想那些從未想過的東西。換句話說，在兒童哲學中，

成人與兒童彼此相互影響，並不是只有兒童得到學習機會，相反地，

兒童也協助成人重新思考許多基礎的哲學問題，我認為，兒童哲學並

不只是為兒童設計的哲學思考課，而是和兒童一起對話，與兒童的關

係是彼此對等，並在這對話中，促使彼此反思自己已經既有的想法，

並提出另一種不同的可能性時，也就開始了哲學思辨的雛形。 

兒童哲學基本立場與皮亞傑的認知階段論爭議，也影響了幼兒的

道德教育，就以郭爾堡（Lawrence Kohlberg） 為例，他結合了康

德與皮亞傑的觀點，發展出的道德階段論，並對目前的道德教育有很

大的影響。郭爾堡的道德階段論中認定典型理想人物的道德行為必定

是包含有以下三點（Kohlberg, 1981），如下： 

一、 追求普遍性的道德原則；要求律則需依靠這些原則；當律則與

道德有衝突時，需要維護道德原則； 

二、 相信普遍的道德原則；承諾這些原則； 

三、 人必須以目的的方式被對待，任何律則都需要以道德作為基礎。 

康德試圖尋找出人類思維的普遍性，以人類的理性思維作為基

礎，推論出能指導理性人類的普遍行為準則，例如說，有人想要參加

馬拉松比賽，卻從來不願意練習，這種行為是和理性不一致的；另外，

遵守道德的行為，也尊敬了道德的普遍性法則；最後，在康德的道德

體性中，成為自主與有尊嚴的人，成為道德教育的目標。 

對康德的理解，不難看出那些強調成為理性的人，必須注意到自

己的內在思維，能夠對自己的行為提出理性的基礎，並以此遵守普遍

與必要的道德原則；相對地，若我們調整一下觀看個人的行為都和別

人有關時，從簡單社群的觀點下，可能在論述道德行為時，會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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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康德的主張。在近期研究中，如麥克因泰爾(Alasdair MacIntyre，

1984)，泰勒(Charles Taylor，1989)等等，提出了不同於自主性的、

個人權利的以及普遍性的道德思維，相反地，他們強調行為者的行為

必定處在社群脈絡、人際互動、與個人之間的不同生命歷史，換句話

說，他們兩人更強調族群差異、不同宗教與生活環境與行為的關係，

而不像康德的想法，企圖找出無關於族群、文化異同的普遍道德原則。 

而這樣的改變，也質疑了人類認知與理性對於行為以及道德的影

響。在不同的社群，也有不同的價值觀，他們兩者都認為理想的公民，

並不是單獨個人理性的產物，而是在社群中，彼此相互協助所發展出

來的，就以團體社群的角度檢視行為的對錯時，不再以個人純粹理性

出發來處理人的義務、責任等等的道德議題，而是討論到我想要成為

怎樣的人?怎樣能有個有意義的生活?以及我人如何順利的嵌入在我

的社群中?因此，在社群或是德行行為關心的比較是彼此的覺察、動

念與該有怎樣的行為，例如說，您的鄰居生病了，當您知道此事之後，

開始有了一連串的幫助行為中，看出了個人的覺察到動念與行為之間

的關聯性習慣，出於幫助他人的因素並不一定是基於有某種的道德原

則，或是這樣的行為是符合正義的，而是想要維護彼此的關係。不是

從自我個人的角度去意識到有一條普遍的道德原則是要去幫助需要

幫助的人，否則不去幫助的話，是一個不道德的事情。 

然而，請注意，在此我並不是說，個人在行為之前，反省心理思

維是否符合自我的要求，完全是康德式的想法，就如同亞里斯多德對

於德行的論述，也在試問自己的行為有沒有符合對自己的期望，有趣

的是，康德要求的行為基礎在於理性發展出的普遍性，而亞里斯多德

只要求符合自己的期望而已，這期望考慮了個別的、情境的條件，而

不見得是普遍性的道德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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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要繼續論述從亞里斯多德的個人期望、或是在群體德行生活

中，一個道德的行為不單單只是一個符合自我期望的實踐，更可說是

行為者彼此行為下的相互作用，非第一人稱也非第三人稱的做法，而

是以第二人稱的方式進行，換言之，在道德教育中，我把尊崇康德式

的普遍道德命題看做是第三人稱的道德教育，符應自己期望的道德原

則稱為第一人稱，若是關注在彼此關係下，則稱為第二人稱的模式

(Smith, 2012)。換言之，在道德理論中，首要的是察覺對方的心理

意向，再進一步提出回應。若從自我的第一人稱方式與理論的第三人

稱方式以觀察、推論以及理論的協助，對於他人心靈的察覺也都可能

是片段而已，即使兩者加總似乎也有不足之處。 

提出第二人稱的方式，這說法有三個要點(Reddy，2008) 

一、 對於他人心靈的理解，不是只能依靠觀察、推論與理論的方式。 

二、 他人與我的關係有種類與程度上的差別，例如區分了我們、你們

與他們的因素，來自於是否有某種關聯性。 

三、 動態的情感參入(engagement) ，在彼此參入的互動中，不單只

是提供了情感訊息也彼此建構或是創造的成分在。(馮朝霖，2013) 

如此彼此在知覺對方的情感參入，我認為是後期兒童哲學與前期

兒童哲學的重要差異，從 1970-1990 年的兒童哲學重點放置在兒童

批判思考的能力養成，在 1990-2010 年後的李普曼加入了關懷思維，

從此確立了批判思考、創造思考與關懷思考在後期兒童哲學的三項主

軸。在偉柏(Barbara Weber, 2010)比較了前期與後期兒童哲學時，

她舉出前期兒童哲學發展的危機，就如同他舉出席勒在美育書簡的例

子，說明人類圖像中的感性與理性彼此交織才能成就一個完整的人。

雖然一開始席勒(1795, 馮至與范大燦譯，1999)從康德的啟蒙運動開

始論述，但是，之後卻也批判了當時的啟蒙運動，他說：「在啟蒙運



                                                           兒童的道德與哲學圖像場次 

 181 

動時，效用成為了我們最主要的仿效對象。」（Utility has become the 

great idol of our time.）主要是他也反對以理性帶領感性的做法，就

如同他提出的質疑：如何在行動中帶有道德的善的同時，也依循著我

們的自由意志呢？如果只認為以單一的理性或感性作為主要的人類

圖像的描述，這是個悲劇的開始。席勒提到的野人，是指那些完全依

據著自我本身依循自然規律的生活者；而蠻人則是完全拒絕自然，而

只想要進入永恆與理性世界的人，兩者都是極端，切割了理性與感

性、人與自然該有的連結。我們該回歸到人本身的完整性 感官處理

那些變化的、短暫的經驗，而康德卻以實踐理性為主，認為經驗只是

提供理性資訊來源，一切還是以理性為主。席勒反對康德把實踐理性

作為主宰人類思維的最終階段，他認為這將失去了人也有著個別的性

質，因此，他不把感性與理性當作相對立的，當時他提出感性理性兩

者各有作用，兩者的接點，就是遊戲。遊戲的驅力帶有感性與理性的

成分，在感性作用中，期望自己感知到的內容能夠被確認，而在理性

作用中，試著要去形式化的創造，而遊戲驅力是想要去感知那些被創

造的形式，帶有自由的感知。 

遊戲重要的並不只是如此地反應人的自由性，而是要去體驗美，

美不只是被感知的對象，也是理性追求的永恆，所以席勒說，唯有在

遊戲中，人才能成為完人。如此的自由遊戲，我認為正是兒童哲學探

究團體中，從彼此互動、自由探究，把自我有的概念，當作可操作的

物件去遊戲，席勒的美育思想可在探究團體中實現。 

那麼，若限縮在幼兒道德教育上，從普遍道德命題的第三人稱模

式，若要加入情感的、感受的作用時，我認為，這可說從第三人稱模

式轉向大第二人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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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從第三人稱到第二人稱的敘說圖畫書活動 

在不同的幼兒教保模式中，敘說圖畫書都成為課程設計中的重

點。敘說圖畫書的價值，至少有兩個部分，一個是從故事中發展幼兒

的認知能力，例如，故事提供幼兒的背景知識、幼兒的想像能力、幼

兒的推論能力、幼兒的語言學習等等，這些能力確實與幼兒的道德生

活有關係，幼兒需要理解道德語言中「對」、「錯」的意思，他們也

需要能從「小朋友要聽大人話」這類似道德命令中推論到「我是一個

小朋友，我應該要聽大人的話」。這些心理能力確實與幼兒的認知有

關，但這並不表示敘說圖畫書的價值只有認知的部分，相對的，道德

教育的核心，我認為應該放在對人的關懷能力，而不是過去在幼兒教

育中不斷強調的道德認知3。 

若以發展幼兒認知中的記憶、理解以及運用的低階思考的話，則

在故事之後，教師通常提出的問題和幼兒討論，可能的問題如下： 

一、故事的主角發生了什麼事呢？ 

二、小朋友，你覺得故事接下來會怎樣呢？ 

三、你有沒有相似的經驗可以分享給其他人呢？ 

這三類的問題，有三種不同的認知型態。第一題在於評估幼兒是

否有能力知道這故事的內容，其次，在評估幼兒推論的可能性，最後

與自己的觀點出發，看看是否可以從故事中運用在生活上。對幼教教

師而言，根據幼兒聽故事後的反應，做為下次教學的建議資料。這樣

的模式正好符合了教學的四項過程，從設計到實際教學，而後評估學

習狀況再修正的先前的想法，而後不斷地增加認知難度。 

                                       
3 我並不是說認知與關懷沒有關係，而是彼此強調的基本核心概念是不同的，在認知主義的

道德發展上認為要能讓幼兒有能力自我管理與自我控制行為，比較強調個人理性，但是關懷

主義為主的道德發展的核心概念是在人與人的關係上，強調的是關係而不是個人。

（Bergman,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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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以上述的敘說圖畫書方法，是以解決問題為取向的認知

學習，為了要解決問題，我們可以將問題區分成知識需求（因為知識

的缺乏而形成問題）、定義需要（問題是否有確定答案）與語意需求

4（語意的模糊或歧異性產生的問題），這些都是以認知學習為取向，

也就是強調對知識的記憶、想像、推論、知識表徵型態等等的心理能

力，如果教師在敘說圖畫書的活動時，重點放在幼兒的認知能力，就

會特別注意幼兒在聽故事中，他們對字詞的理解、段落之間的推論關

係、察覺語言裡的預設、整篇文章的主題、找出作者的用意以及解決

問題的有效方式等等，而在聽完故事之後的延伸活動中，也期望幼兒

能模仿這些文章的風格，運用在自己的語言上，或是學習其中的推論

模式。 

我認為認知思考取向的敘說圖畫書活動，容易強調幼兒個人的認

知能力，甚至表現在彼此之間的競賽，誰能夠理解的快又好，比較能

得到教師的關愛、甚至得到教師更多的外在酬賞。這樣的做法忽略了

聽故事中另一面向，也就是我想要特別強調的，發展彼此之間的第二

人稱的關懷情感，也就是你對我好，我對你好，彼此在良性互動下增

進彼此的福祉。我認為，如此關懷情感的養成，在成為一個好人的前

提下，重要性高過於認知主義的道德思考，有兩個理由，如下。 

 
參、關懷思維的重要 

一、經驗上的理由：寇爾斯（ Robert Coles，1986）的例子 

寇爾斯是哈佛大學醫學院的教授，也有自己的診所，他的學生來

自世界各國。有一個女學生，資質很好但是沒有錢唸書，寇爾斯幫助

她找了學校的工讀機會，到宿舍作清潔工，有一次卻差點在男宿舍中

                                       
4 Robertson, 2001, 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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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男學生強暴，她決定休學，理由是她認為哈佛大學是一間偽善的學

校，即使是世界上有名，但卻造就出一些嚴重傷害社會的人物。寇爾

斯認為聰明的學生，若沒有一顆良善的心，他做出的壞事比起一般人

嚴重更多。 

反觀台灣社會的犯罪率，比起十年前的量與質上，都有嚴重不道

德化的現象，而且幼兒與青少年加害與被害的比例也都日益嚴重，如

果多數犯罪的行為包含在不道德的行為裡的話，那麼，我們可以推論

出有更多的不道德的行為，這隱藏了在強化認知能力的台灣教育裡，

並沒有同時提昇良善的道德行為，這顯示，道德行為與認知之間不像

我們假設的，只要知道對與錯的判準，也就知道自己在行為抉擇中該

有怎樣的判斷，並且依據道德要求做出合於道德命令的行為。事實

上，認知與道德行為之間，並不如我們的想像，那些犯法的人，多數

知道這些行為不被社會法律接受（當然也有少數因為無知而觸犯法

律），這也就是說在學校中，幼兒學習的道德，侷限在道德推論上，

這顯然在道德行為中，除了這些推論外，還需要其他的條件；此外，

從學歷上的比較說明犯罪率的差異，我也不認為因此證明了知識的多

寡與犯罪率成正比，需要比較的是同一級的學歷中的犯罪率與其他學

歷中的比較，而且還需要考慮其犯行之後對社會的影響，甚至學歷越

高的不道德行對社會負面的影響更大，因此，認知能力與道德行為不

因此而成正比。 

 
二、理論上的理由 

有一次，在一所小學中，我看見一位四年級的小學生，我問他說：

「可不可以打人？」 

「不可以」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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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我問。 

「因為教師規定的」他說。 

「如果教師沒有規定就可以打人嗎？」我問。 

「對啊」他用力的點點頭。 

在法律規範下的環境，人不做壞事的原因可能出於避免事後的懲

罰，而不必然是理解背後的道德基礎，按照道德認知主義者郭爾堡的

說法，也就是說在道德發展的約束階段（conventional ）對於好行

為的理解，著重於符合親近者的要求，郭爾堡的道德發展理論主張，

人的道德發展從開始到最後的階段，能夠遵守自己選擇的道德原則，

並且相信這些道德原則具有普遍效力。認知的道德主義主要是基於相

信人是理性的，能做出有理性的判斷，特別是有自主能力者，在沒有

其他因素干擾下，以自己的信念做出合理的判斷，最後藉著批判思

考，理解自律性的道德原則，並依據這些道德命令行事。這樣的說法，

有一潛在的危險，在自律的道德原則下，如同命令一般，成為行為準

則，如在任何情況下不能說謊，以及不可殺人，對於他人的關懷，也

成為自律原則的一部份，出於對自我要求，而不是自願性的；對他人

的關心，是符應自律的道德要求，卻不是因為與他人之間的特有的關

係。例如，我是一基督徒，當我們的教友因心臟病開刀時，我覺得自

己有義務要去醫院表達慰問之意，即使我不願意，在道德的自律原則

的要求下，我有義務要看他，只要有同樣的情況出現，我應該要有同

樣的表現，而不因為生病的人與我之間有關係，而且這些關係，在每

一個人都具有特殊性。 

從第三人稱的表達自己對他人的關懷，卻忽略了關懷是建立在彼

此的關係上。不考慮彼此的關係，容易顯示出關懷者的道德優越性，

這不是真正的關懷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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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另一條途徑，來解決道德學習的問題。從認知主義下發

展出的道德教育，並沒有真正完全解釋了道德生活的關鍵，相反的，

吉莉根（Carol Gilligan, ）諾丁斯（Nel Noddings）與李普曼(1995)

提出的關懷思維（caring thinking），她們認為這些不道德的行為，

正是因為缺乏了關懷的態度，這些缺乏關懷能力的人，對他們自己、

對別人、對環境的都有潛在的危險。 

諾丁斯認為道德的培養首先要重視情感的特性，也就是 3R，感

受能力（ receptivity）、彼此關係（ relatedness），以及回應

（responsiveness）。這比起道德的推理能力更加重要，從情感著手，

讓幼兒想要成為好人的期望。 

面對道德爭議的問題，諾丁斯與李普曼不認為如同解決數學問題

一樣，只要按照邏輯推論的原則，在道德議題上要需要考慮到個別不

同的人，個別的感情需要、個人特性等等，也就是說，要考慮到個別

的關係上，這關係的概念是諾丁斯非常強調的部分，建立在關懷與被

關懷者之間。關懷者有主動積極的全神貫注在被關懷者，她能夠在站

在別人立場上感受別人的感覺、思考別人的想法，而別人也可以感受

的關懷者的態度，進而分享了關懷者的 3A，也就是關懷者的期望

（aspiration）、評價（appraisals）與成就（accomplishment），

這樣的關係蘊含實際的接觸或真實的相遇（encounter）而不是單單

的一種想要照顧或幫助別人的慾望，例如當台灣九二一大地震時，許

多人願意捐出自己的薪水，來幫助那些受苦的同胞，但是並不知道這

些錢到底被用在什麼地方，在關懷理論中，還需要真實的與那些受苦

的人見面，感受他們的需要。 

在教育上，李普曼(1995)認為，道德教育的目的就在於提醒幼兒

這些被關懷的美好經驗，這不分男女都需要學習關懷的人生態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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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學習是很自然的一件事，特別是我們從小時候，父母對我們的

關愛，讓我們在有意或無意中感受到什麼是「好」，也是我們期盼的

感受。例如小孩主動的協助疲憊的母親，因為這是她的媽媽，小孩希

望維繫著彼此的關係並被確認為有能力照顧別人的人，她會帶著關懷

經驗成長，記憶著自己被照顧的經驗也有照顧媽媽的經驗，而從這種

出於自然的關懷擴大為倫理上的關懷，能愛自己、愛別人以及愛環境。 

李普曼(1995)認為以前的倫理學家忽視關懷、友誼與同情的價

值，同時一味強化個人的真實、勇氣、正義行為與自我控制，例如，

我們要求幼兒知道誠實的重要是因為這符合道德原則的要求？還是

為了維護彼此的關係？這表現在諺語中「誠實是最好的策略」呢？還

是因為我們期盼有更好的友誼？欺騙讓我們彼此疏離，這也是我們不

願意的結果，相反的，誠實的人比較容易與別人建立友善的關係。因

此過去強調的個人特質，實質上是讓人與人的關係更好。 

不道德的行為，有許多是因為人被隔離了，當我們對於苦難的

人，他們發出的哀嚎而無動於衷，這是一種不道德，不道德不是抽象

的，而是具體的存在，出於三種情況，如下： 

1. 加諸不必要的痛苦； 

2. 引起隔離的痛苦或是因忽略而產生的隔離； 

3. 有意或無意而產生的無助以及創造或支持複雜而難理解的系 

統，產生因無助的害怕。 

 
肆、關懷的態度 

李普曼(1995)認為在探究團體的學習中就是學習關懷的場域，他

認為關懷的態度表現在全神貫注（engrossment）的聆聽以及積極的

動機置換（motivational displacement）。全神貫注比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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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ention），是更重要的。全神貫注是將自己的想法放空，不預設

立場，當我願意去聽、去看、去感覺對方想要傳達的感覺，而不是注

意對方的說法哪裡有破綻或是錯誤的邏輯推論。當我們遇見一位路

人，他問我們哪一個地方該如何去時，我們傾聽，感覺對方需要幫助，

這樣的態度就是全神貫注；當我們遇見一個小孩，他試圖要學會如何

繫鞋帶，但他怎麼弄都弄不好，我們很自然的手指頭開始動起來，想

要協助他，這就是積極的感同身受。例如有一次，我參觀一家幼稚園

時，看見一位小男生跑得好快，像風一樣，突然間，他跌倒了，哭的

好大聲好傷心，這時有一個中班的小朋友，跑過來說：「你很痛，對

不對？我也有跌倒過，很痛，沒關係，我帶你進教室，哭一下就好！」

這時，跌倒的小男生，邊走邊哭的更大聲了。我認為中班的小孩已經

有能力去關懷別人了。關懷態度的學習需要方法，尤其是教師與家

長，教導小孩關懷態度時可以借用以下的做法( Noddings, 1984) 

 

一、示例（exemplar）關懷模式：示例中，有三種作用，如下： 

(一) 確定關懷的關係：當我們成為一個人時，我們可能是父親、

兒子、幼兒、教師等等的身分，這些身分也就表示與他人有一定的關

係，不會出現沒有結婚的妻子，沒有國家的總統，也就是說，這些身

分不僅是一種角色，而且是一種關係，而且是一種關懷的關係，當我

是個教師時，就是有一些人成為你的學生，教師與學生之間存在著肉

眼看不見的關係，而且是一種關懷的關係，相反的，沒有這種關懷的

表現，很難成為一位好教師，這種關懷態度不只是對人，對物也是一

樣，如果你是一位網路設計師，關懷的對象是網路的運作是否順暢，

這也是一種關懷的態度。特別是家長與教師的兩種身分的人，需要長

時間與小孩相處，當我們與小孩相處，首先要強調的是彼此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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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而不是某些道德命令或是道德推論。在幼兒的觀念裡，教師的知

識與推論能力比幼兒強，幼兒通常等待教師的答案，這是可怕的，沒

有讓幼兒去想，給他們空間去選擇，只是要求幼兒接受教師的想法，

這忽略了幼兒有能力主動追求知識的權利，這是傲慢的表現，傲慢的

人是不考慮別人的權利。 

(二) 做比說更重要：教師有責任提升幼兒的道德能力，除了理解

自己與幼兒的關係外，還需要成為關懷的示範。例如，當我們看見小

孩拉貓尾巴或是耳朵時，我們會說，這行為使得貓不舒服，我們將貓

抱著，輕輕的撫摸貓，讓小孩知道他的行為傷害了貓，還有讓他了解

我們是如何對待貓，這不需要對小孩說：「傷害貓是不對的。」對待

貓的方式，不需要加入不必要的痛苦，道德教育不該只是說說而已，

而是具體表現在行為上。 

(三) 讓小孩察覺關懷與非關懷的差異：關懷倫理不只有允許或不

允許，若是只有允許或不允許，這忽略了關懷倫理中的情感與內容。

有一致的行為以及使得對方知道我們做的，如果看見小孩在拉貓尾巴

時，說：「不要傷害貓。」接著再生氣的說：「傷害貓是不對的。」，

其實後面這句話可以省略。這不只是讓小孩知道對待貓有不同的做

法，還讓他們知道，我們應該如何與貓相處。相反的，如果我們看見

小孩在拉貓尾巴，有的人立刻罵小孩說：「你這壞東西。」接著要求

小孩把貓放下，而後拉著小孩耳朵說：「我拉你的耳朵，你會不會覺

得很痛啊，如果會痛就不要去拉貓尾巴！」。小孩發現成人世界有許

多言行不一致的矛盾現象，不可以拉貓尾巴卻可以拉小孩的耳朵，這

時可以讓小孩察覺怎樣的大人會有不一致的現象，怎樣的大人不會。 

(四) 喚起被關愛的回憶：除此之外，這對小孩說：「傷害貓是不

對的。」隱藏的要處罰的可能，要求小孩遵守大人的規範，這並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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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小孩了解增加貓的痛苦是不需要的，如果他知道痛的感覺，不需要

再一次告知他，給貓痛苦是不對的，甚至小孩會為了要反抗成人權威

而說：「傷害貓是不對的，那又怎樣？」。如果他沒有痛苦的經驗，

也請他回想被愛的感覺，因此，道德的行為基礎也需要感情的加入，

去感覺它，回憶它。 

 

二、對談（dialogue）的使用：我們有許多時間與小孩說話，而且有

許多不同的說話方式，聊天、辯論都是一種說話的方式，對小孩說一

些生活規範時，有的借用宗教上的訓誡，例如，說謊的小孩會被閻羅

王割舌頭等等，如果我們希望與朋友產生良性互動。誠實，是很基本

的人格特質，對於愛說謊的人，讓我們預設了容易被騙的可能，自然

想要離開他；宗教上要求我們維護自己的身心健康，要求我們避開毒

品與酒精，是讓我們避開了比較危險的情況。不論是以宗教的方式或

是風俗的介紹，都可以成為討論的對象。希望有這些討論的機會，除

了介紹現在的價值觀外，也讓幼兒表達自己的想法，特別是自己的感

覺。 

教師也要注意認知能力不等於道德能力。這在教育的場域中，

李普曼要讓幼兒思考一些生命的問題，我是誰？我與別人有怎樣的不

同？生命的意義又是什麼？我想要成為怎樣的人等等的問題，如果沒

有讓幼兒有機會思考這些問題，他認為這是假的教育，而且也認為不

讓幼兒有機會討論現存的價值觀或是只重視認知教育的對話，忽略的

道德發展的機會。因此，我們需要一個可以取代只重視認知教育的另

一種方式。 

最後，也是李普曼(1995)認為，有些教師認為只需要去教課文中

的內容而不願意跨出課文的範圍，但是，事實上，許多學科有道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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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例如生物的複製技術是否可用在人類？數學的完美可否證明

上帝的存在？自然的因果關係可否說明道德的自然性質？在缺乏如

此的理解下，自然失去了發展道德思維的機會。那麼，如何進行與小

孩之間有良性的對話呢？(lipman, 1995) 

如果以對話的方式進行道德教育，從成人的立場上希望有以下三

種特質： 

(一) 對談中的成人需要是個有說理能力的人，也期望自己是一個

好人；知道自己的行為對別人會產生怎樣的影響；有關懷與同情別人

的感受。對談中很容易讓對方問：「為什麼？」，就在彼此的對話中，

表達對說者的關心，全神貫注，被關懷者也有所感覺，並且對話提供

訊息，尤其是比較小的孩子，有時做了不好的事情是因為沒有充分的

訊息下，做了錯誤的決定，小孩犯錯正是他們學習的機會，下次決定

之前，反問小孩是否已經有了充分的訊息。因此，關懷性的對話，支

持彼此關係，對話引起彼此更深入的反省。 

(二) 關心小孩以及喜歡與小孩在一起，要求成人能在與小孩對談

中，喜歡與尊重他們的意見。有些成人認為小孩的表達很可愛，而不

認真思考他們的想法，這不僅不尊重小孩有表達的權利，同時也讓小

孩覺得自己的意見不重要。對談的特色在於對於不同的說法保持開放

的態度，重點不是要辯論或是要贏對方，或是展現出自己高人一等的

知識，而是維護與喜愛彼此的關係，在這溫暖的、被支持的與豐富感

情的對談。如果面對一問題時，成人在知道確定的答案或結論時，又

期望小孩接受你想的答案，這時的說話不具有對談的性質，比較像是

命令或告知，這時，不要假裝以對談的方式呈現。例如，我有一次，

看到一位媽媽帶著小孩去吃飯，到了餐廳，媽媽問：「你想要吃什麼？」 

「我要吃牛肉麵」小孩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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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託，牛肉麵的醬油太多了，吃了不健康，換一個！」媽媽說； 

「我要吃水餃」小孩說； 

「你昨天才吃過，你還沒吃膩嗎？換一個！」媽媽說： 

「我不知道哪一樣我才可以吃，你幫我選好了」小孩說。 

這樣的對談不是開放的，而是大人已經想好要小孩接受，只是假

裝對小孩開放，不是說我們必須都以對談的方式說話，而是不要假裝。 

(三) 關懷對方的存在，比起討論的議題更加重要，但這不意味著

要放棄追求知識或真理的可能。當我們有不一樣的意見或是不相容的

情況時，至少先找出讓我們有不同意見的因素，而後再想一想，我有

怎樣的理由來支持自己的說法，同樣的，對方也是，可否找出理由說

說看，甚至可以幫助對方想一想，找出支持對方的理由，畢竟這不是

辯論比賽，而是希望對彼此在對談中都有些幫助。當模式建立起，也

可以有自我內在對話，作為對自己的關懷。 

 
三、實踐：經驗磨練我們的信念。當我們需要關懷態度時，在我們的

學校中該如何做呢？至於關懷的對象，除了認識的人、陌生人之外，

還有對我們自己的身體、自己的想法、自然環境、人文環境，都可以

練習，因此可以區分學校內與學校外。在校內，讓幼兒觀察學校的木

工師傅，修理故障的桌椅或窗戶以及讓幼兒自己動手做，或是維護我

們學校的清潔與整齊，種植花草與愛護動物等等，在學校外，可以參

觀動物園、植物園、醫院、動物流浪之家等等。如果我們希望有更好

的關懷態度，這需要學習，不論性別，不論環境，營造出具有關懷能

力的社會，並且在練習中沒有關懷程度的高低。 

 
四、對關懷的肯定：當我們肯定一項行為時，同時也表現出鼓勵與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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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的態度，讓對方知道自己優秀的一面與確定自己未來的方向，同時

也讓幼兒感覺到自己的自主能力。我們需要被認同，幼兒與教師都需

要被認同，當幼兒被肯定時，也就被認同，而且要持續下去，對於不

認同的行為，也以質疑的方式表示，讓對方有解釋的機會，但切記，

不可以交換或控制的方式來讚賞兒童的行為，否則容易讓幼兒陷入到

取悅教師的習慣。 

 
伍、故事中的關懷思維 

對於李普曼的建議，在我們現行的教育體制下，對於從閱讀圖畫

書中如何培養關懷思維呢？我認為要重視人與人彼此的關係開始做

起，這包含，人與人的關係，人與故事的關係兩部份。 

在人與人的關懷上，師長以身作則、進行對話，讓幼兒練習關懷

的態度以及肯定關懷的行為。若以敘說圖畫書作為道德教育的方式，

是因為我們需要一個更有趣的、具體的、可感受的方式處理道德問

題，這是能夠讓幼兒在很自然的方式下思考到道德的議題。 

以關懷為主的想法下，敘說圖畫書有三部份值得注意，如下： 

一、情感的體會：故事中隱含的道德的陳述，不只要是理解傳統的道

德描述，而且是借用聽故事的方法，體會其中的感受，道德生活的中

心是含有情感，幼兒閱讀故事或是在聽故事的過程中，是否有些感

覺，道德生活不能化約到情緒，也不能化約到理性，兩者都需要。 

 
二、說道德故事不只表示說者的道德傾向，而且是引導讀者做出某些

理性承諾，也就是說，沿襲著傳統價值的故事固然要說，更要說些能

夠挑戰原先道德觀的故事，這能提供批判思考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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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揮道德想像：李普曼認為，在苦難的故事中，我們比較容易對

受害者深感同情，但是不要忘了，是否可以體會加害者的心態，例如

有許多故事在敘說在二次世界大戰中，被迫害的猶太人與納粹士兵的

暴行，除了讓幼兒感受猶太人的苦難外，是否還能理解那些納粹士兵

的想法，也就是說，可否讓幼兒找出理由說「在某種情況下，我也會

做如同納粹士兵一樣的事情」。也就是說，除了對受苦者有感同身受

的道德想像之外，教師是否能讓幼兒有機會理解那些做壞事的人，他

們是出於怎樣的動機下作出不好的行為。 

 
四、敘說圖畫書的重點不是把故事中英雄人物的特質內化成自己的一

部份，而是要質疑故事內容中蘊含的道德價值，不是借用故事做道德

的指導。 

 
陸、建議 

從後期李普曼的說法裡，解釋了台灣教育中，尤其是強化認知學

習卻忽略情感教育的後果，如果有一顆聰明的頭腦卻沒有一顆良善的

心，對週遭的人或物是相當危險的。 

為了要有多一些良善的社會公民，我們可以從教育環境中建立起

關懷的條件，先從喚起幼兒有關懷的可能與慾望開始，能實踐從小希

望自己是個好人的願望，這需要在特定環境脈絡與關係兩條件下，發

現人與人之間的特殊性，進而體會出彼此的差異與需要，我有怎樣好

的表現，部分依賴在你是怎樣對我，這讓彼此在良性互動下，增加彼

此的福祉，因此幽默、團結、敏感、友愛、友善的行為比起個人特質

更加重要，也就是道德第二人稱的特性。因此，我們以關懷思考作為

教學核心，建立一個以關懷為核心的教室，讓幼兒彼此有良好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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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教育者刻不容緩的教育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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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眼中的隔代教養家庭幼兒 

 
李昭明、幸曼玲、黃于庭、李碧玲、高宛蓉 

 

臺灣社會變遷的快速，使的社會上的個人與機構無不受其影響，家庭型態也

不例外。在多元的家庭型態中，隔代教養家庭是較令人擔憂的。由於隔代教養家

庭的經濟條件較為不足，及祖父母輩對於教養經常感到困擾的情形下，其家庭功

能是較為低下的，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了在隔代教養家庭中，子女的發展與表現。 

幼兒園是此類家庭幼兒所接觸到的第一個教育機構，但教保服務人員對於此

類幼兒的理解和觀點卻是未知的。倘若教保服務人員對於隔代教養家庭幼兒或家

庭本身沒有足夠的基本認識，可能會以刻板印象的觀點看待此類家庭的幼兒，而

無法提供合宜的課程與教學，提升其能力和表現。因此，本研究希望瞭解幼兒園

教保服務人員如何看待隔代教養家庭的幼兒，其結果將有助於協助教保服務人員

規劃符合隔代教養家庭幼兒需求的課程內容。 

為達本研究之目的，研究者選取全國北中南東共 17 位教保服務人員，並進

行「隔代教養家庭之價值觀」訪談。訪談所得的結果以質性資料分析方式進行。

透過資料的分析，描繪出教保服務人員對於隔代教養家庭幼兒的圖像。分析資料

後所得結果主要分為兩類幼兒圖像，其相同與相異點有三：1.隔代教養家庭的幼

兒進入幼兒園的初期都有能力的落後和環境適應上的困難；2. 隔代教養家庭幼

兒對其祖父母有強烈的依附關係，且對於長者多能展現出敬老的態度，以及與豐

富社交技巧；3.隔代教養家庭幼兒的發展與表現與其祖父母的教養態度有密切的

關係。 

 

關鍵字: 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隔代教養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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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 

在後現代社會的變動性和多元性下，個體分別在不同的情境脈絡

下生活與發展，這樣的過程使每一個體蘊含著所屬文化背景的價值

觀。 

臺灣社會同樣面臨著變動快速、不穩定的情形，變動的程度和速

度令人難以想像，其影響的層面及於個人與機構，組成社會的最小單

位—家庭—也不例外。近年來，家庭型態因應社會環境的變化，應醞

而出有別於傳統家庭型態的其他型態，如：單親家庭、繼親家庭、隔

代教養家庭、新住民家庭、原住民家庭等(吳瓊洳等人，2013)。 

每一類家庭型態均代表一種獨特的文化背景，個體在成長的過程

中，即受到不同家庭型態的文化背景所影響，逐漸形成其特有的價值

觀，因此，個體間所抱持之價值觀有所差異的情形，成為必然的現象。

他們於家庭中成長之後，帶著其獨有的價值觀，進入學校場域。 

學校情境中的文化多樣性存在於每個班級之中，教保服務人員身

為班級的領導者，為協助來自不同家庭背景和文化的兒童順利地學習

而獻身於教學現場，但他們看待不同背景學生的價值觀，將直接或間

接地引導其教學(王恭志，2000；簡頌沛、吳心楷，2010)，也影響著

不同背景學生的學習經驗；而教保服務人員的價值觀即是本研究欲探

究的主體。 

如同上述，幼兒園教育現場也是由不同家庭背景幼兒所組成的場

域。為因應此現象，規範我國幼兒園課程與教學的「幼兒園教保活動

課程暫行大綱」，即考量我國社會變遷之快速，幼兒園所招收的幼兒

背景也逐漸趨於多元，為使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面對多元背景幼兒

時，能更關注他們的需求，並給予適當的學習機會和教學方式，特別

於實施通則提及：(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暫行大綱，2012：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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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保服務人員需關照有特殊需求的幼兒（包括區域弱勢、經濟弱勢和特殊幼

兒），提供合宜的教育方式。 
幼兒可能因為生理發展、心理狀態、家庭背景、環境因素及文化習慣的不同，

使得同年齡的幼兒之間，各方面能力的表現有所差異。為達到「帶好每一位幼兒」

的目標，教保服務人員宜透過其專業能力，覺察班級中有特殊需求的幼兒，並提

供必要的協助。 

面對區域弱勢或經濟弱勢的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宜先了解幼兒家庭背景，視

需要提供個別教學時間或訂定個別學習計畫，以提升幼兒學習興趣及能力；面對

特殊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宜了解其身心發展狀況，視需要引介相關資源或支持服

務，訂定個別化的教育計畫(IEP)，以協助幼兒進一步成長。」 
 

「…透過省思，教保服務人員須理解自身對不同文化的認識（特別是有別於自身

文化的其他文化），包括個人平時教學所使用的語彙、所傳達的意義（例如性別

刻板印象），更須避免在潛移默化的過程中，形成幼兒對於不同文化的偏見（例

如反個別差異、族群及家庭社經地位之偏見）。」 
 

為使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能回應不同背景幼兒的需求，提供其適

性的學習，教保服務人員如何反思自身對於不同家庭型態幼兒的價值

觀成為能否落實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暫行大綱精神的重要工作。 

各類家庭型態當中，隔代教養家庭有相當高的比例是屬於弱勢家

庭，其原因是隔代教養家庭的產生多數是因應父母親遭逢意外或經濟

能力不足，無力照顧其子女，轉由祖父母輩代理親職功能的一種家庭

型態(周新富，2006)。這類家庭型態的形成多是受迫於現實考量所做

出的安排，因而有些祖父母照顧孫子女並非出於自願，則容易有沮

喪、抱怨以及無力照顧的擔憂和恐懼；再者，情感上「疼孫」與「教

孫」的矛盾情結，經常使得祖父母難以發揮有效的教養行為，也直接

或間接的影響了此類家庭中，孫子女的發展與表現，使其較同年齡者

為低(江佳韻，2009)。面對這類的家庭，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究竟是

以什麼樣的眼光看待其幼兒？是將其歸類為一個類型(祖父母教養行

為不足、幼兒能力低下)或是回歸「重視個別差異」的教育理念？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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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價值觀上的差異將引導教保服務人員面對隔代教養家庭幼兒的教

育行動。 

為解答上述的疑問，本研究的目的即是透過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

對於隔代教養家庭的價值觀，進一步描繪出教保服務人員對於隔代教

養家庭幼兒的圖像。本研究之結果將有助於協助教保服務人員規劃符

合隔代教養家庭幼兒需求的課程內容。 

為回應上述研究目的，以下分就家庭型態變遷、隔代教養家庭，

以及家庭價值觀的相關文獻進行回顧，提供研究者在研究方法及資料

分析時的參考。 

 

貳、文獻回顧 

一、 家庭型態變遷 

社會學家 Giddens 指出，社會變遷即是社會結構改變的過程，尤

其是在某階段所發生的基本制度的改變，促使新型態的生活機制產

生，用社會學的觀點解釋，促成社會變遷的原因很多，例如：人口、

自然環境、科學與技術、文化與社會運動集體行為等(吳逸驊，2004)。

「家庭」是組成「社會」的最小分子，隨社會的改變而變化。家庭的

變遷以一種被動的角色謀求適應與轉變，當社會典範發生轉移，就會

帶動家庭的變革(趙淑珠、蔡素妙，2002)。 

一般認為，家庭是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人因血緣、婚姻或收養所

組成的社會團體。這是以往臺灣傳統價值觀上，以父權思想為主流的

緣故，認為家庭是指有親屬與血緣關係的人；至後現代思潮的影響，

女性主義者開始主張以家戶觀念延伸家庭的範圍，包括：未婚媽媽、

單親家庭、不婚族等，涵蓋以感情為基礎而住在一起的人們，打破一

夫一妻的核心家庭觀及父權意識；如今，從三代同堂的傳統大家庭到

核心家庭，家庭演變出許多新的型態，如單親家庭、新住民家庭、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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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家庭、祖孫家庭(吳逸驊，2004)。這種家庭型態的意涵和分類，隨

時代呈現持續改變的歷程，家庭型態也會越來越多元(江佳韻，

2009)。臺灣社會目前也處在社會變遷的歷程當中，其事實包括： 

 

1. 人口結構與扶養比的改變 

臺灣社會近年來呈現少子化的現象，於內政部戶政司(2012)公布

的百年人口重要指標發現，臺灣人口的粗出生率從 1951 年 49.97 ‰

逐年急速下降，至 2011 只剩 8.48‰。幼年人口逐年減少的幅度極大，

會嚴重影響未來的人口結構與勞動力供給(林萬億，2002)。幼年人口

佔歷年人口總數的比例，最高從 1962 年的 45.98%年年下降，至 2010

年僅佔 15.65%(內政部，2010a；2010b)。可預見未來臺灣社會工作

年齡人口（15-64 歲）的缺乏會愈來愈嚴重，工作人口的經濟負擔也

必然相對的沉重。 

另一方面，與粗出生率相較，臺灣的粗死亡率逐年下降，從 1951

年的 11.57‰下降到 2011 的 6.59‰(內政部戶政司，2012)。因為公

共衛生與醫療科技的進步，及家庭節育計畫推行成功，促使死亡率和

出生率逐年下降，平均年齡逐年上升，人口年齡呈現老化的現象，於

1993 年九月初，臺灣 65 歲以上的老人是人口總數 7%，正式邁入世

界衛生組織所謂「高齡化的社會」(施欣欣，1999)。 

    老年依賴人口的增加，必然會加重勞動人口的經濟負荷；雖然幼

年人口減少可以在短時間平衡老年人口增加的依賴比；但是，可以預

想未來二、三十年臺灣工作年齡人口愈來愈少，而老化人口將愈來愈

多的現象。以經濟扶養比而言，代表每個就業人口需要扶養依賴人口

的比值將會愈來愈高，可能對於家庭生活品質與國家總體經濟發展愈

不利(林萬億，2002)。家庭若要繼續維持它的功能，以提供家庭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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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賴人口－幼兒與老人良好的養育和照護，夫妻皆外出工作的比例必

然逐年升高，雙薪家庭，以及隔代教養家庭的出現自然成為現代社會

的趨勢。根據行政院主計處(2010b)統計婦女就業情況，15 至 64 歲

有工作的已婚婦女從 1980 年的 33.29 %提升至 2010 年的 54.47%，

超過一半的已婚婦女皆從事家庭以外的工作。除經濟因素之外，婦女

教育程度提高，成就動機增強，兩性平權意識升高，皆促使婦女採取

和傳統男性相似的就業模式，進而促成夫妻皆在外工作的雙薪家庭愈

來愈普遍化(施欣欣，1999)；因為雙親皆在外工作，以致將子女交由

祖父母輩照顧的情形也日益增加。 

 

2. 離婚率上升 

    臺灣近半個世紀以來，因為教育機會均等，女性教育水準和經濟

地位提升，積極追求自我實現與成長，女性角色有極大的變化，追求

「兩性平權」的結果，導致傳統父權社會「男主外、女主內」的結構

動搖，引發家庭分工與夫妻價值觀的衝突；加上社會風氣開放，離婚

者不再難以啟齒，離婚率日漸升高，單親家庭亦增多(施欣欣，1999)。 

從內政部戶政司(2012)公布的百年人口重要指標，可知臺灣社會

五十年來離婚率的變化，由 1971 年 0.36 ‰的粗離婚率，至 2011 年

已上升到 2.46 ‰的機率；這意謂在一千人當中有 2.46 對配偶離婚，

與同年的結婚率 7.13‰相較，一千人中有 7.13 對新人結婚；換言之，

每七對新人結婚，同時有兩對以上的夫妻離婚。離婚率的上升，造成

臺灣有偶率逐年下降(林萬億，2002)。每年的離婚對數，從三十年前

(1980 年)的 13,478 對，增加到 2010 年的 58,115 對，成長的數目已

經超過三倍以上(內政部戶政司，2011b)。在這種情況下，單親家庭

成為愈來愈普遍的家庭型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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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林萬益(2002)的整理，1990 年的單親家戶數是 28 萬 6 千餘

戶，直至 2000 年已增加到 37 萬 3,280 戶，十年增加快九萬戶；不

過，一般人口統計上的單親家戶是指由父或母與未婚子女所組成的家

戶，與社會政策所定義的單親家庭不同，一般政策上的單親家庭子女

並不包含成年的未婚子女，故嚴格來說，我國單親家戶只有 39%符

合社會政策的單親家庭定義，而且構成此類單親家庭的主因還是以離

婚和未婚生育居多(74%)。此外，單親家庭也可能影響其他家庭型態

的出現，例如：尚有夫妻分居的分偶家庭，也是一種另類的隱性單親

家庭；或者因為單親家庭的家長需要外出工作，而將子女交由祖父母

輩照顧的「單親-隔代教養」的複合家庭型態，亦是存在於臺灣社會

隱晦不明的現實情況。 

 

3. 跨國婚配比例增加 

1980 年代，嫁往國外的臺灣女性，特別以美國和日本等先進工

業國家居多，這種外移型的婚姻移民，近三十年有顯著改變，林萬億

(2002)認為主因是 1987 年解除外資管制條例通過，臺灣企業大舉至

東南亞投資，1992 年以後又開放至中國大陸投資，使資本家以當地

勞力低廉的優勢下進行全球化商品的生產，並在將產品運銷至全球各

地的同時，低經濟發展或邊陲國家的女性也隨著成為外銷國際的商

品。我國外籍配偶增長的原因，有政治、經商、移民、留學工作等因

素，尤其是隨著政府開放大陸探親、引進外勞及南向發展等政策，大

開國人和大陸港澳、東南亞國家異國聯姻之門；加上，臺灣社會性別

結構不均，女性又因受教機會與學歷提升，性別平等的呼聲高漲和男

婚女嫁的價值觀逐漸消弭等原因，導致男女婚配落差，促使婚姻仲介

業者媒介外籍新娘逐漸興盛(溫明麗，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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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2011)的資料顯示，2010 年外籍配偶(含外籍與大陸港澳

地區)的人數共有 21,501 人，是該年所有結婚對數中的 15.49%，約

六分之一的比例(見表 2-2)。這一類由臺灣本國籍人士與非本國籍配

偶(含外籍與大陸)共組的家庭，就是所謂的「新住民家庭」。從內政部

(2011)的資料看來，從 2001 年開始，每年外籍與大陸配偶的人數都

超過 21,000 人，最高時期更有 54634 人(2003 年)，這些外籍配偶以

其他地區的男性和大陸地區的女性最多。最近十年的統計發現，國人

的外籍配偶取得我國國籍的人數(不含外籍與大陸港澳地區)，以越南

最多，其次是印尼、柬埔寨、菲律賓和緬甸等前五名(內政部戶政司，

2011c)。 

雖然臺灣多數的外籍配偶皆來自東南亞地區的國家，但是各地的

文化、語言和生活習慣迥異；可想而知，這些組成新住民家庭的外籍

配偶因婚姻關係，必須重新適應臺灣當地的風土民情和語言，文化衝

擊常是他們首要面對的問題，新住民的子女也要面對自身家庭文化與

周遭生活環境的差異。家庭型態的變革，為個體帶來難以評估的影

響，這也是近年來政府特別重視與新住民家庭相關政策的原因。 

 

4. 多元價值觀的衝擊與變遷家庭 

    西方文化傳播的結果形成多元化的價值觀念，我國固有傳統文化

價值不彰，對年輕世代而言，臺灣社會價值觀念日趨多元化，提供人

更多元的選擇，每個人擇其所愛的結果，不一定符合社會規範所讚許

的(王叢桂，1994)。Weston(1991)認為新的家庭型態，不再建立於

血緣、生殖繁衍、一夫一妻等親屬結構的定義，而是建立在「選擇性

的關係」上。例如，傳統大家庭減少而核心家庭增加的現象，說明臺

灣社會因為受到西方文化價值的影響，強調個人主義，成年子女選擇



                                                   台灣社會變遷與家園關係的探究場次 

 205 

自組小家庭，與父母同住的意願愈來愈低，也有父母為避免家庭糾

紛，選擇至子女家輪住或是獨居的方式，老人獨居的比例升高(施欣

欣，1999)。 

由內政部戶政司(2012)的百年人口重要指標來看，臺灣家戶數目

已從 1941 年的 1,075,498 戶，逐年不斷增長至 2011 年的 8,057,761

戶，增長幅度達七倍之多；相對的，臺灣家戶平均的人口數卻逐年下

降，從 1941 年平均每家戶人口有 5.81 人，下降至民國百年的 2.88

人。此種現象可以反映臺灣傳統大家庭逐漸解構，核心家庭與其他家

庭型態愈漸成形的過程。 

Allan、Hawker 和 Crow(2004)認為現代的家庭可以理解成一種

過程和變遷，而非已建立的既有結構，當分居、離婚、同居、再婚比

率與伴侶複雜性增加，使婚姻與家庭的型態愈加多元與複雜的同時，

也表示家庭的概念與內涵愈加「模糊不清」而且充滿「不確定」，父

母與子女可能歷經數個不同的「家庭」，而其家庭的界線與生命週期

亦不如傳統一夫一妻的家庭，交往、訂婚、結婚、生子、直到死亡都

在同一個家庭當中，有緊密的家庭結構與明確的標準。 

家庭關係的改變與再建構的可能性，展現在新的家庭型態的親屬

網絡中，伴侶關係是否持續不但有高度不可預測性，其伴隨的親子關

係連結與親職角色，亦容易由於伴侶關係的終止而改變，例如：原本

雙薪家庭的狀態，可能由於父母雙方伴侶關係的終止，而由祖父母輩

擔任親職角色的任務，形成隔代教養家庭；或者單親家庭的家長，因

為再婚而重新成為雙薪家庭的一員。由此觀之，家庭型態的多元，以

及非單一、變動的親職角色儼然成為未來趨勢(謝文宜，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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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隔代教養家庭 

1. 隔代教養家庭的定義 

隔代教養家庭又稱祖孫家庭，乃指該戶成員為祖父(母)輩及至少

一位未婚孫子(女)輩，且第二代直系親屬（父母輩）不為戶內人口，

但可能含有同住之第二代非直系親屬(行政院主計處，2011)。 

隔代教養家庭內教養雙方的互動，另可分成廣義與狹義之兩種現

象：廣義的隔代教養包括祖父母輩，甚至是隔代的其他親友在任何適

當的時機，對孫子女的教養與照顧；而狹義的隔代教養，則是指祖父

母擔負孫子女大部分的教養與照顧責任的情形，孫子女的父母只有在

週末與孩子接觸，甚至完全放棄對孩子的照顧(翁福元，2000)。 

隔代教養家庭形成的原因是由於社會變遷所致，且大多數是不得

已的安排。當雙薪家庭無暇照顧子女或父母基於某些原因無法親自教

養子女時，將孩子交由祖父母代為照顧，而這樣的現象越來越多見。

並且以「家庭保存」（family preservation）的觀點來看，隔代教養

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孩子的福祉，避免孩童因父母不能履行親職的特殊

因素而必須安排到其他社會福利機構，所做之最好的安置，因此「隔

代教養家庭」隨之而生(張鐿嚴等人，2004；邱珍琬，2004)。接受隔

代教養的孩童年齡層，自出生到十歲以上不等，其中多數是孩童自出

生就與祖父母輩同住(邱珍琬，2004)。 

隔代教養可能是一種不得不的結果，但是實際上也發揮了正面的

功能，例如祖父母時常能立即補足與替代親職的功能，祖父母在家庭

中的角色，成了孫子女的「代理父母親」，傳統的家庭關係也漸漸改

變(周新富，2006；翁福元，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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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隔代教養家庭的趨勢 

薛承泰(2001)長年觀察臺灣隔代及單親戶變化的研究發現，以家

戶別來區分，十年之間「隔代家戶」（即隔代教養家庭）成長尤為明

顯，從 1990 年 38,870 戶增加至 2000 年 80,986 戶，足足多了一

倍以上，成長速度之快，令人驚心；至 2011 年隔代教養家庭戶數為

97,717 戶，較 2000 年成長近 20%。思考其成長的因素，可能是一

般家庭為了維持或提升家庭的經濟條件，家中成人均須外出工作，而

將照顧子女的責任轉由保姆或家中的長輩協助看護，以致「隔代教養

家庭」的比例持續提高(行政院主計處，2011)。 

由表 1 的隔代教養家庭組成戶數可看出，2009 年我國隔代教養

家庭計 8.2萬戶，占總戶數比率由 1994年 0.94％上升至 2009年 1.06

％。自 1994 年至 2009 年度之十五年間，隔代教養家庭組成戶數成

長一倍多，十五年來呈現正成長趨勢，如圖 1。另透過 2000 年至 2011 

年的統計資料可知，近十一年來臺閩地區由祖父母及未婚孫子女所組

成之隔代教養家庭增加近 30％，如表 2(行政院主計處，2011)。 

 
表 1 隔代教養家庭組成戶數 

 1994 年度 2001 年度 2006 年度 2007 年度 2008 年度 2009 年度 2010 年度 2011 年度 

隔代教

養家庭 

52,235 戶 

（0.94%） 

75,175 戶 

（1.12%） 

80,518 戶 

（1.10%） 

98,159 戶 

（1.32%） 

86,902 戶 

（1.15%） 

81,986 戶 

（1.06%） 

88,965 

(1.1%) 

97,717 戶 

(1.4%) 

全國總

戶數 

5,567,351

戶 

6,730,886

戶 

7,307,999

戶 

7,414,281

戶 

7,544,629

戶 

7,688,014

戶 

7,840,923

戶 

7.959.828

戶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之家庭組織型態資料；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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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隔代教養家庭組成戶數線型圖 

 
 

表 2 隔代教養家庭組成戶數 

2011 年年底 2000 年年底 11 年間之比較  

戶數（戶） 
結構比

（%） 
戶數（戶） 

結構比

（%） 

增減數

（戶） 

增減率

（%） 

祖父母及未婚孫子女 97,717 1.2 75,249 1.2 22,468 29.9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2011），研究者自行整理。 

 

3. 隔代教養家庭的相關研究 

在隔代教養家庭中，祖父母取代了雙親應扮演的角色並參與所有

的親職事務，包括經濟上、心理上的支持以及管教。而祖父母由於年

紀較大的因素，在照顧孫子時因體力、身體健康、經濟條件、教育背

景及育兒經驗多數處於不利的狀況，會比父母養育遭遇更多的教養困

境。 

隔代教養的形成因素繁多，包括：青少年未婚懷孕、離婚、單親、

失業、藥物濫用、貧窮、家庭暴力、兒童虐待與忽略、死亡、服刑、

AIDS、身心障礙、遺棄等(鄭凱芸，2011)。國內相關研究發現，其

中以「父母離婚」為多，其次是「父母雙方工作忙碌而無法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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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為「父母一方或雙方過世」(黃月霜，2009)。換言之，形成隔代

教養家庭的因素中，較多是來自於父母的婚姻關係終止以及工作因

素，使得祖父母在顧及子女，及其兒孫輩的福祉之下，必須擔起照顧

孫子女的責任。因此，有些祖父母照顧孫子女是迫不得已，則容易有

沮喪、抱怨以及無力照顧的恐懼。再者，「疼孫」與「教孫」的兩難

矛盾，使得較多祖父母以放任的態度教養孫子女，難以發揮有效的教

養行為(江佳韻，2009)。 

針對隔代教養兒童的相關研究中，可分為心理與情緒發展、學習

表現、身體健康等部分的探討，通常聚焦於探討兒童心理與情緒發展

層面，即兒童的生活適應，包含學校生活適應、同儕適應、個人生活

適應等(陳珍如，2009；葉政憲，2008；王盈娟，2008；黃眉菁，2005；

許文震，2005；黃惠娟、楊少強，2004；吳佳蓉，2002)。整理分述

如下： 

 

(1) 隔代教養兒童生活適應之相關研究 

在隔代教養兒童之於生活適應的研究中，多以問卷調查的方式進

行，回顧相關研究發現，若單以隔代教養兒童為研究對象時(即不與

非隔代教養兒童相比教時)，探討生活適應的部分，其所得結果皆為

適應良好(葉政憲，2008；許文震，2005；黃佳儀，2002)。根據商

業周刊的調查，許多學校教保服務人員發現隔代教養的孩子在自信

心、情緒管理、同儕關係與學業上都表現得較為弱勢(黃惠娟、楊少

強，2004)。此調查與前述調查有所差異，且當以隔代與非隔代教養

兒童相比較時，隔代教養兒童在生活適應中容易出現負面情緒、與同

儕相處有困難、自我概念較低、在學校的生活適應比起非隔代教養兒

童較差(吳佳蓉、張德勝，2003；吳佳蓉，2002)，此與國外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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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代教養的孩子比非隔代教養者在學校常面臨心理上的困難，學校生

活適應較為不良為相符之處。 

探究其原因，發現嬰幼兒出生後的兩三年間，是與父母建立「依

附關係」最關鍵的時候，因此這段時間若由祖父母照顧，此種依附的

關係及變成與祖父母建立。而祖父母隨著年紀的增長，常較無身為親

職的教養壓力，因此往往比父母更容易寵愛小孩。此外，祖父母可能

因比較擔心孫子女身體受到傷害，心疼不捨而採取過度保護的方式，

導致因過於呵護或為孫子女做得太多，而忽略孫子女成長及獨立的需

要。幼兒如果是在不得已的狀況下接受隔代教養，那麼他們將會是產

生心理發展危機以及問題行為的高危險群，容易有情緒及行為方面的

困擾。當幼兒從原本跟爸媽在一起的「核心」家庭變成和祖父母 在

一起的隔代教養家庭，會覺得自己被拋棄、被背叛，因而在情緒上感

到失落、拒絕、憤怒與害怕。 

 

(2) 隔代教養兒童之學習表現相關研究 

在學習表現的部分，相關研究顯示隔代教養兒童的學業表現不如

非隔代教養的學生，且在學習上多因遇到困難時不得求助而導致學習

表現低落，即以家庭因素為首重(游政嘉，2010；陳翠臻，2008；李

家伶，2005；胡玉鳳，2005；黃惠娟、楊少強，2004)。國內商業周

刊雜誌自全台 2585 所小學，以隨機的方式抽出 1500 所學校作問卷

調查及統計，其中並針對一年級與六年級級任老師所進行的〈隔代兒

與單親兒趨勢調查〉中，顯示出隔代教養兒童在同儕關係、品行、學

業、情緒管理及自信心五項指標中，其學業上的整體表現跟一般學生

差距最大，有高達 62.2％的一年級老師認為隔代教養兒童的學業不

如一般學生(黃惠娟、楊少強，2004)。然而，以上研究表現的是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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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隔代教養兒童的現象，並非所有的隔代教養兒童都是學習表現低

落。 

 

(3) 隔代教養兒童之身體健康相關研究 

在身體健康的部分，Blackburn(2000)表示不少祖父母本身在經

濟方面是為依附者，經濟來源有限，加上社會福利並未提供隔代教養

祖父母適當的經濟援助，所以祖父母若因需教養孫子女而帶來更重的

經濟負擔時，對孫子女的日常生活照護及健康方面皆會產生很大的影

響，其研究指出，隔代教養的孩子有 38％注意力不集中或是過度活

躍，其他如學習力不足、情緒障礙、發展遲緩等問題也都造成學業適

應的困擾，此與前述隔代教養家庭的孫子女在學習表現水準偏低現象

相呼應。而 Lee(2003)表示，祖父母本身的健康亦會影響孫子女的健

康照護，大部份的祖父母或多或少皆有慢性病的困擾，在自己本身健

康不佳的情況下，又要肩負起教養孫子女的重大責任時，往往力不從

心，甚而影響自己的健康。雖然祖父母可替代父母某方面的照護角

色，但由於衛生知識方面的缺乏，致使祖父母在孫子女的健康照護方

面無法教養得宜。國內相關研究中較缺乏探究隔代教養兒童的身體健

康，其原因與大多為祖父母在教養上以保育為重，並且在生活上只求

平安健康就好有關(張怡玲，2008)。在探討身體健康的相關議題中，

較多是針對年長祖父母的健康以及與隔代教養之間關係的議題為多

(陳秀珍，2011；黃月霜，2009；黃郁婷、紀幸妙、黃佳儀，2004)。 

大部分探討隔代教養的研究議題，多認為隔代教養對孫子女的影

響比較負向，例如：學習表現較差、生活適應與心理情緒發展等較有

問題，但不外乎也有正向的影響，例如祖孫的互動可達到祖孫情感連

結以及代間傳承，且孫子女對於老年人會有更多的瞭解，以及對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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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持較正向的態度且能尊敬老年人(黃月霜，2009；謝佳玹，2008；

陳翠臻，2008；黃郁婷、紀幸妙和黃佳儀，2004)。吳婉慧(2000)的

研究指出在社會變遷、雙薪家庭比率增加之際，祖父母扮演管教的責

任，能藉此得到滿足感。黃佳儀(2002)以國小高年級學童為對象的研

究中發現，接受隔代教養的兒童多數認為讓祖父母照顧的感覺很好、

很快樂。 

隔代教養家庭由年歲已大之祖父母肩負教與養的工作，雖然其層

養育過子女較有教養的經驗，但也受限於於年歲已大體力、身體健康

各方面下滑的現實狀況，因此隔代教養家庭型態所具備的劣勢條件歸

納如下(陳資穎，2007；蘇嘉芸，2007；陳麗欣等人，2000；張椀柔，

2012)： 

(1) 家庭經濟弱勢：多數隔代教養家庭皆伴隨經濟弱勢，祖父母在照顧孫子女同 

時，需兼差、打零工賺取生活費，因此教養時間會因為工作而被剝奪。 

(2) 祖父母的身心狀況：祖父母年齡已高，體力上有所限制，且世代的隔閡使得 

祖孫間的溝通形成代溝的可能，並且在社會期待之下，世代的隔閡使得祖父 

母承擔起更多的是心理負擔。 

(3) 語言溝通問題：由於祖父母與孫子女年代相隔較久，所處外在社會環境不 

同，祖孫間的語言溝通可能會有問題。 

(4) 祖父母的本質(年邁人生觀與教育程度)：許多祖父母已接近人生的黃昏階 

段，因此看待許多事物的標準較寬鬆，也因此容易寵壞孫子女，加上祖父母 

輩受教育程度普遍較其子女低，不識字的祖父母不在少數，加上處於單調封 

閉的照顧模式，無法發揮應有且有效的教養方式，致使其孫子女缺乏文化刺 

激，即便祖父母意識到這樣的狀況，也較易不知該如何向外找尋學習資源供 

給孫子女。 

(5) 孫子女的情緒及行為易被扭曲：倘若孫子女從原本跟父母一起生活到變成僅 

和祖父母在一起，會覺得自己被拋棄、背叛，因而在情緒上感到失落、拒絕、 

憤怒與害怕，故較難與祖父母建立較良好的關係，因此會感到沮喪、氣餒。 

(6) 孫子女在學習上較缺乏輔導：孫子女因上述負面情緒的因素，使得其在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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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較容易產生不適應的情形，易對其人際關係和學業成產生負面的影響；同 

時因祖父母的教育程度普遍較低，管教態度較寬鬆，使得孫子女較無法從主 

要照顧者身上直接得到學習的幫助與文化的刺激。 

 

隔代教養家庭縱然有諸多劣勢之處，但仍有該家庭型態的優勢之

處，其針對隔代教養家庭所具備之優勢條件整理如下(邱珍琬，2004；

陳資穎，2007；蘇嘉芸，2007；張椀柔，2012)： 

(1) 祖父母可享受與下一代的親密關係並增添生活樂趣：祖孫關係相較親子關係 

較不緊張，因此祖輩可以較為輕鬆地與孫輩相處，並從祖孫間的關係去重新 

體驗人際的親密、增添生活樂趣。 

(2) 祖父母教養孩子駕輕就熟：祖輩有過親生子女的教育經驗，因此在接手孫子 

女的撫養上可以駕輕就熟。 

(3) 祖父母正面的人生態度是活教材：祖父母年歲已大，進入人生的黃昏時刻， 

在體驗與看盡人生的許多事物後，其生命態度較年輕時為豁達、不爭、眼光 

放得較遠，因此在教育孩童上有其先天的心理優勢。 

(4) 孫子女的個性較易獨立自主：隔代教養家庭容易培養孫子女擁有「獨立自主」 

的個性，同時孫子女也擁有較少了限制與較多的自由。 

(5) 孫子女家務的分擔與體貼長輩：孫子女與祖父母相依為命，當祖父母受限於 

體力、外出工作缺乏教養的機會時，孫子女就必須分擔家務，並且當孫子女 

見到祖父母疲累時，需照顧祖父母，因此容易培養出對於老年人照顧與尊重。 

 
4. 小結 

    隔代教養家庭的形成，是由於祖父母的子女在婚姻、存歿等因素

而導致孫子女必須由祖父母進行撫養。隔代教養多被視為弱勢家庭，

面臨多重的壓力與危機，祖父母很難真正替代親職(連廷嘉，2007)。

祖父母隨著年邁以及身體衰弱、社會眼光等因素，教養孫子女時感到

吃力並且背負許多壓力。隔代教養家庭中的兒童，在社會互動發展、

學習表現、情緒表現、自我概念的發展上較不如非隔代教養的兒童；



百年幼教論壇研討會                                                                  

 214 

而隔代教養家庭的不同因素，如孫子女性別、祖父母教養方式，也會

對隔代兒在不同層面的發展有影響。整體而言，隔代教養兒童除了接

受祖父母的教養之外，仍需外界提供更多的支援與幫助，使其能走向

更好的發展。 

 
二、家庭價值觀 

1. 社會價值觀與家庭價值觀 

    臺灣社會是一華人社會，華人社會中很重要的社會結構基礎就是

有一套代代相傳的社會價值觀，此社會價值觀涵蓋傳統文化規範重視

的正向特質，如誠信、謙虛、慈善等。人們的行為固然不會以社會價

值觀作為具體目標，但是價值觀可視為人們選擇目標的重要依據，因

為符合社會價值觀的行為，不僅在社會上容易執行，往往還會受到獎

賞(伊慶春，2007)。 

    由於家庭是華人社會的重要組織，同時也代表一種制度，在整體

的社會價值觀中，家庭價值觀位居樞紐地位。對家庭制度而言，不論

是擇偶、夫妻分工、奉養上一代等，家庭運作的方式或許有異，但大

都不出社會規範可以接受的範圍。所以，家庭中視為是好的、美的、

有價值的、有道德的或值得追求的，其所依據的標準或概念即為家庭

價值觀，並由此產生一整套規範性的結果(伊慶春，2007)。總而言之，

家庭價值觀是與家庭事務相關的觀點、態度和信念，是衡量何謂家庭

的定義，以及評價理想家庭的標準，影響個人經營家庭生活的各種決

定；舉凡個人對家庭內的人際關係，如夫妻關係、親子關係，以及其

他有關家庭與婚姻的觀點、態度、信念，都屬於家庭價值觀的內涵(任

桂滿，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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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諸多家庭價值觀中，有些特別可以反應社會變遷的可能影響，

以往社會學的研究也指出，某些家庭價值觀是不容易改變的，例如：

與家庭義務或親屬關係相關的觀念；但有些家庭價值觀已經隨著社會

變遷而逐步鬆動變更，例如：對於離婚或單親的看法(伊慶春，2007)。 

 

2. 臺灣社會的家庭價值觀 

    胡正文(2010)針對年滿二十歲以上的已婚民眾，採用隨機抽樣，

進行電話調查，並輔以訪談三組家庭。他的研究結果發現，「未婚同

居」、「先上車後補票」的接受程度提升，將近一半的受訪者認為「同

居沒什麼好大驚小怪的」(49.3%)，而且年齡愈輕、學歷愈高者接受

程度愈高；認同「奉子成婚」者也有超過一半的人(50.3%)，反之，

「未婚也可以有自己的小孩」一題，反對者有 63.7，同意的人僅有

34%，受訪者認為「自己想當未婚媽媽就當，一點也不管孩子的感受」

此風不可長。可知，社會大眾對未婚同居雖然接受程度漸高，但仍然

視「結婚」是解決未婚生子的圓滿之道。 

    至於，「夫妻的財務應該各自獨立」(64.7%)、「夫妻都應該保

有個人的隱私」(76.8%)兩題，同意程度皆相當高，年齡愈輕、教育

程度愈高，同意的比例愈高。可見，現代人愈來愈重視財務自主和隱

私。此外，已婚者同意「婚姻讓我失去許多個人的自由」者佔 44.10%，

而認同「我曾想過不結婚會更好」的人有 36.6%，雖然沒有超過半數，

但是仍反映現代人對於自由和單身的渴望。其他有關「傳宗接代」的

傳統觀念並未隨時代式微，在「為了傳宗接代，至少要生一個兒子」

的一項有超過一半的人認同(53.10%)，而現代子女以經濟支援代替實

質同居者愈來愈多，「養兒防老」的觀念改變，有一半以上的人同意

「應讓父母到安養院」(胡正文，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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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正文(2010)的研究顯示社會變遷與家庭價值延續的關係，綜合

他的研究結果可以發現，臺灣社會對於「正式婚姻」的觀念逐漸鬆動，

接受「未婚同居」比例升高，而且夫妻傾向財務自主，職業婦女愈來

愈普遍的情況下，分身乏術的已婚女性比男性更渴望自由和恢復單

身，年輕女性將更有更多選擇的自由，婚姻不再是唯一的選擇。 

在種種家庭價值觀牽引下，愈來愈多元的家庭型態也產生了，婚

姻觀念的動搖，離婚率上升，影響了單親家庭、隔代教養家庭數量的

增加；臺灣女性渴望自由與單身，也使得愈來愈多臺灣男性選擇與東

南亞籍女性結婚；而在夫妻財務自主的觀念下，雙薪家庭已然是一普

遍的現象了。 

 

3. 教保服務人員的家庭價值觀 

    家庭價值觀隨社會變遷而不同，多元的家庭價值觀影響我們的下

一代，面對來自不同家庭型態的兒童，例如：新住民家庭、隔代教養

家庭、單親家庭等，教保服務人員的家庭價值觀又如何呢？ 

    任桂滿(2007)針對台中縣國小教師進行問卷調查，發現台中縣國

小教師的家庭價值觀傾向傳統，認同傳統的家庭價值，包含「家庭功

能」、「婚姻觀念」、「孝道觀念」及「男性為尊」，例如：家庭中

應該有爸爸、媽媽和小孩；「盡量維持住一個婚姻；沒有孩子的家庭

是不圓滿的；丈夫的責任就是賺錢，妻子的責任就是照顧家庭等。 

    她的研究結果顯示，年齡越大、已婚的國小教師，其家庭價值觀

越趨傳統；原生家庭為雙親家庭、父母婚姻關係越好的國小教師，有

更傳統的家庭價值觀；結論是，婚姻狀況、父母婚姻關係、性別以及

年齡，對於台中縣國小教師的家庭價值觀具有預測作用(任桂滿，

2007)。可知，教師的性別、年齡與婚姻狀況，及其原生家庭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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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婚姻關係，皆是影響其家庭價值觀的有力因素；至於，教師自身

的出生序、教育專業背景和家庭社經地位則沒有達到顯著影響。 

林孟君(2010)以問卷方式，調查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對於發展遲

緩兒童隔代教養家庭之親師溝通現況、困難與原因、因應策略。其結

果顯示：親師溝通之內容主要為「兒童學習情形」和「兒童行為表現

與處理方式」；親師互動的過程出現的困難主要在於親師教養觀點間

的差異較大，以及與外祖父母間的溝通。顯見教保服務人員對於隔代

教養家庭的幼兒，最為關注其發展狀態，以及家庭能否提供適當的協

助。  

廖杏華(2013)透過幼兒園園長、教保服務人員及弱勢家庭家長進

行訪談，其結果指出，教保服務人員面對班級幼兒的過程中，其展現

出的教育觀包含： 

(1) 對於有需求幼兒都能給予適時的關懷，不因其家庭背景是否為弱勢而有不同 

(2) 面對弱勢家庭幼兒時，會因應個別需求提供不同的支持 

(3) 尊重幼兒個別差異，具備專業人員的關懷態度 

(4) 重視與弱勢家庭家長的互動 

 

4. 小結 

    社會變遷的影響所及，從經濟生活到社會關係，由價值信念至行

為模式，直至家庭型態、家庭價值觀及婚戀行為發生變化，造成整個

社會價值系統的轉變，例如：市場經濟的開放，增加人口流動性，因

工作離鄉背景的人增多，家庭結構越趨鬆散，加上外來文化的衝擊，

家庭觀更加薄弱，婚姻愈來愈像商品可供汰換；價值觀不若從前單一

(肖平，1999)。 

面對現今的後現代社會，家庭價值觀的解放，加上多元文化和教

育改革的衝擊，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是否常常檢視、反省自己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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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觀，成為不同家庭背景幼兒順利發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本研究

擬針對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進行訪談，瞭解教保服務人員對於隔代教

養家庭所抱持的價值觀，以及他們如何看待身處隔代教養家庭的幼

兒。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的選取採立意取取樣。研究者於 2011 年 5 月至 10

月間，個別邀請臺北市 1 名、臺中市 1 名、臺南市 5 名、高雄市 1

名、花蓮縣 8 名、臺東縣 1 名現職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參與本研究，

共計 17 名。研究對象之分配情形如下表 2 所示： 

 

二、研究程序與工具 

為瞭解教保服務人員對於隔代教養家庭之價值觀，研究者依據文

獻回顧之結果，設計一「隔代教養家庭之價值觀訪談大綱」。其中包

含一隔代教養家庭情境故事，以及 13 題與隔代教養家庭相關之開放

式問題。 

有關訪談大綱設計之步驟與考量如下所示： 

1.分析隔代教養家庭型態之相關研究 

透過隔代教養家庭相關研究的分析，歸納出在此家庭型態中，受

到專家學者特別關注的重點，成為瞭解教保服務人員對於隔代教養家

庭價值觀之重要向度。其內容包含：家庭經濟能力、文化刺激、家長

語文能力、子女教養方式、親子關係、幼兒學習表現、自我概念及人

際關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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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將重要向度歸納為四個面向 

從上述重要向度當中，研究者另將其歸納為四個面向：家庭狀

況、親子關係與教養、幼兒特質與表現、建議之輔導方式與策略。透

過四個面向的歸納，再次檢視實務現場對於隔代教養家庭觀點的集中

情形，並且重新思考不同面向之下，過去相關研究未曾關注到的可能

向度，並進行補充，特別是關於隔代教養家庭有別於其他家庭型態的

優勢部分，如：祖孫關係的緊密。 

3.依據面向與向度，設計相對應的開放式問題 

    承上述兩個步驟，研究者進行訪談問題的設計。為避免研究者的

問題有引導作用，故採開放式問題的方式呈現(潘明宏、陳志瑋譯，

2001；棗厥庸，2012)。 

4.增加隔代教養家庭情境故事，聚焦研究對象之思考 

    有鑑於家庭型態的多元，隔代教養家庭的類型亦有與其他家庭類

型重疊或難以區分之處，所以研究者另外設計一隔代教養家庭之情境

故事，以期避免研究對象礙於隔代教養家庭定義的差異而無法聚焦於

隔代教養家庭價值觀的回應，並有助於教保服務人員對自身經驗的喚

醒。 

在訪談的過程中，研究者即以「隔代教養家庭之價值觀訪談大綱」

之內容逐題進行訪談，並針對研究對象回應過程中不清楚之處，再行

追問。為進行後續訪談資料之分析，整個訪談過程採全程錄音的方式

進行；每次施測平均需時 30 分鐘。 

 

三、資料分析 

本研究的分析方式採質性資料的類屬分析與情境分析方式進行

(陳向明，2002）；分析的素材即為各次訪談歷程之逐字稿。分析的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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驟如以下方式進行： 

1. 編碼階段 

研究者先將訪談資料轉譯為逐字稿，再進行編碼。為確保編碼過

程中的標準一致，研究者先選取兩份訪談稿，進行審視，並標記出容

易混淆的內容進行討論，以確認訪談內容均能有效的進行登錄。 

2. 分析階段 

透過訪談問題，收集教保服務人員對於隔代教養家庭及其成員的

各種觀點。接著，針對訪談資料中提及「教保服務人員對於隔代教養

家庭幼兒的描述與觀點」的部分進行概念的抽取，並進行概念間的分

類與聯結，同時檢驗與此主題相關的其他訪談內容 

3. 整合階段 

掌握各概念間的聯結關係後，研究者將進一步檢視訪談資料與各

概念間的聯結關係，並透過歸納，整合並重述研究資料的「主體意

義」。此一主體意義，即為教保服務人員眼中隔代教養家庭幼兒的圖

像。 

資料分析之分類、編碼與整理都採用 Nvivo 10 軟體為輔助。 

 
肆、結果與討論 

    研究者透過訪談內容分析，嘗試勾勒出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對於

隔代教養家庭幼兒的觀點，其結果顯示：依據教保服務人員的實務經

驗和想法，隔代教養家庭的幼兒可能展現出—甲類「發展能力稍弱，

學習成果逐步顯現」與乙類「發展能力不佳，學習成果遲滯」兩種面

貌。以下分別說明這兩種面貌之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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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甲類「發展能力稍弱，學習成果逐步顯現」的隔代教養家庭幼兒 

教保服務人員面對此類幼兒的經驗中感受到，幼兒在進入幼兒園

初期，其各領域的能力均較同齡幼兒為低，這樣的情形也引起教保服

務人員的擔憂和關注，進一步瞭解其家庭背景才發現，主要是因為家

庭經濟條件不佳，祖父母或其他家人都需要外出工作，僅能關注幼兒

的生活照顧和自理能力的培養，但對於各領域的學習則無法顧及。 

此類幼兒其他能力的展現情形包含： 

1. 認知能力：基本知識較為不足。 

2. 語言能力：因為祖父母多以台語和幼兒對談，所以幼兒在表達上也多使用台 

語，對於國語的使用和理解是困難的。 

3. 適應能力：會擔心陌生的情境，入園初期情緒起伏較大。 

4. 人際互動能力：會擔心講台語會被其他小孩笑，所以顯的有些退縮。 

5. 生活自理能力：能力都還不錯。 

 
教保服務人員認為，此類幼兒透過家長的參與和自己的教學，幼

兒的表現已經和剛入園時，有了很大的轉變，能力越來越好，跟初期

完全不同。教保服務人員認為造成此現象的原因之一，就是祖父母對

幼兒學習歷程的參與度高。此類幼兒的祖父母對於教養相當的重視，

尊重教保服務人員的專業，也會配合教保服務人員的建議，轉變其教

養的態度和內容，使家庭和幼兒園的要求趨於一致，使幼兒學習成長

的幅度是相當快的；另一方面，教保服務人員也發現，此類幼兒面對

祖父母的態度是相當尊敬的，也懂得與祖父母的相處方式，彼此間關

係相當的緊密，也成為幼兒學習上的一大助力，因為幼兒對祖父母有

很高的信賴感，認為祖父母都是為自己好，所以也願意接受祖父母的

意見和要求。 

教保服務人員對照幼兒從進入幼兒園前後的轉變後表示，幼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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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幼兒園初期出現的不適應或能力落後的情形，經過一段時間之

後，情形都有所改善，甚至，教保服務人員也發現了幼兒的優勢能力，

這些轉變包含： 

1. 認知能力：與其他幼兒無異。 

2. 語言能力：雖然還有一些口音上的問題，但對於溝通無礙。 

3. 適應能力：與其他幼兒無異。 

4. 人際互動能力：與其他幼兒無異，且對長輩的態度和社交技巧明顯優於幼 

兒。 

5. 生活自理能力：與其他幼兒無異。 

6. 優勢能力：有台語方面的優勢，所以在鄉土教學的過程中，會成為教保服務 

人員的幫手。其他幼兒也會投以羨慕的眼光；在自我概念上瞭解自己與他人 

在家庭背景上有所不同，想法上比較成熟。 

 
二、乙類「發展能力不佳，學習成果遲滯」的隔代教養家庭幼兒 

教保服務人員面對此類幼兒的經驗中感受到與第一類幼兒有相

同點，也有相異點。如同甲類幼兒一樣，乙類幼兒在進入幼兒園初期，

其各領域的能力均較同齡幼兒為低，甚至部分幼兒的能力更為低下。 

教保服務人員對乙類幼兒的擔憂和關注，同樣也發現其家庭背景

經濟條件不佳，祖父母或其他家人仍需外出工作，且工作內容是屬於

一般的勞力工作，所以不僅無力顧及幼兒各領域能力的學習，對於幼

兒的生活照顧也出現困難。 

在此狀況下，乙類幼兒的能力展現情形為： 

1. 認知能力：基本知識不足。 

2. 語言能力：因為祖父母多以台語和幼兒對談，所以幼兒在表達上也多使用台 

語，對於國語的使用和理解是困難的；部分幼兒更出現有發展遲緩和語言障 

礙的情形發生。 

3. 適應能力：對於陌生情境的情緒強度很高，需要花費較長的時間做調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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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起伏不定的情形經常出現。 

4. 人際互動能力：不知道跟如何和他人互動，或許跟自身未曾與其他同年齡同 

儕互動的經驗有關；態度上顯的退縮，也沒有合宜的互動技巧，經常以肢體 

動作表達喜歡和討厭的感受，讓其他幼兒不易親近。 

5. 生活自理能力：普遍低落，多數需要教保服務人員協助。 

 
教保服務人員認為，入園前後，乙類幼兒的表現並沒有太多的轉

變，問題行為的矯治經常成為教保服務人員的困擾，在教學上也顯的

無力。教保服務人員認為造成此現象的原因，應該是祖父母對幼兒的

學習參與度較低所導致。 

此類幼兒的祖父母有一些錯誤的教養觀點，例如：吃素也是營養

均衡的一種方式；小孩的犯錯是正常的，不需要太在意等等。對於教

保服務人員的意見多採取忽視和拒絕的態度，反映出祖父母認為自己

只需要「養小孩」，「教小孩」是教保服務人員或幼兒園的責任，所以

自己要怎麼「養小孩」，幼兒園不需要介入太多。 

在此現狀之下，幼兒的學習經常處於「兩種環境，兩種標準」的

情形。幼兒的學習無法連貫，使的教保服務人員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

培養其基本技能；即便是基本技能不錯的幼兒，在學習動機上也較為

薄弱，以致於幼兒學習成果較為遲滯。 

另一方面，教保服務人員發現，此類幼兒面對祖父母的態度是較

為依賴的，因為祖父母對於幼兒的行為表現要求較低，態度上比較寬

容，使的幼兒遭遇困難或有需求時，認為祖父母都能夠滿足他們，其

關係亦是緊密的；雖然乙類幼兒對待祖父母的態度從外人看來，或許

有些不夠尊重或較為無禮，但祖父母和幼兒之間彼此均可以接受和認

同這樣的互動型態，也更加深了幼兒對祖父母的依賴。 

教保服務人員對照幼兒從進入幼兒園前後的轉變後表示，幼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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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幼兒園初期出現的不適應或能力落後的情形，改善的幅度有限，

這樣的現象導致加深了教保服務人員對此類幼兒的擔憂。以下分別說

明： 

1. 認知能力：有部分的提升，但理解力仍有待加強。。 

2. 語言能力：口語表達的能力已經有所改善，但面對部分有發展遲緩或語言障 

礙的幼兒而言，仍是一大困境。 

3. 適應能力：與其他幼兒無異。 

4. 人際互動能力：與其他幼兒互動的技巧仍需要教保服務人員的介入和協助， 

不過，對於長輩互動態度和技巧上明顯較無困難。 

5. 生活自理能力：在幼兒園的一般自理能力與其他幼兒無異。不過有關於衣物 

的換洗和身體清潔部分，仍需要提醒祖父母在家中特別協助。 

6. 值得持續關注之處：部分幼兒出現不當行為，例如：威脅他人、肢體暴力、 

偷竊、叛逆的態度、情緒管理的能力較差等。出現上述行為的幼兒，教保服 

務人員所在意的，並非是自己無法協助幼兒改善，而是在意一旦幼兒離開幼 

兒園後，祖父母無力管教，小學教師萬一又不夠理解幼兒，那可能會使的情 

形越來越糟。 

 
三、教保服務人員眼中的隔代教養家庭幼兒 

綜合上述結果，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心中，對於隔代教養家庭幼

兒的圖像其相同、相異點可歸結為三項： 

1. 隔代教養家庭的幼兒進入幼兒園的初期都有能力的落後和環境

適應上的困難。 

整體而言，幼兒在進入幼兒園的初期，經常會出現關於語言、認

知、情緒或生活自理能力方面的落後和困難。教保服務人員認為，導

致這樣的原因可能是因為祖父母僅關注幼兒的生理需求，無暇顧及幼

兒學習的發展，因而影響其各領域能力的開展；再加上祖父母照顧幼

兒的過程中，多以台語進行溝通，以及未提供幼兒有和其他同儕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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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驗，以致於幼兒需要更多時間適應幼兒園的生活。 

 

2. 隔代教養家庭幼兒對其祖父母有強烈的依附關係，且對於長者多

能展現出敬老的態度，以及與豐富社交技巧。 

    整體而言，不論甲類或乙類隔代教養家庭的幼兒，教保服務人員

認為，他們對於祖父母的尊敬和撒嬌是同時存在的，所以雖然出現祖

父母寵溺或過度的責罵情形，但幼兒仍能體會祖父母對自己的付出，

也能認知到祖父母對於自己身心需求的重要性。部分能力較好的幼兒

也會嘗試著減輕祖父母的負擔。 

「以班上這個孩子來講，對祖父母與對父母都很 OK，孩子自己也知道阿嬤沒有

辦法幫助他完成作業，會自己告訴老師。」（訪 C-8-1） 
 

3. 隔代教養家庭幼兒的發展與表現情形，與其祖父母的教養態度有

密切的關係。 

透過分析的結果呈現，雖有教保服務人員表明：「不論祖父母對

幼兒的照顧與教育再怎麼好，都無法取代父母親的角色與功能」，但

教保服務人員也肯定，「倘若祖父母的教養態度正確，對幼兒的表現

影響是正面的」。 

「如果爺爺奶奶的教養態度比較包容溺愛的話，其實通常孩子都是在學校好像都

ok，可是回家可能真的就會比較出現狀況…」（訪 I-9-6） 
 
甲類和乙類幼兒在進入幼兒園初期，其學習的起點或許沒有太大

的差異，但是甲類幼兒擁有良好教養態度和教養能力的祖父母時，則

可以與教保服務人員為幼兒的學習訂下共同的目標並落實這些目

標；反觀乙類幼兒的祖父母，對於教養孫子女的能力的不足或忽視，

直接影響了幼兒後續的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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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眼中的隔代教養家庭的幼兒，其面貌有二，

分別為： 

1. 甲類「發展能力稍弱，學習成果逐步顯現」的隔代教養家庭幼兒

圖像： 

幼兒的家庭經濟條件不佳，祖父母或其他家人為了維持家庭都需

要外出工作，僅能關注幼兒的生活照顧和自理能力的培養，但對於各

領域的學習則無法顧及。 

幼兒的祖父母重視幼兒的教養，也配合教保服務人員的建議，使

家庭和幼兒園的要求趨於一致，使幼兒學習成長的幅度相當快。幼兒

在進入幼兒園初期出現的不適應或能力落後的情形，經過一段時間之

後，情形都有所改善，而教保服務人員也在過程中引發其優勢能力。 

另一方面，幼兒面對祖父母的態度是相當尊敬的，也懂得與祖父

母的相處方式，彼此間關係相當的緊密，也願意接受祖父母的意見和

要求。 

 

2. 乙類「發展能力不佳，學習成果遲滯」的隔代教養家庭幼兒圖像： 

幼兒家庭背景經濟條件不佳的情形與甲類相同，祖父母不僅無力

顧及幼兒各領域能力的學習，對於幼兒的生活照顧也出現困難。 

此類幼兒的祖父母有一些錯誤的教養觀點，對於教保服務人員的

意見多採取忽視和拒絕的態度，反映出祖父母認為自己只需要「養小

孩」，「教小孩」是教保服務人員或幼兒園的責任。祖父母對幼兒的學

習參與度低的情形下，使幼兒的學習經常處於「兩種環境，兩種標準」

的情形。幼兒的學習無法連貫，使的教保服務人員需要花費更多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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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培養其基本技能；即便是基本技能不錯的幼兒，在學習動機上也較

為薄弱，以致於幼兒學習成果較為遲滯。  

另一方面，教保服務人員發現，如同甲類幼兒一樣，乙類幼兒與

祖父母的關係亦是緊密的。因為祖父母對於幼兒的行為表現要求較

低，態度上比較寬容，使的幼兒遭遇困難或有需求時，認為祖父母都

能夠滿足他們。 

 

3. 結語：應以系統的觀點思考家庭中的幼兒 

面對社會變遷及愈來愈多元的家庭型態，臺灣傳統主流的價值觀

將受挑戰，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須檢視反省自己對不同家庭型態的幼

兒持有何種價值信念，避免以過分簡化的特徵將幼兒進行分類，打破

刻板印象。 

    在臺灣社會中，家庭型態經常作為社會類別的一種。過去，男主

外、女主內的分工家庭曾是臺灣工業化社會的主流(吳逸驊，2004)；

如今雙薪、新住民、隔代教養和單親家庭等四種家庭型態已愈來愈常

見。這四種家庭型態中，家庭成員和家庭結構的改變，是否造成「家

庭功能」的弱化才是教育領域需要進一步關注的問題。 

    根據 Epstein 和 Skinner 等學者的定義，家庭功能是指：為了

家庭成員的生理、心理、社會等方面的健康發展，提供相應的環境條

件；家庭為實現此基本功能，家庭系統必須完成一系列的任務，滿足

個體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物質需要，促進家庭及其成員的發展，

並處理各種家庭突發事件等。但是這種說法，僅說明了家庭得物質需

求，對於家庭功能的說明並不完整。 

    McFarlane 和 Bellissimo 研究則進一步說明家庭功能的形成。

他們以 801 名就讀 10 年級的兒童進行研究，結果發現家庭結構(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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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態)並不能有效預測家庭功能。但父母教養方式是影響家庭功能和

兒童心理健康的主要因素。根據 Belsky(1981)的家庭系統模式，家

庭中的個體及其所扮演的社會角色間，彼此相互影響；家庭系統中的

婚姻關係、父母教養方式和孩子的行為與發展之間存在動態的關聯。

以系統論的角度看待家庭，家庭功能的發揮，比家庭結構完整更加重

要。 

    家庭系統不僅是成員靜態組合而成的結構，而是彼此相互作用的

有機關係，隨時在互動過程中改變，並尋求平衡點，以實現發揮家庭

的功能。若以家庭系統和家庭功能的觀點，去看待家庭與幼兒，可避

免用過分簡單劃一的方式將家庭型態分類，打破對不同家庭型態幼兒

的刻板印象。 

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看待幼兒發展與行為問題的時候，須避免以

僵化的類別區分幼兒，不能單純歸咎於幼兒的家庭型態；應以平等的

態度，瞭解每個獨立個體的差異和需要，提供適情適性的教育，強化

親職教育，輔助其家庭功能的發揮。如同 Rogoff 的建議，我們需要

超越固定單一團體成員的思維，從對於類別的強調，轉移到個體的所

有特質，基於人在歷史脈絡與文化歷程中的各種參與，去理解個體的

發展，思考教育的可能性(李昭明、陳欣希譯，2008)。而本研究也發

現，要降低刻板印象，應持續提升教保服務人員的專業知能，以及增

加多元家庭幼兒的接觸機會。 

 
二、 建議 

    根據本研究的結論，研究者分別對於幼兒園實務，以及後續研究

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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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對幼兒教育實務現場的建議 

(1)持續落實「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暫行大綱」理念 

教育部已於 2012 年 1 月公布「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暫行大綱」，

其中的總綱內容提及幼兒園應進行家庭教育或親職教育的工作。透過

本研究結果顯示，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對於隔代教養家庭的幼兒儼然

已經形塑出一個圖像。這個圖像是否會成為下一個刻板印象，值得幼

教現場工作者省思。在此同時，相關單位或民間團體，應掌握「幼兒

園教保活動課程暫行大綱」的理念，編製配套措施，以協助現職幼兒

園教保服務人員以尊重包容的心態，面對多元的家庭及其幼兒。 

 

(2)豐富幼兒園的多元性，減少刻板印象的生成 

從訪談資料當中可以發現，研究對象面對隔代教養家庭幼兒的機

會因人而異，其原因可能因為其幼兒園所在的地區，或是其收費的標

準所影響。為打破教保服務人員對於隔代教養家庭幼兒的刻板印象，

幼兒園應思考其收托對象的多元性，或者增加全園性的親子活動，提

供教保服務人員與不同族群、國籍、家庭背景幼兒（與家長）接觸的

機會，透過更多的溝通和相互理解，逐步解構教保服務人員心中既定

的價值觀。 

 

(3)透過幼兒園協助提升家長重建家庭概念，強化家庭功能 

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對於隔代教養家庭幼兒所提出的種種觀

點，可能同時也反映出：教保服務人員在面對隔代教養家庭幼兒或家

長時的困境或無力感。 

部分幼兒的發展或表現產生遲滯或偏差，其可能的原因是原本家

庭的功能弱化或喪失所導致。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面對這些幼兒的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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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多數認為祖父母的觀念和作法應該要做改變，才可能協助幼兒的

學習。不過，更為積極的思考應該是確保教保服務人員能規劃適情適

性的課程與活動，以及落實幼兒園教保活動暫行大綱的理念——瞭解

其家庭成員的組成和運作，並提供家長經營健全家庭之策略與方式，

如：在親職教育講座當中教導家長如何管教幼兒、如何提供幼兒學習

經驗、如何平衡工作與家庭的關係、如何尋求有關單位的協助等的內

容，以強化其家庭功能。 

 

2.對後續研究的建議 

(1)持續探究教保服務人員對於其他家庭型態幼兒的價值觀，以發掘

教保服務人員對於特定家庭型態的偏見或刻板印象 

本研究針對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對於隔代教養家庭所抱持的普

遍性觀點進行探究。這樣的觀點代表著多數教保服務人員對某一家庭

型態幼兒及其成員普遍性的看法。然家庭做為影響幼兒發展最直接的

微系統(micro-system)，其影響幼兒的因素眾多，其影響機制也甚為

多元。本研究雖然歸結出兩類幼兒的圖像作為教保服務人員價值觀的

具體呈現，但仍無法確認教保服務人員在實務現場中如何面對此家庭

型態幼兒的教學方式和態度。建議後續研究者進一步能針對教保服務

人員面對不同家庭型態幼兒之教學實踐情形進行探究，以理解教保服

務人員之價值觀對其教學實踐的影響。 

 

(2)針對各類家庭型態進行研究，了解其需求以提供幼兒園教保服務

人員在教學上的參考 

社會變遷快速，家庭型態改變迅速，現在家庭型態已甚為多元。

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需求，很難以家庭型態做為類別區分為一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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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此，各個園所提供的親職教育恐難滿足現實的需要。有關單位與

後續研究者宜進一步研究，以了解社會變遷後的家庭，檢視為滿足家

庭功能的各項需求。同時，也進一步針對親職教育之效能進行評估研

究，並提出有效之親職教育規劃方向和內容，提供幼兒園教保服務人

員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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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態系統理論探究新移民家庭的母職教育需求之研究 
 

呂依潔 

 

 
本研究目的主要了解新移民家庭之具外國國籍的母親對親職教育的需求。針

對新北市一公立幼兒園所中的新移民家庭之母親為研究對象，以研究者自編的問

卷「新移民家庭的母職教育需求」進行研究。 

研究結果發現如下： 

1.在微系統母職需求中，新移民母親與子女間的教育需求得分較高，最需要

了解如何增進子女的社會適應能力。 

2.居間系統新移民母職教育需求中，較重視父職教育需求，相對的，對於師

生間教育需求較低。 

3.外系統中，新移民母親認為子女教育需求在政策和輔導方面多有需求。 

4.大系統的新移民母職教育需求中需政府機關提供相關資源整合資源和經

費補助。 

根據上述結論提出建議，以作為辦理親職教育講座或活動之依據及未來研究

論文之參考。 

1.對學校單位的建議:預先擬定輔導措施與課程設計、提供最直接的教育費用

經費補助。 

2.對政府相關單位的建議:整合教、輔、職跨領域的合作、利用媒體的力量正

向報導，規劃國際文化節提供交流機會。 

 
關鍵字：母職教育、生態系統理論、親職教育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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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研究者發現針對現今正是新台灣之子進入學前教育的階段，社會

及政府更應該著手相關的研究，提供新移民家庭各方面的協助，以其

更深入新移民家庭，了解其親職需求。本章共分成三節，第一節說明

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陳述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第三節解釋本研

究的重要名詞。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研究背景 

根據內政部(2012)統計通報顯示，101 年 6 月底在我國之外籍人

士統計我國外籍人士(不含大陸人士)共計 63萬人。另外，內政部(2011)

公布 100 年 1 月至 10 月移民照顧輔導成果，我國外籍及大陸港澳配

偶累計人數已達 45 萬 6 千人。自 87 年累計至 100 年底，每百名新

生嬰兒亦有 9.71 名生母為外籍、大陸港澳地區人士，足見新移民對

我國社會結構影響甚鉅。 

 

(二)研究動機 

研究者認為親職教育根基於溝通與協助，身為教師若能提供家長

親職教育上的協助，亦會在教學過程中受到助益，親職教育可以說是

相輔相成的，最重要的是良好的親職教育對於新台灣之子是刻不容緩

的事。 

 
二、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一)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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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述的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之主要目的是探討新移民家

庭中，具外國國籍的母親對於親職教育需求，以其未來在辦理親職教

育活動時，能更符合新移民家庭的需求。因此，主要研究目的如下: 

1.暸解新移民家庭的母親對親職教育的現況需求。 

2.根據研究發現提出具體建議，供政府單位參考或是檢視作法。 

 

(二)待答問題 

基於上述研究目的，提出下列的待答問題: 

1.新移民家庭的母親對於親職教育有哪些需求? 

2.政府機關能針對新移民家庭的母親的需求提供哪些協助? 

 
三、名詞釋義 

研究者針對本研究中相關的名詞解釋如「新移民家庭」、「新移

民家庭母親」、「親職教育需求」等加以整理說明，以下敘述之: 

(一)新移民家庭 

本研究所稱的新移民家庭，乃透過婚姻仲介或其他婚姻媒介而來

到台灣的非本台灣國籍的女性，與台灣男子經法律程序正式經戶政機

關單位結婚登記所組成的一個跨國婚姻家庭之意。 

 

(二)新移民家庭母親 

    經婦女新知基金會 2003 年舉辦「不要叫我外籍新娘」記者會票

選更名，決定以「新移民」為稱謂。本研究對象之「新移民家庭母親」

指因跨國婚姻來台且育有 3-5 歲學齡前子女的東南亞或中國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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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親職教育需求 

研究者認為親職教育需求是針對新移民家庭之母親知覺到有需

要獲得的知能，與子女生活適應和發展的教養知能、家庭經營等等。

為求研究更周延，研究者參考 Bronfenbrenner 提出的生態系統理論

(Ecological System Theory)，此理論將影響個體的社會環境分析成

一個層構組織，包含環繞個體成長的四個層面，如圖一所示。 

 

 

 

 

 

 

 

 

 

 

 

 
圖 1：生態系統理論架構圖(Garbarino,J& Abramowitz,R.H.，1992) 

 

 

微系統 

母親與子女 

個體 

大系統 

相關資源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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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父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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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源整合父親與教師 

居間系統 

微系統 

母親與教師 

外系統

外系統

子女學校教育需求

子女學校教育需求

微系統 微系統 

母親與家庭 母親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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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本研究主題為「新移民家庭的母親親職教育需求之探討」，本章

將從：一、新移民家庭之現況與相關問題；二、親職教育需求之相關

研究等方面作文獻的探討。 

 
一、新移民家庭之現況和相關問題 

(一)新移民家庭之現況 

目前國內有關新移民家庭之研究者以女性居多，切入的角度從新

移民家庭之非本國籍母親的個人、家庭與社會文化層面較多。目前有

關跨國婚姻的研究多數以質性的方法探討新移民家庭之非本國籍母

親的生活適應與衍生的社會現象，夏曉鵑(2002)、陳庭芸(2001)、顏

錦珠(2002)等人的研究以訪談的方式進行研究，結果指出如果夫家家

人對她們提供支持時，會對生活適應有極大的助益。除深度訪談外，

尚有利用量化探討分析新移民家庭母親的家庭婚姻生活幸福感、婚姻

滿意度及跨文化適應與對現行管理制度之態度，呂美紅(2001)、陳李

愛月(2002)等人研究認為：外籍新娘的年齡、原生國國籍、教育程度、

語言能力、夫妻年齡差距、在台居住年限、子女數等均會影響新移民

家庭母親生活適應，所以家庭與婚姻的滿意度，實為外籍配偶生活適

應程度的關鍵因素。 

 

(二)新移民家庭之相關問題 

新移民家庭的問題主要因經濟生活不利、教育與文化條件不利、

子女發展遲緩與認同困難、社會異樣眼光，新移民家庭的母親初來本

國多為生活體驗最欠缺的一群媽媽，在她們不熟悉台灣的語言、社會

風俗的情況下，可能對子女的教導養育力不從心，而產生種種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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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文化人類學家及比較兒童發展學家研究發現，在不同的社會與文

化環境裡，對養育兒童的方式與態度有明顯的不同，會影響著兒童性

格的發展(曾文星，2004)。 

 
二、親職教育需求之相關研究 

(一)親職教育內涵 

社會工作辭典(2000)中對於親職教育(parent education)的定義

是「為家長提供有關兒童青少年發展及教養子女知識，以便使父母扮

演適當職分的教育過程。其目的在於促成健全家庭生活。研究者認為

親職教育是提供有關子女適應與發展有關的知識及有關如何教養子

女的方法與原則、及正確的教育態度，協助已為人父母或將為人父母

者，增強父母教養子女的技巧與能力，以便扮演適當職份。 

 

(二)親職教育需求的內涵 

張春興主編的張氏心理辭典(1992)界定需求的意義包含下述三

種：(1)需求乃指促使個體行為的內在動力。(2)需求是個體內在的一

種匱乏狀態。(3)從動機或驅力觀點來看，需求內涵將莫衷一是。綜

合而言，需求的意義不外有四種：(1)基本人性需求：此觀點認為需

求是一種引發個體動機的不足且無法觀察的身心狀態，此種需求與驅

力的概念類似。(2)感覺與表達性需求：代表個人想學某種東西的渴

望，由自己知覺到的，稱為感覺的需求；由感覺需求而表現出來者，

稱為表達性需求。(3)規範性的需求：必須達到的規定標準與個人實

際存在的條件、能力間有差距，稱之為規範性的需求。(4)比較性需

求：此種需求是比較兩種團體或兩個人的某些特質，並發現二者之間

的差異，一般認為他人或其他團體具有，而個人或自團體則不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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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為比較性需求(王秋絨，1990)。而本研究則採取「基本人性需求」

和「感覺與表達性需求」之觀點，針對新移民家庭的母親進行親職教

育需求之探討，以瞭解其對親職教育的需求情形。 

 

表 1 國內新移民家庭親職教育需求的相關研究 

研究者(年代) 研究對象 親職教育需求的內容 

魏毓瑩(2003) 5 位在台女性大陸配偶且育

有八歲以下之兒童 

1.補強幼兒營養、2.親子教養、3.台灣

教育體制及托育型態的特色、4.增進對

公共資源的認識與利用 

甘玉霜(2005) 屏東地區的外籍母親 1.子女教養的知能與技巧、2.子女學校

教育的相關資訊與技巧、3.經營家庭生

活的知能與技巧 

陳素甄(2008) 中部四縣市之外籍配偶 1.子女生活教養知能、2.教養子女方

法、3.經營家庭關係 

楊淑朱、謝美慧

(2005) 

雲林縣外籍配偶家庭 1.子女教育需求、2.子女教養需求、3.

職業訓練需求、4.生活適應需求、5.

社區資源需求 

鄧中階(2005) 桃園地區女性外籍配偶 1.基本語言需求、2.親職教育需求、3.

社會適應需求、4.工作知能需求 

張庭娟(2008) 新移民家庭中之父親 1.育兒知識、2.教養資訊 

林振隆(2005) 新竹縣、新竹市及苗栗縣三

縣市之具華語學習外籍配

偶 

1.教養子女的知能、2.子女的相關福利

資源、3.自我認識與成長、4.家庭生活

的經營、5.台灣教育體制與語言 

林伶燕(2009) 兩位台籍父親 1.父職內涵的展現、2.父職參與現況與

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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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臻(2007) 彰化縣之外籍配偶家庭 1.子女教養需求、2.職業訓練需求、3.

生活適應需求、4.社區資源需求  

薛百靈(2007) 東南亞外籍配偶和教師 1.教育需求、2.教育需求措施 

王惠琴(2009) 台北縣市之新移民婦女 1.親子關係知能與技巧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探討新移民母親的母職教育需求的情形。研究者經過文

獻探討後，充分了解新移民家庭的現況與問題後，採用問卷調查法進行

研究。以下研究對象、研究內容、研究方法、研究架構，分別陳述如

下：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係以就讀新北市某公立幼兒園混齡班中小班

生的新移民母親為主。 

 
二、研究內容 

本研究內容而言，本研究主要探討新移民家庭的母職教育需求，

以新移民子女母親的觀點和看法，探究微系統中的「母親與子女、教

師、家庭間的教育需求」；居間系統中的「師生、父職、男性家長與

教師間的教育需求」；外系統中的「子女學校教育需求」；大系統中

的「相關資源整合需求」等各面向的親職教育需求。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問卷方式，以自編「新移民家庭的母職教育需求」問卷

為瞭解新移民母親的母職教育需求，問卷內容包含兩大部分，分別為

基本資料和親職教育需求，基本資料:包含新移民母親的原國籍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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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結婚時間、教育程度，第二部份是母職教育需求，分為四部份:1.

母親與子女、教師、家庭間的教育需求共十三題。2. 師生、父職、

男性家長與教師間的教育需求共八題。3.子女學校教育需求共五題。

4. 相關資源整合需求共七題。因考量新移民不識中文字或無法了解

題意完全以書面填答，本問卷以訪談方式進行，依受訪者回答勾選方

式填答，訪談時研究者可根據受訪者的回答追問原因，更深入了解其

需求之原因。 

 
四、研究架構 

 

 

 

 

 

 

 

 

 

 

 

 

訂定主題，發現問題 

蒐集資料，參考文獻 

資料分析、擬定題目 

背景變項 

國籍別 

年齡 

婚齡 

教育程度 

微系統: 母親與子女、教師、家庭間的教育程度 

居間系統: 師生、父職、男性家長與教師間的教育需求 

外系統:子女學校教育需求 

大系統: 相關資源整合需求 

歸納報告、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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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發現與結果 

 本章根據研究目的為瞭解新移民母親的母職教育需求，藉由微系

統、居間系統、外系統、大系統四部份提出發現分析。 

 
一、微系統 

在本研究同意或是不同意母親與子女、教師、家庭間的教育需求

中得到同意選項最高的是，我需要了解如增進子女的社會適應能力。

(如：社交技巧、人際互動等等)；其次是我需要了解如何增進與其他

家庭成員(配偶、長輩)溝通教養觀念和教育態度。 

 
二、居間系統 

在本研究的居間系統：師生、父職、男性家長與教師間的教育需

求中得到同意選項最高的是，新移民母親需要了解如何讓男方家族提

高投入子女教育的資源、促進先生與子女的親子互動技巧和先生多安

排時間與子女進行課業上指導。 

 
三、外系統 

新移民母親對於子女學校教育需求選項中，認為需要學校提供專

設新移民子女提早入學的教育措施、專設新移民子女的幼小銜接課程

和專業人員定期訪視與輔導新移民子女的學習狀況得分較高。 

 
四、大系統 

新移民母親對於相關資源整合需求選項中，認為提供新移民子女

早期療育資源、教育經費補助和提供多元文化課程供教師研習是較重

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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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和建議 

以下針對結果與討論發現，依各項分析結果及綜合討論的資料分

析後，歸納出以下的結論。 

 
一、結論 

(一)微系統：母親與子女、教師、家庭間的教育需求 

母親與子女間的教育需求得分較高，新移民母重視與子女間的微

系統關係，對於子女的社會適應能力、社交技巧和人際互動認為是十

分重要的，而對於處理子女的常見疾病或是預防方式和提供子女適當

的休閒活動較認為不需要。在母親和教師間的教育需求中，與老師溝

通子女教育問題的技巧、更多與老師溝通子女教育問題的時間多元的

方式與老師有效溝通多有中等程度的需求。另外，母親與家庭間的教

育需求，新移民母親十分重視了解如何增進與其他家庭成員(配偶、

長輩)溝通教養觀念和教育態度，但是對於本身的接受中文教育以提

升教育子女的能力和了解如何提高進入職場的方式並沒有顯著需求。 

 

(二)居間系統：師生、父職、男性家長與教師間的教育需求  

新移民母親對於居間系統中的師生間教育需求較低，而對於男性

家長與教師之間的教育需求亦認為沒有需求，相對來說，新移民母親

較重視父職教育需求，認為父親與子女的親子互動技巧和課業上指導

是有需求的。 

 

(三)外系統：子女學校教育需求 

新移民母親認為對於大系統中的子女學校教育需求中多數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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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需求，又以需要學校提供專設新移民子女提早入學的教育措施、幼

小銜接課程和提供專業人員定期訪視與輔導新移民子女的學習狀況

需求最高。 

 

(四)大系統：相關資源整合需求 

新移民母親對於相關資源整合需求均有需求，且又以政府機關提

供新移民子女早期療育資源、教育費用經費補助和提供教師多元文化

課程為最高。 

 
二、研究建議 

以下就研究之結論，提出建議，以供學校單位和政府相關機關及

未來進行相關研究之參考建議。 

 

(一)對學校單位的建議 

1.預先擬定輔導措施與課程設計 

幼教師是接觸新移民子女的第一位教師，家長定會有所期待，不

僅僅是生活教育或是人際互動等等的問題，幼教老師已成為新移民母

親的諮詢對象，幼教師若能事先具備多元文化的素養，相對應的輔導

策略、課程設計或幼小銜接等等，應早一步完成，為進入國小作最良

善完備的銜接。 

 

2.提供最直接的幫助和協助 

身為幼教老師，更了解許多政府新移民家庭的相關措施和協助，

像是申請輔導計畫、學費和餐點費的補助等等，告訴新移民家長提出

申請和爭取，目前中央機關和各縣市亦有對新移民家庭提出的經濟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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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幼教師主動告知並協助請均能減輕新移民家庭的經濟負擔。 

 

(二)對政府相關單位的建議 

1.整合教、輔、職跨領域的合作 

新移民家庭中常見社工和社會領域的專業人員付出貢獻，若是能

結合特殊教育、幼兒教育與諮商輔導、家庭教育、職業媒合等領域的

研究者之專長，提出跨領域整合型計畫，對新移民家庭而言定一大福

音。 

 

2.利用媒體的力量正向報導 

媒體有極大的影響力，針對新移民家庭多報導正向專題報導，扭

轉部份民眾的負面觀點，也能讓新移民家庭對文化有認同感、成就感

並加以肯定，感受到學校教育的力量和大眾社會的善意。 

 

3.規劃國際文化節提供交流 

政府能規劃國定假日，全國放假一天舉辦相關節慶活動，將各國

文化介紹給國人，以嘉年華形式推展觀光，擴展國際觀也能達到交流

而認同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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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品質論述中的幼兒圖像 

 
徐聯恩、洪郁婷 

 
在幼兒成長的歲月裡，是經過各種不同轉化及延續的；教師為了幫助並支持

幼兒的學習與發展，需要對幼兒有一定的詮釋及論述，像是Reggio Emilia 透過

教師的專業成長，不斷詢問自己：「我們對孩子們的想像是什麼？（What is our 

image of the child？）」並從中了解幼兒的學習、教師的教學、進而調整課程。

「幼兒圖像」可謂為一切幼兒行為的基礎，並成為成人引導、協助的依據。 

近年來英美國家致力於提升幼兒園品質，包括推廣就學準備觀念、建立法定

的幼兒學習標準、推行幼兒園品質分級與認證等，但這些政策及作為尚缺乏有關

幼兒圖像的論述與討論。因此，本文以美國提升幼兒園品質的政策與措施為例，

探討現代幼兒園品質論述中的幼兒圖像。 

經由美國提升幼兒園品質政策與措施的回顧，我們發現，現代幼兒園品質論

述中的幼兒圖像，有以下四點特質： 

（一）幼兒渴望學習；像是美國賓州學習標準中提到「幼兒天生有令人難以置信

的學習意願」。 

（二）幼兒學習的面貌是多元的；像是美國幼兒學習標準中提到的十個領域(社

會及情緒發展、身體發展及健康等)、興趣與方式的多元。 

（三）幼兒學習需要成人協助；像是NAEYC(美國幼教協會)幼兒園品質認證中

提到的園所及教師、家庭及家長與幼兒與教師雙本位。 

（四）幼兒學習在多元差異中有共同基礎；像是美國幼兒學習標準中提到就學準

備與運用環境品質工具ECERS-R 的概念。 

 
關鍵字：幼兒園品質、幼兒圖像、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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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幼兒圖像 

「幼兒圖像」是指對幼兒的想像與詮釋，是特定時空下的社會

建構(socially constructed)；這種想像或社會建構，會進一步形塑或

規範教師角色、幼教課程與教學、幼兒園經營，以致於一國的幼教政

策(Moss, 2010)。Sorin(2005)認為，幼兒教師應該經常反思其所秉

持的幼兒圖像，並確實了解他/她對幼兒的這個想像與建構，如何影

響其幼教課程的設計與實務教學。 

自從 Froebel 在 1837 年推動幼兒園運動，並強調「幼兒園如同

花園，幼兒如同花草，教師猶如園丁」的幼兒園、幼兒與幼教老師的

圖像以來，幼兒是純真的圖像(the innocent child)便成為幼兒教育中

最重要的想像與建構(Branscombe, Castle, Dorsey, Surbeck & 

Taylor, 2000; Woodrow, 1999)。 

事實上，中世紀晚期對幼兒的想像與詮釋便是「純真的」，幼兒

須由成人提供一切的需要(Branscombe et al., 2000; Hutchison & 

Charlesworth, 2000; Wood, 2003)。Froebel 的教育論述：「幼兒是

花園中的種子、集一切自然的美好，並需要成人良善的照顧。」可說

是承襲中世紀時期對幼兒的想像(Aries, 1962)。這個曾為主流幼兒圖

像，同時也表達出幼兒是能力不足、需要受保護、需要資源與支持的

被動形象(Woodrow, 1999)。在這種幼兒圖像下，教師應該對幼兒提

供庇護，並對其活動進行審查與管制，譬如：審查書籍、影片、遊戲

和活動，以防範暴力、女巫、怪獸、死亡或性訊息進入幼兒的世界；

因為這些訊息會帶給孩子們恐懼及焦慮(Sorin, 2001)。然而，當「保

護」演變成「控制」時，幼兒並沒有權利或機會表達或去做他們想做

的事情。另一方面，Steinberg 與 Kincheloe(2004)則進一步指出：

「孩童已經不住在童年的祕密花園裡了，他們會開啟那扇走向轉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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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門。」 

的確，隨著時代的演變，人們逐漸也產生不同的幼兒圖像。譬

如，皮亞傑、艾瑞克森和佛洛伊德等人強調幼兒發展的「關鍵期」(促

進發展的時期)、教師應該在此時「推他一把」，這可說是視幼兒為訓

練中成人(adult-in-training)的圖像(Sorin, 2005)；而 Reggio Emilia

在幼兒教育上舉世聞名的方案教學，則係奠基於幼兒是富好奇心、有

渴望求知的生命力、擁有權利、自我認同、文化與價值的共創人，其

對幼兒的想像或圖像是：幼兒是豐富的（rich）(Moss, 2010)。 

Sorin(2005)曾嘗試整理出十種幼兒圖像，並說明其相對應的教

師角色與幼教教學實務。除了上述幼兒是純真的圖像之外，還包括：

幼兒是高貴的、邪惡的、滾雪球的、失控的、小大人的、訓練中的成

人、商品、受害者，以及主動建構/豐富的。他指出，幼兒從起初依

賴成人的形象，正逐漸轉變為能在成人面前負起責任、有能力與成人

分享權力的行動者。 

以下我們扼要說明 Sorin(2005)所述的九種幼兒圖像，及其相對

應的教師角色與幼教教學實務： 

一、高貴的(the noble/ saviour child) 

高貴的幼兒圖像表達幼兒擔起了成人的責任，並幫助他人遠離

恐懼。這個幼兒圖像源自聖經故事。譬如，在《聖誕卡爾》中，一位

名叫卡爾的孩童在聖誕節這天，藉由自己的痛苦和殘疾讓更多的人能

夠接近上帝；另一位叫波特的孩童，則為了眾人去冒險而不顧自己的

損失及痛苦(Sorin & Galloway, 2005)。此一圖像的幼兒，其特質是

英雄、天使，能為了他人的需要而犧牲自己。在幼兒園或現實生活中，

這樣的幼兒圖像也顯現在其能扮演家長與教師間溝通問題的協調

劑，或是年紀較長的孩子們照顧較小的兄弟姐妹，煮飯、整理書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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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幼兒圖像的孩子捨棄自己的需求而選擇去幫助他人，但這

些幼兒行為通常是來自成人或教師的期待。也許，人們應該與幼兒討

論，避免過多期許加諸於幼兒身上。 

 

二、邪惡的(the evil child) 

在西元前及基督教初期，幼兒的誕生被視為是父母親密的證

據，因此，有了「邪惡的」幼兒圖像。幼兒被想像為需要嚴厲管教，

甚或毒打，才能擺脫惡魔的性格，成為成熟、負責的大人。當時這樣

的幼兒圖像，也與當時的希臘、羅馬、非洲及中國社會容許殺嬰、亂

倫有關；後來，嚴厲的體罰逐漸取代殺嬰的行為(de Mause 1982, in 

Branscombe et al., 2000)。邪惡的幼兒圖像比較像是一種潛在的架

構，偽裝在社會或教育規範之下，邪惡的幼兒因此經常受到懲罰、罰

站、不許休息等。 

持有幼兒是邪惡圖像的人應該思考：將規範及束縛移除後，孩

子們真的會露出「惡魔的本性」嗎？一定要符合教師所規範的行為，

才是「天使」嗎？事實上，教師對幼兒行為的期待，會決定整個學習

社群的表現方式。 

 

三、滾雪球的(the snowballing child) 

滾雪球的孩子不需要強而有力的控制，但他們與成人的互動卻

像夾心餅乾，伴隨著成人們的回應決定是否擁有自主權。21 世紀以

來，單親家庭、雙薪家庭逐漸增多，家長在一整天疲憊且忙碌的工作

後，命令孩子們「安靜」來保持家庭的平靜景象，是「滾雪球」孩童

們所處的環境 (Kincheloe in Steinberg & Kincheloe, 2003)。

Kincheloe 描述：「父母親們就算回到家仍然像是在工作，他們的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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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們從學校回到家被期待是要自己照顧自己。」這種幼兒圖像似乎是

源自成人內心的罪惡及羞愧感，成人因此會試著以提供較好的物質來

補償；而幼兒的欲望愈來愈強，所滾的雪球也越來越不是成人阻止得

了。 

在滾雪球的幼兒圖像裡，教師會對幼兒的自我中心與缺少社會

互動感到困惑。在教室中，教師會使用制約的方式來滿足孩子，像是

貼紙、點數、金錢、玩具，或是條件式的「愛」與互動。然而，持有

滾雪球幼兒圖像的教師需要思考，制約固然可以短時間控制幼兒的表

現，但能幫助幼兒成為衷心熱愛學習者與公民嗎？教師是否需要不斷

尋找更大、更強的制約物(如腳踏車、手機等)來維持孩童的學習動機

呢？ 

 

四、失控的(the out-control child) 

滾雪球的孩子可以被管理、邪惡的孩子仍然可以被導回正途，

但是，失控的孩子不願受成人的任何協助。他們會訴諸暴力，或是以

自我毀滅的方式來達成目的。由於安全感或依附關係的失敗，或是在

學校、家庭和人際關係的挫敗，失控的孩子轉變為沮喪、極端控制慾

的社會邊緣人(Levy & Orlans, 2004)。失控的孩子就讀放牛班或經

常逃學，長大後容易變成罪犯或是毒癮者。失控的孩子脫離社會系統

後，對教師、同儕以及社會規範總是充滿負面情緒。 

對於這樣圖像下的孩子，除了放棄之外，成人是否應該嘗試瞭

解：孩子呈現出的暴力或失序行為是否為一種求救的暗示？表示他們

需要幫助和引導？教室中的失控孩子是否擁有發聲、表示意見的機

會？其實，人們最好在學齡前就提供幼兒良好的學習機會與引導、維

持家庭與學校間良好的溝通，並適度期許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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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大人的(the miniature adult) 

在小大人的孩童圖像下，孩子和成人是一樣的；「童年」並不被

思考為人生中一段特別的時期。在希臘、羅馬史籍記載中，孩童經常

伴隨成人一起工作、呈現相仿的思想內涵 (Branscombe et al., 

2000)。在中世紀時期的畫作中，孩童也經常被描繪為擁有成人的行

為、身材的比例以及臉部的特徵(Osbon, 1991 in Branscombe et al., 

2000）。「童工」的身影也可見於工廠內。 

這些孩童被認為是「大男孩」、「大女孩」，有時甚至取代教師在

教室裡的功能。他們會使用成人使用的設備，像是書桌、高櫃和大型

設施，並被期待久坐聽講學習、強調記憶而非遊戲性的學習過程，和

大人沒什麼兩樣。 

 

六、訓練中的成人(the adult-in-training) 

訓練中成人的幼兒圖像，與「關鍵期」理論有關。「關鍵期」是

成人應該促進幼兒發展的時期，錯過的話可能要花更大的力量學習。

皮亞傑、艾瑞克森、佛洛伊德的發展理論，促成了這樣的幼兒圖像。

當孩子顯示能進行「像大人一樣的」行為時，這個幼兒圖像的持有者

主張進一步教會他們(Hutchison & Charlesworth, 2000）。這樣的幼

兒圖像並不忽視童年，但重視藉由有步驟的學習促進兒童的發展。成

人訓練幼兒達成學科目標，而家教、音樂、體能、課後練習都是主要

的學習輔助，「推他一把」是成人對此幼兒的核心概念。 

教師需要思考：「推他一把」的概念是不是真能滿足幼兒認知、

社會及情緒的需要呢？學科成績或自由遊戲，哪種更有利於幼兒發

展？童年只是為了成為成人的養成階段嗎？幼兒的生活中，是否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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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或成功的概念？ 

 

七、商品(the child as commodity) 

從幼兒的衣服、玩具，到有孩童喜悅表情的卡片及桌曆，都暗

示成人童年快樂的形象，這樣的幼兒圖像於是成為行銷的工具（Wood, 

2003）。孩童「純真」之餘，「商品化」的幼兒圖像讓孩子們戴上厚

重的髮型、珠寶、裝飾，打扮得像成人般嫵媚，幼兒成為成人娛樂、

消費，與生財的工具（Woodrow, 1999）。 

教師應該思考：進行幼兒表演、展示或教學時，重要的是孩子

們自己的創意呈現；幼兒本身就具有豐富的舞台，而非刻意營造而

來；幫助孩子們在商品化的環境中發聲；當需要使用幼兒圖像時，幫

助幼兒理解，並取得家長的同意。 

 

八、受害者(the child as victim) 

受害者的幼兒圖像，是受困頓環境迫害的圖像，他們無法出聲、

沒有權力、因社會環境遽變而感受痛苦，像是經歷戰爭、恐怖攻擊及

貧窮的孩子。這些幼兒的照片可能展示在百貨公司的牆面，用以消費

大眾的同情心及慈善心，也經常被忙碌中的人們遺忘。 

這一類圖像的幼兒常感到不受歡迎、被批評，卻無力改變它。

教師應該多關注這樣的孩子，瞭解他們的行為模式、行為來源，並儘

可能幫助這些孩子超越代間生活模式與經濟狀況的複製。 

 

 

九、主動建構/豐富的幼兒(the agentic child) 

主動建構/豐富的幼兒是個較新的幼兒圖像，來自 Reggio Emilia

的幼教現場。Malaguzzi 認為，幼兒是豐富的（rich child），這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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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幼兒有豐富的心靈，幼兒還是：（1）積極、主動的學習者：擁有好

奇、渴望求知的生命力、知識、自我認同、文化和價值的共創人；（2）

公民：擁有權利而非需求；（3）擁有一百種語言：音樂、跳舞、照片

等等。這些形象與脆弱、易受傷害、發展不成熟，以及需要保護的幼

兒形象呈現強烈對比。 

在 Reggio Emilia，「孩子的權利」是核心議題，有特殊需求的

孩子被視為「具有特殊權利」的孩子(New, 2011）。義大利憲法賦予

孩子在高品質環境中獲得良好照顧的權利。在此圖像下的幼兒，是學

習與生活活動的參與者，與成人共同建構所在的環境(James, Jenks 

& Prout, 1998)。 

幼兒教師在 Reggio Emilia 方案課程中的角色是既複雜又多面

的。有時，某個方案只與教室內的一組幼兒有關，其他方案可能與全

班或某一時間與一組幼兒有關。他們會邀請孩子探索材料、實驗、測

試假設、回應孩子的提問、討論各種想法。透過這類長期的方案課程，

孩子們在試圖理解與回應日常生活事件的努力上，受到很大的支持。

例如，一趟到市場的行程中，當孩子們發現小街、建物和零售商時，

就可以轉化為一個對於城市範圍、地圖製作與發展新關係等長期探索

的起點。教師們也進行許多討論，探討如何回應方案的可能性發展、

悉心規劃、分享他們的角色。 

Moss(2010)描述 Reggio Emilia 方案教學法的特色：（1）方案

主題的選擇來自於幼兒的興趣；（2）創造可以多種探索方式的一個學

習「問題」；（3）它像是個航向未知的規劃－進行的時間、長度，可

用月或周來計算，具有彈性；並以繪畫、雕塑，或其他符號表徵形式

呈現孩子努力的成果。Reggio Emilia 的方案教學不太使用課程一

詞，教師們經常以廣義的用詞來討論方案的目標，譬如：發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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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如何共同生活、共同合作解決具挑戰性的問題，或欣賞不同的想

法與表達方式(New，2011)。 

 
貳、幼兒園品質 

美國課程與教學委員會於 2000 年出版《渴望學習》（Eager to 

Learn：Educating Our Preschoolers）一書，書中的幼兒圖像是「積極、

主動的學習者」，並強調良好的幼兒教師應體認幼兒是「渴望學習

的」、需提供多元學習的環境與機會，增進教室與教學的豐富度。 

二十一世紀以來，英美在幼兒教育政策方面，產生了極大的改

變。這些改變，固然受到學校績效運動（accountability movement）

的影響，但無疑也與渴望學習的幼兒圖像相呼應。以下我們便扼要介

紹相當能反映這些幼教政策的 Head Start 幼兒學習架構(The Head 

Start Child Development and Early Learning Framework)、美國

賓州學習標準(Pennsylvania Standards for Kindergarten)、品質分

級與改善系統（Quality Rating and Improvement Systems，QRIS）

與其幼兒園品質評量工具（ECERS）、NAEYC 園所認證、英國學習

標準  (Statutory Framework for the Early Years Foundation 

Stage)。 

目前美國幼兒園品質可分為國家評定及專業認證兩種；確保幼兒

學習品質的基礎皆建立在執照的頒發。研究指出這些執照內的規定與

幼兒的學習品質有一定的關係(Clarke-Stewart, Vanael l, Burchnal, 

O’Brien, McCartney, 2002)。執照標準通常所關注的焦點是安全與

健康的基本需求；雖然各州對執照的要求仍存有差異性，但一致包括

師生比的要求、空間的要求和衛生的要求。下述分別從國家政策到地

方使用評量工具進行分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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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Head Start 幼兒學習架構 

美國 Head Start 的「幼兒學習架構」是指 3 到 5 歲的幼兒，在

幼兒發展與學齡前學習的過程中能有國家級教育的指引方向，將幼兒

學習分為社會及情緒發展、身體發展及健康、學習的方式、語言發展、

文化知識與技巧、數學知識及技巧、科學知識及技巧、創造力表達、

邏輯與解決問題、社會知識及技巧十個領域。 

 
二、美國賓州學習標準  

2002 頒布的「不讓任何孩子落後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進一步要求美國各州政府教育主關機關訂定各級學校學生的學

習標準(learning standards)，作為教師進行課程規劃與檢討教學成

效的準則，並據此要求學校教師負起教育好每個孩子的績效責任。在

美 國 ， 已 經 有 46 個 州 建 立 幼 兒 學 習 標 準 (early learning 

standards)(Scott--Little, Kagan & Frelow,2006)。 

「幼兒天生具有意想不到的學習意願。」近三十年來的研究基

礎，除了強調學齡前教育的重要外，更提出高階思考、解決問題、深

度瞭解是重要的。幼兒園教師是幼兒教育的推手，包括幼兒的認知、

社交能力、語言發展、身體動作與健康或學習的方式等，都是在協助

幼兒轉化訊息到有意義的內容或是技巧裡；而身為一位好的幼兒園教

師，需要提供豐富的環境和經驗，讓幼兒產生興趣進而產生學習。 

美國賓州學習標準根據系統對其標準 (Standards Aligned 

System)的方式中列出學習領域，包括社會及情緒、語言與文字、生

理與發展、創造與表達、認知五大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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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品質分級及改善系統（QRIS）與其幼兒園品質評量工具(ECERS) 

品質分級與改善系統(QRIS)在全美被作為一種新興的機制用來

確保及提升更高品質的教保服務。品質分級與改善系統(QRIS)是使

用一套品質指標，指標範圍由滿足基本要求（如：執照要求）到最高

標準的品質指標（通常指認證系統）發展而成的。品質分級與改善系

統(QRIS)的目的在於藉由定義品質標準、教育消費者及機構經營者

對於品質的概念以及提供獎勵金並支持品質改善來提升幼教品質。品

質分級與改善系統(QRIS)通常會使用一些特殊符號來表示園所的品

質水準。最常見的符號是「星」。因此品質評定系統有時候會被稱為

「星等評定系統」（star rating systems）。典型的星等評定系統，一

星級（one star）表示園所符合可接受的標準；二星級（two stars）

表示具備比一星級更高的品質；三星級（three stars）表示園所具備

最高等級的品質（傅馨儀，2011）。典型的品質分級與改善系統(QRIS)

標準項目有課程評量、師生比/團體大小、人事、特殊需求幼兒的照

顧、健康與安全、嬰兒與學步兒的照顧。 

幼兒環境量表(Early Children Environment Rating Scale，

ECERS)由 Harms、Clifford 與 Cryer 於 1980 年提出，其為星級分

級及改善系統(QRIS)品質工具之一，適用於以 0--5 歲幼兒為服務對

象之學前機構(preschool)、幼稚園(kindergarten)與托育中心(child 

care center)等。Harms 等人認為 ECERS 可應用於管理者的品質監

控與改善、教師的自我評量、主管機關的監督等時機，因此，ECERS

除了具有良好之信度與效度，更以量表的實用性為其最大特點。

ECERS 自 1980 年提出以來，受到廣泛地應用，在許多實證研究中，

包括國家級之大規模研究，皆應用 ECERS 調查幼兒園之歷程品質。

(e.g. Cost, Quality, & Outcomes Team，1995；Kan & Sylv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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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Karrby & Giota，1994；Giota，1995；Calder，1995；

Peisner-Feinberg，1997；Phillipsen et al.，1997；Tietze et al. ，

1996；Lera & others ，1996；Lyon & Canning，1997)。1998 年，

Harms 等人更進一步提出「幼兒環境量表修正版(Early Children 

Environment Rating Scale---Revised Edition，ECERS-R)」，相較

於 ECERS，ECERS-R 包含年齡層、項目的新增、呈現方式、考量

文化的多元性與融合性的調整(白育綺，2004)；其項目有空間與設

施、個人日常照顧、語言—推理、活動、互動、作息結構、家長與教

師七個構面。 

 

四、NAEYC 園所認證 

幼教專業組織發展出認證系統是鼓勵幼教成員及其他幼教專業

人士，能基於一套專業的幼兒園認證標準來實現高品質的園所。美國

幼教協會成立於 1962 年，係由一群幼教工作者與其他致力提升幼教

品質者所組成的民間機構，關注為 0—8 歲幼兒提供之幼教課程品

質。美國幼教協會並為設立幼教課程之幼教機構提供品質認證，包括

托育中心、學前幼兒園、幼稚園、學齡兒童課後安親等，幼教方案認

證系統建立於 1985 年，每年接受認證的幼教方案數從 1986 年的 19

個，增加至 2003 年的 8000 個方案，成長快速，尤以近年來為鉅

(NAEYC, 2003)。美國幼教協會之幼教方案認證標準於 1984 年出

版，並於 1998 年出版修訂版，以反應幼教領域對於 DAP 

(development appropriate practice)的反思，並更具體描述教師角

色的複雜性，應不斷強調教師專業發展、強調「融合性的方案」，以

符合每個幼兒的個別需求、教材應反映多元文化、整合更多當代課程

的見解，例如：如何運用科技於幼教方案中、強調與家庭建立互惠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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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關注教職員工的支持系統，如工作環境、幼教方案應持續符合法

令規範、幼教方案對持續改進與創新的承諾等和舊版的差異(白育

綺，2004)。 

 
五、英國學習標準 

英國學習標準為三大部分，分別是(1)學習和發展的要求、(2)評

估、(3)照顧及福利的要求。在學習和發展上的要求這一部分，明確

的定義出學習標準的角色和職責在提供幼兒園負責人必須執行的事

項，同時提供給幼兒園教師促進幼兒學習和發展之用，讓孩子們準備

好學習的下一個階段；內含語言與溝通、生理發展、社交及情緒、文

學、數學、科學與社會、表達藝術和設計七大領域、設定幼兒的學習

目標、瞭解整體學習的評估如何進行。 

 根據美國幼兒園品質現況，不論是在基礎的執照頒發、國家評定

與專業認證的系統，或是幼兒園品質工具的使用上，都呈現了對孩童

學習品質的高度關注，像是師生比、空間、衛生、人事、特殊需求幼

兒的照顧、教師專業發展、個別需求、多元文化、當代課程等，並持

續的努力進行及調整；本研究旨在透過幼兒品質文獻統整的方式，瞭

解其對幼兒的想像、詮釋，也就是探討品質論述下的幼兒圖像為何。 

 
參、幼兒園品質論述與幼兒圖像 

一、幼兒渴望學習 

本研究根據六篇幼兒園品質文獻進行統整，其中，美國課程與教

學委員會於 2000 年出版《渴望學習》一書與美國賓州學習標準

（Pennsylvania Standards for Kindergarten , 2007），對幼兒的學

習動機皆認為有「積極、主動」的看法，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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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一世紀時，幼兒教育開始受到大眾的注意，原因有三：(1)

婦女的勞動力參與，造成兒童的需要被漠視、(2)家長與專家的幼兒

教育意識抬頭、(3)研究的證據顯示接受過學齡前教育的兒童對未來

的影響極大。加上當時的美國傳統社會，養育和教育學者對幼兒教育

看法產生了衝突，多數人認為養育和教育是不可被分離討論且教育應

建立在良好的養育之上，因此，幼兒應充分的吸收有品質的學習、豐

富的語言環境、社交環境及生理發展的意識興起；「學習」的定義不

再是簡單的被動式吸收、技巧性的重複練習，而是兒童與生俱來主動

式的建構知識與其生活概念。 

「幼兒來到這個世界是渴望學習的。」最剛開始的五年，兒童會

在語言學習、生活概念、社會與情緒和身體發展上有大幅的成長，歸

因於每位兒童有不同的氣質、學習方式和行為模式，當然也包含性

別、種族以及社會環境的整體影響；當幼兒充滿好奇心向成人提出疑

問時，他們總是表現出積極的態度進行探索環境、建構對事物運行的

思想及理念。此時，幼兒園存在的角色，更是在兒童有興趣的事物與

學習的支持上，有著很大的幫助(Bowman, Donovan & Burns et al., 

2000)。 

「幼兒天生具有意想不到的學習意願。」回顧過去三十年的研究

基礎，幼兒在學齡前教育及學校、生活的成就感是重要的；幼兒早年

在學校的經驗若是充滿愉悅且期待學習的，那麼就能夠培養出解決問

題、能自我深度思考的兒童。教師必須在兒童主動探索學習的基礎

上，建構發展的領域，像是認知、社會情緒、語言能力、生理與健康，

讓幼兒能夠透過教學活動進行挑戰、經驗，並將生活的訊息轉化為有

意義的學習內容及自理能力技巧 (Pennsylvani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Department of Public Welfare,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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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上述，幼兒園品質論述文獻皆表達了對兒童學習態度的想像

是「積極主動」與「渴望求知」的；高品質的幼兒園環境不僅能夠支

持著幼兒的學習、更能夠提升幼兒探索環境的能力，因此，美國課程

與發展委員會針對有品質的幼兒園提出相關描述：「幼兒的學習需在

幼兒園被滿足、教師是高品質回饋的、師生比例合宜、課程目標與方

向的規劃明確、對弱勢兒童的支持、提供教師專業發展、高敏感與看

護的教師狀態。」其更提出了相關的建議，包含：專業發展、課程與

教學、政策發展、公共意識、研究基礎 (Barbara T.Bowman, 

M.Suzanne Donovan, and M.Susan Burns, Editors, 2000)。美國

賓州幼兒發展與學習委員會採取與國家看齊的學習標準(SAS)，發展

出屬於該州的幼兒學習標準，包含六大部分：澄清標準、公平測量、

課程架構、教師建構、教學環境、教師的介入，持續為幼兒教育向下

扎根；其相關建議有：「教師對州立課程架構的瞭解、新手教師的專

業訓練、教室環境及活動的發展、認知活動的發展、語文活動的發展、

數理邏輯活動的發展、社會情緒的發展、身體健康的發展、創造力的

發展」 (Pennsylvani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Department 

of Public Welfare, 2007)。 

 
二、幼兒學習的面貌是多元的 

本研究歸納六篇文獻，看出多數對幼兒學習是採取「多元面貌」

的見解。美國 Head Start 的「幼兒學習架構」將幼兒學習分為社會

及情緒發展、身體發展及健康、學習的方式、語言發展、文化知識與

技巧、數學知識及技巧、科學知識及技巧、創造力表達、邏輯與解決

問題、社會知識及技巧十個領域；美國幼教協會於課程提出社交、情

緒、身體、語言及認知五個領域；美國賓州學習標準中列出學習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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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社會及情緒、語言與文字、生理與發展、創造與表達、認知五大

領域；英國幼兒學習標準中提到的語言與溝通、生理發展、社交及情

緒、文學、數學、科學與社會、表達藝術和設計七大領域。 

研究者檢視各幼兒園品質論述的文獻，先根據美國 Head Start

的「幼兒學習架構」將幼兒的學習架構分為十大領域，並進行多元面

貌的排序與補充，整理於下表。說明如下： 

 

(一)社會及情緒領域：此部分文獻內涵十分一致。包括美國 Head 

Start 的「幼兒學習架構」的社會及情緒領域；美國幼教協會園所認

證的社會及情緒發展；美國賓州學習標準的社會及情緒發展；英國幼

兒學習標準的個人、社會及情緒發展。 

 

(二)身體及健康領域：此部分文獻內涵十分一致。包括美國 Head 

Start 的「幼兒學習架構」的身體發展及健康領域；美國幼教協會園

所認證的身體發展；美國賓州學習標準的健康及身體發展；英國幼兒

學習標準的身體發展。 

 

(三)語言發展：此部分文獻內涵十分一致。包括美國 Head Start 的

「幼兒學習架構」的語言發展領域；美國幼教協會園所認證的語言領

域；美國賓州學習標準的語言與早期讀寫發展；英國幼兒學習標準的

溝通及語言領域。 

 

(四)早期讀寫能力：此部分文獻內涵十分一致。包括美國 Head Start

的「幼兒學習架構」的讀寫能力領域；美國幼教協會園所認證的早期

讀寫能力；美國賓州學習標準的語言與讀寫發展；英國幼兒學習標準

的讀寫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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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數學及知識：此部分文獻內涵十分一致。包括美國 Head Start

的「幼兒學習架構」的讀寫能力領域的數學知識與技巧領域；美國幼

教協會園所認證的早期數學能力；美國賓州學習標準的數學思考與表

達發展；英國幼兒學習標準的數學領域。 

 

(六)社會及知識：此部分文獻內涵十分一致。包括美國 Head Start

的「幼兒學習架構」的社會知識與技巧領域；美國幼教協會園所認證

的社會解讀能力；美國賓州學習標準的社會思考與社區連結；英國幼

兒學習標準的瞭解這個世界領域。 

 

(七)創造力表達：此部分文獻內涵十分一致。包括美國 Head Start

的「幼兒學習架構」的創造與表達領域；美國幼教協會園所認證的創

造力表達與藝術能力；美國賓州學習標準的創造思考與表達；英國幼

兒學習標準的表達藝術與設計領域。 

 

(八)科學及知識：四篇文獻中有三篇共同性高。包括美國 Head Start

的「幼兒學習架構」的科學知識與技巧領域；美國幼教協會園所認證

的科學能力；美國賓州學習標準的科學思考與科技領域。 

 

(九)邏輯及解決問題：四篇文獻中有兩篇共同性高。包括美國 Head 

Start 的「幼兒學習架構」的邏輯與原因領域；美國賓州學習標準的

數學領域中解決問題能力。 

 

(十)學習模式：將此能力特別提出的只有美國 Head Start 的「幼兒

學習架構」的學習模式領域，包括好奇心、堅持度及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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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科技輔助：將此能力特別提出的只有美國幼教協會園所認證的

能力，包括使用科技物品的能力，像是錄音帶、麥克風及電腦。 

 

(十二)環境輔助：將此能力特別提出的只有美國賓州學習標準的學習

夥伴關係能力，包括家庭、環境學習和社區。 

 
 美國 Head Start

的「幼兒學習架

構」 

美國幼教協會幼

兒學習標準 

 

美國賓州學習標

準 

英國學習標準 

 

社會及情緒 █ █ █ █ 

身體及健康 █ █ █ █ 

語言發展 █ █ █ █ 

學習模式 

(堅持、好奇心、合

作模式) 

█    

早期讀寫能力 █ █ █ █ 

邏輯及解決問題 █  █  

數學及知識 █ █ █ █ 

科學及知識 █ █ █  

社會及知識 █ █ █ █ 

創造力表達 █ █ █ █ 

科技輔助  █   

環境輔助   █  

 
三、 幼兒學習需要成人的協助 

本研究統整六篇文獻，可以看出每篇對於幼兒的學習需要「成人

的協助」的觀點，是一致的。美國 Head Start 的「幼兒學習架構」

中提到園務人員需要支持幼兒在社交、情緒及認知上的學習；美國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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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協會園所認證幼兒園品質認證中提到的園所及教師、家庭及家長、

園所及社區經營與教與學過程中—幼兒與教師雙本位概念；美國賓州

學習標準中說明良好的幼兒學習品質需要夥伴關係的建立－家庭、學

校及社區；美國品質升級系統（Quality Rating Improvement 

Systems）所使用工具—PAS，表達需對園務行政人員進行評估。 

 在美國幼教協會園所認證的文獻中，第一關注的領域就是「關

係」，此關係的定義建立在兒童與成人之間，並須協助兒童與社區關

係的聯結。溫暖且敏感、有回應的互動關係可以幫助幼兒發展安全

感、積極、尊重及與他人合作的良好關係，更是幼兒探索世界與建構

自我經驗的基礎。其中，表明的十大領域有六大領域和「成人」有關

係，包括關係、教學、老師、家庭、社區關係、領導與管理，可見幼

兒的學習道路上，「成人」角色與協助的不可或缺。 

在美國賓州學習標準中提到：「幼兒園需要建立起和幼兒、家庭

及其他與幼兒相關的環境的關係，並透過合作方式、夥伴關係建構起

幼兒的學習。」舉例來說，像是教師對每位幼兒的詳加了解、適合幼

兒學習的方式是什麼、定義出每位幼兒的興趣及才能；和家庭的關係

是教師與幼兒關係的延伸，父母親需要了解孩子的每日生活、幫助幼

兒回憶學習的歷程、協助幼兒在家庭內的活動和幼兒園活動有所連

結；在和其他與幼兒相關的關係上面，我們可以了解幼兒及家庭是生

活在社區之中的，每一位幼兒及每一戶家庭都會有機會接觸到托嬰中

心、健康中心及其他幼兒園等；身為活在社區中的幼兒園，需要支持

個別的家庭與其他幼兒服務機構合作，園務人員自身要先走出社區的

環境、為每一戶家庭搭建起「鄰居」的橋梁，來幫助幼兒在學校的延

伸學習。 

「課程架構中的領域應與園務人員息息相關，他們需要支持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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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專注力及行為轉換上、發展社會及情緒能力、認知領域方面的瞭

解。」（The Head Start Child Development and Early Learning 

Framework, p.3）在此篇文獻中，園務人員的功能被定義為進行班

級經營、心智統合及認知彈性的角色，並需經由園務人員自身的適應

能力、目標思考及行為培訓才能夠稱得上完善。在美國品質升級系統

中，所使用工具--幼兒園行政事務評量表（PAS），其中包括二十二項

指標（新進訓練、績效評估、人事規劃、賠償金、福利制度、時間安

排、設備管理、安全管理、園務會議、幼兒評定、預算計畫、財務狀

況、幼兒園評量系統、策略計畫、家庭關係、家庭介入、社區關係、

資訊使用、行政評估、園長評估、教師評估、助理教師評估），皆和

人員相關，也表達出成人環境的完善與否，和幼兒園的運作有關、間

接影響幼兒的學習。 

綜合上述四篇文獻，我們可以看出「幼兒的學習需要成人的協

助」，不僅僅是在幼兒和成人間的互動、教學、課程上關係建立而已，

還包含幼兒的家庭及社區、幼兒園自身的行政系統制度是否完善，他

們是相互交錯且互相影響。 

 
四、幼兒學習在多元文化中有共同基礎 

本研究閱讀多篇文獻，可看出各幼兒園品質論述裡幼兒學習有

「共同基礎」的表達。像是美國 Head Start 的「幼兒學習架構」中

提到就學準備度、對齊式的課程基礎與運用幼兒學習環境品質衡量工

具 ECERS-R 的概念(空間與設施、個人照顧、語言發展、課程與教

學、互動、作息結構、家長與園務人員)。 

 1994 年「目標：美國教育法案」揭示美國的第一項國家教育目

標，是「要在 2000 年，讓所有的幼兒準備好入學就讀」，於是，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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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幼兒的就學準備度(school readiness)與確保幼兒園品質(program 

quality)，便逐漸成為美國學前教育界共同努力的首要目標。2002

年頒布的「不讓任何孩子落後法案」，則進一步要求美國各州政府教

育主管機關訂定各級學校學生的學習標準，作為教師進行課程規劃與

檢討教學成效的準則，並據此要求學校教師負起教育好每個孩子的績

效責任。如今，全美 50 州幾乎都已經建立幼兒學習標準（early 

learning standards），幼兒學習標準正逐漸成為官方版的幼兒就學

準備度指標。另外，我國也有研究者陸續在發展幼兒就學準備度的評

量工具，像是盧美貴(2003)進行了「我國五歲幼兒基本能力與學歷指

標建構研究」、林秀錦與王天苗(2004)進行了「幼兒入學準備能力之

研究」(徐聯恩、鄭雅方，2008，1)。目前，國內就學準備度評量表

繫以身體與健康領域、情緒與社會領域、語言與溝通領域、認知領域、

文化與藝術領域進行項目評量。 

另外，以幼兒園環境評量工具的面向來說，Harm、Clifford 和

Cryer(1998)提出幼兒學習環境評量表－修訂版（Early Children 

Environment Rating Scale－Revised，簡稱 ECERS－R）；該量表

已廣泛應用於美國及各國的幼教品質研究中，在國內也已經有中文譯

本(郭李宗文、陳淑芳，2006)供國內研究者及幼教現場工作者使用。

評量表包含結構品質與歷程品質，分為七個構面：空間與設施、個人

日常照顧、語言－推理、活動、互動、作息結構、家長與教師，並以

七等級評量進行施測，等級越高代表品質越高(徐聯恩，2011，1)。 

綜合上述文獻，可以發現在不同的國家、文化中對幼兒的學習基

礎是有一致想法的，包括幼兒對學習的正面、積極表現與成人所提供

給孩童的環境。各國也更進一步規劃出相關的評量工具，像是美國

Head Start 的「幼兒學習架構」、High Scope 基金會所發展的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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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觀察記錄表、香港教育局所發展的「兒童發展範疇表現指標」、

香港教育學院所發展的「兒童發展評量表」，以及我國發展「五歲幼

兒就學準備度評量表」與國內學者有關幼兒就學準備研究的結果。 

 
肆、結論 

從家庭教育到學校生活，幼兒會以持續、不同的面貌進行發展，

為了幫助他們的成長，成人像是政治家、園所長及教師會運用自身對

幼兒的了解進行教育、傳達等行為來達成目標；從幼教思想大師

Froebel教育思潮到我國對幼教法令與政策－幼托整合後的新課綱宗

旨等，深深影響著幼兒教育的現場。近年來，成人對幼兒的想像、詮

釋並執行在生活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義大利的城市－Reggio 

Emilia，十年來的教學法（progettazione）透過教師的專業成長，

不斷詢問自己：「我們對孩子們的想像是什麼？（What is our image 

of the child？）」（Moss, 2010），釐清教師的角色、瞭解課程與教學

的任務，除了幫助幼兒的學習也帶動整個城市的學習文化，並在國際

幼兒教育領域上佔有一席之地。 

由於 Reggio Emilia 對幼兒、教師及課程與教學的圖像清晰，幫

助了幼兒教育的現場。同一時間，美國也運用「幼兒園品質」的觀點，

來幫助幼兒教育的實踐；美國課程與教學委員會於 2000 年出版《渴

望學習》一書，認為一位好的幼兒教師認同並鼓勵幼兒的努力，試著

建構、創造挑戰、支持幼兒開展他們自身的能力，並提供特殊的方向

及引導；而有效能的教師在多元教學支持下同時也能夠組織教室的環

境、透過幼兒自行開始、老師計畫中的課程，完成個別性的學習目標。

兩者相較之下，研究者(個人)發現幼兒園品質論述下的幼兒圖像，似

乎隱含著卻沒有說明清楚，因此，本研究旨在統整幼兒園品質論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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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並將其對幼兒的想像、詮釋進行表達與說明。 

在將六篇幼兒園品質文獻進行統整後，本篇研究提出四項幼兒品

質論述對幼兒的圖像有：(一)幼兒渴望學習－對幼兒的學習動機皆認

為有「積極、主動」的看法、(二)幼兒學習面貌是多元的－美國 Head 

Start 的「幼兒學習架構」將幼兒學習分為社會及情緒發展、身體發

展及健康、學習的方式、語言發展、文化知識與技巧、數學知識及技

巧、科學知識及技巧、創造力表達、邏輯與解決問題、社會知識及技

巧十個領域；美國幼教協會於課程提出社交、情緒、身體、語言及認

知五個領域等、(三)幼兒學習需要成人的協助－美國幼兒學習標準

(Head Start)中提到園務人員需要支持幼兒在社交、情緒及認知上的

學習；美國幼教協會園所認證幼兒園品質認證中提到的園所及教師、

家庭及家長、園所及社區經營與教與學過程中—幼兒與教師雙本位概

念、(四)幼兒學習在多元文化中有共同基礎－美國 Head Start 的「幼

兒學習架構」中提到就學準備度、對齊式的課程基礎與運用幼兒學習

環境品質衡量工具 ECERS-R 的概念(空間與設施、個人照顧、語言

發展、課程與教學、互動、作息結構、家長與園務人員)。期許幼兒

園品質論述下的幼兒圖像，能提供給幼兒教育的夥伴們進行瞭解與思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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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教科書中的兒童圖像— 

以人教版低年級《語文》為例 

 
鄭素華 

 
插圖是教科書特別是《語文》教科書中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本文以大陸人

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簡稱人教版）的 1-3 年級《語文》教科書為例，對其中的兒

童圖像進行統計、歸類，分析圖像所傳遞的意涵，進而討論存在的問題，並試圖

提出一些可行的建議：低年級教科書中的兒童圖像，應以兒童生活為基礎；堅持

兒童本位的圖像立場，注意兒童圖像的童趣童真；提倡兒童圖像的藝術人文性與

教育性的統一。 

 
關鍵字：兒童圖像、教科書、《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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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問題的提出 

插圖是教科書特別是語文教科書中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近年

來，已有相當的研究涉及到語文教材中的插圖問題。譬如，一些學者

關注中小學語文教科書插圖的功能，認為插圖能夠激發學習興趣；幫

助理解與記憶；能夠培養學生的觀察力、想像力以及語言表達能力；

提高審美水準；對學生進行思想品德教育1。另一些學者則選取了新

加坡、馬來西亞、中國大陸和臺灣四個不同的地區出版的五套小學華

文教材為研究物件，對其插圖功效、版式進行了分析，並總結了各套

教材在插圖版式方面的優缺點。2 

然而，插圖所能顯示的還不僅僅限於此，它還體現了編者的眼

光、所秉持的意圖及潛藏著的觀念。在某種意義上，兒童的教科書，

實際上即是一種兒童書，小學《語文》就是一種兒童書。因而，作為

兒童書，《語文》教科書在向學生傳遞知識的同時，實際上也傳達了

以編者為代表的成人對兒童的種種認識與觀念，其中最為形象的體現

便是書中有關兒童本身的圖像。 

遺憾的是，這方面的關注並不太多，儘管教材中插圖得到一定的

重視。事實上，透過教材插圖的兒童圖像，我們可以琢磨很多深有意

味的問題：某篇課文為何選擇這幅圖像；兒童在幹什麼；怎樣具體展

現兒童；編者的意圖是什麼，想要對兒童傳達出什麼樣的「兒童」…… 

 
貳、研究物件與方法 

一般意義上的兒童或孩子圖像，範圍廣泛，來源複雜，既包括「進

入到包括書刊在內的各種傳播媒體的圖像，還有其他公共視覺空間中

                                       
1 陳應心：《我國中小學語文教科書插圖研究綜述》，載《現代語文》2008 年第 8 期。 
2 李慶紅：《小學華文教材插圖及版式研究》，暨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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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以孩子為表現內容的圖像，主要包括照片以及廣告、漫畫在內的各

種美術作品」3。其中，視覺性是兒童圖像的基本規定。 

本文所研究的「兒童圖像」具體是指大陸人教版《語文》教科書

插圖中的兒童圖像。大陸人教版《語文》教科書共分 9 個年級，共

12 本。出版發行量巨大。其中 2001 年版的 1 年級《語文》教材（如

圖），截止 2011 年 11 月，已經印刷 12 次。有的省份，其印刷次數

達到 29 次。鑒於高年級教材中插圖數量的減少，同時，便於更集中

的分析，本文將研究物件暫限定於 1—3 年級的《語文》教科書。 

研究方法採用統計分析的方法(Statistical Analysis Method)和

內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 Method)的方法。其中統計的方法，用

於兒童圖像的主題、表現手段、性別、類型等方面的分類、整理和歸

納。 

在此基礎上，進行內容分析，

關注兒童圖像中的觀念傾向、形式

化特徵，揭示圖示兒童的技術、策

略，進而指出存在的問題及可能的

改進空間。 

 
參、兒童圖像的統計與歸類 

一、總體情況 

在人教版 1—3 年級《語文》教科書各類插圖中，出現的與兒童

相關的圖像數量及兒童人數見表一。 

 

 

                                       
3 陳映芳：《圖像中的孩子—社會學的分析》，山東畫報出版社，2003 年第 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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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圖像數量及兒童人數 

 一年級上 一年級下 二年級上 二年級下 三年級上 三年級下 
兒童圖像 71 37 34 29 29 20 

兒童人數 183 63 69 56 90 52 
註 P103. 插

圖未統計

人數 

P52. 插圖

未統計人

數 

P80. 插圖

未統計人

數 

P47.P127
.不明 

P3.P48.
插圖未統

計人數 

P57. 插圖

未統計人

數 

 

從表 1 中見出，兒童圖像的數量隨年級上升而呈下降趨勢，兒童

人數也略微下降，但其中一些年級，兒童圖像人數有所上升。為進一

步瞭解，需要進行更細緻的統計。 

 
二、分項統計 

（一）從圖像的呈現手段看，可以分為兩大類：一是虛構性的，二

是寫實性的，主要指照片。統計情況表 2： 
表 2 圖像呈現手段 

 一年級上 一年級下 二年級上 二年級下 三年級上 三年級下 
虛構性 71 36 33 29 28 20 
寫實性 1 1 1 0 1 0 

 
資料顯示，教科書更偏愛選擇虛構性的兒童圖像。寫實性圖像較

少，4 冊教科書中總計 4 幅。其中四幅寫實性圖像分別：升旗儀式場

景；與鄧小平一起植樹；為鄧小平做電腦表演；孩子們與宋慶齡與合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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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兒童性別比例看，男孩與女孩在各個年級中比重如下： 
表 3 兒童性別比例 

 一年級上 一年級下 二年級上 二年級下 三年級上 三年級下 
男 112 40 34 33 54 33 
女 71 23 35 23 36 19 

 
從此表中見出，除二年級上冊教科書中女孩人數稍多些外，其他

年級教科書中男孩圖像均遠遠超過女孩。 

（三）兒童圖像中所顯示的兒童，就時代、國別、民族來看，統計

如表 4： 
表 4 兒童圖像的時代、國別與民族 

 一年級上 一年級下 二年級上 二年級下 三年級上 三年級下 

現代 70 33 33 26 24 19 時代 
 古代 1 4 1 3 5 1 

本國 71 36 33 23 20 11 國別 
 外國 0 1 1 6 9 9 

漢族 71 36 33 29 28 18 民族 
 

其他 0 1 1 0 1 1 
 

統計顯示，現代兒童圖像佔絕大數，古代僅總計為 15 幅。本國

兒童圖像亦佔絕對優勢，外國兒童圖像總計為 26 幅，其中以俄國及

前蘇聯居多。其他民族的兒童圖像所佔比例較少，總數為 4 幅。綜合

起來看，現代的、本國的、本民族的兒童圖像更居多數，國外的兒童

圖像多於古代。 

 
（四）從插圖中的人物關係看，可以分為單個兒童、兒童與兒童、

兒童與成人三類，統計結果如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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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圖像所展示的人物關係 

 一年級上 一年級下 二年級上 二年級下 三年級上 三年級下 
單個兒童 27 13 11 8 2 3 

兒童與兒童 24 9 14 6 15 8 
兒童與成人 20 15 9 15 12 9 

 

1—3 年級整個看來，三類圖像總數分別為 64、76、80。教科書

所顯示的兒童圖像以第三類為主即側重展示兒童與成人的關係，而單

一的兒童圖像則相對少些。 

 
肆、研究發現 

現代圖像學先驅帕諾夫斯基將圖像解釋活動歸結為三個層次：描

述、分析和解釋。圖像研究者首先需要直接面對視覺形式，描述在不

同歷史情境下所產生的各種差異形式以及表現樣態，認識各種形式所

表現的物件和事件；其次，研究者應當分析研判這些物件和事件所要

表現的各種特定主題或概念；最後則就各種特定主題或概念進行解

釋。4簡而言之，對圖像的分析包括：物件描述、主題研判、意義解

釋。以此，對人教版低年級《語文》教科書兒童圖像的分析，可以發

現兒童圖像絕不僅僅一種插圖，其包含著豐富的意涵。 

 
一、兒童圖像不單單展示兒童，而更是一種國家與民族感情的傳遞 

在《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2011 年版）中，關於課程總目

標首先強調兩點：「1.在語文學習過程中，培養愛國主義、集體主義、

社會主義思想、道德品質和健康的審美趣味，發展個性，培養創新精

神和合作精神，逐步形成積極的人生態度和正確的世界觀、價值觀。

                                       
4 引自陳懷恩：《圖像學：視覺藝術的意義與解釋》，河北美術出版社，2011 年第 20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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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認識中華文化的豐厚博大，汲取民族文化智慧。

關心當代文化生活，尊重多樣文化，吸收人類優秀

文化的營養，提高文化品味」。5 

這一目標，自然不限於作為語言文字的課文，

實際上也包括課文中的一切圖像。對人教版《語文》

教科書的研究發現支持了這一課程總目標。 

 

1.作為國家符號的國旗與紅領巾 

國旗與紅領巾不是單純的圖像，而是國家符號的象徵。在一年級

上冊中出現過 4 次國旗，且每次都與兒童有關。譬如在入學教育「歡

迎新同學」這幅畫中（如圖），一個兒童在迎風飄揚的國旗下掃地，

兩個兒童走進教學樓，校園門外的兒童正高高興興上學。這一圖像

中，國旗元素的運用，向我們傳達出國家的意象，另一方面，表明這

些兒童的“所屬”，是屬於某個國家的兒童。 

為了增強國家的意象，《語文》教科書還直接在文中展示升旗儀

式的照片。據表 2 的統計，六冊語文課本採用照片的兒童插圖不過僅

有 4 幅，而升旗儀式便是其中之一。以照片代替虛構性圖畫，給人們

傳達出更強烈的國家存在感。 

紅領巾是教科書常見的另一國家識別

符號。六冊課本的統計顯示，每一本教材中

都有一部分兒童佩戴了紅領巾（如圖）。其

佩戴兒童人數分別為：6、7、16、11、7、7，總計 54 個兒童。比例

還是比較高的。我們知道，在兒童圖像常常出現的紅領巾有著特殊的

含義。紅領巾是中國少先隊的隊旗，是紅旗的一角，象徵著革命的勝

                                       
5 教育部：《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201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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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它是用中國人民的鮮血染紅的，它代表著無數英雄的心血。 

兒童佩戴紅領巾的場景除了升旗儀式、節日、課堂外，還包括上

學路上、種樹種花時刻、遊戲，甚至爬山的兒童也佩戴著紅領巾。 

2.偉人、英雄凸顯主流文化 

偉人和英雄在兒童圖像中佔了重要的位置。從所運用的照片即看

得出。一般性的兒童活動往往運用繪畫來呈現，而對偉人尤其是與兒

童有關的本國重要偉人則用照片呈現。譬如一

年級下冊第 10 頁《鄧小平爺爺植樹》（如圖）

一文的照片。二年級上冊第 35 頁《難忘的一

天》一文的照片。前者拍攝於 1985 年 3 月 12

日，後者拍攝於 1984 年 2 月 16 日。相較一

般性圖像，日期準確。 

在三年級上冊第 30 頁《我不能失信》一

文後則配有宋慶齡與兒童合影的照片。 

這些兒童與偉人在一起的照片，一方面顯示了國家領導人對兒童

及兒童事業的關心，兒童是祖國的花朵，代表祖國的未來；另一方面，

通過偉人的風采，傳達出一種值得兒童學習的精神。 

除了鄧小平、宋慶齡外，在這些兒童圖像中，還有孫中山、李四

光、袁隆平、張衡等歷史與當代名人。 

英雄則有雷鋒（二年級下冊第 24 頁）、王二小（一年級下冊第

99－100 頁）等。 

3.展示優秀民族文化 

如上述《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課程總目標第二點所言，課程

要「汲取民族文化智慧」，這裡的民族文化是指中華民族文化，既包

括漢族也包括其他少數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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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語文》教科書中的體現，除了展示古代名作名人名事蹟之外，

另有兩點：一是直接展示傳統的文化活動，如一年級下冊第 13 頁《村

居》所配圖中的兒童趁東風放紙鳶；二年級上冊第 22 頁中一位男孩

在拉二胡、一位女孩在唱京戲；三年級上冊 35 頁《夜書所見》所配

圖中的兩位兒童撥弄蛐蛐的場景等等。 

一是展示少數民族的風采。據表 4 統計，共有 4 幅直接展示少數

民族兒童的圖像。如一年級下冊第 104 頁的「騎馬的蒙古族小女孩」

（如圖）；二年級上冊第 113 頁展示的「7 位跳舞苗族小姑娘」；三

年級上冊第 2 頁第 1 篇課文《我們的民族小學》展示的各族兒童等等。 

 
二、兒童圖像是傳統道德的載體，兒童圖像中的人物關係顯示出對人

倫關係的重視 

根據表 5 的統計，兒童圖像所展示的人

物關係，總體上以兒童與成人的關係居多。其

中，二年級下冊中占 52%之多。 

這些圖像中出現的成人，主要有： 

一是家庭成員，包括爸爸、媽媽、爺爺、

奶奶等。如一年級下冊第 21 頁《看電視》一文中所配的兒童與爸爸、

奶奶一起看電視的插圖；一年級下冊第 28 頁《棉鞋裡的陽光》一文

中小峰為奶奶脫鞋的畫；二年級下冊第 117 頁《玲玲的畫》一文中

爸爸撫摸玲玲頭的插圖等等。 

家庭成員是兒童最熟悉的，圖像展

示家人能夠說明兒童理解課文。然而，圖

像中這些家人還有另一層含義，向兒童傳

遞著一種道德與行為標準。《看電視》中的插圖體現一家人相互謙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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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德；《棉鞋裡的陽光》中的插圖體現了尊敬老人的優良品德；《玲

玲的畫》中的插圖體現了父愛。通過這些畫面，向兒童形象地傳達了

一種社會讚許的道德與行為標準。 

二是政治人物、文學家、科學家等名人，這之中既有上文提及的

鄧小平、宋慶齡、孫中山外，還有列寧、高爾基、袁隆平等。 

在三年級上冊第 18 頁《灰雀》文中有一幅列寧

和一個小男孩的插圖（如圖），畫面上小男孩偎依在

列寧的左胸前，列寧則似乎在目視遠方。據課文，可

以推測小男孩已經認識到錯誤了。圖片傳達出的是，

犯錯誤不怕，知錯就改，不論怎樣一定要做個誠實的

好孩子。 

兒童圖像中的這些人物形象，一方面既可以視為

國家認同的某種標識，另一方面，也可作為兒童學習的榜樣，感受他

們平凡小事中所顯示的不平凡。 

三是教育人員，如學校老師、校長、教育家。老師形象在兒童圖

像中較為常見，如一年級上冊第 4 頁圖片（如圖），一女老師背著手

看著一女孩把文字和實物圖片對應起來。二年級上冊第 28 頁《我選

我》中的插圖，一女老師側身看著一男孩。 

三年級上冊第 121 頁《一次成功的實驗》一

文中，女教師前交叉雙手，校長和教育家則背後手

在看三個兒童做一次關於是否能夠先人後己、團結

合作的實驗。 

這些圖像中，從老師、校長、教育家的姿態，

可以體會到一種老師與學生的距離感，傳統的師道

尊嚴得到微妙的形象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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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其他人物，如售貨員阿姨、講解員、國王、叔叔、老爺爺、

醫生等。這些人物，有些則顯示出成人對兒童智慧的欣賞，像一年級

下冊第 128 頁的國王用手撫觸小男孩的頭髮，表示讚許之意。 

有些是作為配角，如二年級上冊第 158 頁中的女講解員為兒童

講解袁隆平培育雜交水稻良種的事蹟（如圖），但這種兒童圖像，實

際上潛在向兒童傳達出熱愛科學、努力探索的精神。 

再如三年級下冊第 81 頁的女孩向討水的老爺爺讓出了如生命般

珍貴的水，水罐裡突然跳出了七顆很大的鑽石，接著從裡面湧出了清

澈的水流。該幅圖片，從而告訴兒童，愛心的力量是神奇的，願愛心

能普照人間。 

 
三、兒童圖像中呈現出不平等的性別

觀念 

性別不僅僅是生理意義上，更是

一種社會文化上的規定。教科書作為社會文化的載體，會影響兒童性

別角色的感知。儘管教科書並沒有明確地表述男孩應該成為一個什麼

樣的男人，女孩應該成為一個什麼樣的女人，但事實上，教科書中的

語言文字與圖像無不向兒童傳達出一種性別角色模式。 

可以從三個方面發現鮮明的性別觀念： 

1.兒童圖像中男孩與女孩數量上的比較 

根據表 3 的統計顯示，男孩在各年級教科書中所佔百分比分別為

61.2％、63.5％、49.3％、58.9％、60%、63.5％；女孩則分別佔 38.8

％、36.5％、50.7％、41.1％、40％、36.5％。六冊書中據表 1，總

計出現 513 位兒童，男孩數量為 306，佔 59.6％，女孩數量為 207，

佔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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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見出，男孩與女孩在圖像中出現的數量是不一樣的，存在較

大差異，表現出一種更重視男性性別的取向。中國傳統「重男輕女」

的思想在兒童圖像中反映出來。 

 

2.兒童圖像中成年男性與女性職業的差異 

六冊書中，兒童與成人共同出現的圖像，根據表 5，分別為 20

幅、15 幅、9 幅、15 幅、12 幅、9 幅。其中涉及到職業有： 

女性：小學教師、展覽館講解員、玩具櫃檯售貨員、政治家、醫

生。 

男性：領袖、橋樑工程師、宰相、國王、科學家、文學家、地質

勘探隊員、畫家、醫生、私塾先生、小學教師。 

結果顯示，女性職業一共 5 種，其中小學教師最多。男性職業有

11 種。2 種為共有。不難發現，男性職業數量要高於女性，並且男

性的職業更富有創造性、專業性，女性的職業則偏向處於相對輔助性

的地位。這些職業形象受到傳統性別觀念的限制，其中潛藏的性別不

平等將會影響兒童的性別角色的社會化。可能會使女童產生「女不如

男」的自卑感，男童則產生比女童高一等的優越感。 

此外，從男性、女性從事的家務看，女性一般是洗衣服（如圖）、

曬被子、照顧孩子、削水果等，男性則在家看報

紙、輔導孩子學習等。儘管在一些圖像中，女性

也承擔教育孩子的角色，但家庭性別角色仍存在

傳統的限制。 

3.兒童圖像中男孩與女孩活動分析 

在六冊書中，男孩、女孩不僅數量上存在不

同，在活動內容上，也有所差異。具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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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所從事的活動：看書、爬山、拔蘿蔔、趕豬、

砍樹、打籃球、擦桌子、拼圖、放牛、下象棋、做航

模、提水桶、拍照、釣魚、爬樹（如圖）、跑步、舞

劍。 

女孩所從事的活動：寫字、牽氣球、澆花、餵小

雞、剪紙、餵鴿子、跳舞、打泉水、撫摸石像小腳丫、

撿槐米、啦啦隊。 

均從事的活動：捉迷藏、疊飛機、做貼畫、捏泥娃娃、登山、老

鷹捉小雞、丟手絹、掃地、畫畫、栽花草、堆雪人、放風箏、看黑板

報、玩蛐蛐。 

由上述活動發現，男孩從事的活動與力量、動作有關，如砍樹、

提水桶、舞劍、拼圖、做航模等，女孩從事的活動則與情感有關，如

對小動物的關愛、撫摸石像小腳丫、啦啦隊等。 

當然，女孩也會與男孩共同從事一些活動，這些活動很多是集體

活動，性別表徵不明顯。但就總體來看，傳統的男女有別觀念仍佔上

風。這從另一個角度也可以看出，書中裝飾性、指示性的無名無姓女

孩要遠遠多於男孩。 

 
四、兒童圖像中的兒童形象折射出當今社會的兒童觀念 

兒童觀是人們對兒童的總的看法和基本觀點。6有什麼樣的兒童

觀，就有什麼樣的教材觀。反之，不同的教材，往往呈現出不同的兒

童觀念，表達出人們對兒童的不同期待。 

在六冊教科書總計 513 位兒童中，人們所期待的「兒童」有這

麼幾類： 

                                       
6 劉曉東：《兒童教育新論》，江蘇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第 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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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知錯就改的兒童 

兒童犯錯之後，很快能夠意識到自己的錯誤並作出改正。這種兒

童形象在教科書很多，反映出成人心目（特別是兒童家長）中的一種

常見的兒童形象。 

二年級上冊第 112 頁，《日記兩則》課文，講述了一個小女孩

看中一條美麗的鑲著花邊的白紗裙，特別希望在兒童節的時候得到這

一份禮物（如圖）。但是媽媽沒有給她買，而是準備了另兩份禮物，

一份送給她，另一份留給苗家小姑娘阿英，這使得她很不理解（圖像

中表情迷惑）。後因阿英的來訪使她從阿英口中得知媽媽一直在資助

生活在貧困山區的阿英上學，使她的思想有了轉變，於是在夢中改變

了主意，讓媽媽用買白紗裙的錢來買書，送到一個個苗家姑娘的手

中，從中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快樂。 

還有第 32 頁《一分鐘》一文，元元因為賴床以

致上學遲到了，而受到老師批評。他很快就意識到自

己的缺點，感到非常後悔。圖像中元元一臉愧疚。 

這些圖像的兒童形

象，均是成人們所認可的一種兒童形象：

能聽從大人的教導，並能提高認識，迅速

改正，做個好孩子。 

2.有愛心、能夠體貼他人的兒童 

能夠關愛和體貼他人是教科書中另一類兒童形象。在三年級上冊

《給予樹》一文中，女孩金吉婭拿著媽媽給的二十美元，本來要買禮

物給家人的，但後來看到一棵援助中心的「給予樹」，其中有一張女

孩寫了一張卡片，期望得到一個洋娃娃。於是就買了一個洋娃娃，送

到援助中心的禮品區。插圖描畫了向援助中心的阿姨捐送洋娃娃的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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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 

二年級下冊第 110 頁，《玩具櫃檯前的孩子》（如圖）插圖中

售貨員阿姨的女兒把自己漂亮的汽車玩具帶給想要小汽車玩具而心

疼家人未買的小男孩。 

這些圖像描繪了能夠關心家人、關愛他人、能與別人分享的兒童。 

 

3.愛探究的兒童 

在三年級上冊第 136 頁，圖像表現了兒

童的探究精神。描繪了牛頓做風箏的故事

（如圖）。同班的卡特追問牛頓，風車為什

麼會轉，其中有什麼道理。 

另如二年級下冊第 134 頁，描述了關於兒時張衡的故事。張衡

夜晚坐在院子裡數星星，奶奶笑他傻孩子，那麼多的星星，一閃一閃

的，眼都看花了，哪還數得清楚。但張衡堅持認為能夠數得清。 

又第 83 頁，描繪兒童對地質勘探員勘探石頭的疑問。 

兒童是天生的探究者，遇到不懂的地方，喜歡問問大人或者自己

探索。這些所刻畫的兒童形象，符合兒童的這一天性。 

4.堅強、勇敢的兒童 

一年級下冊第 99－100 頁，描繪勇敢的放牛娃王二小（如圖），

不怕日軍，從容地將敵人帶入八路軍的

埋伏圈，最後自己英勇犧牲。 

三年級下冊第 78 頁，描繪男孩阮恒

主動給一位受傷的小女孩輸血。在輸血

過程中，他一動不動，一句話也不說。間隙啜泣一下，但用牙咬著自

己的小拳頭，竭力制止抽泣。當醫生一問他，就立刻停止了哭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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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一樣。 

 

5.遊戲、快樂的兒童 

兒童具有工作的本能7，遊戲就是兒童的工作。在教科書中，遊

戲著的兒童也是常出現的形象。 

二年級上冊第 53 頁，畫面中四個小孩，一個小男孩在興奮地滾

雪球，一個小男孩則在裝飾剛剛堆好的雪人，另外兩個小孩則在打雪

仗（如圖）。 

三年級上冊第 6 頁，描繪兩位在草地上玩耍的小男孩，哥哥在吹

蒲公英，弟弟假裝打呵欠，把蒲公英往哥哥給臉上吹。這些並不引人

注目的蒲公英，給他們帶來了不少快樂。 

二年級下冊第 6 頁，描繪一個古代

兒童在追一隻黃色的蝴蝶。第 159 頁，

三個孩子在快樂地看浪花。 

上述兒童圖像中的這些兒童形象，

代表著成人對兒童的一種先入為主的觀念：兒童應該成為什麼樣的

人；怎樣做才會得到欣賞和肯定。 

當然教科書中還有其他一些兒童形象，如勤奮用功的兒童、愛勞

動的兒童等等。總的看來，大多數是「好」的兒童，少有描繪悲傷、

痛苦、不幸的兒童。 

 
伍、討論與思考 

從社會學的角度看，兒童成長過程是一個社會化的過程，在這個

                                       
7 瑪利亞·蒙台梭利（Maria Montessori）：《童年的秘密》，中國發展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6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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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內化社會的價值、道德標準、倫理規範等等。

教科書對兒童社會化過程，影響巨大。教科書中兒

童圖像所展示的兒童－成人關係、兒童形象、兒童

行為會影響兒童社會化，塑造兒童的言行舉止。因

此，應當重視教科書中兒童圖像的選配。 

就當前人教版 1-3 年級《語文》教科書而言，

其中存在的一個主要問題是很多圖像存在濃厚的

圖解性，只是簡單地為文而配，而未能思考怎樣最佳地為文而配。在

這種情形下，圖像淪為一種文字的裝飾而已，圖像本身並未有發揮足

有的視覺力量。 

另一個問題是，兒童圖像的藝術性還有待提高。人教版《語文》

中的兒童插圖形式相對還比較豐富，有油畫、照片、水墨畫等，但與

民國時期的兒童課本如由葉聖陶編寫、豐子愷繪畫的《開明國語課本》

相比，藝術性方面還有待加強。該套課程的特點之一就是圖畫與文字

有機配合（如圖）。 

此外，未能很好地呈現出兒童形象的豐富性。兒童有一百種語

言，兒童的形象亦不止一百種。教科書中出現的兒童形象多為本國、

本文化的，其他地區的兒童多以俄國、前蘇聯為主。儘管注意到一定

的多樣性，但仍然不夠廣泛。當然，這與教科書特別是語文教科書的

性質有密切的關係。 

對於這些問題，還需要我們進一步思考。筆者以為《語文》教科

書中兒童插圖，可能存在一些改進的空間或建議： 

第一，低年級《語文》教科書中的兒童圖像，應以兒童生活為基

礎。教科書中插圖，雖然是為課文服務的，但宜以兒童生活為基礎，

這樣能夠便於兒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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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上看，一些課文由於內容的原因而選配某類插圖，比如國外

的、古代的等等，這些圖像很難結合當代兒童生活。在這種情況下，

可以考慮將這類課文放到高年級課本中去。低年級課本，還是要遵循

貼近兒童生活為宜。 

第二，堅持兒童本位的圖像立場，注意兒童圖像的童趣童真。 

兒童本位，簡而言之，即以兒童為中心，其他人或事物必須服務

於其兒童利益的理念和觀點。儘管兒童本位在教育界、法律界仍然存

疑。但在教材的編寫上，兒童本位不妨像葉聖陶那樣理解：「給孩子

們編寫語文課本，當然要著眼於培養他們的閱讀能力和寫作能力，因

而教材必須符合語文訓練的規律和程式。但是這還不夠。小學生是兒

童，他們的語文課本必是兒童文學，才能引起他們的興趣，使他們樂

於閱讀，從而發展他們多方面的智慧。當時我編這一部國語課本，就

是這樣想的」。8 

在這一理念之下，低年級課本的插圖應當注意童趣，兒童形象可

以適當採取漫畫、誇張、變形的形式，讓兒童喜歡看課本。 

第三，兒童圖像的藝術人文性與教育性的統一。 

毋庸置疑，《語文》課本具有特殊的教育功能，能夠培養兒童對

母語文化的熱愛，對本民族文化的自豪感情。但如何培養，需要講究

一定的藝術性，特別是圖像，由於其直觀性、感染性，更需要注意圖

像呈現的藝術性，不能僅僅流於概念的圖示。在盡可能的情況下，要

以一流的兒童藝術標準來選擇和繪製圖像。 

 

 

 

                                       
8 葉至善：《老開明國語課本始末》，載《北京青年報》2005 年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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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教育中的非言語傳播教學研究 

 
李 頌  

 
在教育教學過程中，無時無刻不在充盈著非言語行為，包括教師和學生的非

言語行為以及教育環境的變化等，在幼稚教育領域，非言語傳播行為尤為頻繁，

但國內研究學者較少給予關注。本研究以中國上海市思南路幼稚園開展的“手影

活動”為例，深入幼稚園觀察幼兒的非言語行為，分析手影——非言語符號在幼

兒活動中的傳播效果以及手影活動應用於幼稚教育的價值體現等。 

本研究完成了以下的研究：  

第一，以幼稚園一日活動片段摘拾，關注幼稚教育情境中的非言語行為，通

過觀察幼兒的行為能夠較好地辨別幼兒的需要進而滿足他們的需求。 

第二，通過現場觀察、攝像、訪談等方式分析、探尋手影——非言語活動在

幼稚教育中的持續生存力，並結合研究需要，與授課教師一起研討活動方案，一

起進行優化設計，共同開展手影活動。 

第三，分析反思。手影引入幼稚教育活動中，分析幼兒的行為表現和手影應

用策略與價值，在反思已有實施的基礎上不斷改進，更好地滿足孩子們的需要。  

最後，對研究結果進行整理歸納，總結手影活動在幼稚園教育中的優勢與不

足之處，並在探索手影活動融入幼稚園一日活動流程中不斷積累經驗，為後續相

關研究提供借鑒。 

 
關鍵字：非言語傳播 幼稚教育 手影 精細動作 民間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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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幼稚教育中的非言語傳播 

傳遞資訊，表達情感，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根本要求1。言語是

人們之間進行社會交際的重要手段，但絕不是唯一的手段，人們的一

顰一笑，一舉一動，衣著打扮，居所佈置，時間安排，空間利用等非

言語的行為和方式，同樣起著傳意表情的重要功用，有時不弱于言語

所傳達的效果。 

學前幼兒的文字表達尚不具備，言語能力較弱，非言語的行為表

達方式是其主要表現形式。幼兒教師要善於觀察和分析幼兒的非言語

行為，從中讀懂幼兒的行為需要，進而創設豐富的活動樣式和改進策

略來滿足幼兒，同時在活動中促進幼兒的言語表現和表達。 

 
一、表情 

表情，就是感情或情緒的外在的表明的表現形式，一般指發生在

頸部以上的反映內心變化的動作、狀態和生理變化。表情是人內心世

界的直接流露。幼兒的表情多受生理支配，並且幼兒的表情天真爛

漫，沒有掩飾，可愛的孩子們經常會舌頭伸出來朝你做出鬼臉，這是

一種頑皮的表情。 

幼兒教師通過觀察幼兒表情所採取的改進措施不勝枚舉。小班幼

兒午餐後，往往著急拿玩具去玩，他們的小腮幫子還是鼓鼓的，同時，

還會有不少「花花臉」，針對這種情況，幼兒教師對生活區進行了改

進，在已有基礎上又增設了一個餐車架，供孩子們進行漱口和擦嘴。 

 
二、手勢 

手勢，是指用來示意的手和臂的各種動作姿勢，在非言語傳播

                                       
1朱璿,張瑞坤.電視節目主持人的非言語傳播[J].新聞愛好者,2010,3(下):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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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雙手是最活躍、最主動的身體部位。對於手勢在現代社會交流中

的作用，怎樣估計都不過分，在人類使用有聲語言之前，曾在相當長

的時間裡使用手勢或主要使用手勢來進行交流，在語言的創造中，雙

手起了重要作用。對於幼稚教育來講，幼兒手勢的發展必定促進其語

言和思維的發展。 

為了某些特殊需要，人們制定了系統化的人工手勢語言，比如手

語、手影等。手語在聾啞人教育及其相互間的交流方面，在軍、警行

業中，都有著獨特的不可替代的用途。手影作為一種藝術化的表現形

式，通過手指巧妙變化，利用光的投影變換出許多小動物的形象，深

受兒童的喜愛。思南路幼稚園把手影元素引入幼兒一日活動中，旨在

促進幼兒語言與思維的發展和幼兒的表現表達。關於手影在幼稚教育

中的應用研究將在後面章節詳細介紹。 

 
三、身勢 

身勢，指以軀幹為主體的身體各部位做出的各種姿勢以及呈現出

的不同狀態，主要包括頭、軀幹、腿和腳等身體部位的動作、狀態以

及身體的坐、站立、行走與躺臥等動作。幼兒的頭部動作是老師關注

的重點，幼兒常用點頭、搖頭表明自己的態度，有時低頭不語、抬頭

盯住某個地方看，他們想什麼往往從頭部的動作可以辨別出來。幼兒

在聽故事時，常常是歪著腦袋，說明他被這個故事深深吸引住了。 

 
四、觸摸 

觸摸是個人身體各部位之間或人與人之間通過觸摸性的動作來

表達情感和傳遞資訊的一種行為語言，通過觸摸，可以傳達資訊和交

流感情，也恰恰是一種可以通過幼兒成長加以解釋的現象。幼兒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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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觸摸也是一種十分重要的行為語言，孩子們總是習慣性地用手摳

一些隨手可及的小物件，比如衣襟、衣扣、拉鍊等，當他們坐在桌邊，

可能會摳桌角、摸桌面等。 

幼兒的年齡特點和心理特徵，決定了他們依賴於成人的觸摸和安

慰。適應期的幼兒，在幼稚園裡午睡，有的幼兒午睡中間會醒來，這

時全程陪伴幼兒午睡的保育員或者老師要及時發現，輕輕拍一拍他，

就會再次睡著了。家長和老師表達對孩子的愛時，一個大大的擁抱，

一個深深的親吻，對於幼兒來說，是十分珍貴的。當然，孩子們要表

達對同伴或者成人的喜愛時，也會給予擁抱或者親吻。 

 
五、副言語 

副言語（paralanguage）又稱「類語言」或者「輔助語言」，

通常是指有聲而沒有固定語義的「語言」。它包括兩種類型，一是功

能性發聲，如笑聲、哭聲、咳嗽、歎息、呻吟以及因驚恐而發出的喊

叫等；另一種是伴隨有聲語言出現的語音特徵，如語速、語調、音量、

音質、停頓和沉默等2。 

在幼稚園裡，當幼兒在「娃娃家」照顧自己的「娃娃」睡覺，此

時同伴來打擾，幼兒就會用噓聲來提示同伴安靜；氣溫變化時，幼兒

的咳嗽聲往往會引起保育員和老師的注意，老師會去摸摸孩子的額

頭，詢問幼兒是不是哪裡不舒服，因為幼兒一般很少去用咳嗽來填補

語言空隙或者提醒別人。需要注意的是，沉默和話語停頓實際上是副

言語中的特例，幼兒的言語表達能力還不是很強，在表達自己觀點或

者與人交談時，往往會出現「呃……」、「嗯……」等無義詞或聲音

來填補言語表達的空檔。 

                                       
2宋昭勳.非語言傳播學[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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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時間 

時間是人和周圍世界存在的一種形式，但是如何給時間下一具體

定義，的確難以有明確的定論。在非言語傳播領域，我們應該關注的

是，時間作為一種現象，是如何在人們資訊交流過程中發揮作用的。 

美國一位著名兒童研究權威指出，兒童通常要過了 12 歲才能掌

握時間的概念，這個估計也許不無保守3。因此，對於嬰幼兒來講，

他們對於時間的感知觀念較為弱一些，更多地還是家長和教師按照時

間安排幼兒的一日生活。但是，幼稚教育領域，如何制定科學有序的

一日生活活動流程安排，從一定側面培養了幼兒對於時間觀念的把握

和認識，對幼兒的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意義。 

 
七、場景 

場景是指與交際有關的各種客體因素所構成的交際場面，即圍繞

著交際空間可以直接、間接影響人際交往的各種客體因素和總和。4人

們在社會環境中生活，影響我們交際的場景因素應該說是無處不在，

一般將其分為有形的和無形的兩類。有形場景包括建築、物品陳列、

座位擺放等，無形場景包括如顏色、氣味、聲音、溫度和濕度以及光

線等。 

每個人都有自己偏愛的色彩，幼兒也不例外，他們在成長過程

中，接觸到不同的顏色，根據不同的物品特徵認識、記憶熟悉不同顏

色，並能表明自己的態度。比如在商場裡，家長為幼兒購買玩具，同

樣的玩具，幼兒一定挑選自己喜歡的顏色玩具，愛不釋手；園舍的選

                                       
3 [美]愛德華·戴爾.無聲的語言[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11:108. 
4 李傑群.非言語交際概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3: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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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一定會脫離鬧區，避免周圍環境的噪音，影響孩子的健康，同樣，

幼稚園裡內部，也要注意聲音元素的影響。 

 
八、藝術性的非言語形式 

語言藝術大師布甯曾經說過：「一切都可以用語言描繪，但仍然

存在著令最偉大的詩人也無法逾越的界限，永遠有『不能用語言表達』

的東西。」5一般說來，藝術性的非言語傳播形式主要有舞蹈、音樂、

建築、繪畫和雕塑等，隨著影視的飛速發展，影視藝術形式也成為傳

播學關注和研究的領域。此外，手影也是一種獨特的藝術形式，深受

人們的喜愛。 

（一）繪畫。一副好的圖片勝過千言萬語想要表達的。幼兒還沒有

獨立成文表達思想的能力，他們表現表達除了用身體動作外，還依靠

用彩筆繪出的畫面來表達自己的情感和想法。 

（二）舞蹈和音樂。隨著時代的發展，幼稚園的音樂教育已經不僅

僅是教會幼兒幾首歌曲，幾個舞蹈，而是培養幼兒對節奏韻律的直覺

本能，對音樂的情緒表現，對運動平衡的感覺，以及訓練幼兒有規律

的運動神經習慣和有節奏的心理6，讓幼兒在豐富的體態律動遊戲中

提高音樂素養，發展藝術能力。 

（三）手影。手影不要複雜設備，只要一燭或一燈，甚至一輪明月，

就可以展開巧妙構思，它以手為筆，以影為墨，通過手勢的變化，創

造出各種人或物的影像。因為手影主要作給兒童看，兒童喜愛動物，

於是兔子、狗、貓等就成了手影主要表現對象。通過形似的手影遊戲，

                                       
5 莫·卡岡.藝術形態學[M].上海:三聯書店,1986:296. 
6 張建萍.達爾克羅茲體態律動與新課程改革[J].中國音樂教育,2004,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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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啟發兒童的聯想思維7。 

現在，手影與幻燈機、投影儀結合，配以適當的背景和音樂，使

手影帶給人們更多的感官效果。它是一種獨特的藝術形式，它的表演

全部靠手部動作投影的改變，幻化形成各種不同的形象，而不靠任何

附加東西去修飾,它形象生動，富含趣味，深受孩子們喜愛。在外國

人眼中，手影藝術是一門神秘而純淨的藝術。 

 
貳、思南路幼稚園手影活動實施研究 

幼兒在手影區域進行個別練習的基礎上，已漸漸掌握了一些手影

動作，獲得了利用手影進行表現表達的經驗。教師善於抓住教育契

機，也符合我們原先的設計路線，將手影元素融入日常教學環節中

去，豐富了已有的教學內容和教學形式，同時，也為孩子們帶去別樣

的參與體驗，他們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和參與熱情。 

 
一、手影與中班音樂教學相結合 

《幼稚教育指導綱要（試行）》中指出，「要避免僅僅重視表現

技能或藝術活動的結果，而忽視幼兒在活動過程中的情感體驗和態度

的傾向。」8手影，雖說是靠兩隻手變換動作，在光源下投影實現，

其實手影需要整個身體來配合，現代手影也漸漸嘗試把身體其他部位

投影融入進來，實現手影表現和表達的形式多樣性和更具體化。 

 
活動名稱：《農場音樂會》 

活動地點：思南路幼稚園南部二樓活動室 
                                       

7 兒童手影專題[DB/OL].http://www3.060s.com/special/column/508/,2012-02-28. 
8 幼稚園教育指導綱要（試行）

[DB/OL].http://www.eol.cn/20060113/3170537.shtml,2012-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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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目標： 

(一)幼兒初步掌握兒歌律動和樂句，在過程中將小動物手影加入兒

歌中。 

(二)幼兒結伴合作，共同體驗用手影方式表達兒歌內容的快樂與成

功。 

活動準備： 

鋼琴，敲打琴，投影儀，筆記型電腦，劇本、手影圖示 

活動過程： 

在手影音樂教學活動開展之前，Z 老師讓孩子們自願結交了小夥

伴共同進行手影小組活動，並確定了手影表現的小動物，合作完成“農

場音樂會”的表演。 

 
第一環節：農場裡的小動物 

Z 老師彈奏鋼琴，同時為幼兒提供 5 種手影動作提示，在農場裡

每看到一種動物的出現，幼兒開始用兒歌的形式表達它們的特徵。老

師和孩子們一起把兒歌《在農場裡》進行了豐富。 

鴨兒在農場嘎嘎，鴨兒在農場嘎嘎，鴨兒在農場嘎嘎叫，鴨兒嘎嘎嘎。 

豬兒在農場嚕嚕，豬兒在農場嚕嚕，豬兒在農場嚕嚕叫，豬兒嚕嚕嚕。 

狗兒在農場汪汪，狗兒在農場汪汪，狗兒在農場汪汪叫，狗兒汪汪汪。 

馬兒在農場吁吁，馬兒在農場吁吁，馬兒在農場吁吁叫，馬兒吁吁籲。 

牛兒在農場哞哞，牛兒在農場哞哞，牛兒在農場哞哞叫，牛兒哞哞哞。 

 
孩子們知道了週四手影教學活動的安排，在孩子們熟悉兒歌旋律

和樂句的基礎上，當老師告訴孩子們要用手影來表現農場裡小動物的

音樂會，孩子們高興極了，躍躍欲試。按照先前的約定，兩名幼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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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坐到不同的小桌旁，教師將 5 個手影圖示分發給每個小組，小組成

員選定要表演的動物手影圖示。 

 
第二環節：小組計畫書 

(一)熟悉手影動作 

雖然孩子們在活動開展前，在手影劇場區域裡進行了 5 種動物的

手影練習，但是每個幼兒掌握的情況有異，故活動開始前，老師提示

幼兒再熟悉一下手影動作。小組內部也出現了自發的合作與幫助。 

(二)制定小組計畫書 

Z 老師為孩子們準備了《農場音樂會》的小組計畫書手冊，方便

幼兒小組進行計畫書的制定和出場順序、幕別的安排。 

幼兒根據教師的提示，開始了熱烈的討論。 

我們一起上場，好不好？ 

我從這邊出來，你再從那邊出來。 

我還要在舞臺中間轉個圈。 

你先唱‘鴨兒在農場嘎嘎’你再上…… 

…… 

 

經過小組內部討論協商，幼兒開始制定表演計畫書，安排出場順

序、下場順序和舞臺中的每一幕。幼兒有表現表達的需要，個個認真

準備著。制定的計畫書也在一定程度上凸現了他們潛在的創意。 

 
第三環節：農場音樂會 

在每組手影表演之前，教師要每個小組成員向全體同伴們講解小

組計畫書的安排，同時要求其他小朋友觀察這個小組在舞臺上的表

現：是不是按照計畫書的安排進行的？他們的表演存在什麼不足？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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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是你，你會怎麼去做？ 

各個小組再次明確了計畫書的安排，全體幼兒也明確了觀察任

務，孩子們的手影表演活動正式開始。 

第二次《農場音樂會》手影音樂教學活動開展流程和前次一樣。

唯一變化是對手影表演背景進行了設計，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孩子們的

關注和喜愛。 

 
二、手影在大班小組合作活動中的應用 

《幼稚園教育指導綱要（試行）》指出，應「通過引導幼兒積極

參加小組討論、探索等方式，培養幼兒合作學習的意識和能力，學習

用多種方式表現、交流、分享探索的過程和結果。」9手影作為一種

新的元素，可以表現不同的角色，幼兒可以進行小組合作用手影來進

行故事和兒歌等的改編和創作，並進行小組手影情景劇的表演，孩子

們在用手影表現表達的過程中所體驗的成長和成功的喜悅，不勝言

表。 

 
活動案例：《手影情景劇表演》 

活動地點：思南路幼稚園南部大六班教室 

活動目標： 

(一)幼兒明確自己在小組活動中承擔的任務，與同伴一起配合共同

完成。 

(二)幼兒小組共同安排手影短劇，體驗合作的愉快。 

活動過程： 

                                       
9 幼稚園教育指導綱要（試行）

[DB/OL].http://www.eol.cn/20060113/3170537.shtml,2012-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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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確定故事主題，小組的形成 

教師為幼兒提供三個故事主題：《金色的房子》、《小貓釣魚》

和《神氣的公雞》，讓孩子們主動選擇，孩子們你一言我一語，選擇

了心儀的故事，同時，教師引導孩子們確定不同故事中的主要角色，

孩子們也都明確了每個故事中的主角。 

教師將準備好的故事劇本放在不同的小桌上，幼兒根據選擇的主

題做到相應的桌邊，確定了小組成員和小組的任務。教師提供的劇本

包括封面、演員表和幕別，封面呈現了劇本名稱和故事主角，演員表

一頁讓幼兒安排角色分工，幕別供孩子們在每一幕中安排劇情，自己

設定故事角色的出場順序。 

第二階段：小組討論、角色分工，制定劇本 

小組成員對故事已經十分熟悉，教師提供的劇本也起了支架作

用，小組成員開始了激烈的討論，確定自己的角色分工。《金色的房

子》小組成員在討論過程中，靚靚和悅悅為誰扮演小姑娘發生了爭

執，靚靚說“我比你小，我演小姑娘。”悅悅也就答應了；《神氣的公

雞》小組中樂樂和也為了扮演“蜜蜂”而爭執不下，於是小組內開始了

熱烈的討論。 

 
衿衿：我做老鷹好了。 

樂樂：我做老鷹的，我是蜜蜂呀！ 

樂樂提議用石頭剪刀布來決定，結果樂樂贏了：我贏了。 

衿衿：我做老鷹吧，老鷹是小小。 

樂樂：不行，老鷹就是蜜蜂！因為蜜蜂我不會做，蜜蜂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就不像蜜蜂了。同時，他用小手做出老鷹的手影動作。 

衿衿：咦，蝴蝶。 

樂樂：要不蝴蝶，要不老鷹。 

衿衿：要不蝴蝶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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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樂：好呀，就是蝴蝶。 

衿衿：那誰是隊長呢？ 

樂樂：嗯，隊長嘛，菲菲呀，她最大呀，不就是隊長嘛。 

贇贇：我最小。 

衿衿：那我就可以當青蛙了，青蛙不是最小嘛。 

樂樂：好呀，你當青蛙，我當蜜蜂。 

贇贇：蜜蜂才是最小的呢。 

樂樂：對，蜜蜂才是最小的呀。 

衿衿：那我就做蜜蜂。 

樂樂：不行，我要做蜜蜂嘛。 

衿衿：那我就做青蛙吧。 

樂樂：好，你做青蛙。 

 
孩子們的討論總是這麼具有跳躍性和重複。這是幼兒身心發展特

點所決定的。確定了角色分工後，小組內就開始在演員表記錄下各自

表演的角色，並開始安排幕別，在每一幕中繪製手影劇的場景、角色

和出場等。 

各個小組均制定好小組手影情景劇劇本，但是劇情中的角色是不

是都能夠用手影去表現是值得孩子們注意的問題。教師在這個階段的

最後提示孩子們： 

 
「你們故事中的角色可以用手影來表現嗎？如果有些角色不能夠實現，你們

準備用什麼材料去替代？如果有困難，請你們提出來。」 

 
經過教師的提醒，孩子們接下來就開始準備表演的材料，並利用

自由時間去討論、選擇材料並進行一定的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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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手影情景劇彩排 

活動地點：思南路幼稚園南部二樓活動室 

孩子們到了南部手影公共區域，表現了極大的好奇，個個顯得十

分興奮，忍不住在牆壁（投影螢幕）前試著去表現手影。在嘗試的過

程中，孩子們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當自己的手勢動作或材料離螢

幕遠，離投影光源近的時候，投出的影子就變大；當手勢動作或材料

離螢幕近，離投影光源遠時，投出的影子就變小。 

    小組成員在彩排是考慮到角色站位的問題，他們商量著用紅色黏

紙黏貼在地板上進行提示。每個幼兒尋找、試驗好自己最佳的站立位

置，並用一個方形的黏紙固定自己的位置。同時，教師進行提示：確

定的站立位置要看投在螢幕上的影子大小是不是合適，不要太大也不

能太小，要注意與其他小朋友的配合。 

 
第四階段：手影情景劇表演 

《金色的房子》小組： 

(一)準備工作。小組成員確定了站位，一名成員負責旁白，其他成

員的角色分工明確。故事中的小姑娘投影用玩具娃娃代替，房子投影

材料，是小組成員在老師的幫助下裁剪、黏貼而成的。 

(二)開始表演。小組成員在熟悉劇本安排的基礎上，同時跟隨旁白，

一幕幕進行表演，成員之間的配合十分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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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影情景劇《金色的房子》： 

一天，小姑娘又去採花，一隻小兔跑

來對她說：「小姑娘，你早，你那金色的

房子真好，紅的牆，綠的窗，金色的屋頂

亮堂堂。」邊說小兔子的耳朵還邊動，畫

面生動形象。 
 

 

一隻小狗跑來對她說：「小姑娘，你

早，你那金色的房子真好，紅的牆，綠的

窗，金色的屋頂亮堂堂。」邊說小狗的嘴

巴邊張開，小狗的模樣還真像呢。 

 

 

一隻小鳥飛來對她說：「小姑娘，你

早，你那金色的房子真好，紅的牆，綠的

窗，金色的屋頂亮堂堂。」邊說小鳥的翅

膀邊揮舞著，小鳥看著怎麼像老鷹呢。 

 

 
《小貓釣魚》小組： 

小組成員借助尺子作為魚竿，用剪紙做成小魚的形狀，進行手影

劇的表演。 

   
參、手影在幼稚教育中的應用價值 

手影，一種人們喜聞樂見的民間兒童遊戲，走進幼稚教育領域自

然而然。然而，這種非言語的表達形式其背後隱藏的教育價值究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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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大，是教育教學工作者所關注的，尤其是在幼稚教育中，促進兒童

的發展是關鍵。在思南路幼稚園手影教學活動實踐研究過程中，筆者

與幼稚園園長和實驗班級教師經常交流溝通，探討手影在幼稚教育中

的應用策略和價值，並在此作一歸納。 

 
一、幼稚園中民間遊戲的「在場」 

手影，是杭州民間傳統兒童遊戲。手影遊戲歷史悠久，在民間流

傳甚廣，但也隨著時代的進步和發展，一度被世人「冷落」。20 世

紀 90 年代，手影戲搬上了中央電視臺，引起了大家的喜愛和耳目一

新。儘管如此，手影所受的關注程度並上漲，尤其是在教育教學領域

中，把手影引入到教學中的應用和研究更是少之甚少。上海市思南路

幼稚園邀請黎加厚教授做了《非語言學習活動設計》的報告，幼稚園

園長和老師們才感受到非言語活動——手影的魅力所在，它對培養孩

子們各方面的能力，尤其是對幼兒想像力和表達能力的培養，具有重

要的促進作用。 

鑒於此，思南路幼稚園嘗試把手影——非言語活動引入到幼稚園

一日活動中來，旨在讓幼兒學會用手影的形式進行表現表達，滿足孩

子探究、表達的需要。手影活動也得到了家長的極力配合，用心的爸

爸媽媽也給孩子購置了多彩的燈，在家中單獨開始區域讓孩子方便地

玩手影。經過一學期的手影教學活動實驗，班級幼兒喜愛，教師願意

用心去設計手影活動，為幼兒民間遊戲的「在場」做出了一定的努力。 

 
二、促進幼兒精細動作的發展 

手影是傳統的民間手指遊戲，對於促進幼兒精細動作的發展功不

可沒。幼兒可以單手進行手指的彎曲、伸直進行變化不同的手影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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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也可以使用雙手合作，相握、交叉和雙手手指的彎伸等動作變換

更多的形象。手影歷史悠久，再加上現代手影藝術的發展，手影圖示、

手影表演和著作也不少，家長和教師可以方便為幼兒提供相關學習材

料，幼兒進行手影動作的模仿。小手動一動，就可以變化成自己喜歡

的動物形象，也激發了幼兒的興趣，願意去做手影，孩子們持續性的

模仿、熟練手影的練習，對於其手指靈活性和精細動作的發展具有長

遠影響。當然，手影不僅僅只是手指動作的變換，也用到手掌、手腕

和整個身體動作的配合，才能較好的實現想要表達的效果。 

 
三、利於培養幼兒的想像力和注意力 

(一)想像力的培養 

蒙台梭利認為，孩子的想像力無處不在。筆者十分贊同這個觀

點。手影遊戲，利用簡單光的投影，變化手部動作就能做出形似乃至

神似的小動物形象，這本身就促進了幼兒的聯想思維。幼兒通過手影

表現多種小動物的形狀，並想像每個動物正在做什麼，這些都是幼兒

通過手影想像出來的。當然，幼兒想像力的成長也需要教師為其提供

寬容、放鬆、自由的環境。 

 (二)注意力的培養 

班級內手影活動區域創設後，孩子們經常走到區域裡，仔細看手

影圖示，並進行模仿手影動作，在手影區域用手影進行表現表達，自

我欣賞或者邀請小夥伴們來玩。這裡的手影遊戲不同於舞臺上的手影

表演，重在讓孩子們自己或同伴看到自己的成果，並促進其言語和思

維發展。他們在練習過程中的專注，令人感到驚訝。 

無論是中班的手影參與音樂教學，還是大班手影劇小組合作活動

中，幼兒專注手影表現，制定小組計畫書，小組合作表演等環節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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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上培養了孩子們的注意力。同時，在進行手影表達時，幼兒

要注意音樂旋律的開始、結束以及樂句中間的轉換等，才保證了整個

手影活動的順利開展。因此，可以說，在幼兒感興趣的手影活動中，

其注意力的培養在無聲無息中就進行著。 

 
四、利於幼兒協作能力和創造力的培養 

(一)協作能力的培養 

引用羅賓․科林伍德的一句話，「我們並不是離開情感世界而進

入了一個枯燥的理性世界中，而是獲得了新的情感和表現它們的手

段」。通過手影活動，孩子們進行小組合作，獲得是一種新的情感體

驗，小組的作品是大家協作勞動的成果，它印刻在孩子們的腦海裡，

永不逝去。 

正如大班小組合作開展的手影劇表演，從開始的小組討論角色分

工，手影劇本的繪製，投影材料的準備，彩排時的站位分配以及最終

手影劇的成功表演，整個過程都離不開小組成員共同的智慧，也正是

小組成員的通力合作，互幫互助，才保證了整個活動的順利開展。 

(二)創造力的培養 

手影活動引入幼稚園，初始幼兒通過教師提供的手影圖示進行模

仿學習，掌握越來越多的手影動作，並參與教師精心設計的手影活動。 

南部中班手影音樂教學《秋天來了》中，幼兒用手的形狀投影表

現樹葉落下的情景，孩子們用不同的形狀進行表現，賦予了「樹葉」

以新的生命，這是一種創造；大班幼兒小組活動手影情景劇表演中，

創造性地選擇材料輔助活動的開展，對材料進行裁剪、黏貼變成小房

子、小魚等，這也是一種創造。其實，幼兒用手影這種藝術化的形式

來創編小故事的過程，就是一種創造。讓手影藝術走進孩子的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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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豐富孩子的內心世界，這是孩子表達對自己、對世界的感受的一

種創造性的方法。這種感覺來自他對手影藝術的感受過程，在這個過

程中讓其覺得自己是優秀的。 

 
五、促進幼稚園文化交流 

手影，這一傳統古老民間遊戲，早已名聞國內外，在外國人眼中，

它是一種神秘而純淨的藝術。隨著數位技術的發展，國內外手影藝術

創作者賦予了手影新的藝術生命力。2011 年 12 月 21 日，南部大班

手影活動開展過程中，恰巧來自雲南省的幼稚園園長代表團前來參

觀，看到孩子們正在進行手影表演，她們停下了腳步觀看並拍照留

念，紛紛表示回去後在幼稚園裡開展手影活動。 

當然，與其他非言語符號的傳播不太一樣，一種手勢的意思在不

同的國度中可能表達的意思會千差萬別，手影就不會出現這種尷尬。

手影是對事物形象的再現，動物、人物和其他事物的形象，全世界的

人們都能看懂手影表現的是什麼，除非表演者配以言語解說才有情境

含義。因此，手影在不同文化之間的傳播與溝通，不易使人們之間產

生誤解。幼稚園開展手影活動，國內外幼稚教育工作者前來參觀學習

並借鑒經驗，是一件自然而得的事情。 

 
肆、研究總結與展望 

本研究聚焦於教育傳播的重要組成部分——非言語傳播，重點關

注幼稚教育領域中的非言語傳播行為，以思南路幼稚園手影非言語活

動為例進行了闡釋。重新定位非言語傳播的相關概念，並分類介紹了

幼稚教育中的非言語傳播行為，教師通過觀察幼兒的行為，辨別其行

為背後的合理需要，進而採取措施，調整策略或創設更豐富的活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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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他們的需要。本研究的重點敘述非言語符號——手影應用於幼稚

教育中的教學活動，以中班手影音樂教學和大班小組合作手影劇活動

開展實踐研究，並在實踐和研討的基礎上對手影應用於幼稚教育中的

策略和價值進行了較為全面的分析。當然，由於筆者時間安排與專業

水準有限，研究難免存在一些不足之處，主要體現在對幼稚教育中的

非言語傳播研究還不夠深入；手影教學活動形式單一，其應用價值難

以評判以及實驗週期較短等方面。後續研究，幼稚園手影活動的開展

將與幼兒繪畫、音樂教學和遊戲等多種形式相結合，充分集所有參與

人員的智慧，開展更多更豐富的手影活動。 

此外，手影作為一種非言語表達手段，在幼兒領域中的應用應當

是前景廣闊。望幼稚教育領域開展相關系統研究，分析和總結手影活

動的更多應用價值，促進幼兒的發展和幼教事業的進步。同時，手影

又是一種民間藝術，也是一種獨特的藝術形式，它不僅僅以一項民間

藝術的形式存在，它是民間藝術的再創作，必將最終發展成為一種全

新的舞臺藝術。將來的手影戲表演將肯定以規模化、產業化的形式出

現，也必定促進教育領域中的手影應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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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文化中的情緒教養 

 

蔡佳穎、林可文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暫行大綱將「情緒」獨立為一個領域，顯示情緒教育漸受重

視。本文透過文獻探討的方式，概略整理華人父母的情緒教養內涵。研究結果顯

示，臺灣父母的情緒教養特色有以下三點：1.以「教導型」及「摒除型」的後設

情緒理念為主；2.教導孩子強化「他人焦點情緒」，壓抑「自我焦點情緒」的表

達；3.會藉由增強孩子的「羞恥」情緒來達管教之效。研究也發現，傳統華人文

化重視人際關係，情緒表達大多以「維持和諧」為依循的準則，較壓抑自我焦點

情緒，但近年來受西方文化影響，年輕世代逐漸重視自我感受，因此在情緒教養

上也可見中西文化的拉扯。 

 
關鍵字：情緒教養、華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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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暫行大綱（以下簡稱新課綱）將「情緒」獨

立為一個領域，顯示情緒教育漸受重視；而在課程的設計與落實上，

要教些什麼？該怎麼教？則十分值得深入探討。 

新課綱指出，情緒領域的目標主要是培養幼兒處理情緒的能力，

簡稱「情緒能力」；而情緒能力包括：1.情緒覺察與辨識，指個體能

覺察到內外在刺激，有情緒出現時，能辨識當時是什麼情緒狀態和種

類；2.情緒理解，能了解情緒產生的原因，也就是去釐清發生什麼事

及個人對此事件的想法；3.情緒調節，即運用各種策略來改變負向情

緒或過度激動的情緒；4.情緒表達，指學習理解所處文化的規則，適

時、適情境及適角色來表達情緒。 

上述定義中，第四項「情緒表達」引發研究者較大的好奇：所謂

的「適時、適情境、適角色」該如何界定？「所處文化的規則」的內

容又是什麼？ 

Denham(1998)指出，父母或教師會在情緒社會化的歷程中，透

過示範、指導、回應等方式，將符合文化規範的情緒表達規則傳達給

下一代，因此本文蒐集整理數篇情緒教養的相關研究，期望能藉此概

略瞭解華人文化中的父母，都傳達了什麼樣的「表達規則」給幼兒。 

 
貳、華人的情緒特徵 

一、內容：他人焦點情緒 

Markus 與 Kitayama(1991)提出「獨立的自我(independent 

self)」及「相依的自我(interdependent self)」的概念，「獨立自我」

是西方文化中的自我觀，強調自主和分離的自我，「相依自我」則重

視個人的社會角色，必須依據所屬的社會位置表現合宜的行為。這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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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不同文化中的成員，在情緒的內容及表現方式上也有所不同：具有

「獨立自我」建構的人較常經驗、表現「自我焦點情緒(ego-focused 

emotion)」，這類情緒主要是因為個人內在的屬性或需求受到肯定、

阻礙或滿足時所產生，像是生氣、沮喪或驕傲；而具有「相依自我」

建構的人因為較重視他人的觀點，則較常經驗、表現「他人焦點情緒

(other-focused emotions)」，例如同情、羞恥或是關於人際互動的

感受，他們比較會企圖去促進彼此的關係，而經驗此種「他人焦點情

緒」會使個人感覺到自己是團體的一份子。Markus 與 Kitayama 指

出，包括日本與中國的東方文化中的成員，較常經歷並表現這種「他

人焦點情緒」。 

 
二、表達：節制以求和諧 

燕國材（1992）指出，中國古代的思想家、教育家，在情感表

現方面大多主張「中節」說，即情感的表現要適度、不偏倚、不乖戾， 

並把中節與否作為衡量情感是否合理的標準，而這種「中節」說深深

影響了中國人的情緒表現，養成了情感含蓄的性格特徵。 

如同上述，具有「相依自我」的華人，在情感表達方面相當重視

是否有助社會關係，Kleinman (1980)便指出，台灣人在社會化早期

即已學會不要公開地表達個人情緒，尤其是強烈的負向情緒，因為這

麼做可能會危害到人際關係；Tsai 與 Levenson (1997)也表示，華人

會抑制極端的情緒表現，以避免與人發生衝突、破壞現有的關係；黃

光國（2005）則指出，華人對於子女社會化的核心理念，即是要教

兒童學會克制自己的衝動，以免與別人發生衝突。 

楊國樞（1988）以文化生態學的觀點來討論傳統父母親的教養

方式，認為傳統中國社會以農業為主要經濟活動，而務農必須仰賴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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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家庭來共同運作，因此家庭成為傳統中國社會中經濟生活與社會生

活的核心，形成了中國人以個人為輕、家族為重的家族主義。為了維

持家族的和諧，父母的教育強調角色與自我壓抑，訓練子女扮演好自

己的社會角色，內心真實的意見與感受則必須慎藏於角色行為之後，

所以傳統的教養重視角色多於情感。 

 
參、情緒教養的相關研究 

上述文獻指出，華人在情緒表達上重視的是節制，並以他人感受

及維護和諧為優先。以下再整理數篇實徵研究，探究華人父母在情緒

教養的內涵與景況。 

一、「教導型」的後設情緒理念 

葉光輝（2002）指出，父母的後設情緒理念是父母對孩童情緒

表現的感受、反應、態度及理念(parental meta-emotion philosophy)，

會對孩童情緒表現及情緒調解能力發展帶來深遠的影響。其研究根據

Gottman 等人自 1996 年起的系列討論為基礎，並透過對親子情緒互

動的觀察結果，界定出「教導」、「不干涉」、「摒除」、「失控」

等四種典型的父母後設情緒理念，其特徵如下： 

 

(一)情緒教導型：父母對孩子的負面情緒反應是「關注的」，也能

接受並「尊重」其各式情緒反應，一旦發現孩子心情不好或有情緒困

擾問題時，會主動且「體貼的」和孩子「討論」其情緒發生的來龍去

脈，並會「安撫」與「引導」孩子如何處理不喜歡的情緒反應。  

 

(二)情緒不干涉型：父母對孩子的負面情緒反應是「不在意的」，

因此會「放任」孩子各式情緒表現，孩子一旦出現心情不好或有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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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擾問題時，由於視情緒為無物，因此對於孩子要求討論情緒相關問

題時，常表現出「不置可否」的態度，也認為孩子出現負面情緒是「不

會有什麼大不了的」原因值得討論，所以對於如何處理不喜歡的情緒

反應是「忽視」的，通常認為「順其自然」是教導孩子處理情緒的最

佳方式。  

 

(三)情緒摒除型：父母對孩子的負面情緒反應雖敏感但卻是「挑剔

的」，因而會「批評」其各式的負面情緒表現，一旦發現孩子心情不

好或有情緒困擾問題時，總覺得它們是「沒什麼道理的」，所以會很

「專制固執的」要求孩子趕快去除它們，否則會給予必要的「禁制或

處罰」，因此其教導如何處理不喜歡的情緒反應的方式常是「要求盡

快摒除」它們。 

 

(四)情緒失控型：父母面對孩子的負面情緒時，會引發自己的「神

經質」反應，甚至造成自己出現「失控的」行為，因此「拒斥」與孩

子討論負面情緒發生的原因，並且認為孩子的負面情緒以及自己的失

控行為都是「莫名其妙的」，也時常「懊悔」自己所採取的處理方式，

更「不知該如何」教導孩子處理這些不喜歡的情緒狀態。  

 
該研究對八百多位台北縣、市的幼稚園及國小學童的家長進行調

查，結果發現人數最多的為情緒教導型，次多的為教導與摒除混和

型，而各式理念類型的分布比例極端不平均。 

而賴俐雯、金瑞芝（2011）採用相同量表，對台灣北部 115 位

大班幼兒的父親進行調查，研究結果顯示台灣父親最主要的後設情緒

理念亦為教導型，其次為摒除型，失控型及不干涉型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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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研究結果皆顯示台灣的家長大多為「教導型」的後設情緒理

念，但葉光輝（2002）指出，一般人對四種理念類型的社會評價整

體印象，存在明顯的差異，「教導型」理念特徵受到一般民眾的肯定

及高度評價，因此可能是受到社會期許(social desirability)因素作用

的影響。在張建博（2008）及林吟珀（2010）的研究中亦可看到類

似的現象；其研究皆採實地的觀察與訪談，探討幼兒與成人互動的歷

程中習得之情緒表達規則；結果顯示，雖然家長皆表示自己會以「討

論」的方式來回應孩子的情緒事件，但討論的內容大多是整體事件的

孰是孰非，而非針對「情緒」，如下例： 

 
小胖因為媽媽把他畫的迷宮丟掉而發脾氣，過了二十分鐘吧！他老爸從房裡走出

來，小胖要求爸爸帶他出去逛逛，爸爸說好，但爸爸提醒他「不可以和媽媽大小

聲」「可是她亂丟我的迷宮」「媽媽也說對不起了啊！」小胖走過來給媽媽抱一

個，然後說：「下次不要再丟了，知道嗎？」媽媽笑笑說：「知道了啦！」他就

和爸爸開心的出門了（情緒日記小胖 990520） 

 

另外，葉光輝指出，人數次高的「摒除型」理念，應該是一種較

受到傳統中國文化所肯定的處理理念類型；在張建博（2008）及林

吟珀（2010）的研究中亦發現，成人會讓幼兒學習到應該要「抑制

減弱」情緒，例如張建博（2008）指出，成人很在意家中的和諧遭

破壞，因此在孩子哭泣或生氣時會以「不行哭」、「生氣要用說的」

的指示來抑制減弱其情緒表現；有時不只是負向情緒，連正向情緒也

該「收斂」，例如有媽媽在公共場合制止孩子表現開心的情緒，是因

為「玩得太大聲，人家會以為我們沒有把孩子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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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羞恥感教化 

張嘉真、李美枝（2000）探討在文化影響下的社會化方式，如

何形塑孩子發展文化合模的情感表達方式。研究共分為三部分，本文

主要探討幼兒的情緒社會化，故僅節錄第一部分的研究結果。該研究

採自然觀察法進入嬰幼兒的生活現場，觀察記錄他們與親長之間的情

感互動行為。 

研究結果發現，嬰兒大多為自我焦點情緒的表現，親子間也有許

多肌膚之親的直接表達性情感行為。到了幼兒期，親子間仍保有表達

性情感的特徵：做父母的認為孩子還不懂事，所以父母並不刻意於角

色的扮演，因而容許自己與幼兒做某種程度的內在直接表現。一旦幼

兒離開父母上幼稚園時，父母與老師則協同一致地以負增強的教化歷

程引導幼兒學會感受他人焦點情緒，其中羞感與恥感的灌輸可以說是

形塑他人焦點情緒的起點，在幼稚園中，家長與老師有志一同地教導

兒童哭泣的行為是丟臉的，例如在幼兒第二天上幼稚園，面露欲哭的

表情時，母親會逗著她說「羞羞臉」，老師也會告訴幼兒「阿姨等一

下把妳的哭聲錄下去，讓媽媽聽，媽媽多丟臉」、「妹妹笑妳了」、

「每個小朋友都在看妳喔！」透過這樣的社會化歷程，使幼兒發展出

相依自我，學會在人前壓抑自我焦點情緒的流露。 

而馮涵棣、陳倩華（2002）則採用民族誌取向參與觀察家庭日

常生活中的互動，以探究羞恥感如何運用於台灣幼兒家庭道德社教化

中，檢視羞恥情緒經驗與道德價值、文化脈絡密不可分的關係，瞭解

父母這些表面看似在傷害孩子的互動究竟有何意義。 

研究結果發現，由兩歲半起，帶著離棄詆毀字眼的「羞恥事件」

就規律地在各家庭的各觀察點出現。「羞恥事件」是管教方式之一，

有原型及副型兩種形態：原型羞恥事件意指在孩子犯錯時，煽動其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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恥情緒；副型羞恥事件則是孩子並未犯錯(甚至於很乖巧)，但家長也

有可能以複述幼兒過去的犯錯事件，藉以「羞」他或意圖掀起他的羞

愧感。  

該研究認為，「羞恥事件」絕對是由「不知羞恥」到「明白事理」

的管教過程。它只不過是在過程當中，投注了情緒，以企圖達到更加

強化之效果。家長們在以羞(disgrace-shame)教恥(discretion-shame)，

然而這些情緒的作用並不單僅是在於培養對他人可能的想法、評價、

批判之敏銳度而已，由重複累贅地重新體驗、模擬演練當中，父母更

好似在引領幼兒培養審視自己言行的自省能力。若得以具自省能力、

明辨慎行，就不會再犯錯，當然也就免於承受「羞辱」了。 

張建博（2008）的觀察也有類似的發現，在孩子表現哭泣、害

怕或「不符合年齡該有的情緒表現」時，成人便會以「羞羞臉」來取

笑孩子，試圖抑制他們的情緒；此外，成人也會複述孩子過去的行為

來「羞」他，希望藉此讓孩子知道這是不恰當的行為。 

 
肆、發現與討論 

回到本文最初的疑問，華人父母在教養的過程中，傳達了什麼樣

的情緒表達規則呢？依據上述文獻，華人文化的情緒教養特色有以下

三點： 

一、以「教導型」及「摒除型」的後設情緒理念為主 

二、強化「他人焦點情緒」，壓抑「自我焦點情緒」的表達 

三、會藉由增強孩子的「羞恥」情緒來達管教之效 

 
當中明顯可見的是華人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的矛盾拉扯。葉光輝

（2002）指出「摒除型」的情緒理念受到傳統中華文化肯定，但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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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因受到倡導孩童 EQ 發展及教育觀念的衝擊，「教導型」理念受到

一般民眾的肯定及高度評價，因此對於那些一時之間仍無法完全斷絕

於舊理念觀念的父母而言，在 EQ 教育觀念的薰染陶冶下，很自然的

就容易形成同時參雜有「教導型」與「摒除型」理念的混合類型者。

從前述諸研究的例子也可見，現代父母可能期望或自認以「教導」的

方式來回應孩子的情緒，但他們並未意識到自己其實並不擅長討論

「情緒」，因此或許表現出的態度溫和、貌似教導，實質的作法與目

的卻仍是抑制或摒除情緒。 

劉慈惠（1999）表示，台灣這一代年輕的父母可以說正處於一

個文化轉型的過程中—他們一手環抱著中國傳統的文化價值觀，另一

手則採擷西方的文化價值觀。因此，他們都經驗到在新舊教養觀之間

求取平衡所產生的掙扎，雖然做父母的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得到最

理想的發展，但是他們都不確定什麼樣的教養方式能幫助他們達到那

樣的理想。王叢桂、羅國英（2008）的研究也發現年長世代、中間

世代及年輕世代有著不同的情緒觀點：年長世代受傳統文化影響，重

視同理、體恤他人，較不重視自我的情緒，年輕世代則可能受到個人

取向的歐美文化影響，比較重視「做自己」。 

既然「文化」正在轉型，那麼何謂「符合文化規範的情緒表達」

似乎也尚無定論，有待釐清。 

另外，新課綱指出，情緒是個體解讀內外刺激而產生的生理與心

理的整體反應，然而根據本文的發現顯示，華人父母在教養過程中，

似乎很少單純將情緒視為一種「反應」，而是將其置於人際關係之下

檢視對錯，因此有助人際關係的情緒會被鼓勵、強化（如羞恥、同理），

有損人際關係者（如憤怒、悲傷）則被抑制、排除。 

Gao、Ting-Toomey 與 Gudykunst(1996)便表示，華人重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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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想法與感受，情緒管理與表達是在「人際互動」脈絡下進行的；

Bockover(1995)也借用孔子對人際互動中情緒節制的觀點，指出情緒

的表達與判斷是透過人際互動產生的，超越主／客觀的分野（引自王

叢桂、羅國英，2008）。因此，當情緒只是附屬於人際關係之下時，

其是否「正面」幾乎沒有絕對，而須依據當下的人際互動脈絡而定，

例如「傷心、哭泣」在多數時候可能會被抑制，但參加喪禮或女兒在

出嫁時則應該放聲大哭，否則會被視為不孝或無情。 

研究者認為，只關注情緒對人際關係的影響實是過於狹隘，林建

得、陳德宗、丁春枝（2002）便指出，情緒狀態不僅導致心理變化，

其實生理方面亦隨之變化，較強烈的情緒反應乃受自主神經所支配，

經常強烈的情緒反應可能造成生理上的病症，如腹瀉、胃潰瘍等，因

此，若某人感到恐懼或憤怒，但因場合不允許而強加壓制，則雖貌似

鎮定，但內部的生理變化仍在進行，影響也依然存在。因此，缺乏情

緒調節、「不中節」的情緒表達可能會引發身體的疾病，而不只是導

致人緣不好；成人在進行情緒教育時，若能同時慮及、傳達情緒對生

理健康的影響，或許亦能稍減在「做自己」與「討好他人」間的矛盾

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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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文化圈下的臺灣幼兒書法書畫教育 

─與日本書道比較 

 
陳美螢 

 
幼兒書法的書畫教學，對學習專心度有相當的助益，以營造幼兒的學習興

致。也不在於精準的書法藝術與專業要求，而在於其書畫時的屏氣凝神，能協助

幼兒手眼協調，能提昇幼兒的專心投入。因此，在台灣的幼兒教育模式中，書法

的書畫教育值得提倡。 

而「書道」在日本的幼兒教育中，以類似水彩筆的水墨畫法，自由發揮創意，

更是將書法的多元性，發揮得淋漓盡致，並因此形成全日本書法的學習風潮，學

習入門容易，又能應用於日常的藝術，成為全民運動。因此，日本的書道若能引

進台灣的幼兒教育模式中，值得加以參考。 

幼兒教育是人生的起跑點，更是薰陶文化與藝術的最佳時機。在日本的「書

道」與「花道」、「茶道」齊名，同為全民運動。書法在日本與台灣，都兼具實

用與藝術的雙重價值，但是兩地書法的教育思考面向，確有截然不同的發展，使

得現今台灣與日本兩地，面臨日本「書道」具活潑、簡易、時尚、普及性，與台

灣書法教育堅持傳統文化，有不同的觀點與視野的作法與成果，具相當的歧異性。 

目前台灣幼兒教育中，尚不能普及此傳統書法文化學習與藝術於幼兒教育，

日本書道的書畫教學。在華人文化圈下，若能引進幼兒學習與教育的方式，是個

值得深入探討的課題。 

 
關鍵字：台灣、書法、教育、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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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臺灣幼兒的書法書畫教學尚待發展，正因書法兼具實用與藝術的

雙重價值，書法書畫在世界文字中，具有相當的獨特地位，也是學術

中的藝術瑰寶，值得深入探討研究。特別是書法書畫方面，更是方興

未艾的一環。幼兒書法的書畫教學，對學習專心度有相當的助益，並

不必要求執筆，而是以隨興的畫法、渲染等，以營造幼兒的學習興致。

也不在於精準的書法藝術與專業要求，而在於其書畫時的屏氣凝神，

能協助幼兒手眼協調，能提昇幼兒的專心投入。因此，在台灣的幼兒

教育模式中，書法的書畫教育值得提倡。 

雖然臺灣曾為日本的殖民地，但是台灣與日本兩地於第二次世界

大戰迄今，兩地教育模式卻具相當的歧異性，特別是書法的教育面

向，更有截然不同的發展面向，使得現今兩地面臨對書法不同的觀點

與視野的作法與成果。而「書道」在日本的幼兒教育中，以類似水彩

筆的水墨畫法，自由發揮創意，更是將書法的多元性，發揮得淋漓盡

致，並因此形成全日本書法的學習風潮，學習入門容易，又能應用於

日常的藝術，成為全民運動。因此，日本的書道若能引進台灣的幼兒

教育模式中，值得加以參考。 

本文試圖探討比較戰後臺日書法書畫教育的內涵，包括在書法教

學、書法書畫字帖、書法檢定、比賽等的異同，予以歸納、分析、比

較觀察研究，並探討當今台灣與日本的書法書畫培育學制有何基本的

差異，導致現今完全不同的面向，到底兩地的書法書畫字帖、書法檢

定及書法比賽有何不同？另外，如何借鏡日本書法書畫教育的模式，

以應用於臺灣書法教育？並找出臺日書法現況的交互影響，以尋求對

兩國書法教育及其文化所帶來的啟示，並提出相關建議。 

而「書道」在日本的幼兒教育中，以類似水彩筆的水墨畫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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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發揮創意，更是將書法的多元性，發揮淋漓盡致，並因此形成全日

本書法的學習風潮，學習入門容易，又能應用於日常的藝術，成為全

民運動。因此，日本的書道若能引進台灣的幼兒教育模式中，值得加

以參考幼兒教育是人生的起跑點，更是薰陶文化與藝術的最佳時機。

在日本的「書道」與「花道」、「茶道」齊名，同為全民運動。書法

在日本與台灣，都兼具實用與藝術的雙重價值，但是兩地書法的教育

思考面向，確有截然不同的發展，使得現今台灣與日本兩地，面臨日

本「書道」具活潑、簡易、時尚、普及性，與台灣書法教育堅持傳統

文化，有不同的觀點與視野的作法與成果，具相當的歧異性。 

目前台灣幼兒教育中，尚不能普及此傳統書法文化學習與藝術於

幼兒教育，日本書道的書畫教學。在華人文化圈下，若能引進幼兒學

習與教育的方式，是個值得深入探討的課題。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1.書法書畫在臺日文化中的地位 

書法書畫是一種東方漢字的書寫藝術。漢字屬於象型藝術文字，

具有獨特優美的結構，書畫則更能表現自在與特色。書寫的主要工具

是毛筆，具有多樣的表現力，在漫長的文字演變發展的歷史長河中，

一方面具有思想交流、文化繼承等重要的社會作用，另一方面它本身

又形成了一種獨特的造型藝術。 

中國書法史上，漢字，從圖畫、符號到創造、定型，從甲骨文演

變為金文、石鼓文，又由大篆到小篆，而至隸書、草書、楷書、行書，

各種形體逐漸形成不同風格的書寫藝術。自古以來，書法是傳達思想

與交流情感的工具，同時也是一種表現文字美的藝術。一幅書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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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字的線條粗細、長短、輕重、緩急、方圓、頓挫；墨色的濃淡、

乾濕以及結構章法的疏密變化等，都富有藝術美，更是書法家表達性

情意境及筆墨情趣的一種藝術。書法書畫藝術獨特性與普及性的奇妙

組合，使得它在傳統文化中佔有重要位置，成為民族文化與民族精神

的一種表現，受到世界各國人民的喜愛與尊重。書法書畫教育，不但

可以怡情養性，變化氣質，還可以訓練審美及觀察、判斷的能力，更

能培養恆心、毅力的定靜功夫。 

書法書畫在日本則稱為「書道」，是一種書寫文字的藝術，它面

臨兩個現象：使用與審美，另一面則是文字和繪畫。書法是以漢字為

表現的對象，以毛筆為表現工具的一種線條造型藝術。 書法是從實

用的書寫發展而來的，兩者間密不可分，使書法具有雅俗共賞的特點。  

2.研究臺灣書法書畫教育的缺失，觀察現況之流弊 

書法書畫教育日漸式微，因國小課程在語文領域時數刪減的緣

故，學校教育中的書法啟蒙教育幾乎已聊備一格，時數不足導致學生

的學習成效無法顯現，書法教育成果有限。因此必須由幼教開始著手

學習，才能耳濡目染、有所成效。 

雖有種種書法書畫獎勵活動進行，但是遺憾的是，校園中書法競

賽的優勝者幾乎是出自外面坊間的書藝教室，台灣書法書畫教育落實

了嗎？這個文化的傳承遺失了嗎？台灣的書法教育還有未來嗎？不

禁讓書法教育從事者深刻感覺憂心忡忡。 

3.觀察日本書法風潮的興起，書法學習方興未艾 

相對於臺灣書法書畫教育面臨岌岌可危的困境，日本「書道」的

盛名，其藝術價值幾乎與日本「花道」及「茶道」齊名，眾所皆知，

日本是個非常善於模仿的國家，同時更善於將所學發揚光大而與時俱

進，書法由大唐中國傳到日本國，歷經數百年的更迭，而今顯現在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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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與日本兩地，卻有著截然不同的命運，相較於臺灣書法教育的被邊

緣化，日本的書法教育卻是方興未艾、且如火如荼的進行，呈現迥然

不同的發展氛圍，值得在幼教界大力加以推行。 

4.嘗試臺日書法書畫教育的比較 

臺灣曾是日本的殖民地，在五十一年間的統治時期，書法教育雖

沒有獨立設科，但始終具有完整的課程設計、教授宗旨、專用的教科

書，以及受過專業訓練的師資，實質具有獨立學科的特徵，遠遠為戰

後台灣的書法教育所缺乏，因此臺日兩地書法教育的發展，自然值得

加以比較並深思，以提出具體可行的建議參考。 

 

(二)研究目的 

1.觀察當代，探討當今台灣與日本的書法書畫教育制度有何基本

的差異？此為研究目的一。 

2.導致如此完全不同的展現面向，到底兩地不同師資培育情形、

教材的編輯及其內容、教學活動的進行有何不同？此乃研究目的二。 

3.另外，兩地社會書法書畫教育對學校書法畫教育的影響又有何

差異？此乃研究目的三。 

如果不先從書法書畫教育的基本層面作追根究底的研究，就很難

徹底改善書法教育面臨的困境與難關，「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希

望能以比較的方式，對這個中國傳統的書法書畫教育，試著找出台日

書法教育的異同，經由各種面向的比較與研究，能找出日本書法書畫

教育發展的情況，發展出創新的思維，藉由比較臺日書法書畫教育，

提供給台灣書法書畫教育，找尋覓求未來可能的出路的遠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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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問題 

比較臺日書法書畫教育，在書法字帖、書法比賽及書法檢定上的

異同。 

 
二、研究方法 

文獻探討法、田野調查、深度訪談法，加以比較、分析、歸納。 

 
三、研究程序 

首先蒐集台日兩地書法書畫教育的資料、並予以歸納各自教育重

點、並加以分析、並排及比較兩者的利弊得失。 

 
四、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內容包含書法書畫字帖、書法比賽及書法檢定等方面。 

1.空間性：臺指臺灣、澎湖、金馬等地。日指日本。 

2.時間性：本研究時間指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時間。 

(二)研究限制 

1.受限於時間有限，與文獻繁多，只能就書法字帖、書法檢定、

書法比賽等，此三方面加以比較，未能窮盡文獻，可能會取樣不足，

故進行推論，盡量力求謹慎，而導致分析結論，可能稍有誤差。 

2.日文的文獻，受限於日文原文的關係，以及日文翻譯對照後的

差異，可能會與原來的意思有所出入。 

3.研究方法本身的限制，也會影響本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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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名詞辨義 

(一)書法：用毛筆書寫文字的特有藝術。 

教育：黃光雄先生認為：「教育即求好。」，亦即「教育是人類求好

的歷程與成果」，教育活動是動態的，這是追求正向價值的規範歷程

與效果。教育語義，重在養育、引出、發展等歷程或功能。1 

(二)書畫：一般專指東亞傳統書法和繪畫。乃書法及繪畫的總稱，

因東亞傳統以墨作畫主，並以書法題字，因此兩者經常並稱。 

(三)書法教育：教導學習書法的教育。 

 

 
貳、臺日書法書畫教育的現況 

一、書法書畫教育的概念 

由於中國字在書寫時，特別注重寫字的精神、筆法和結構。『書

法』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裡，成為重要的書寫工具。舉凡文字，藉助書

法的呈現與應用，由書寫的工具將文字的實用性和藝術性發揮得如此

淋漓盡致。從傳統到現代；從溝通到裝飾美化的藝術結晶，因為我們

一天也離不開文字，自然地也一天都離不開書法。我們的文化傳承和

經驗的累積都靠文字來完成，不僅從文字汲取藝術之美，及得到文化

的精髓。因此，要珍惜中國文化應先從學習書法開始。現今應恢復書

法教育 使小孩免於太暴戾，因此書法能安定人心，體會人生義理及

具磨養耐心之功。 

 
二、書法書畫教育的理論 

古來講書法理論絕大部分採語錄體，讓人不易把握到作者的中心

                                       
1
黃光雄，「教育概論」臺北，師大書苑，民七十九年，第七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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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這些講書法理論的書雖然沒有形式上的系統，並不就是沒有系

統，每一本論書法的書都有它一定的審美哲學基礎。《中國書法理論

體系》把古來的書法理論加以整理，分為六個大系統－喻物派、純造

形派、緣情派、倫理派、天然派、佛教與書法，明辨地分析出各流派

的基本思想與邏輯標準，及對立又貫通的審美哲學。 

熊秉明所談的是書法理論，實際上也是歸納了中國美學的發展與

演變。2 

 
三、中國書法書畫的淵源 

中國書法自上古結繩，而結繩和書契正是先民用來記憶及記事的

方法，象形者「畫成其物，隨物詰屈」，就是把具體的實物形體用屈

曲的方式表現出來，稱之為象形文字。當用結繩、書契、八卦已不能

應付日趨複雜的事物時，才進而使用繪圖來表示大自然的各種現象事

物。 最早的甲骨文於清光緒二十五年（西元一八九九年）在河南安

陽發現。商代時刻於龜甲或獸骨上的文字，所刻皆卜占祭祀之事。大

多數文字學家認為漢字的形成時代大概不會早於夏代，並在夏商之際

(約在西元前 17 世紀)形成完整的文字體系。3 

之後，歷經先秦、秦、漢、魏晉、南北朝、唐、五代、宋、元、

名、清、近現代臺灣，本研究僅研究近現代臺灣戰後的書法教育狀況。

大致而言，臺灣書法較重視傳統基礎和作品表現。 

 

 

                                       
2
熊秉明，中國書法理論體系，雄獅美術，1999。 

3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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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本書法書畫的淵源 

日本書法大致開始於古墳時期(西元 285 年)，經平安時期(大約

在公元九世紀左右)，鎌倉時期(大約十二世紀末期)、江戶時期(西元

十七世紀左右、明治(1868 年以後)時、書法正式進入日本國小學程、

昭和至平成時期，日本書法課程由小學延伸至中學。西元七世紀，日

本孝德天皇，實行「大化革新」，為日本留唐知識份子推動，「唐化

運動」。其內容及包括了「文字改創」此一項目。可說是日本書法的

先鋒。漢字從中國大陸經過韓半島傳到日本。當時的日本人則把平假

名視為女性文字, 把片假名視為男性文字。因為平安時期，婦女主要

用平假名書寫日記與書信，而男人則用片假名書寫漢字的註解。 

日文本身兼有表意和表音的文字，現代日語是由漢字（表意文字）

和兩種日文表音字母（平假名和片假名）而組成的，漢字作為表音文

字，有助於重整創造出新生詞彙。片假名主要用於書寫外來語。漢字

除了其表意功能之外，也用來記錄發音。日本根據漢字書寫方式為日

本創造的音節字母叫做“假名”。日本人把漢字認為真名，這正是與假

名相反的概念。也可以說具有獨特的文字結構。因此日文是三種文字

混為一體，非常具有節奏感。 

日本的書法因是由中國傳來，又簡化為平假名及片假名，因此日

本書法片假名」是由漢字楷書改革創新而來，「平假名」則由漢字草

書改創，具有簡略的形式感，日本文字有些粗獷有力，相似於魏碑的

書法。 

 
參、臺灣書法書畫教育的現況 

一、書法字帖 

臺灣書畫課一般於藝文課中學習，與其他水彩畫等配合。而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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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教育由楷書著手，包含「顏柳」體(顏真卿、柳公權)等，而楷書

是所有字體中，要求最多結構及筆法的字體，楷書規則多，如果楷書

寫不好，基礎沒有落實，則行書、楷書、草書則會寫得不靈活。但中

國歷史上有名的書法家，卻以行草而著名書法家居多，像王羲之即是

一例，就是因為行書和草書是技巧最高也最有變化的字體，得以讓天

份較高的人自由發揮、馳騁才能。 

臺灣書法課程於民國八十二年發布，國小名稱為「寫字課」，國

中則為則使用硬筆、毛筆等，各教育大學則以「書法碑帖賞析」、「書

法指導」課程為多數，與書法教學有密切的關係。楊惠芳小姐曾建議

「書法教育鼓勵為學校本位課程」呼籲教育部將書法教育納入學校正

式課程。淡江大學張炳煌老師，則表示：學校推動書法教育成功的關

鍵，在於國小校長是否重視書法教育。例如：少子化衝擊下，將閒置

教室闢為書法教室。九年一貫後，書法課變成藝術與人文領域的內

容，因此減少練習書法的機會。上課以教科書與練習本並行最佳，以

維持同一版本規劃實施較具完整性。校外書法補習班成效遠優於傳統

教學內容。教學法則有示範、書空、描紅等教學法，書法繪畫適宜在

幼教及國小階段施行。近來有利用多媒體教學，頗有嶄新的成效。 

 

 
二、書法檢定 

臺灣書法檢定依創作與教學之不同，目前由公會舉辦，區分為兩

大系統： 

 (一)「分級檢定」：對於書法寫作、創作的能力，給予明確的程度

證明；做為升學、就業時的特殊專長之佐證。檢定方式：初級檢定(十

二級)：採公開徵件方式，合格者即頒給十二級合格證書。晉級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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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十一級以上)：以現場考試方式進行。 

(二)「師資檢定」：特別為書法教學者而設立的檢定機制，旨在

檢定書法師資人才，讓有心學習書法的人，都能有一個可信賴的教學

能力憑證，作為選擇師資的依循管道，進而推廣書法教育，提升書法

教育之品質，促進大眾學習書法之風氣。檢定方式：師資初級檢定(十

級)：分兩階段進行，初審採徵件方式，複審以現場考試方式進行。

師資晉級檢定(九級以上)：以現場考試方式進行。  

臺南大學於 2008 年，也有舉辦書法檢定，促使書法師資更為制

度化。 

其實台灣在日治時代(1885 年開始)，即有「試驗檢定」(成為中

等教師資格)，及「無試驗檢定」(擔任書法課程五年，成績優良者)

的相關紀錄，只是未來如何發展，尚待觀察。 

 
三、書法比賽 

國語文競賽是台灣國小書法教育檢驗成果，競賽科目為「寫字」，

於九十分鐘內，以楷書正體完成。1981 年，華電視台舉辦的金鵝獎，

則屬於早期的書法比賽。台灣的書法比賽，水準非常高，都是現場書

寫，不能參考字典。特別是金鴻獎，更是：懸腕寫大字，使得書風得

以開闊恢宏。而高層次，屬於少數人得獎的國家文藝獎、中山文藝獎、

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則被菁英視為指標，雖然得獎者少，但具有一定

的鼓舞作用。 

 
肆、日本書法教育的現況 

一、書法書畫字帖 

日本書法字帖的特色，是漢字具有崇高的地位。日本書法教育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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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鑑賞教育，以柔美為主。日本書法教育較多草書，水準自然較高。

楷體以歐陽詢、顏真卿居多，柳公權較少。隸書與篆體書寫者則更少。

其實並沒有特別專門日本文字的字帖，基本上，日文都是源於中國文

字而來。學生學習書法大都臨摹導師的「手本」，較不會使用毛筆的

中間部分是其特色。日本書法發展為和風書法，及混和漢字與假名，

而且連筆處處，因此和式書法是不同於中華書法的教材。 

二次世界大戰後，美軍佔領期間，認為書道帶有軍國主義的色

彩，斷然勒令廢除習字課，1952 年，美軍歸還主權，書法課程才被

稱為書道。日本國小書法教科用書不必繳費，但也不屬於自己所有，

這一年用完，繼續傳給下一年即使用。台灣書法教科書則需付費，兩

地的收費情況有所不同。 

日本書法書畫不限於在教室內寫作繪畫，甚至集體到籃球場書寫

展覽，有公開見習、融合力與美的效法作用，書寫日本字帖的紙張，

比台灣的紙張大許多。 

 
二、書法檢定 

筑波大學是日本師範體制的大本營，甚至有書法專攻的研究所，

高中有書道科，設有書法專科學校，教育大學甚至有書道學系，乃至

博士班的成立。新瀉大學還開設「音聲言語」，要求書法課堂的清晰

表達能力。日本大學錄取率約為三分之一，書法方面則更激烈，約十

分之一的錄取率。除了文部省，各一級行機構及再次級的機構，都設

有專門的教育委員會，發行教員證明書。 

文部省的毛筆書寫檢定中，最高的是一級，最低的是五級。日本

書道教育協會取得的資格有：書法老師執照、專門士資格、書法函授

教育指導教師、學術士，取得書法檢定的段級(以書道雜誌「不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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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教材，全日本約有十萬人取得檢定段級)，日本書法檢定對象及種

類多元，甚至有許多台灣人，遠渡重洋到日本取得檢定證書。 

 
三、書法書畫比賽 

日本重視師承傳統，互相本不太有往來，自從有了公募展，才開

始有整合發展，較著名的比賽承辦機構有讀賣書法會、每日書道展、

產經國際書會，比賽內容包含了漢字、假名、篆刻、調和體四類，產

經國際書會還有專供國中小學生參加的「少年書道競賽」。 

近十年來，日本文部科學省大力推動漢字學習運動，舉辦各種書

法比賽，形成風氣。 

 
伍、臺灣與日本書法教育的比較 

一、臺日書法書畫教育異同之處 

首先在比較臺日書法書畫字帖方面：相對於台灣華文的筆畫豐

富。基本上，日本是混有中式草書寫法，日本字可以說是中國字的旁

支，除了有漢字外，假名也是其他字體的偏旁，日文字的字帖是混合

漢字與華文草書的寫法，但受限於漢字與假名，在字帖上雖略有不

同，但兩者其實都是源自於華文的書法分支。日本於多年前，確實有

討論過廢止漢字的使用，但是後來發現會對日常生活造成極大的不

便，因此就不再提倡。甚至在近幾年來，日本的文部省還大力推動漢

字學習運動，舉辦各種書法漢字比賽，以鼓勵學生多學漢字，正有利

於書法的蓬勃發展。書法師資方面，在日本的一般書法專業人才，多

到小學當書法教師，所以書法專攻課程，通常都是附屬在師範的課程

下，此點與過去台灣國小師範體系相同。筑波大學其實就是師範體制

的大本營，以訓練書法教育人才為主要目的。不僅如此，筑波大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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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專攻書法的研究所，訓練高級的書法人才或走學術路線，以擔任

教職為主軸。日本把書道發揚光大，因為覺得書法已經變成日本文化

的一部分，日本人喜好書法，已不僅僅止於喜歡，並且加以深入研究，

成為時尚與流行，因此，日本還有專門的書法學院，甚至延伸至研究

所，而在臺灣，書法卻只是小學中，國語領域的一部分，或補習班與

美術學院裡附屬的課程，其差異性可見一斑。 

書法書畫檢定及比賽的比較方面，臺灣與日本均有相關書法檢定

以及書法比賽。臺灣書法檢定，依創作與教學之不同區分為：「分級

檢定」及「師資檢定」，但多僅流於形式。日本書法檢定：舉例即有：

「日本高崎書道會」的檢定、日本琉球舉辦「第一屆真太陽國際書道

展」等。在日本的書法比賽，參賽者一邊參考書法字典，一邊寫出作

品，臺灣書法比賽，則為當場揮毫。但在日本書法檢定則有相當的制

度與學習歷程，並經常舉行相關比賽，尊稱之為「書道」，而澎湃推

動，此為臺日書法教育最基本的相異之處 。總結為： 

(一)台灣國小書法書畫教育沒有單獨課程名稱，日本則有單獨課程

名稱。 

(二)台日書法書畫教學目標與進程不同：日本較淺顯緩慢而容易達

成，台灣規劃目標詳實名列，執行上仍待落實。 

(三)台灣字帖教材採用九宮格、繁體字，內容較嚴謹，富有文化傳

承的使命。日本寫漢字與假名，內容活潑簡易，屬於隨心所欲的體驗。 

(四)日本書法書畫比賽常在體育場一字排開，在地面上書寫，台灣

則要求坐姿端正書寫書法。 

(五)台灣書法書畫補習班風氣較不盛行，日本補習班較為制度化，

還有另類的商業書道補習班，可以考取執照，為人服務書寫履歷表、

書信集賀卡等，稱為「公文書法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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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台灣國小書法教材為繁體字，一堂課大多書寫三至五個字，一

年級學習大、中、小楷，使用九宮格的傳統實用書法。課堂多偏重書

法練習本。日本國小書法教採漢字加假名的和風書法，連筆處處，有

時一堂課只寫一、兩個字，內容簡單而強調深入其精粹，學生使用紙

張較大，以便於展示。 

(七)台灣書法書畫強調逐步循序的踏實學習，由多元的學習管道，

建構多樣化的教具及正確的學習方式。日本教導的書法由於具展覽作

用，較具多以展示為主，強調清楚明白的呈現。 

(八)台灣書法書畫教法由描紅入手，教導使用腕力寫字，注重精緻

細膩的描寫方式。日本書法不使用腕力，較類似水彩畫的畫法，強調

力與美，有時還會配合音樂、舞蹈表演，將書法藝術化，以成為獨特

的「書道」。 

(九)台灣國小書法書畫展覽多為專精的書法家成果展示，較具傳統

學術氣息與實用性。日本書法的展覽具制度化且規模龐大，形成風氣

與時尚，是一種社會地位的象徵，同時還有特別的商業書道及前衛書

法的展示等，在台灣較為少見。 

(十)台灣書法書畫比賽水準非常高，像台灣的金鴻獎書法比賽的作

品，都是現場書寫，不能參考字典，比賽時多有桌椅可供使用。日本

國小書法比賽則經常性舉行，由於參賽者多，場地會在室內體育場，

採席地而坐的方式，參賽者參考書法字典，一邊寫出作品。 

(十一)台灣書法書畫師資培育管道較少，且培育量較少，多附屬於

師範大學、教育大學及書畫研究所或國學所、美研所等。日本的書法

師資來源多元且數量多，除了書法科系及書法研究所外，還設有書法

藝術專科學校，可分為二年制師範科及一年制研究科，以取得書法教

師執照及專門士(教育用)或學術士證書(商業用)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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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書法書畫評量方面：台灣有詳細具體的基本能力指標對照，

並明訂評量方式，除紙筆測驗外，亦採現場實作，並詳列形成性及總

結性評量。日本強調藝術鑑賞教育，強調觀察文字的架構與組成，注

意筆畫的起筆、轉筆、停筆等，強調其對書法美感的訓練。 

(十三)台灣書法書畫教師的評鑑，偏重教師自評、同儕互評與行政

人員的評鑑、督學及校務評鑑委員會的評鑑，還待詳細規劃。日本評

鑑與得到的資格有：優(S，90-100 分)、良(A，80-89 分)、可(B，70-79

分)、尚可(C，60-69 分)、不及格(F，未滿 60 分)。   

(十四)書法檢定方面：台灣舉辦有分級檢定級師資檢定，以及台南

大學的書法師資檢定，執照制度尚在推廣階段，猶有發展的空間。日

本取得檢定的資格有多種類，且各檢定皆具規模與社會公信力，通過

資格者，可成為履歷表上身分地位的表徵，以及就業的保證。  

 
二、日本書法書畫對臺灣的影響 

由以上日本在書法書畫字帖、檢定、比賽及師資與台灣書法現況

的截然差別，相信能帶給曾是日本殖民地的台灣，一個反思的空間。

許多台灣人前往日本取得檢定資格，正是其影響之一。 

 
陸、結論及建議 

一、結論 

總結台灣與日本的書法書畫現況： 

日本全國書法書畫人口超過一千萬人，可說已經成為全民運動，

特別的是日本社會不因提倡書法而妨礙其現代化，反而形成一股安定

社會的泉源，特過平民化的書法學習，提升豐富的精神境界，也是提

昇文化教養與素養的終身學習。較忽視篆、隸、楷、型的渾厚收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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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而強調草書線條中流暢、速度及華美的一部分。書法比賽競爭激

烈，全國公辦千字文徵選比賽，即由全國一萬來件中，評選一千五百

件優秀作品。評量強調對字體做觀察，強調觀察文字的架構與組成。

能寫一手好字是身份的表徵，寫了一手好字，再送給人，是惠贈，以

毛筆寫一封信給對方，更給人受尊重的感覺。因為日本是個非常講究

禮儀的國家，作為身分象徵的書道，自然可以增加個人的高貴感，繼

而廣為一般民眾所接受，自有其社會基礎所在。 

台灣書法書畫在體制上，將書法視之為文化的傳承。但九年一貫

課程實施後，國語課的節數縮減，導致落實書法目標困難、定位不清。

而有花蓮森林小學西寶國小未規畫書法課程，曾引起馬總統夫人的關

注的新聞。另一方面，台中市教育局於民國九十七年則行文，大力推

動書法課程，國小每週為四節課。例如：台中市協和國小是將書法融

入藝術與人文領域，再搭配彈性課程，使學生由國小三年級開始學習

書法。日本直稱台灣使用的繁體字為：正字，漢字正統的利基，有益

於推動國小書法教育。台灣民間的書法推動，更甚於政府規劃，書法

書畫發展於重視書法的家長極力栽培與課後社團及補習班的協助。台

灣國小的書法檢定尚待規劃、推廣與落實證照制度，是未來可以期許

的發展空間。 

 
二、日本書法書畫給台灣的啟示及建議 

日本學者加藤周一早就指出，日本文化具有天生的文化接收、融

合能力，能在保護自身文化的同時，吸收和消化異域文化，在自己的

文化之樹上，結出本土化和全球化兼容並蓄的果子，這就為日本成為

文化國和實現全球化，提供了可能性。 

曾有人提出：日本文化有雙重性，就像菊與刀。菊是日本皇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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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徵。有人說：日本人愛美而又尚武，好禮而又

鬥狠，喜新而又頑固，服從而又不馴，忠貞而易於叛變，勇敢而又懦

弱，保守而又求新，正是其雙重性，使得書法發展的面向亦有多重性。 

而日本在書法書畫字帖、檢定、比賽及師資與台灣書法現況的截

然差別，相信能帶給台灣相當的啟示。 

僅提出個人對台灣書法教育的建議如下： 

(一)書法書畫能有單獨課程名稱，以受重視，同時更有精進的學

習內容。 

(二)重視書法書畫師資培育，大學能設立書法學系及書法研究

所，才能供應書法書畫獨立設科的學習需求，並保障書法專業師資的

專才專用，以提昇書法教育的水準。 

(三)設立書法書畫學院、書法書畫專科學校，以因應普羅大眾對

書法的興趣。同時設立正式的學習通道，使書法書畫得到標準化及嚴

格化的訓練。 

(四)規劃書法書畫師資檢定、認證制度及在職進修，使書法藝術

專業及證照化，推動書法學術研討會，並加強書法教學實驗研究及論

述著作，以與國際接軌，廣泛交流。 

(五)規劃學生書法書畫成果檢定制度，建議補助設立書法書畫教

室、書法展覽室，使書法教育普及化。 

在此建議台灣教育當局，在對照兩地不同之書法現況後，亦能比

照日本當局對書法書畫的重視，特別是在幼兒教育階段，相信能提起

兒童的興趣與自信，有助於手眼協調，同時能重振書法書畫國粹， 書

法書畫教育，對於華人文化圈下的臺灣幼兒的成長，必能有相當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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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應該對幼童的成長與學習負責？ 

臺北市公設民營吉利托兒所經營歷程之個案研究 

 

 
張雅婷、倪鳴香、翁麗芳 

 
自 1994 年臺北市提供建物委託民間團體經營托兒所而成立全臺第一所公設民營

托兒所，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止，已知全臺至少有 32 所公辦民營托兒所，且

數目仍在增加。本研究從委託單位、承辦單位與公辦民營幼托機構三者依存關係

探究公辦民營幼托機構的經營歷程。採個案研究，運用機構文件檔案、訪談相關

人士與家長問卷調查的內容，從意念萌發、學習環境、教學課程、扶助弱勢、家

園互動、社區服務及組織與人事運作等面向，回溯與重建創辦於 1999 年之「臺

北市公設民營吉利托兒所」的經營歷程，並深入探究此一歷史性變遷歷程中，「公

辦民營幼托機構」在建構支持幼兒發展社會網絡中的存在意涵。 

 

關鍵字: 托兒所（幼兒園）、公辦民營、經營歷程、個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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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稿） 

 
民營化本身非好或壞，其成效仰賴於執行1 

Nightingale and Pindus (1997：3) 

 
壹、研究背景 

    全球性的民營化運動（Prizatization Movement）興起於 1980

年代初期，其為各國能建立一既精簡且有為有效的政府，提出行政革

新新的方針，將原本由公部門承擔之功能轉由私部門或市場機能運

作，以縮減政府的公共服務活動及資產所有權（詹中原，1993：5）。

臺灣中央政府自 1993 年在行政院揭櫫「組織精簡化、機關法制化、

員額管理合理化及經營現代化」行政革新的四項原則後，欲達全面行

政組織改造，精簡用人及撙節人事等背景下，也步入此波全球性行政

改革的運動，至今不輟（蘇彩足、施能傑，1998：7）。2001 年行政

院所頒布的《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理實施要

點》，可視為我國中央政府推動民營化的具體行動，該要點宣示政府

業務委託民間辦理的目的有四：調整政府角色及職能，形塑導航新政

府；活化公務人力運用，降低政府財政負擔；善用民間資源與活力，

提升公共服務效率及品質以及帶動社會競爭力，共創公私協力新環

境。而此一政府組織精簡的革新措施，亦直接影響「幼兒教保機構」

公共化政策的發展。 

    臺灣第一所公設民營托兒所設立於 1994 年2，是由臺北市社會局

                                                 
1 原文為：Privatization is not inherently good or bad—the performance or 
effectiveness depends on implementation 
2 社會福利領域的文獻中，多以「公設民營」表「公辦民營」之義，如：臺北市社會局用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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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房舍及設備，委託民間公益團體經營。1991 年臺北市政府奉行

政院指示，推動各機關組織及員額精簡計畫，並於 12 月 24 日第 642

次市政會議決議：「爾後托兒所應以自給自足與鼓勵民間辦理為原

則。」於是社會局基於社會福利機構採公設民營模式，可節省行政成

本、提高行政效率以及民間參與，故將原籌建中的公立托兒所計劃轉

以公設民營方式設置（行政院人事行政局，2011：32），直至 2008

年臺北市設有 16 所公設民營托兒所，多評鑑成績優良，且分攤優先

收托弱勢兒童之社會福利角色（張雅婷，2008：142-145)。2000 年

內政部兒童局在其工作展望中，亦明列出期待廣結民間與社區資源，

共同推展托育事業的方針（內政部，2000）。並在 2003 年 5 月 28

日公布之《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 50 條第三項「第一項兒童及少年

福利機構，各級主管機關應鼓勵、委託民間或自行創辦；其所屬公立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之業務，必要時，並得委託民間辦理」，使公設

民營托兒所實施獲有正式依據。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止，已知全臺

至少有 32 所公設民營托兒所，且數目仍在增加。而此一正在萌發的

「非營利公共托教體系」，雖讓政府卸下執行的厚重包袱，但卻也賦

予精簡後的政府，要對此發展中的體系負起監督、履約管理及考核機

制的責任，以積極維護幼托機構的教保品質。 

 
貳、幼托機構公設民營相關成效研究 

    隨著公辦民營幼托機構的數量逐年漸增，相關調查與研究亦陸續

進行。通常研究者是透過機構家長滿意度的調查研究，來瞭解該公辦

民營公共政策實施的實效性；而採個案探討的研究，則傾向對經營概

                                                                                                                                            
為「公設民營托兒所」、劉淑瓊（1998）文章「社會福利『公設民營』制度之回溯與前瞻：

以臺北市政府為例」、江亮演、應福國（2005）文章「社會福利與公設民營化制度之探討」

等；據此，本論文中出現「公設民營」一詞者乃依原始文件或原慣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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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與效率的瞭解。至於現行設置之公辦民營幼托機構是否善用民間資

源與活力，節省政府員額與財務支出？雖無具體之研究結果，但是若

依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推動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實例暨契約參考手

冊」中的記載，如新竹縣湖口鄉公所委託民間團體經營的托兒所，實

際上的確減少了經營成本，包括人事費 700 萬元與業務費 420 萬元

（不包含設備費），且還增加租金的收入 1,695,000 元（行政院人事

行政局，2001：88-89）；另外，2006 年就委託單位對機構人力及經

費節省的自評資料上的顯示，截至 2005 年全省除臺北市之外 11 間

公辦民營幼托機構（3 間幼稚園、8 所托兒所），收托幼兒 2,235 人，

共計節省人力 153 人與經費 53,403,734 元(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2006)；而在 2011 年「建構政府與民間夥伴關係推動實例暨契約參

考手冊」中所提供的成本效益分析結果，以臺北市三民托兒所及高雄

市美濃托兒所為例發現：三民托兒所節省人力 20 人、人事費用

14,662,576 元、管理維護費用 8,524,966 元、服務 2,168 人次與權

利金收益 1,388,904 元；原編制有 17 名員額的美濃托兒所，轉型後

精簡編制，將正式員額回歸公所，節省人事費 10,406,600 元，業務

費則從 5,603,471 元縮減至 350,000 元，另還有權利金每年可收入

750,000 元。顯現幼托機構的公辦民營政策，不僅提高了托育服務的

數量，同時也替政府節省經費支出，達到節約經費的成效。然而，幼

托機構的設置能僅考量經濟效益嗎？確保機構的教保品質，提升公共

服務效率更是經營幼托教保機構不可忽視的管理核心。換句話說，成

立公辦民營幼托機構，又能使參與其中的相關人士，如家長、社區人

士或承辦單位等，能對該機構賦予意義與價值時，才能展現出政策實

施成效的實質性。 

    2004 年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委託賀力行與林淑萍進行「公立托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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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公辦民營關鍵成功因素」之研究，其中針對基隆市、臺北市、新竹

縣、苗栗縣、彰化縣與臺南縣六個地區的公辦民營托兒所家長進行滿

意度調查，發出 1588 份問卷，有效回收問卷 1094 份，回收率 68.89

％。該研究結果指出：家長對於公辦民營托兒所提供的各項服務內

容、種類及教保人員整體素質之滿意度大多集中於「滿意」（賀力行、

林淑萍，2005：49）。另外，2001 年陳建志的碩士論文以臺北市公

立及公設民營托兒所家長為對象，採計 14 所公立托兒所 340 位家長

及 4 所公設民營托兒所 122 位家長間的資料，亦訪談機構主管人員，

該研究結果指出：公立與公設民營托兒所兩者之效能，不論在所務行

政、衛生保健、教保成果、環境設備等四項上滿意度的得分，均達到

「滿意」以上的程度 （陳建志，2001：119-121）。2009 年歐姿秀

針對全臺 26 間公辦民營幼托機構的大班家長進行「委外幼兒園家長

的認知與選擇」問卷調查，以瞭解家長對公辦民營幼兒園的認識與看

法。共收回有效問卷 589 份，研究結果指出：家長對委外幼兒園的服

務品質(如服務時間、意見諮詢、親職教育)可達 83.58％的滿意度；

在教保品質上（如：師資、生師比、幼兒課程與照顧等），滿意度亦

高達 79.75％（歐姿秀，2009：172）。雖然臺灣現行僅有的調查研究

均顯示家長對公辦民營幼托機構所提供的托育服務感到滿意，但是至

於家長為何滿意及實質上滿意的內容仍有待進一步的探究。 

    在現有公辦民營幼托機構經營概況研究中，基於臺北市社會局委

託公設民營托兒所數最多，加上實施的時間與經驗也最久，相關之研

究主要有兩篇，一為 2006 年翁麗芳、洪福財與歐姿秀等所進行的「台

灣非營利托兒服務概況研究」，該研究探訪臺北市公設民營三民、吉

利與龍興等三所托兒所；以及 2003 年王志雲完成的「托育服務經營

的新模式-以臺北市公辦民營托兒所為例」碩士論文。前者指出：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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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公設民營三民、吉利與龍興三所托兒所雖同由臺北市社會局委

託、規範且優先收托弱勢家庭幼兒，並共同形塑出臺北市公設民營托

兒所關懷弱勢家庭幼兒的特色。此三所成立時間不同，分別為 1996

年、1999 年與 2005 年，所面對的市場生態與承辦單位的資源皆有

差異，也因此展現出不同的經營方向。而這三所公設民營托兒所皆一

致表示，希望委託單位能依據不同經營條件，設計多元化的委託辦理

目標，或宜增加自主權，以利機構發展特色，需注意托育品質和成本

收費間的衝突，以提升行政效率與增加管理彈性（翁麗芳、洪福財、

歐姿秀，2006：55-91）。此外，由於臺北市公設民營托兒所提供了

原先在一般公、私立托兒所不易實施的臨時托育與彈性托育的服務項

目，其促使一般公立托兒所也開辦此項服務，並影響臺北市社會局將

此措施推廣至私立托兒所，凸顯出公設民營托兒所儼然成為政策推動

的示範機構（王志雲，2003：187-188），展現公設民營托兒所經營

成效的社會影響力。 

    至於非臺北市公設民營幼托機構之研究，有 2006 年胡美蘭以臺

北縣第一間公辦民營吉晟幼稚園為個案所完成之碩士論文，該研究指

出其從 1998 年創園至 2005 年止，歷經草創期、茁壯期、挫折期與

回復期四階段，充分展現出其經營優勢，包括優秀的領導與教學人力

資源、教師專業知能值得肯定、學習環境寬敞優良以及教學資源充足

完善等；但是該研究也說明政府行政程序的繁複及作業延續性不定、

收費標準不敷經營需求、師資異動頻繁以及設備維護費偏高且難自主

決定，均影響園務推展。2006 年翁麗芳、洪福財與歐姿秀探訪的彰

化縣芳苑鄉公所委託私立芝麻街托兒所辦理芳苑鄉立示範托兒所，與

委託高雄市私立育仁托兒所公設民營之高雄縣美濃鎮立托兒所，兩者

皆受惠承辦單位自營的幼托機構資源的注入，但是立案的程序及非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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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之問題，如:修繕或名稱太長等皆造成經營上的困擾；另外，委託

單位在委託關係上，對承辦單位採積極協助或消極應對的態度，基本

上亦相當程度上影響著承辦單位的經營規劃（翁麗芳、洪福財、歐姿

秀，2006：95-113）。 

    就現行研究結果觀之，整體而言是肯定了公辦民營幼托政策的經

營成效，參與之家長普遍是認同公辦民營幼托機構的教保品質。然而

公辦民營幼托政策的行政措施則直接影響民間經營團體的實施成

效，亦是不爭的事實。美國兒童生態發展學者 Bronfenbrenner 在其

《人類發展的生態學》一書的序言內提及，他從不同的社會中領悟

到：社會公共政策是有力量影響人們的福祉與發展，其決定人們的生

活處境（Bronfenbrenner，1979：preface）。同時他從「個體的發

展與學習如何受不同層次之生態環境影響」的觀點，認為孩童在成長

的過程中，除了直接受微生活系統中事物的影響外，也間接受社會中

之居間生活系統及政策制度之運作系統，以及孩童所處之文化歷史脈

絡鉅系統的影響。政府實施公辦民營幼托政策，設置公辦民營幼托機

構，使得家長選擇幼托機構的權力擴張，在生態發展觀點下，其將間

接影響孩童發展與學習的生活條件。質言之，政府在實施公辦民營幼

托政策的過程中，將幼托機構的建築物，包含土地、建物、設施及設

備等，委託民間團體經營管理，透過契約制定經營條件，為的是要能

使承辦單位得以在規範中發展形塑公辦民營幼托機構的社會服務形

象與功能，並在專業的實踐中確保其教保品質。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個案研究」，深入探究公辦民營幼托機構的經營歷程，

即探究公設民營幼托政策推動下，承辦單位如何履約，如何建構與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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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公設民營幼托機構的教保品質。研究對象主要依政府評鑑績優記

錄、承辦單位機構特色與委託單位實施經驗等因素之考量來選取具代

表性的研究個案「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社團法人臺北市親子成長協

會辦理吉利托兒所（臺北市北投區公設民營吉利托兒所）」。簡言之，

吉利托兒所的承辦單位為「社團法人臺北市親子成長協會 」，成立於

1999 年，由財團法人成長文教基金會邀約有心之幼教學者及實務工

作者共同創立而成（吉利托兒所網頁，無日期）。而財團法人成長文

教基金會雖於 1997 年設立，但其發展可追溯至 1983 年成立的「成

長兒童學園」。在承辦吉利托兒所的事務上，實質上財團法人成長文

教基金會仍為主體。本研究探究該承辦單位自 1999 年 10 月第一次

與委託單位簽約後，至 2007 年 4 月研究者退出研究現場間的經營歷

程，該研究構念可參考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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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本研究構念圖 

 
    公辦民營幼托機構的經營歷程主要建構在委託單位、承辦單位與

公辦民營幼托機構三者間的定位與互動機制上。一般而言，在圖 1 中

之委託單位、承辦單位與公辦民營幼托機構的依存關係結構中，委託

單位扮演著推動者的角色，其制定公辦民營幼托政策的實施目標與行

政制度、提供承辦單位經營公辦民營幼托機構必需的物力資源、並監

督公辦民營幼托機構運作；相對於委託單位，承辦單位則扮演著管理

者的角色，其依委託單位期望與其自訂的管理制度運籌人力資源、經

營公辦民營幼托機構；公辦民營幼托機構則擔任著執行者的角色，負

同意契約內容

 

訪談 文件檔案 評量工具

臺北市社會局 
（實施經驗最久、委託所數多） 

․政策規劃 

․物力資源供應 

 問卷調查 

經營歷程 

成長協會 

（自營托兒所獲政府評鑑績優）

․人力資源運籌 

․經營管理 

臺北市北投區公設民營吉利托兒所 
（政府評鑑績優） 

業務報告  業務報告 

․政策執行 

․提供教保服務 

․建構品質 

提供資源

 
提供資源 

第一次簽約（Ⅰ） 續約（Ⅱ） 重新公開招標簽約（Ⅲ）
研究者入現場 正式招生 

1999.10 2001.12 2004.12 2006.09 2000.07 2007.04 

時間軸 

＊ 空間環境 

＊ 教學課程 

＊ 扶助弱勢 

＊ 家園互動 

＊ 社區服務 

提出契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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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執行政策期望、提供教保服務與建構教保品質。在委託單位、承辦

單位與公辦民營幼托機構各自定位下，三者分別依公辦民營幼托機構

契約的內容與其自訂的行政運作制度與他者產生互動，如公辦民營幼

托機構需定期繳交業務報告給委託單位與承辦單位、承辦單位與委託

單位需提供公辦民營幼托機構經營所需資源，委託單位、承辦單位與

公辦民營幼托機構三者形成一協力互動的關係，進而影響公辦民營幼

托政策的運作與公辦民營幼托機構的經營歷程。 

    本研究資料主要來自使用關鍵人物訪談、相關文件檔案、幼兒學

習環境量表與問卷調查等所蒐集來的資料，並從「意念萌發」、「學習

環境」、「教學課程」、「扶助弱勢」、「家園互動」與「社區服務」六項

主軸，再現闡述臺北市公設民營吉利托兒所的經營歷程。 

 
肆、臺北市公設民營吉利托兒所經營歷程 

一、永續經營屬於孩童美好園地的初衷 

    1983 年成立的「成長兒童學園」，最初座落於臺北市安和路上一

棟面積 100 坪左右的大廈二樓中，簡稱安和園，因有感於大廈式幼兒

園環境空間的局限，於 1984 年 8 月在臨近通化街又承租一棟花園洋

房，增設為第二園，簡稱通化園。四年後於 1988 年因兩園移轉豐泰

文教基金會經營，加上場地租約到期，安和園遂搬遷至豐泰企業提供

的建築物，改稱仁愛園。一年後的 1989 年通化園也因租約到期租金

調漲而關園。於是仁愛園獨自承擔起維繫成長教學特色，繼續實現幼

兒教育理想的場所，辦學品質頗獲肯定。1990 年 2 月至 1995 年 8

月期間，基金會在能再「找一個屬於孩子美好的園地」之信念下，看

中關渡的新天母庭園社區與鄰近大湖公園的場地（分別簡稱關渡園、

內湖園），兩園皆面山近湖，後來基於土地問題，也無法繼續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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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 5 月「成長兒童學園」在豐泰文教基金會的協助下，成立「財

團法人成長文教基金會」繼續營運。然在長期不穩定經營的歷史經驗

中，能「永續經營」成為基金會成員共同的期望，期待能為幼兒尋獲

一個「有陽光、有草地、有泥土」的學習場所，這個意念終究導向了

其承接公辦民營幼托機構的社會行動。 

    1994 年臺北市社會局釋出第一所公設民營托兒所，至 1998 年

止，共委託四所公設民營托兒所，且這四所公設民營托兒所的承辦單

位皆未曾中途更換。基金會透過參訪公設民營托兒所，並於 1998 年

練習投標（臺北市第五所公設民營托兒所），來瞭解如何營運及獲得

公設民營托兒所的經營權。一年後的 1999 年，臺北市社會局公告第

六所公設民營吉利托兒所的招標消息，基於該托兒所座落於北投區吉

利公園旁，民眾活動中心大樓內的一至三樓，在該大樓內尚有市立圖

書館，鄰近有慈生宮、軍艦岩及情人廟等，具備豐富的自然與人文資

源，辦學環境理想，基金會於是決定積極參與該所的招標事宜。當時

由於「文教」性質的基金會無法參與投標，因此在董事會的同意下，

基金會另行招募成員，包括基金會內之行政人員、仁愛園的家長們及

老師群，成立「社團法人臺北市親子成長協會」，積極進行籌備招標

事宜。在歷年經營幼托機構的經驗基礎上，於 1999 年 10 月順利獲

得臺北市北投區公設民營吉利托兒所的經營權。 

 
二、打造活動式的幼兒學習與生活空間 

    吉利托兒所鄰近吉利公園，建物本身擁有不大的前後院。前院設

有攀爬網架、沙池與鞦韆；後院則規劃有種植區與自然生態區。後門

正鄰公園，在出口處旁擺放有幼兒的腳踏車，在政府單位同意下，托

兒所的師生經後門得以通往公園活動或騎乘腳踏車。另外，後院裡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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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把玩木工的材料與設備，孩子們可以在此槌打敲，從構想計劃到

施工完成自己的作品，其中在教師的引領下不乏提供同儕合作思考的

機會（柯秋桂，2003：7-8）。由於該木工活動設於戶外，常受到氣候

的影響，影響幼兒活動的意願，不利木工活動的進行，現今已將木工

學習區移至室內，僅留大型木工材料與工具櫃於後院。 

    擁有三層樓的吉利托兒所，開辦時即將一、二樓規劃為有兩個大

活動室、盥洗室、及行政辦公室。活動室是幼兒們主要的生活與活動

空間，兩間大活動室間設有公共的盥洗室，讓教保人員能照顧到孩童

的如廁安全。而活動室外的公共空間則設有積木區，幼兒可在此玩積

木，該空間擁有擱置的功能，孩子們可以持續工作的機會，完成的作

品可以擱置遊玩一段時間；在一樓的公共空間裡，家長可以借閱圖書

及觀賞一些展示出來的幼兒作品，除外，還有一空間不大的行政辦公

室兼保健室。廚房、工作人員辦公室及儲藏室設置於三樓，而三樓兩

間活動空間則分別被規劃為全所觀賞戲劇與進行體能活動的場所。空

間規劃顯見傳承著成長兒童學園的特色，尤其是依舊保留兒童教學劇

場的空間；另外，闢有一間特別添增擺放蒙氏教具的小房間，平日教

學中教師可視需求彈性使用。 

    整體來說，吉利所空間的安置，乃依據師生的教與學興趣(如木

工區、種植區)與當地環境的氣候條件(如飼養觀察區、生態區)、幼兒

發展的需求(如前 / 後院的體能活動設施、分置學習區的活動室)等元

素的整合來考量，並立於有效經營及因應多元使用需求，設置有中介

彈性的空間（如蒙氏教室、辦公室、兒童劇場兼體能室）。在這僅 265.6

坪的室內空間內，其依經營規範，提供約 150 位幼兒在此共同學習與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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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秉持「順情適性」信念重構教學課程 

    在契約書中，臺北市社會局要求成長協會提供教保、衛生保健及

社會工作三項綜合性的幼兒教保活動，但是委託單位並未規範各項細

節；換句話說，吉利所在課程與教學的籌劃與發展上有相當大的自主

空間。 

    基本上，吉利所教學活動的空間規劃承襲自經營「成長兒童學園」

所累積下來的經驗，揉和當地環境特色及氣候而調整；在課程與教學

上，也延續成長兒童學園的教育理念與課程特色。在吉利托兒所的網

頁、家長手冊或宣傳單內皆有如下的陳述： 

 
我們相信孩子有主動探索與感知的能力，能組織所獲得的訊息和感覺，並主

動尋求交流和互動的機會；我們相信孩子所需學習的思想、理智、語言、甚至情

感與人際韻律都存在於活動的過程中，存在於現象的觀察與相互比較中，因此，

我們主張從建構性和創造性的角度出發，安排滿足幼兒成長需求與生活化的學習

情境，期望幼兒從遊戲中發現興趣、發展潛能，進而體驗、關懷周遭的人、事、

物。 
另外，我們也提醒自己，成長和成就的規律應用在孩子身上固然重要，但我

們更應該注意個別孩子的特質與學習需求、重視孩子全面性和優質性的成長，而

不只是重視其外顯成就的結果與速度；因此我們反對給予孩子過度的壓力，反對

讓孩子匆忙的脫離童年的速成做法；為此，我們盼望每位幼兒都能在順情適性、

快樂地成長—愛自己，也愛別人；能自處，也能與別人相處；喜歡學習，也能堅

持學習、進而能自主、深入的探究與學習（文/無日期/吉利托兒所網頁） 
 

    在反對揠苗助長的教育施作的聲明下，吉利所捍衛著幼兒遊戲與

體驗學習的權力。所內安排的多元豐富自由學習的環境，提供了幼兒

與他者共構創造的活動場域，描繪著孩童能順情適性快樂學習的圖

像。承襲早期成長兒童學園的教學運作模式，「個別學習活動」、「小

組活動」、「戶外教學」、「兒童劇場」與「藝術活動」依舊是主要的課

程形式。透過教師規劃的美術、音樂、圖書、科學、積木、益智、扮

演等學習區，讓「個別學習活動」能夠提供幼兒個別化自由、自主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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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的學習；「小組活動」顧名思義是一種小團體的學習型式，是依孩

子年齡的發展需要來設計規劃教學內容，特別強調認知取向與基本能

力的培養；而每週安排的「戶外教學」則配合所內教學主題進行校外

參觀、郊遊或運動等活動；兩週一次的「兒童劇場」為全園的欣賞活

動，師生共同演出；另外，「藝術活動」也是小組活動的形式，以素

材或概念主題為核心的課程設計，採連續且密集的分組活動方式進

行，孩子們可以自由選修，如：版畫、音樂律動、插花、廟宇等等。

為了讓家長能更暸解上述的教學型態，在吉利所招生宣傳簡章上，可

見幼兒在吉利所一日生活面貌的活動照片。 

    在臺灣依舊存有 77.4％以訓練幼兒讀寫算能力為目標，依賴簿

本及教材教學的幼兒園生態中（引自劉慈惠，2006：133），吉利所

以幼兒需求與興趣出發的教育理念，透過多元的教學型態、豐富的素

材、尊重個別差異以及發展幼兒個別能力的特色更顯突出。2000 年

7 月吉利所正式招生至 2003 年 7 月的三年間，為求生存、融合社區

家長期望、考量幼兒能力發展與教保人員的教學困擾，吉利所亦逐漸

調整原定的課程與教學方案（柯秋桂，2006a：44-45），除發展社區

本位課程、擴展特殊幼兒教育專業知能外，作息時間與課程內容亦隨

之調整。大致以早上點心、午餐與午休兩時段為分界。早上點心前，

孩子在學習區或公園活動；點心後至午餐前，則安排學習區活動、主

題活動（分組）、團體討論、戶外活動或兒童劇場；午餐與午休後，

進行午後教學活動，16：30 家長即可帶孩子返家。為了讓孩子每日

接觸自然環境、呼吸新鮮空氣，週一至週四上午 8：30 至 9：20，幼

兒是在公園內活動，如：騎腳踏車、玩球、溜滑梯、遊戲等。至於課

程結構，在成立的第一年，中、大班的個別學習時間約 1 至 1.5 小時，

由於發現幼兒無法深入遊戲或工作情境，常出現游離狀態，因而縮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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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自由學習的時間，轉而強調小組與主題課程，期望在教師的引導

下增進幼兒基本技能的培養。另外，針對幼兒學習專注性的問題，以

及所內多為初任教保人員，原規劃每週一次的戶外教學與兒童劇場，

皆改為單、雙週輪流，而原每學期舉行 10 天的「藝術活動」，則延至

第二年後才實施（柯秋桂，2006a：46-48）。 

    創所初期，面對家長們常質疑其遊戲形式的活動課程之學習成

效，以及如何增進幼兒基本技能的培養，遂將午後的小組活動，規劃

採數學、語文、美術與體能之分科課程，但仍強調由遊戲式的活動規

劃，如：在數學課程中安排棋藝與玩撲克牌，增進孩子的數、量與邏

輯推理能力；語文課程則分國語與英語兩部份，前者以故事討論及唐

詩欣賞為主，激發幼兒想像創作、思考表達的能力；後者則選用坊間

教材，由班級老師每週授課，在遊戲與吟唱中接觸英文、認識基本字

彙，啟發孩子對語文學習的興趣（柯秋桂，2006a：46-48）。午後的

遊戲化課程成功的讓家長看到孩子的學習成果，如：能念唱唐詩、英

文歌謠、會下棋玩撲克牌等。帶著期望順應幼兒情性、發展幼兒多元

能力與興趣的教育信念，受託單位在北投唭哩岸受到當地家長的質

疑，秉持信念，改變轉換課程的實踐形式，似乎帶來創造雙贏的局面。 

    基於幼兒是幼托機構的主體，從幼兒受教品質的觀點來瞭解幼托

機構的教保經營品質本研究選用「幼兒學習環境量表」，以吉利托兒

所內的一個中大混齡班為觀察對象，進行幼兒學習環境品質評估，結

果顯示該班在「個人日常照顧」、「語言-推理」、「互動」、「作息結構」

的分量表中，都獲得 6 以上的評分；而在「空間與設施」、「家長和教

師」分量表上，亦接近 6；惟獨「活動」分量表上獲 4.5 分。推究可

能的原因在於受限於僅評量施測時間內的學習活動，難以兼顧如音樂

律動、戲劇遊戲與鼓勵接納差異等題項。整體而言，吉利托兒所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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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的表現介於「良好（5）」與「卓越（7）」之間。若與戴禹心與許孟

勤在 2004 年之研究比對，其分別以幼兒學習環境評量表對臺北市 8

間公立幼稚園及 9 間私立幼稚園施測，僅 6 至 7 間幼稚園與吉利所在

「個人日常照顧、活動」分量表上具同等程級，亦僅 3 間幼稚園與吉

利所在「空間與設施、語言-推理、互動」分量表上有一致水準。吉

利所雖在幼兒學習環境評量表中皆未達滿級 7 分的表現，然相對於一

般公私立幼稚園，其在此評估表現上顯然已高於平均水準。相關研究

結果中指出，在幼兒學習環境量表中得分較高的幼托機構之幼兒，其

行 為 表 現 能 力 亦 較 高 (Hausfather, Tohari, LaRoche ＆ 

Engelsmann, 1997:446)、能有較多元的興趣與參與活動的意願

(Peisner-Feinberg ＆ Burchinal, 1997:471-472)，幼兒也有較佳的

認知發展與較少的行為問題（Loeb, Fuller, Kagan ＆  Carrol, 

2004:61；Love et al., 2003:1032）。由此推論，吉利所在幼兒學習

環境量表中獲得高於平均的表現，相對也就顯示其已然是一所能提供

幼兒較佳的教保品質的幼托機構。 

 
四、關照弱勢幼兒的成長需求 

    為符應臺北市社會局扶助弱勢的期待，吉利托兒所自 1999 年 10

月簽訂契約起，即須優先收托弱勢幼兒。在契約中，弱勢幼兒又可因

其生理情況或家庭環境而區分為「特殊幼兒」及「弱勢家庭幼兒」兩

類。前者係指發展遲緩或領有輕、中度身心障礙手冊之幼兒；後者則

含括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原住民、父母一方為中度(含)以上身心

障礙者、兄弟姊妹之一持有身心障礙手冊者、經臺北市社會局社會福

利服務中心轉介之危機(含單親、特殊境遇婦女之子女)家庭。在期望

每位就讀幼兒都可得到妥善照顧與學習的信念下，當所內收托的弱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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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幼兒與特殊幼兒人數漸增，以符合契約規定的收托比例下限時，

為了維持每位幼兒的受教品質，吉利所教保人員們的工作量也必然相

對增加。 

    依契約規定，吉利所須收托全所收托人數至少 3%的特殊幼兒。

然成立初期，幼生流動率高，加上教保人員經驗與能力不足，所以僅

收托一位輕微自閉症的特殊幼兒，吉利所基於有照顧幼兒、讓幼兒學

習的責任，亦基於自身專業的良心須盡心協助特殊幼兒學習「收進來 

因為你要對這孩子負責，那不了解，就要想辦法弄到了解」(訪

951101[2]教保組長 C)，遂逐步建立起照顧特殊幼兒的社區服務網絡

的運作模式，接受「財團法人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巡迴輔導員的到

所協助。每學期一至三次，包括評估幼兒學習情況、協助規劃特殊幼

兒的個別化教育方案（IEP）等。至 2004 年 2 月，吉利所的特殊幼

兒人數均維持在 10 名內。為了讓教保人員們能瞭解特殊幼兒，2003

年至 2004 年間該所積極的透過系列教師研習與特教教學討論，並與

早期療育或學術機構合作研究。2004 年 3 月後，收托的特殊幼兒人

數已超過 10 人以上，因此於 8 月加聘一位教保人員兼職特教工作，

並開始推動全所教保人員為特殊幼兒撰寫個別化教育方案，訂定學習

目標並執行，因此這份原本由教保組長承擔的教育計畫工作，轉移成

為全所教保人員的例行工作。2006 年 4 月，臺北市社會局公告《托

兒所收托發展遲緩或身心障礙兒童助理人員服務實施計畫》，吉利所

也因此能增聘專職的特教助理，與教保人員共同執行個別化教育方

案，降低了教保人員的專業工作負擔。且隨著所內能穩定運作個別化

教育方案後，即開始邀請家長共同參與執行「不然，以前很好玩，就

是家長也沒什麼在管。然後，老師拼命在做」(訪 970222[2]教保人員

G)，讓家長知曉如何幫助特殊幼兒的方法，也讓特殊幼兒能在家人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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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下，增加練習技能機會。 

    通常班級內有特殊幼兒的老師普遍會自認缺乏特教知能、專業知

能與教學自信不足，加上需付出額外心力和時間教導特殊幼兒，會感

到分身乏術、力不從心。即使欲提升個人特教知能，研習機會少，研

習時間不合宜，亦難以達成（王天苗，1998：4/2002：3）。面對學

習社群中新的弱勢幼兒教育問題，吉利所積極接受委託單位宜彰顯社

會福利功能的挑戰，依約收托特殊幼兒，稟持負責及盡責專業的態

度，在推動融合教育方案中逐步落實了對社區特殊幼兒的教保服務。 

    吉利所的收費標準是須經臺北市社會局審核許可，對部份弱勢家

庭而言，就讀吉利所的費用仍是一筆沉重的負擔。為了減輕弱勢家庭

的經濟壓力，吉利所依據政府托育補助辦法積極的協助弱勢家庭其申

請政府的托育補助，同時也於 2004 年在臺北市社會局的支持下制訂

優待減免辦法，使在經濟上有困難的弱勢家庭幼兒也有機會入所學

習。基本上，若弱勢家庭有就讀需求，吉利所將會盡可能地提供就讀

機會，並不會侷限在契約規範的名額內。然對弱勢家庭幼兒的教養問

題始終是吉利所的挑戰。通常這些弱勢家庭幼兒多由社福機構轉介而

來，轉介後的個案就須承擔，由於社福機構極少再涉入，在對社福機

構資源缺乏瞭解的情況下，要兩機構共同關懷弱勢家庭幼兒的合作機

制一時無法啟動，而主動關懷或協助的行動，如：幼兒無故未出席時

就需主動電訪或親自至幼兒家中探訪，往往徒勞無功「我們自己努力

做，一點效果都沒有」（訪 970408[3]所長 B），直至主動聯繫相關

社福機構始獲得改善，往往為了獲得政府補助款弱勢家庭才願意帶孩

子就學「如果再不來讀書 就不給補助」（訪 970408[3]所長 B），

也因此吉利所開始知覺托兒所與社福機構的資源網絡緊密連結的必

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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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多元交流增進家園關係 

    現代社會存在著愈來愈多元的家庭型態與教保托育需求，有的關

切孩子的成長；有些家長基於孩子的特殊性，需要找群有愛心的機構

照顧；有些家長則在家庭經濟危機的壓迫下，無法照料自己的孩子；

有些家長因工作需求，需要保育機構提供臨時、逾時托育或交通車的

服務等等。2000 年 7 月 21 日正式招生後，當時社區居民對它的出現

是感到陌生但也新鮮。由於吉利所的課程少有一般幼托機構常見的才

藝課或外語學習課程，即讓部分家長卻步，同時社區居民也不瞭解為

何收費較公立托兒所高？部分家長登記佔額後，卻未繳費就讀，使得

實際就讀的人數不如預期。雖然招生人數上限為 150 名，但歷經第一

個月的招生，尚有 55 名缺額，寶貝班 2 名、小小班 8 名、中小班 12

名、大班 33 名（陳智華，2000）。面對招生缺額的壓力，也承受家

長對幼兒學習的擔憂，招生教學說明會或是班級家長會，都無法消解

家長對既有作息與課程內容的質疑，家長期望教保人員能夠教導幼兒

一些具體的學習內容，如：注音符號、英文、數學等，「吉利所沒教、

幼兒沒學」的批判聲不斷。 

    2000 年 7 月對全所 40 位家長進行意見調查，回收有效問卷計

36 份，結果在「課程安排」及「收費標準」兩個項目上，「滿意」與

「很滿意」的合計人數最少，皆不及 20 人，間接回應了前述家長對

吉利所收費與課程內容上的擔憂與疑慮。雖然有不少家長還是認同吉

利所的教育理念，不辭跋涉到此就讀；但也有部份家長因吉利所教保

方針的質疑，而選擇換所就讀。招生不足與幼兒流失的現象，亦引起

臺北市社會局的關切，2001 年 2 月 20 日行文公文要求吉利所提供幼

兒出入所狀況的說明，並特別聲明「委託契約執行情形皆作為續約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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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的重要考量」。 

    「我覺得成長的臉，丟不起」（訪 950410[1]所長 B），調整課程

內容與親師溝通方式成為重要的課題。除了承襲過往家園關係建構的

管道，各班教保人員與家長談話或電話溝通，提供每月教學月訊、幼

兒學習活動紀錄與學期評量等書面資料，再增加一般幼托機構常使用

的「親師聯絡簿」，也增加親子作業單與課程內容通知單的發放頻率。

由於多數新生幼兒家長會擔心孩子學習情況，吉利所也規定，教保人

員需在小班新生就讀的第一個月間，每週寫一次聯絡簿，此外，也將

原為學期末才給新生家長的「生活學習觀察本」，調整至學期初的第

一個月發出，以讓所有新生幼兒家長知曉與安心。針對大班幼兒家長

擔心孩子是否能適應未來小學生活的問題，在幼兒大班下學期時，讓

孩子用學會的符號書寫在其幼兒學習聯絡簿內。  

    除了各班級的親師溝通外，每月發有行政月訊與餐點表。行政月

訊內主要有所長的話、全所活動預告與行政事務通知等，並提供健康

新知或文教活動的資訊。除了用書面方式溝通，每年所也規劃親職活

動，如：班級家長會、家長參觀日、親職座談、父母成長團體與親子

活動等，增加家園間多元的交流機會。其中，期初與期末的「班級家

長會」較其他活動更能讓家長們理解所與班級課程運作的概況。歷年

在期初的班級家長會都會有班級的課程與教學簡介，及親職教養文章

或育兒經驗的交流。至於期末的班級家長會，歷年來有些轉變。初期

一、二年間，以家庭間交流為主，如：在 2001 年 1 月第一個學期末，

以一家一菜聚餐，所提供親子律動及活動，觀賞幼兒生活學習的幻燈

片等；2001 年 6 月第二個學期末，辦理親子戲遊，由教保人員帶領

幼兒與家長共同參與手指謠、說故事、韻律、陶土、烹飪、畢業紀念

冊製作等活動。隨著中、大班幼兒在學習區活動表現逐漸穩定時，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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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教育家長「讓家長知道，我們到底在讓孩子，在學校到底在玩什麼  

自主學習可以到多深」（訪 970312[5]所長 B），遂於 2002 年 1 月開

始「教學參觀日」取代期末的家長會，在每學期末開放至少一日的早

上九點三十分至十一點時段，讓家長進班觀察幼兒的活動，亦提供「家

長觀察幼兒學習須知」與「協助幼兒進行角落活動注意事項」等資料，

並在十一點參觀教學後，有機會與教保人員討論交換意見。歷年來家

長入園觀察狀況已有變化，起初是家長參觀幼兒活動，之後則家長與

幼兒一起活動，至今已是幼兒帶領家長活動，「我的目的其實是要讓

孩子知覺他，平常老師帶他的過程跟流程，那把這個過程應用出來，

這第一個目的。第二個目的是讓家長看到，你的孩子思維正在改變，

學習如何學的能力。要不然，她平常都看不到，妳跟他講破嘴，他也

看不到」（訪 970312[5]所長 B）。 

    自 2001 年 5 月起一樓大門口處即設有「家長圖書借閱區」，家

長可借閱各種相關育兒教養書籍及平日辦理的親職講座視聽紀錄。除

此之外，也開放家長參與教學與行政事務，如：角落活動觀察、活動

帶領、物品登錄與維修或參與兒童劇場演出等。畢業前舉辦各種幼小

銜接的活動，協助家長做好入小學前的準備。這些都成為吉利所深耕

親職教育的一環。從 2007 年 4 月中旬本研究所進行關於「家長為何

讓幼兒就讀吉利托兒所的原因」調查結果來看，發放問卷 140 份，

回收 116 份，在 20 個選項可複選的內容中，以圈選「認同教育理念」

105 次為最多，次為「師生互動氣氛良好」87 次與「所長與老師們

可信賴」74 次，其他尚有「教材教具多元」、「親戚朋友同事推薦」

54 次、「教育內容充實」52 次、「是合法立案的幼托機構」51 次、

「離家近」50 次。此結果顯示吉利所所致力的經營方針的確受到家

長們的重視。然而，116 位幼兒中，就讀 12 個月以下者有 47 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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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12 個月且未滿 24 個月者有 31 位，超過 24 個月未滿 36 個月者有

14 位，超過 36 個月者有 5 位，該隨著就讀時間的增多而顯現就讀人

數減少的現象，即入小學前所出現的人數下降幼兒流失的情況，雖近

年就讀吉利托兒所的人數已趨於穩定，但仍值得關注的。  

 
六、發揮教保專業服務社區民眾 

    臺北市社會局開辦公設民營托兒所以表彰重視社區服務。對吉利

所來說，開辦初期幼兒就讀情況雖不穩定，但仍開始承辦社區活動「父

母成長團體-健康下午茶」講座三場，但活動卻無法獲得家長的青睞，

參加的情況並不踴躍（文 891200 吉利托兒所年度工作報告）。2001

年 3 月柯所長接任所長，一方面穩定所務，也繼續承接臺北市社會局

於 2001 年 2 月委託的「居家安全親子活動日」活動。在發覺需要瞭

解社區民眾，與社區有更多的互動關係，以改變招生，於是自 2001

年 9 月至 2002 年 2 月間，始調整與社區的關係，開始吉利所提供社

區服務的形象。辦理之親職講座與親子活動皆開放社區民眾參與，並

協助當地社區團體舉辦藝文活動。為了貼近涉入社區，吉利所的親子

活動「唭哩岸文化之旅」走進鄰近的慈生宮、打石場與東華公園，並

邀請社區人士協助導覽（林晏羽，2002：59-62）。另外，吉利所於

2004 年 5 月 27 日始開始履約，進行社區發展遲緩兒童初步篩檢工

作。自 2005 年 3 月至 2007 年 2 月期間，每學期辦理一次社區發展

遲緩兒童初步篩檢、每學年至少辦理二次報經社會局核定之社區性服

務方案，每半年至少辦理二次社區親職講座，使社區服務活動次數愈

趨近契約內要求的辦理頻率，亦逐漸發展出多元的社區服務類型。 

     
在做的過程，其實沒有想到社區，先想到的是招生穩定，但是後來發現說，不對，

我必須要先回到社區，瞭解社區需要什麼…先回到社區聽聽她們，然後我也才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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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這個社群是要去博感情的，我不能用知識份子的傲慢，應該說是有一種清高 
就是埋起頭來做教學，其實不會去聽很多。（訪 941014 所長 B） 
 

平均每學期吉利所會辦理 1 至 4 次可供社區民眾一起參與的活動，藉

此服務社區與社區互動。活動類型主要有親職講座、父母成長團體、

親子共遊及承接臺北市社會局委辦之活動，逐漸拉進與社區居民的關

係，並突顯其扮演著社區托兒所的形象。經過數年辦理社區服務活動

經驗，吉利所也建立起多重的資源管道與人脈關係，在活動辦理中，

體會社區中重視人情交流「博感情」的關係，間接增進社區居民就讀

吉利所的意願。 

 
像它會辦一些活動阿！請一些專家來演講，這些都讓社區，提高社區的生活水準

阿！還有親子的關係阿......因為它這個吉利托兒所，第一它本身辦的很不錯，風

評很好，就讓人家去了解它，大家一了解它是公辦民營的，就會對公辦民營的產

生一點好印象，如果說辦的很不好，這個人家會指責你社會局、臺北市政府（訪

951030[5]里長） 
 
    對成長協會而言，乃基於臺北市社會局委託公設民營托兒所履約

的責任與義務，擴展了其對社會福利領域的關注。吉利所從教育理

念、課程、教學進展到社區服務、早期療育、照顧弱勢等的社會福利

服務項目中，無形中落實了幼托教保機構在社區中的社會福利功能，

投入社會福利運行網絡的同時，也搭建立起社區民眾與臺北市政府間

的橋樑。 

 
七、促進優質教學的人事行政 

    吉利所的人員編制主要有所長、教保組長及教保人員（含護士），

此外尚有總務會計、廚師、清潔師、行政助理、下午班老師、社工員

與特教老師等，每學期維持在 13 至 18 人間。除了所長由成長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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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任外，其它人員多由所長決定聘任。雖然吉利所教保人員均為大專

院校相關科系畢業，但在人員聘任上「學歷」絕非唯一重要的指標，

更重要的是，要能認同原成長兒童學園「順情適性」遊戲開放的教育

理念。  

    2000 年 6 月吉利所招生前即開始徵聘「有教育幼兒經驗」的教

保人員。成立一年半後，所長則依團隊營運之人才需求增補、徵聘教

保人員。2002 年 4 月至 2004 年 3 月間，吉利所收托的總幼兒人數

與特殊幼兒人數漸增，為此增聘學前特教專業知能人員照顧特殊幼兒

學習；此外，為了讓教保人員運用下午時間準備課程、處理班級行政

事務，下午分組課程特別外聘專門老師支援。雖然吉利所依園所的發

展來招募安置適合教保人員，但其礙於經費，吉利所始終存在著無法

如成長兒童學園早期能聘任「研究員」進行教育行動研究。吉利所的

收入涉及收費標準高低與收托幼兒人數多寡，在僅招收一定數額的幼

兒人數以維持教保品質，在收費標準受臺北市社會局審核限制的狀況

下，無法調高學費擴編研發人力，也無法如私立幼托機構可彈性運用

經費，在經費受限的情況下，自主權自然受到影響。 

    在職進修一直是確保專業品質精進的可行路徑。在吉利所歷年常

見的教保人員培訓方式計有：參加各種研習、參與實驗課程、所長與

教學組長進班觀察、定期的團體教學討論、協助所外學術研究與帶領

實習生等等，著重促使教保人員增廣見聞、親身涉入、切磋交流、教

學相長，以凝聚全園教學共識與維持所的教保品質，係以他者（所長、

教保組長、同儕、學術研究人員、實習生、研習課程講師、與參訪機

構等）與教保人員的互動為基礎，聚焦於如何落實幼兒教保實務，使

教保人員幼教專業能力得以展露、調整修正與擴展精進。 

    在 2003 年林佩蓉的「臺北市托兒所經營成本分析研究」，與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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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鵬於 2007 年發表之「幼兒教育券效益評估－從機構數量、服務品

質及社福資源配置等面向探討」研究報告中，均有 93 學年度臺北市

5 所公設民營托兒所的經營成本分析表。在該表中，吉利所的師生比

1：8.6，遠較法令規範低，保育人員學歷背景介於大學與專科學校之

間，高於其他公設民營托兒所。然而吉利所的教保人員平均年資、每

月平均薪資與每月人事成本均較其他的公設民營托兒所略低，即使如

此，其總人事費占總支出比例較其他公設民營托兒所略高，且在教保

人事費占總支出比例上，44%居最高。由此推測，吉利所是此 5 所公

設民營托兒所中最晚成立，教保人員服務年資淺，相對壓低薪資。然

而，吉利所為了讓幼兒有較佳的師生互動學習環境，採低師生比，聘

任較多的教保人員，形成教保人事總費以及總人事費占總支出比例偏

高。 

    林佩蓉分析臺北市公立、公設民營與私立托兒所計 27 間的經營

成本指出，佔托兒所總支出最大的比例是教保人事費，其次為租金，

機構規模居三（2003：84）。由於教保人事費是影響托兒所成本的主

要因素，而影響教保人事費高低的關鍵是受帶班教保人員與幼兒比例

之影響，若是每位幼兒受到較多教保人員之照顧，其教保人事成本自

然較高；此外，教師的薪資亦會影響到教保人事費的支出，一般而言，

教保人員薪資乃是取決於其年資與學歷，因此教保人員的聘任直接反

應在幼托機構的經營成本，若幼托機構的薪資福利待遇較好，教保人

員的流動率就會比較低。基本上，幼托機構內人員的流動率與素質必

然牽動著其教保品質。吉利所教保人員的教育水準較高，採低師生

比，是形塑較佳教保品質的要素。然而，教保人員的薪資或許因年資

影響而待遇略低，可能存在人員流動頻繁之隱憂。 

    所有進入吉利所服務的教保人員皆非「永久員工」，面對人員流



百年幼教論壇研討會                                                                  

 372 

動，身為所的領航員在付出之餘，難免存在著深層的無奈與挫折。雖

然吉利所教保人員因婚姻或生涯規劃而流動，但吉利所重視課程與教

學品質，看重全體幼兒（含特殊幼兒）的個別學習需求，使得工作過

度忙碌與消耗體力，更是留不住教保人員的重要原因（柯秋桂，

2004：85）。鑒於每年有 1 至 5 位教保人員異動，為了減少人員流動

造成影響，乃積極留意編班原則，建立教保人員教學支援制度，並調

整人事福利制度，以期能減輕教保人員工作量，讓教保人員願意長期

留任。在教保人員的更替易使幼兒與教保人員間較難維持良好的社交

與情緒依附關係的前提下（Barnett，2003：3），若班級內有人員離

職，吉利所會盡可能維持至少一名原班教保人員陪伴該班幼兒至畢

業，以減少幼兒重新適應教保人員的困難，並維持幼兒與帶班教保人

員的關係。在教保人員教學支援制度上，自 2003 年 9 月起，增聘下

午班老師支援課程活動，讓教保人員每週有 1 至 2 個下午進行課程準

備、班級行政事務與追求自我成長，也讓吉利所有較多的人力可彈性

運用。此外，還充實教學用參考資源與建立教學資料庫，即彙整類似

教學主題的資料，讓後續欲再進行相關主題的教保人員不用再重複花

費時間搜尋相同的資料，減少摸索與查閱資料的時間（柯秋桂，

2004：84、85、129、143）。在人事福利制度上，吉利所依臺北市

社會局的公設民營托兒所年度預算編列標準明細表規劃，自 1999 年

8 月成立起即編列福利金、自強活動、工作服、研習進修與退（休）

職金等教保人員福利項目。2002 年 4 月臺北市社會局調整可編列的

教保人員福利項目，如：全勤獎金、考績獎金、與三節生日禮金，吉

利所亦隨之調整。受限經費來源使得吉利所無法調高薪資來慰留教保

人員，僅能藉由建立明確的人事徵聘、考核管理、配合國家退休與保

險制度，保障教保人員工作的福利與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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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符應公設民營契約要求的社會服務面向，如：優先收托特殊

幼兒、進行社區服務，以及吉利所自身對教保品質水準的要求，吉利

所除採優於法律的師生比，且較一般幼托機構支出較多的教保人事總

費以及總人事費，同時發展建置專業能力培訓機制，提升教保人員的

幼教專業能力，維持優良教保品質。在契約的規範下，其堅持實踐教

育理念，開展教學與課程特色，以確保幼兒學習品質，也因而加重了

教保人員工作量。即使吉利所已建立教保人員教學支援制度與調整人

事福利制度，還是無法避免教保人員頻繁異動的困擾。 

 

伍、代結語-建構支持幼兒發展與學習的網絡 

   「幼兒的教保品質指標宜立基在益於幼兒的社會互動、認知、語

言、情緒與身體動作發展向度」這樣的觀點，將幼兒教育與照顧的本

質回歸到「以幼兒為主體」的關注，強調幼兒園乃以「幼兒是否健全

發展」為機構品質評鑑的核心。美國兩位研究幼兒教育品質的學者

Eva L.Essa 與 Melissa M. Burnham 在上述觀點下特別指出：幼兒

園實應奠基於促進幼兒發展的前提下，提供教育及照顧服務（簡稱教

保服務）（Essa & Burnham，2001：60）。基本上，舉凡空間環境、

課程、教學方法、日常生活照顧、安全、飲食、親職教育與師資皆屬

於教保服務的內涵，而這些教保服務內涵在實踐面上就是要能促進幼

兒的發展與學習。換言之，以幼兒為主體，遵行幼兒本位精神，營造

關愛、健康及安全之幼兒學習環境，並支持幼兒適齡適性及均衡發展

成長是幼兒園之根本職責，政府以公辦民營幼托政策推動設置幼兒

園，亦當以此觀點領航。 

    政府在實施公辦民營幼托政策的過程中，會提供公辦民營幼托機

構營造的建築物，包含土地、建物、設施及設備等，委託民間團體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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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管理。然使用公辦民營幼托機構的主體為幼兒，其空間環境設施當

以幼兒生活與學習需求為優先考量；換句話說，並非所有的空間環境

都適合作為公辦民營幼托機構。一所理想幼托機構空間環境的藍圖，

宜座落於社區中，幼兒住家附近，對父母及幼兒是交通便捷且具可親

性與高能見度，且周遭環境健康安全，如:風向、日照、供水等條件

安好，甚至能位處鄰近資源豐富的文教區域或公園更佳；而室內活動

空間需擁有足夠的活動場地，以促進幼兒身心健全發展與能落實可供

幼兒遊戲探索的學習環境（周淑惠，2008：85-89）。以吉利托兒所

為例，其所處大樓鄰近公園，大樓內尚有圖書館、社區里民活動中心

等社會福利與文教機構，即具備符應促進幼兒發展與學習的條件，也

就較易吸引優質專業民間團體來投標經營。1999年成長協會之所以

願意投標經營吉利托兒所，也就是看重該場地的周遭環境條件。公辦

民營幼托政策做為廣泛籌設幼托機構的政策，理所當然要以能提供

「適於幼兒生活學習的空間環境」為原則，其空間環境的基本條件皆

需以能適合幼兒生活與學習之空間為前提，以確保公辦民營幼托機構

空間環境的合宜性。 

    公辦民營幼托政策主張結合社會資源，企求以提供合理價格、教

保專業、與服務多元來支援家庭與發展社區。而此理想藍圖的實踐起

點，實展現在公辦民營承辦之幼托機構的教保服務內容上。從吉利所

的經驗來看，其教保經營理念以幼兒為核心，相信幼兒有主動探索與

感知的能力，主張教保服務人員宜從幼兒的需求與興趣出發，安排多

元且豐富的自由學習環境，課程的內容力求搭配幼兒能力的發展，並

持續精進幼兒教保實務的知能。雖然幼兒發展與學習具個別性與獨特

性，有時難以適用常理通則，如照顧輔導弱勢幼兒，尚須其他相關專

業知能與社會資源網絡的支援，吉利所透過強化教保服務人員的特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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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能，漸進落實個別化教育計畫，積極運用政府社福資源，並鼓勵家

長參與，不僅拓展機構教保行動之專業性，也具體落實專業責信。顯

然公辦民營幼托政策推動之成敗關鍵，實繫於承辦單位的專業性上。

一個稱得上優質的承辦單位需具備有能力執行政府委託的教保服務

內容，需從健全幼兒發展的觀點統籌幼兒生活與學習之相關事務，並

推廣家庭與社區的親職教育工作。在政府賦權的結構中，承辦單位的

選擇即宜著重於能具備有「執行幼兒、家庭與社區教保服務的專業能

力」的民間團體，始有可能與政府共同建立公共托教體系。 

    從生態發展系統理論觀之，幼兒園提供的教保服務範疇不能忽視

幼兒自幼成長的原生家庭環境，畢竟家庭中親子活動與關係對個體發

展品質的影響更具關鍵性。幼兒園可被視為是幼兒日常生活中與家庭

並列的微觀生活場域，是執行國家教保政策的中介社會機構，其需將

自身安置在能支持家庭育兒需求的社會位置上，搭建起教保人員與家

長間有效的溝通橋樑，並在這屬於幼兒微觀生活場域中，提供出有助

個體發展的的有效活動、角色扮演及各種關係的建立。家長是幼兒發

展的重要關係人，若幼兒家庭與幼托機構能互動頻繁及互通理念，當

能有助幼兒良性的發展，益於整體教保品質的建構。近年，政府透過

經費補助政策，欲減少家長限於經濟因素而有未能讓幼兒就讀幼兒園

的遺憾，但當家長僅基於較低的收費門檻選擇就讀幼兒園，卻有忽視

教保內涵現象時，政府亦難推卸其與幼兒園共同積極推廣親職教育的

責任，鼓吹家長要能成為幼托機構的合夥人，共同負起幼兒發展與學

習的教保任務。 

    幼兒園身處於幼兒及其家庭生活的社區環境中，懷著教保知能長

才，當有能力與資源協助推展社區教保服務及親職教育，幼兒園若能

發揮其教保專業知能，做為社區教保資源的據點，延展服務至社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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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之家庭與親職教育，亦即包含未就讀該幼兒園的幼兒與其家庭，

讓幼兒園教保服務之實施與家庭及社區密切配合，如：吉利所設置臨

時托育方案、所辦理之親職講座、親子成長團體與親子活動皆開放社

區人士參與，將能助益實踐公共托教體系願景，與政府共同攜手提升

臺灣整體的幼兒教保環境素質。只是，公設民營幼兒園仍屬於自負盈

虧的民營性質，其人力、經費受制契約規範，當其願與政府共同攜手

提升臺灣整體的幼兒教保環境素質的同時，政府亦宜須適時、適當地

挹注相關資源支持。  

    在公共托教體系的觀點下，家庭與社區的教保資源建構，不僅止

於仰賴公辦民營幼托機構。一般公立幼托機構並未受制於盈虧收益的

商業考量，公立單位擁有教育理念的自主性，得免受制於社會潮流的

影響力（翁麗芳、熊秉真，2002：131；劉慈惠，2002：3），其也為

公共托教體系的一員，也負有共同推廣親職教育支援家庭與發展社區

的幼托政策理想藍圖之責。而此藍圖，除了要仰賴具專業性與有意願

的幼兒園外，尚需結合政府在教保服務內容上的相關資源與配套措

施。吉利所在照顧特殊幼兒的過程中，一方面要提升特殊幼兒學習品

質，同時也需承擔面臨人力資源吃緊的困境，需有特教助理的聘任，

始獲合理的人事編制。雖目前幼托政策已關注弱勢幼兒的就讀權利，

也期待幼兒園要以基進的態度協助弱勢幼兒，但當弱勢幼兒家庭觸及

高風險或兒少保護等事件時，機構自身是難以獨自應對的，需仰賴社

會體系中其它資源的支援，如：吉利所曾輔導一名弱勢家庭幼兒，因

為家庭緣故而未能就讀，經吉利所多次走訪，並經相關社福機構協

調，使該弱勢家庭得以領取社福機構的補助經費，願意讓幼兒持續就

讀吉利所。從幼兒園扶植弱勢幼兒的行動來看，雖其站在第一線教保

弱勢幼兒，能即時回應弱勢幼兒的生活與學習需求，但是當弱勢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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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超越幼兒園專業能力所及，且受限經費與資源，即需由具公權

力及掌握資源配置的政府平台，居中橫向聯繫整合各專業的服務，否

則扶植弱勢的成效仍是有限的，也虛談整體服務網絡的建構。 

    幼兒自家庭走進幼兒園起開始擴展其生活範疇，被期望能發展能

力，也學習人際互動。幼兒園基於其幼兒教育知能，當致力提供適於

幼兒身心靈成長的教保活動內容，然而當幼兒需求超出幼兒園內固有

的功能角色，政府或社會資源的配套措施即宜投注於幼兒園內。幼兒

園因幼兒與家庭產生交集，在進行親師交流與家園互動層面，仍需以

幼兒教保服務為重，在確保服務對象幼兒健全發展的基礎下，與幼兒

家庭共同攜手推動幼兒的全面學習。廣義而言，幼兒的全面學習尚包

含其社區所提供的學習環境與氛圍，除了幼兒園可貢獻其力成為社區

教保資源的據點外，透過政府的制度平台，期待教保專業體系與政府

營運之其他專業資源體系，如：社福、醫療、警政、傳播與輔導等系

統，產生有效連結，方才指日可待實現健全學前幼兒教保服務品質的

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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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兒童學園」發展史(1983~1988) 

 

 
林思嫻、倪鳴香 

 
從 1949 年政府遷臺，到 1981 年《幼稚教育法》的誕生，此轉捩實可作為

臺灣幼兒教育專業法制化的起點，也是臺灣幼兒教育主體性的彰顯。本研究以

1980 年代為研究背景，以微觀的歷史視角，重構由鄭淑敏及吳靜吉等十位名人

創辦之「成長兒童學園」的機構發展史(1983~1988)。藉由學園教師之口述歷史

內涵闡述成長兒童學園實踐在地開放教育的歷程，探究其在都市化環境中，如何

掌握核心的教育理念以發展幼兒課程、家園關係及教師的專業行動，尤其關注在

當年學園內教師專業成長的歷程。藉由機構個案研究及厚實描繪，讓我們得以體

認在幼教機構與幼師兩者有良好正向互動的先決條件下，將可促使教師在機構中

蘊育其專業成長之能量，並拓展出其自我實踐的可能。 

    成長兒童學園為臺灣實施開放性幼兒教育先鋒之一，本研究透過詮釋成長兒

童學園教育行動的社會實踐意義，窺見開放式教育於臺灣開展的軌跡。處在都市

化下的成長兒童學園，在有限的物理空間，衍伸出符應於此的教學設計與家園關

係。它讓我們看見「空間條件」與「課程設計」有一種互動的協調性。同時，在

推動「協同父母共同教育孩子」的理念下，家長與幼兒成為辦學理念的核心關懷，

且在試圖消融家長與教師彼此對立的觀點中，建構出家庭與園所間共融共長的

(經營)型態。 

 

關鍵字: 幼兒園、機構史、幼師、教師專業發展、開放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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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從 1949 年國民政府遷臺，到 1981 年《幼稚教育法》的誕生，

1980 年代可謂臺灣幼兒教育發展中非常重要的階段，其融合了中國

大陸及日本兩者的影響，開始顯現落地生根、本土化的發展特徵，並

尋求符應幼兒發展之最理想、適切的課程。這不只是臺灣幼教發展的

起點，更是臺灣幼教主體性的彰顯。本研究以臺灣幼兒教育蓬勃發展

的 1980 年代作為研究背景，透過歷史面貌的耙梳，重新檢視此一發

展起點的面貌，以找尋臺灣幼兒教育是如何走出自己道路背後的動

能。 

1980 年代臺灣幼兒教育生態中，儘管有許多未立案或被詬病的

幼稚園與托兒所，但也有如奎山、佳美、信誼、師大附幼或成長兒童

學園等幼教機構希望能在紛亂的幼教環境中凸顯幼兒教育的專業

性，同時未在政府經濟的支援下，維繫、發展生存至今。但縱觀臺灣

幼教專業的論述中，它們的發展歷程卻乏人問津。在缺乏記錄與研究

的狀況下，這些幼教機構對於臺灣幼教的貢獻，僅止於口傳，就像神

話一般傳頌，是臺灣幼兒教育專業發展上一大憾事。本研究以 1983

年創設之成長兒童學園為研究對象，一所跳脫「幼兒園」角色的幼教

機構，它如何面對時代問題，在臺灣幼兒教育專業起飛的年代裡，於

五年內創造其幼教專業活動？它如何在初期主任及老師的經營下，醞

釀出如此多角度的幼教專業發展？ 

本研究以口述歷史來鋪陳成長兒童學園的發展史，由訪問者對事

件當事人進行訪談，批露當時該園事件行動發展歷程的面貌，挖掘現

有文獻資料內所缺乏的內容。前後共訪談了十三位教師、四位創辦

人、三位行政人員、兩位家長以及五位幼教相關學者，總計二十七位。 

採訪方式參照運用於社會人文科學口述傳記資料採集之「敘述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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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法」（Narrative Interview），以其開放性的訪談結構，對成長兒

童學園初成立五年中相關重要報導人進行個人參與組織經驗史內容

的採集，亦包括組織經驗對其個人影響之內涵。敘述訪談錄音資料逐

字轉錄成之文本，乃是本研究主要之參考資料，及後續深入事件、觀

念澄清採訪之依據。 

具體而言，本研究以成長兒童學園創辦前五年（1983～1988）

的整體發展作為研究對象，藉由此時期成長兒童學園工作的教師之口

述語料，展演成長兒童學園實踐開放教育的歷程。研究其在都市化環

境下，如何以開放教育為核心理念，發展課程、家園關係以及教師專

業行動的內涵與意義。透過敘事書寫的形式，闡述成長兒童學園教育

行動的社會實踐意義。 

 

貳、飽受批評卻具開創性的 1980 年代 

1980 年代臺灣經濟起飛，家庭型態漸轉以核心家庭為主，再加

上愈來愈多婦女出外工作，幼兒教育的問題與機構需求日益增加。教

育當局在關切幼兒教育發展下開始積極建設，如《幼稚園課程標準》

在 1953 年修訂後，經過了二十二年，於 1975 年方才公布第三次修

訂標準；《幼稚園設置辦法》也在 1970 年修訂後，又於 1973、1977

年頻繁地進行修訂。1981 年更立法通過幼兒教育施政之法源《幼稚

教育法》。從這些相關法規的修訂及修改頻率上顯示出，1980 年代教

育主管當局對於幼兒教育重視度的提升。 

儘管政府當局開始重視幼兒教育，但當時公立幼稚園的數量微乎

其微，在社會大量需求下，私立幼稚園的設置似雨後春筍快速增加，

其中未獲核准立案的「地下幼稚園」為數甚多。1984 年，臺灣約有

一半以上的幼兒是進入未立案的幼稚園或托兒所受教照顧，潛藏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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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化教育發展上的問題。1由於私立幼稚園爆炸性的增加，由 1971

年的三百七十三家迅速增加至 1985 年的兩千零五十二家，十四年增

加了一千六百多家幼稚園（參見圖 1）。在幼稚園機構急速增加的情

形下，相對在師資方面也產生量的需求，在缺乏計畫性的幼教師資養

成政策影響，讓一群未接受教育專業培育之的高中（職）畢業生及其

同等學歷的補校畢業的年輕女孩來任教，2「排排坐、吃吃菓、玩玩

樂、寫寫字、圖圖畫」的幼稚園寫照，使臺灣普遍之幼教模式不是流

於「托嬰式」的幼兒教育，就是依循「小學式」的教育（王連生，1986：

3-4）。至於園舍問題，多數私立幼稚園或托兒所的空間狹小但幼兒眾

多，就當時文獻報導，最大的班級竟有八十人之多。在教室內別說是

讓幼兒自由活動，就是呼吸新鮮空氣也難辦到（趙國瑞，1978：8）。

另外，幼稚園為迎合家長望子成龍的期待，希望能進入私立的「明星」

小學，注重寫字、智力測驗，以便應付考試過關。「填鴨式」的教授

法，偏重知能的單向灌輸，認字、寫字、唱歌、跳舞、著色畫……老

的一套，抹煞了幼兒天賦的興趣與潛力，也抑制幼兒主動學習和創造

的慾望（蘇愛秋，1978：31）。 

                                                 
1 1984 年我國幼兒約為七十八萬人，其中十九萬人入立案的公私立幼稚園，十七萬人進立

案的托兒所，其餘四十二萬幼兒部分未入學，大部分進入未立案的幼稚園或托兒所；而臺北

市四歲到六歲的幼童共有四十多萬人，公立幼稚園僅十一家，私立幼稚園有四百三十餘家，

其中六十多家未立案。引自陳幼君（1984 年 2 月 7 日）。百年樹人……。民生報，第九版。 
2 自 1965 年始，幼稚師範科全面停辦，培育幼教師資的管道僅有師專國校師資科分組選修

「幼稚教育組」，專設幼稚園師資培育制度及管道中斷。但卻放寬了幼稚園教師檢定資格，

透過短期講習、或針對不合格的在職幼稚園教師等數種管道廣納師資。此時（1965～1982
年）的幼教師資培育管道，重點非以培養具專業條件的幼教師資為宗旨，而是在解決師資不

足的補救性措施，如此的師資品質讓人產生許多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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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而言，當時對於幼兒教育有以下幾點的批評：（一）教材內

容：對《幼稚園課程標準》並不了解，每園各行其事，無一標準；（二）

師資：素質低落、參差不齊；（三）教學偏差：偏重小學式的「讀寫

算（3R）」；（四）設備不全：校舍及設備簡陋；（五）應力求普及：

廣設附幼或列入義務教育中，以增進教育機會均等；（六）幼托整合：

避免雙頭馬車，影響幼教發展；（七）經費比例偏低：全國教育經費

中幼教比例最低（王連生，1986；王靜珠，1987；朱敬先，1986）。 

然而，在此一片撻伐聲中，臺灣幼兒教育的發展亦有其能動性。

此時的幼兒教育不論在量與質上可稱處於「繁盛期」（1982 年迄今）

初期，以私立為主的幼教生態已然固定。只是幼兒教育非屬義務教育

的一環，即使政府設置相關法律條文，俾使幼稚教育能夠趨向正常

化，還是難以管理監督幼稚園經營品質。若是政府強制管理，要求幼

稚園如小學、中學一般，使用統一教材，或許可達成品質的齊一性，

避免良莠不齊，但卻反而扼殺幼兒教育的自由與多元特徵。正因為此

時幼兒教育在「未有管理」下，急速擴充且多樣化，而顯得五彩繽紛。

這些多元化的背後含藏著各種教育實驗的特性，開創性的嘗試，讓幼

兒教育的發展更顯蓬勃。當時創立至今依舊存在的幼教相關機構，

1950～2006 年臺灣公私立幼稚園數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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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奎山幼稚園、3佳美幼稚園、4信誼基金會、5道生幼稚園（現改名

為奧爾仕 O.U.R.S.）、6幼華幼稚園、7愛彌兒幼教機構、8美育奧福兒

童音樂舞蹈國際教育機構、9臺北蒙特梭利幼稚園等，10它們的存在讓

人仍可窺見與想像當時幼兒教育百花齊開、繽紛發展的面貌。 

其中從回溯的觀點來看，幼兒教育中有關「開放性教育」的主張，

                                                 
3 奎山幼稚園於 1963 年由熊慧英所創辦，目前是附屬於奎山中學之下。受教於陳鶴琴「五

指教學法」的熊慧英女士，透過女師附幼、臺銀幼稚園及奎山幼稚園的一連串現場實驗心得，

於奎山幼稚園裡建構出「社會化統整性活動」：使幼兒在統整活動之中，透過活動與他人、

環境產生社會化的互動。熊慧英可謂臺灣幼教界早期重要的改革實驗者，奎山幼稚園也為其

重要的實驗場所。 
4 1965 年創立的佳美幼稚園，1974 年從配合小學、強調讀寫算的單向灌輸教學，改為以角

落教學為基礎的小單元、大單元教學，1989 年改為主題建構教學，為臺灣幼稚園採開放教

學的先鋒。 
5 信誼基金會成立於 1971 年，於 1977 年設「學前教育研究發展中心」，是臺灣最早從事推

廣學前教育的專業服務機構。1978 年成立信誼基金出版社，是臺灣第一家專一出版幼兒圖

畫書的出版社，出版國人為幼兒創作的圖畫書。同年並發行臺灣第一本和父母討論 0～6 歲

幼兒教育的《學前教育雜誌》。1987 年開始創辦「信誼幼兒文學獎」，是臺灣第一個以幼兒

為對象的文學獎。1995 年成立「臺北市私立財團法人信誼基金會附設實驗托兒所」，是臺灣

幼教史上重要的民間機構。取自 http://www.hsin-yi.org.tw/ 
6 道生幼稚園於 1974 年開辦，為連鎖幼稚園的先鋒。2001 年更名為奧爾仕（O.U.R.S.），
以雙語的學習情境為主要訴求，目前在臺北縣市共有十一所幼稚園。取 自

http://www.dalson.com.tw/ 
7 幼華幼稚園於 1978 年由譚幼華女士所創辦，是臺灣第一個以企業化方式經營的幼稚園。

1991 年時，幼華幼稚園在臺北縣市共有 16 家、學生有上萬人，被譽為全世界最大規模的

幼稚園。目前全臺皆有幼華幼稚園的蹤跡。取自王璽（1991，7 月 21 日）。從三百到一萬：

譚幼華經營的娃娃王國—全世界最大幼稚園園長。中央副刊，9 版。 
8 愛彌兒幼教機構於 1981 年由高琇嬅女士創立，目前在臺中有四間分校。1996 年成立「愛

彌 兒 幼 教 書 房 」、 創 辦 刊 物 《 探 索 》、 1998 年 成 立 愛 彌 兒 雜 誌 社 。 取 自

http://www.kidsemile.com.tw/ 
9 1983 年成立「美育奧福兒童音樂舞蹈國際教育機構」，積極從事兒童奧福音樂教育、創造

性舞蹈課程、師資培訓課程。截至 2005 年止，美育奧福教學法已廣布至中國大陸十多個省

分。目前，分校及師訓中心近四十家，遍布臺灣、中國大陸及香港。取 自

http://www.meiyu.com.tw/ 
10 臺北蒙特梭利幼稚園成立於 1984 年，為臺灣地區第一所蒙特梭利幼稚園。取自

http://www.montessori.org.tw/montessori/default.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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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於此時開始萌發深耕，其作為社會大眾對於傳統教育不滿之出口。

基於對傳統教育的反動，一些園所開始尋求另類的教育方式，企圖改

變教育的行動，包括教育目標、課程內容、教學方法、教師角色、學

童角色與師生關係，教學環境和學習情境，以及教學評量等等，展現

著全面性革命的姿態，試圖將教育目標回歸至學習主體的關注，如：

臺灣師大附幼的萌發式課程及輔仁大學、文化大學兒童中心附設之托

兒所開放教學教育方案。 

這個有著豐富色彩的 1980 年代幼兒教育，雖然其傳統教育形式

飽受批評，但亦面臨著突破與創新的挑戰。許多不同的教學法紛紛進

入幼教界，臺灣幼兒教育許多的堪稱「第一」以及「萌生」多始於此

時，如信誼基金會出版《學前教育期刊》、設置幼教專業圖書館，出

版專業幼兒圖畫書與玩具、後來更設置幼兒文學獎；蒙特梭利、奧福

音樂等海外教育方案被引進臺灣；普設公立幼稚園（參見圖 1）；連

鎖式幼稚園開始盛行。這些現象凸顯社會對於幼兒教育機構化的需

求，也創造出幼教機構的發展契機。「成長兒童學園」（以下簡稱成長）

即在這繽紛的繁盛期中創立。 

「成長兒童學園」於 1983 年創立時，不僅延請具有大專資格的

教師，設有營養師、醫藥顧問等重視幼兒全面發展的措施，其開放性

的教育方案更受學者們推薦，所成立之各項教學實驗班（戶外教學、

音樂戲劇）亦深具突破性。此外該園也相當重視家園關係的建立，辦

理各項講座，推廣親職教育。至今，「成長兒童學園」仍屹立在大臺

北的幼教生態系統中，其走過的軌跡與對臺灣幼兒教育發展的影響，

無疑是臺灣幼兒教育發展史中值得被記載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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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成長兒童學園發展歷程（1983～1988） 

「成長兒童學園」於 1983 年由鄭淑敏、吳林林、吳靜吉、余範

英、林懷民、張杏如、黃碧珠、鄭瑞寶、許樊曼儂、周樂茞軍（薇薇

夫人）十位共同創辦。11發展至今，2009 年已轉型為「成長文教基

金會」，其組織結構包括：成長研究發展中心、鞋子兒童實驗劇團（戲

劇部、教學部、視聽部）、以及成長托兒所（仁愛、吉利、水蓮）。在

其創辦的前五年，除了幼兒園外，也跨足到戲劇表演的推廣，成立鞋

子實驗劇團、製作公共電視兒童節目《爆米花》；1989 年 8 月移贈豐

泰文教基金會後開始經營《成長幼教季刊》（參見圖 2）。成長兒童學

園成立之時，雖頂著名人的光環，但也憑藉著對發展幼教專業的熱

忱，在臺灣這塊土地上開創出教育幼兒的新風貌，至今二十多年來仍

默默的耕耘著。 

然而，囿於研究者的限制，再加上研究者認為其前五年的開展乃

為其日後基礎的建立，故本研究僅針對成長兒童學園的前五年深入探

討。1983～1988 雖僅有短短五年，但這五年卻是成長兒童學園得以

持續發展的關鍵，本研究不只書寫歷史事件，也輔以人穿越歷史後的

思考，將研究焦點著重在「奠基期」，探究成長兒童學園源初特有的

風格、生命力與價值觀。 

 

                                                 
11當時為《時報周刊》發行人的鄭淑敏邀約十位朋友共同創辦成長兒童學園，每人出資二十

萬。由專欄作家薇薇夫人（樂茞軍）擔任名譽園長，仕女雜誌社社長林吳林林任行政總管，

負責推動工作，政大心理系教授、著名心理學家吳靜吉和信誼基金會負責人張杏如則擔任教

學顧問，雲門舞集掌門人林懷民和新象藝術中心負責人樊曼儂分別為舞蹈和音樂顧問，中國

時報副社長、工商時報發行人余範英和鄭淑敏負責公共關係對外聯絡，黃碧珠（國泰關係企

業老闆蔡辰威的夫人）和鄭瑞寶（仁愛醫院骨科大夫杜長華的夫人）擔任園內各種事物的監

督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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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成長兒童學園歷年重要事件圖 

 
一、園務發展 

（一）草創期 

「成長兒童學園」之發想，乃是緣於一位憂心的母親，她希望能

給仍在胎中的孩子，一個能安心成長的教育環境。 

所以當我懷孕的時候我就開始在尋找臺灣到底有哪個幼稚園比較好，後來我赫然

發現那個時候的環境很差，就是說學前教育就好像保母托兒這種教育，很少專業

學前的人進去，我那個時候真的是有點害怕，我想慘了，怎麼辦？等到這小孩子

要上學前教育的時候，一個我覺得可信賴的幼稚園都沒有，我覺得這個是很嚴重

的一件事情。（訪 B01-20080512 鄭淑敏：18-23） 
 

1979 年 6 月從美國回來的鄭淑敏，深信學前教育是一切教育的

根本，12因此即使方才身懷六甲，便已急於在臺灣尋找一間好的學前

教育機構。在美國期間，鄭淑敏大女兒就讀的學前教育機構是耶魯大

                                                 
12 參見訪 B01-19970221 鄭淑敏：4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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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裡由 Gesell 所創辦的兒童發展中心。耶魯兒童發展中心相當重視

父母在幼兒成長過程中扮演的角色，要求父母要多方參與園內活動，

讓身為家長的她也能跟著孩子學習成長。此外其課程設計強調讓孩子

們自由探索學習，也讓鄭淑敏留下深刻印象。因此在返臺後尋找幼教

機構的過程中，鄭淑敏不禁將臺灣的教育環境與其美國的經驗相互參

照比較。她提及在國外是以「學前教育」（Preschool Education）命

名，臺灣則是稱為「幼稚教育」，從兩者「學前與幼稚」命名的差別，

可看出臺灣社會對於「年幼孩子教育」的認知，似乎有那麼一點輕視

的意味，認為孩子在入小學前是無知的。13她看到當時臺灣社會偏向

將幼稚園視為上小學前的準備，以讀寫算做為當時幼稚教育的主流教

學。然而此種附屬在小學義務教育下的幼兒教育，在幼教現場中缺少

專業的學前教育工作者，且其形式多偏向保母托育，甚少能提供適齡

適性的課程，以促進幼兒成長發展，讓做為母親的鄭淑敏備感憂心，

擔心將來孩子出生後沒有一間可以托付的幼教機構。 

在遍尋不著的失落下，鄭淑敏同時也在省思臺灣幼教發展的問

題，臺灣社會對於幼兒教育的認識與發展實仍處於起步階段，尚有許

多可發展的空間。她認為臺灣應該發展出屬於自身的學前教育，因此

與幾個朋友談起後，萌發合辦一個跟傳統「不一樣」的學前教育機構

之構想，受到朋友們的支持並參與行動。熱心的吳林林隨即幫忙處理

行政問題，負責財務，同時很快地找到了場地；吳靜吉為其命名並擬

定教育目標，創辦人們皆運用身邊現有的資源，如請奚淞幫忙題字、

黃永洪規劃設計園所環境，或是利用媒體資源在報章雜誌上介紹成長

兒童學園。在大家的幫忙下，成長兒童學園就這樣從構想中一步一步

的實現。1983 年 6 月，於臺北市安和路日光大廈二樓，正式成立一

                                                 
13 參見訪 B01-19970221 鄭淑敏：34-49。 



                                                     台灣幼兒學習場域的歷史探究場次 

 391 

個標榜「讓大人和孩子一起互動成長」的理想教育園地。 

為什麼會去注意它呴，那我當然第一個想說它叫這個名稱—成長兒童學園…那怎

麼把成長當作一個名稱，這就覺得有點很好奇…你把一個好像動態的東西命名在

園裡，當時就覺得蠻特別…那另外就是還是名稱上，因為我們一般就叫托兒所，

幼稚園，那叫兒童，在我的認知裡有一點怪…又創一個學園，好像一個學習的園

地這都我從名稱上有一些想法，我當時就真的這樣子在想…可是我也想，也許這

個園它不在乎你知道不知道我是幼稚園或者托兒所，我就想用這樣的一個很特別

適合我自己的名稱，喔我有我的想法…這樣子的一個觀點但是因為感覺它好像蠻

有那種氣氛，很想讓孩子有一個快樂成長的一種學習園地的感覺所以它特別標示

出這樣子，那這是一種包裝的方法那不為過。（訪 E02-20080417 謝友文：15-43） 
 
除了因為名人創辦而引起詢問外，「成長兒童學園」的名稱在當

時也引起注意，讓人不禁好奇這是一個怎麼樣的地方？為何會這樣命

名？ 

然後我是把它定名為成長，就是說，其實他/它是一個不斷的成長，他/它是不要

去強迫他/它但是他/它要自然的成長，你只要有效的安排各種人為或者自然的環

境之後在那個環境當中，兒童自然就會成長，就是非常自我實現導向的成長。（訪

B02-19970224 吳靜吉：109-112） 
 
「成長兒童學園」是由創辦人中具有教育專業背景的吳靜吉所命

名，在當時填鴨教學盛行的教育環境中，「成長」這個名稱帶有指標

性的意涵。其指向要讓孩子在環境中「自然的成長」，遠離揠苗助長，

希望強調只要提供符合教育理念的環境，孩子就會在環境中自然的學

習與成長。此外，此時孩子的創意開展正處於高峰時期，透過幼兒園

的教學，更要能引導孩子發揮創意，然後繼續不斷的成長。「一個比較

反面不叫揠苗助長嘛 也就是說你把兒童當做他是 他是像比如他就像植物花一

樣的 那麼我們就希望它是一個很好的一個花園 或者學習的園區 在那裡讓他能

夠自然的成長開花結果（訪 B02-20080812 吳靜吉：156-159）」，命名為「兒

童學園」乃是承襲幼教之父 Froebel 將花草喻兒童、以園丁喻老師、

以花園喻學校。「成長兒童學園」的命名本身即隱含著機構的自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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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希望能做個大家都很喜歡的花園，讓孩子們能夠在其中自然快樂

的學習。同時「兒童學園」的命名也顯現出它與「幼稚園、托兒所」

兩者並不相同，且欲藉由「兒童」所含括的年齡層較廣，擴展其收托

的年齡。因為當時不論是設立幼稚園或托兒所，在法規上多有限制，

成長最初是以補習班立案，為了避免法規問題，因此以「兒童學園」

稱之。另一方面，也代表成長要在這雙軌制中走出屬於自身獨特性的

一條路。14 

創辦人們期許延聘的教師能超越既有師範體制內的思考範疇與

概念，也希望教師們要對教育有理想、具有反省性思考。因此招考教

師時，並不侷限於當時幼師師資主要來源的幼專，而是以大學畢業做

為基礎門檻，從各大專相關科系中挑選，冀望不同專長的教師能夠在

教學互動中產生創新合作的教學品質。 

原本創辦人們希望能親自輪流管理園務，所以並未編制主任一

職。然而考量園務長久發展，再加上創辦人們過於忙碌，因此在開學

前夕才聘請園主任，由園主任全權規劃。園主任倪鳴香加入後，開始

依照創辦人的期許與辦學理念，帶領教師們，並具體規劃成長兒童學

園的教學模式及調整園內的經營運作。其中最重要的轉變在於將「才

藝班」改為「學校」，即申請托兒所立案，環境規劃上更加緊腳步增

設適合幼兒使用之廁所與廚房。在此兵荒馬亂的籌備過程中，從經營

理念、工作內容的調整、以及薪資結構的建制等所帶來的衝擊，創辦

人聘任的原八位老師在尚未開學前就已有兩位老師離開。 

靠著創辦人們的名氣，讓成長兒童學園在尚未開學前就有高詢問

度，很快的就額滿了。此「名氣」除了代表著名人們在社會上的知名

度與保證，或許也是做為一群學成歸國的知識分子對於當時教育環境

                                                 
14 參見訪 B02-20080812 吳靜吉：22-32、155-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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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動，引起社會回響，顯示這一個與傳統不同的幼兒園似乎是社會

大眾欲尋求突破傳統讀寫算教學的出口。 

 
（二）各園配置與設計 

成長兒童學園的第一個園──安和園在 1983 年 6 月創辦，雖是

在大廈之中的二樓，但藉由設計，企圖表現出城市中「自然鄉野」之

特色，又名「大草園」。因其入口處有一片寬敞的綠色地毯，作為全

園活動的場域，看似大草原，並利用複式地板做出上下起伏的斜坡，

幾根可以攀爬的樹幹（木桿）就長在山坡上，還有造型小巧可愛的木

頭犀牛，有樹有草，當然也少不了牆壁上的花朵、蝴蝶和長頸鹿。木

杆下備有水谷英三式幼兒體能教具，隨時可取出設置（參見圖 3）。15 

 
圖 3 成長兒童學園安和園（大草園）與蘋果區平面圖 

                                                 
15 由於安和園以及通化園已結束，無法前往現場勘景，而照片又多為以幻燈片形式保存，

不易觀看。因此對於安和園、通話園內的配置和設計之描述主要是來自當時報章雜誌的介紹

以及訪談稿的內容，再輔以照片。參照的內容為「項秋萍（1983）。名人專家合辦的貴族化

幼稚園。家庭月刊，84，92-95。」、「伍令喬（1983）。名人排排坐：「成長兒童學園」即將

招生。時報週刊，278，32-33」、以及訪 C01-20080403 倪鳴香、訪 C01-20080513 倪鳴香；

訪 A03-20080411 李曄。 

大草 蘋果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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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課程的誕生—成長兒童學園教師教學設計之心路歷程（13 頁），高敬文、

成長兒童學園教師合著，1994，臺北市：成長基金會。 

 
「太陽教室（美勞）」是最大間的教室，規劃有立體工、泥工與

繪畫三區，孩子可在此自由地發表創作。教室裡有組合型家具，依課

程需要隨意排列造型。 

「洞洞教室（語文益智）」裡高高低低，也用複式地板做出窪地

和山坡，有大大小小的坑洞，讓孩子和教師們或躺或坐或臥。在這舒

適的空間裡，孩子們可以單獨選個最舒服的小窩，躲在裡頭看書或玩

益智玩具，也可以與幾位小朋友窩在一起。這裡除了是孩子們的休憩

空間，也是教師們討論課程的地方。隔鄰的「小小自然科學室」，則

是孩子們認識生命、進行科學活動的地方，與陽臺接軌之處，還養了

許多的動植物。 

直昇機教室不如說是積木教室，充滿包了厚絨布的大積木，絨布

面上貼繡著注音符號和英文字母，可疊可玩也可以當成座椅。後來改

為娃娃家，讓孩子們能夠在此進行扮演遊戲。除教室外，還有一間「排

排坐吃果果」的大餐廳，牆上畫著一顆紅蘋果，應門用的對講器把手

變成一條啃蘋果的毛毛蟲。 

儘管園內空間在教師們的安排布置下，已較能符合課程教學的進

行。但對於園內空間的限制，一直是主任及教師們急欲改進卻又無能

為力之處，除規劃獨特的教學形式，也希望能夠再多一點的空間，讓

孩子們享受到更好的教育品質。在 1984 年 2 月第二個學期，當隔壁

住戶搬走時，成長便承租下來取名為「蘋果區」，加設玩沙、玩水、

玩顏料及肢體律動的空間，也在此用甘蔗板設了一面「塗鴉牆」，讓

孩子們塗鴉和張貼作品，自由地發表創作（參見圖 3）。教師們還戲

稱此為「骯髒屋」，意指孩子們能夠在此盡情的玩耍，即使弄髒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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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沒關係。 

儘管安和園添設了沙房、顏料室等讓能玩沙玩水，不怕弄髒地毯

的空間。但對於在公寓裡進行教學，缺少大自然的課程仍然是成長力

求突破之處。在因緣巧合之下，租下座落在通化路上獨棟的兩層樓洋

房，稱為「通化園」，其擁有前後院，突破了安和園的密閉空間，讓

幼兒們能夠接觸沙土、陽光，附近還有通化公園。建築師黃永洪在院

落中設計了孫悟空及花菓山中型綜合遊樂設備，故又別名為「（花）

菓園」（參見圖 4），以幼稚園立案。 

 

 

 

 

 

 

 

 

 
圖 4 成長兒童學園通化園（花菓園）平面圖 

資料來源：課程的誕生—成長兒童學園教師教學設計之心路歷程（21 頁），高敬文、

成長兒童學園教師合著，1994，臺北市：成長基金會。 

 
所以就是原來它的（安和園）角落本身就已經有設計好，哪一間就是哪一間的教

室功能，包括它櫃子棉被都已經設計好，剛去會覺得顏色很漂亮地毯好高級，感

覺設計性很強，色彩上也很漂亮，進去就覺得是有經過設計的，但是在用的時候

就發現有一些地方，因為設計成固定的，固定就沒辦法依狀況彈性運用，所以在

使用上某一些會有缺失吧！那菓園那邊的話很多東西都是活的、活動的，可以依

活動移出來隔間，進行團體課的時候就移進去…所以幾乎都是用活動櫃，還有

box，還有桌子是用疊的，不用的時候就把它疊在一起靠在旁邊，就是可以空出

來空間。如果要用的時候就把它搬出來，所以它的桌子是有點設計，可以疊在一

起，空間上還蠻多搬來搬去，比較活吧！空間的感覺靈活度比較多。（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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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6-20080505 沈秀美：388-397） 
 
當初安和園的設計並未加入教師們的意見，使用上總是與教師要

求有些許落差。所以為了讓教學環境與課程內容相互映襯，通化園的

空間設計是配合教學而規劃，以教師們即將進行的課程運作為主軸，

再與設計師進行溝通。此外，通化園的空間設計也融入了文化元素，

讓孩子們熟悉的西遊記呈現在日常生活環境中，且從教室的命名及大

門的設計皆可窺見其企圖回歸自身文化的用心。 

安和園教室的命名是以其裝潢風格而定，如「大草原」有著大片

的綠色地毯、「海洋教室」的壁畫係以海洋風格為主等。而通化園則

是以其教育功能為主，並以「屋」取代「教室」，如「彩屋」為美勞

教室、「巧屋」是益智教室、「純屋」以其「純」意指純淨無過多設計，

做為機動之用、洗手間則是命名為「暢屋」。 

通化園的大門設計為中國常用的圓弧扇形，進去後，旁邊有一長

條斑馬椅，早到又想出去玩的幼兒可以在此集合，等到有一定的人數

後，再帶去公園玩耍或進行體能活動，如跳繩或拔河，打破了班級的

限制，並且尊重每位孩子的選擇權，自己決定要不要出去玩。進來後

的「談屋」是行政人員的辦公室。「木屋」是積木教室，「彩屋」是美

勞教室，也是兒童劇場以及大型活動展演的主要場所。「巧屋」是益

智教室，相關遊戲或棋類都置於此處。裡頭還有小樓梯，就像一個小

閣樓一樣，稱為「靜居」，讓想安靜看書的孩子能夠擁有一片安靜的

天空。「吉屋」是娃娃教室，拆掉所有的櫃子，讓孩子可以在裡面任

意攀爬、擺設與扮家家。「純屋」則無設定功能，以做為機動運用。

同時，在前院設挖土區、及放置訓練體能的攀爬架，這座攀爬架造型

則是依據中國山水的意象所規劃，孩子們在孫悟空的花菓山內自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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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爬、挖土與玩沙。後期將後院闢出種植區，進行栽種活動。16 

除了園內空間格局的規劃外，還配合幼兒們的身高與學習活動的

需要來改造及訂做櫃子，增加儲藏空間讓教師們能放置教具以及孩子

們的作品。此外，為了讓通化園的空間能夠更靈活使用，主任還設計

能隨意擺設及收納的展示板來做為隔間、提供孩子們午餐使用的三層

疊落桌，17讓教室空間能夠隨著課程的轉換，適時調整而有所變化。 

 
二、課程設計 

那時候考試是去幼兒園考，我看到地毯我真的傻眼，我雖然不懂，我在才育幼稚

園的時候，我雖然覺得我受挫可是我還是知道地毯是不行的，全部鋪滿地毯，就

是覺得他們好像不太懂幼兒。雖然或者在藝術跟學術上很強，我那時候其實有點

困惑…因為對我來講那個空間的裝潢是清楚不適合的。雖然我覺得它很漂亮，黃

永洪老師的東西當然有他的質感，我看到質感，但是我看不到…奇怪我怎麼可能

跑到一個二樓的空間…我每天都在國父紀念館跑來跑去，在草原跑來跑去，怎麼

跑去一個地方是二樓的空間，就覺得那有點詭異。（訪 A00-20070203 柯秋桂：

131-147） 
 
儘管安和園的空間設計是希望能克服在都市化下大廈幼稚園的

缺點，透過教室裡高低不同的起伏，增加幼兒們的運動量；充滿質感

的設計是期望能捕捉自然田野的環境特色。但是對於孩子們不能接觸

沙水種植、與大自然隔離、無法充分運動的限制仍是無法掩蓋，同時

在一百坪的空間裡要容下一百位幼兒和教師們，實在有點狹隘。實質

上，這樣的環境也讓教師們充滿著困惑，漂亮具有設計感的空間，不

見得是符合促進幼兒發展需要的學習環境。此外，大小不一的教室空

間，所能容納的人數也不同，對於班級活動的進行似乎是多了一些限

制。 

                                                 
16 參見高敬文、成長兒童學園教師合著，1994：21。 
17 三層疊落桌即為拖開時，有三張高低不同的桌子，收起來時能夠合為一張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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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客觀環境條件的限制，主任將曾在輔大附幼構想過的「全園

共同開放學習區」之學習模式付諸實踐，使之成為成長兒童學園獨特

的教學形式。一方面，突破既存空間的限制，並發揮原設計的功能，

同時打破班級界限，將全園環境空間視為一大學習區，各間教室依原

有功能轉化為較大空間的學習區域。對於剛畢業或初接觸開放教學的

老師們，要進行學習區的開放教育已是一項很大的挑戰，更何況是大

多人沒作過的「全園共同開放學習區」。因此，主任採循序漸進策略，

先說服教師們願意實行運作，開放學習的時間從二十分鐘開始，並利

用星期六進修的時間親身示範帶領教師們體驗學習活動的推展。18慢

慢的，學習區開放的時間從二十分鐘、三十分鐘，逐漸延長至一個小

時，教師們也從孩子的反應中，逐漸地熟練學習區教學的管理技巧與

如何豐富幼兒學習環境。 

通化園在課程上的開放程度更甚於安和園，通化園的開放時間從

入園到上午十一點長達兩小時之久，所有的班級活動都安排在下午。

透過場地的變化，教師們運用創意讓「兒童劇場」發揮的更淋漓盡致。

幾乎園內每個角落都可作為教師們表演的舞臺，如：教室、陽臺、頂

樓等。此外，因為通化園空間較為寬敞，孩子的用餐時間較充裕，更

可以提供孩子端盛飯菜、洗碗清掃的可能性，生活教育在這前提下就

更落實了。19 

除了室內課程外，為了補足都市化下的孩子運動量普遍不足的問

題，包括讓大廈內幼稚園中幼兒所需的體能活動與接近大自然，成長

兒童學園自開園以來即設計每週一次的戶外教學，將課程延伸至戶外

與社會。戶外教學參訪地點及內容主要是配合班級課程而安排，並提

                                                 
18 臺灣從 1998 年才開始實施週休二日，然而成長兒童學園在 1983 年時，即已將上課時間

調整為週一至週五。週六不上課，作為教師們進修或設計課程的時間。 
19 參照高敬文、成長兒童學園教師合著，1994：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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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適合孩子的體能活動。 

由於成長所聘請的師資並非來自師專畢的本科生，做為幼師，他

們似乎是剛從「起跑點」上出發，然而這群大學畢業的知識分子，比

高中生更有發展性的是他們擁有各個領域的知識及能力。為了幫助教

師在個別專業的成長，同時又能提供好品質的教學活動，主任規劃了

「藝術活動」，一學期安排一至兩次，每次約進行一至兩週，讓老師

在日常的課程以外，能夠有機會系統化的思考教材的課題。換言之，

藝術活動是一種以「題材」為中心的核心課程設計，教師可依自己的

專長、興趣，針對自己所選擇的「題或材」為孩子設計一系列密集而

深入的連續性課程活動。 

創園之初，「兒童劇場」即被規劃在課程內，一開始並未被教師

們接受，從來沒有演過戲的老師們聲稱自己並不會演戲，並且還增加

工作量。然而，慢慢地每次主任帶著老師們即興演出，不僅吸引了孩

子的目光，同時也引發教師們對戲劇演出的興趣，兒童劇場也就順理

成章的成為園內老師最期待的一項活動。兒童劇場不僅具有「娛性」

的特質，同時也發揮其內在的教育功能。兒童劇場的演出可分兩段，

第一部分為行為劇，透過戲劇演出孩子的偏差行為，以誘發孩子能夠

自發反省調整行為；第二部分為故事劇，由教師們自編或改編故事。

1984 年後，教師們更開始陸續對外演出及舉辦兒童戲劇研習活動。

每週一次的「兒童劇場」，豐富孩子們的生活、教師們的教育活動，

同時也涵養了教師們對於戲劇的熱愛。而後，成長製播《爆米花》電

視節目，創設「鞋子兒童實驗劇團」，可以說是園內戲劇教育向外在

社會延展的具體行為。 

有感於都市化下的孩子們生活空間的限制，平日生活空間多在高

樓大廈間移動，交通工具也多以車子代步。即使提供一週一次的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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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仍不足以滿足幼兒體能發展之需求與向大自然學習探索的渴

望。為了替都會公寓式幼兒園尋找新的教學模式，1986 年 8 月成長

成立了「戶外教學實驗班」，將教室向外延伸到室外，運用社會資源

以豐富教學的內容與品質，為都會區兒童建構出新的教學模式，這是

成長兒童學園第一個實驗教學。戶外教學實驗班有一輛專屬的娃娃

車，每星期去戶外三天以上，整個大臺北被視為幼兒的學習環境，不

只讓幼兒能夠有充分的體能活動，更能拓展視野，結合課程與生活。 

與通化園的戶外空間相對比，安和園的室內環境顯得並不適合幼

兒的發展，為了轉變安和園的空間條件，而又不違反幼兒教育的基本

理念，同時又能培養教師在戲劇、韻律感上的專業能力，1987 年 8

月成長再成立了「沃夫（奧福）音樂戲劇教學實驗班」。 

兒童劇場在成長已行之有年，老師們對戲劇的運用已非常純熟，

不只吸引了對戲劇有興趣的老師來成長任教，園內的老師也因為對戲

劇的熱愛，而自費至專業劇團進修。主任觀察到幼兒園教師對於音樂

教育運用在教學上尚有進步空間，因此結合音樂與戲劇，即以戲劇活

動來統整幼兒園課程的構想，並提升幼師將音樂元素運用於課程之專

業能力。因此成長兒童學園與仁仁音樂教室20合作成立實驗班，結合

戲劇、音樂媒體落實在平常教學中，期望孩子能在社會、科學、表達

能力及人際規律上有獨特的發展，透過道具設計、製作、舞臺的布置

                                                 
20 仁仁音樂教育中心，是由劉嘉淑老師領導的兒童音樂教育的工作者致力推廣奧福（Carl 
Orff）音樂教學，1987 年創立音樂教育中心於臺北仁仁大廈，1991 年創辦臺中教室，1992
年創辦高雄教室。Carl Orff 是二十一世紀最著名的德國作曲家、指揮家與音樂教育家。「奧

福教學法」是統合音樂、舞蹈、戲劇、文學、圖畫等各種藝術領域的教學。取材於兒童日常

生活的經驗，透過兒歌、童謠，讓孩子在各種遊戲中經驗、探索、創造進而認知的教學法。

他主張音樂教育的目標是透過提高人們的音樂素養，來造就更多具有完整人格的人。目前已

有三十多國成立「奧福教育協會」致力推展奧福教學的理念，奧福教學法與達克羅采、高大

宜及鈴木教學法並列為二十世紀四大音樂教學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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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培養幼兒美感及美學創意能力，為成長兒童學園第二個實驗教學。

此音樂戲劇實驗班除了有角色扮演的活動外，尚綜合了音樂、舞蹈、

美術、文學等創意藝術。 

 
三、行政管理 

成長兒童學園創立時，創辦人鄭淑敏及園主任倪鳴香即期望成長

兒童學園能成為臺灣專研學前教育的機構。再加上成長兒童學園的教

師皆為大專以上學歷，或甚至碩士畢業，在教師專業成長的層面上具

有精進的空間，故倪主任在管理學園時，有許多措施是為了促進教師

專業化而籌劃的。換言之，成長兒童學園的經營理念是來自教育理念

的積極運作。 

 
（一）積極擴充  

成長兒童學園是一個相當活躍的組織，在五年內創設分園、小學

安親班、鞋子兒童實驗劇團，並籌劃兒童電視節目《爆米花》。而後

不僅繼續擴展業務，從成立至今，成長共創設過八所幼兒園，更成立

過出版部，發行《成長幼教季刊》及幼教專業書籍。 

從圖 5 我們可以看出成長兒童學園前五年組織結構的變遷。創立

之初（圖 5-1），成長只有安和園，再加上園務尚未穩定，故組織結

構非常簡單，由園主任管理教師群的教學，總務則負責處理行政庶

務。學園成立第二年時（圖 5-2）增設通化園，為了管理方便及協助

教師專業成長，主任開始調整行政層級，於 1984 年 12 月設置二級

主管──「副主任」，負責管理安和園之園務發展，21其本人則輔助通

                                                 
21 副主任最初的設置是源由創辦人林吳林林欲聘請美國歸國學人進入成長兒童學園而設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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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園的開園。等到兩園園務及課程皆穩定後，才讓兩園自主發展並各

設副主任及總務。而主任則退居與園祕書一同整理成長的行政庶務、

課程發展及規畫未來的發展，不直接接觸各園園務，僅與園長進行討

論或給予意見。22 

 
圖 5-1：1983 年 6 月 圖 5-2：1984 年 12 月 

 
 

 
 

圖 5-3：1986 年 圖 5-4：1986 年 9 月～1988 年 

  
圖 5 成長兒童學園 1983~1988 年組織變遷圖 

資料來源：張美鈴繪製，研究者整理。 

 

1986 年主任考慮到臺灣社會中尚未有為學齡前兒童所製作的兒

童節目，再加上園內教師陳筠安表示對電視媒體感興趣，故開始籌

畫，並與光啟社共同合作，向公共電視製播小組申請製作兒童電視節

                                                 
22 參自訪 C01-970430 倪鳴香：4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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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爆米花》，1986 年 9 月 9 日於中視首播。23《爆米花》是臺灣第

一部公共電視製播的兒童電視節目。另還設立工作坊，增加如家長讀

書會、小學安親班、母子戲遊以及週末劇場等推動家園關係的活動（圖

5-3）。 

同年 9 月成長兒童學園設置祕書一職（圖 5-4），由園內教師轉

任行政事務，為倪主任構想「全園皆教師」跨出第一步。而除了音樂

戲劇教學實驗班的戲劇教育外，為了推廣園內經營多年的戲劇教育理

念，主任也於 1987 年 9 月創設「鞋子兒童實驗劇團」，讓園內的戲

劇教學與劇場經驗往專業劇場拓展。成長兒童學園行政的管理方針，

不只關注拓展在地化的實驗教學，更提供能孕育理想兒童戲劇與視聽

媒體教育人才之條件，與教師們共同推動國內的幼兒藝術文化。 

 
（二）全園皆教師 

就是說你真的是在成長兒童學園工作兩年以後的老師，那麼你可以去當司機你可

以去當廚房阿姨就是要把所有的這個位置，就是所有裡面的行政職全部是老師。 
為什麼它需要這樣子？因為它才能夠真正的溝通，才能真正的達成教師所要達成

幼兒發展的任務，那你看她(林冠良)作祕書以後她跟老師之間，她更是很清楚可

以去執行老師要的東西，老師跟她溝通不會有困難，那她跟家長之間有連線。（訪

A00-20070203 倪鳴香：2553-2558） 
 

成長兒童學園除了設有各園的總務外，也於 1986 年設置祕書一

職，由教師轉任。這是園主任倪鳴香「全園皆教師」理念實踐的第一

步。她設想在成長兒童學園工作兩年以上的教師，若是暫時想脫離教

學的工作，讓自己嘗試新任務或喘息時，可以考慮轉任園內的行政職

位，如：總務、祕書、研究員、副主任，甚至是廚房工作人員或司機

等，期待能打造一個「全園皆教師」的學習環境。幼兒園內任何地方

                                                 
23 《爆米花》電視節目於 1992 年播出第十七季完畢，共播出七年。 



百年幼教論壇研討會                                                                  

 404 

都是教學環境，包括廚房、室外等都是幼兒日常生活的一環。再加上

由教師轉任行政職的工作人員，能清楚的了解現場教師及家長們的需

求，與教師及家長們的溝通將更顯流暢有效，且當行政人員再回任教

師時，由於有角色替換的工作經驗與體認，使園中人際互動、溝通關

係更為順暢。24 

我覺得從幼稚園老師起來做行政職基本上應該是很合適，可是我覺得大部分的人

起來做行政的時候會有一個瓶頸，就是會沒有帶班，跟孩子直接的成就感可能是

沒有，因為他服務的對象是不同的。例如老師服務的對象可能是小朋友家長那個

互動是最直接的，那行政人員他服務的對象可能是各班的家長還有老師們。例如

預先做計畫或者考慮到各方面福利，在一個最安心的狀況下給他一個這樣的環

境，可以在你園所很安心的把他最基本的教育弄好。〈訪 A06-20080602 沈秀美：

50-55〉 
 
幼師轉任行政職並非一條平順自然的過程，也並非每位教師皆樂

意承擔。園內有許多教師對於轉任行政職仍多有保留，畢竟幼師與行

政人員的工作內容不盡相同，曾經擔任副主任的沈秀美即認為幼師與

行政人員工作的差異包括：1.服務對象不同──幼師服務對象只有自

己班級的孩子與家長，而行政人員則要面對全園的教師以及家長群，

相較於幼師，擔任行政人員將失去教學活動所帶來的成就感與能直接

與人互動的實在感。如果行政人員的心態未調適得宜的話，會產生「矮

人一截」、地位不如教師的情緒；2.事務瑣碎──行政工作較為瑣碎，

常要機動處理意外事件、服務教師，因此需要隨時注意細節以做修

正；3.個性須包容、敏感──由於行政工作主要在處理人與人之間的

問題，所以需要敏銳的觀察、包容他人的問題或情緒。在心態尚未適

應、或者個性不適合的情況下，這些差異使得許多教師產生適應上的

困擾。 

因為其實我是一個學習速度比較慢的，我教學技能跟你適不適合接行政是兩件事

                                                 
24 參自 A00-20070203 綜合訪談：2553-2558；訪 C01-20080430 倪鳴香：373-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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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我確實是那個時候教學技能比較好的老師，但是呢當成長的主管他不是教學

技能好就可以，他其實要能夠知道背後的原理原則，孩子的學習的背後的原理原

則，還有他必須幫老師釐清一些原理原則，他要去印證理論跟實務。我哪有那個

能力…可是當我是副所長又是老師的時候我角色混沌、混亂，也就是說我的能力

不足以擔任兩個角色，所以我就兩個都做不好。我那時候有一點亂掉說，我有時

候聽不懂倪老師要我做什麼。〈訪 A07-20080507 柯秋桂：774-788〉 
 
心裡面的歷程，作老師比較單純，作老師直接就是面對小朋友家長，然後是很累

很辛苦很辛勞，可是就是很蠻有成就感的。他們也一直在進步當中，可是作祕書

作園長心理層面會有一些比較底層的比較不需要去面對，像我們作老師頂多跟我

們的搭檔、溝通，頂多是這樣子，可是你作祕書或是妳做園長可能你就是要面對

辦公室的同事還有其他的老師，跟他們協調的問題，所以就是人的問題人跟人相

處的一些問題，這是很底層的問題。（訪 A01-20070413 張招：201-216） 
 
儘管轉任行政職的教師們在角色轉換上面臨困境，甚至認為擴園

速度太快，在還沒有培訓完善的行政人才時，就讓還在適應的新手教

師擔任副主任，造成心理壓力，但是仍不否認在行政工作中亦能獲得

專業成長。曾經擔任研究員及主任的張美鈴認為雖然她內在並不喜歡

從事行政工作，但是透過不同的行政工作，幫助她開展視野與思維，

同時也修正了其個性上的缺失，對他者較能接納與寬容，更重要的是

透過行政工作的洗禮，幫助她更了解自己與其未來工作的可能性。 

不同階層的行政，所以對我來講我覺得是視野的挑高，就是說廣度，所以我們從

寬度跟深度來講我都被栽培了，這是很重要的，就是我覺得那樣的行政工作幫助

我更清楚的去看待幼教是怎麼一回事，你關注的對象就不是只有幼兒。（訪

A05-20080427 張美鈴：2352-2355） 
 
若能實踐「全園皆教師」，不論職位是副主任、祕書或甚司機，

園內人員的地位關係會逐漸轉化，階層觀念逐漸退去。正如創設通化

園後所設立的副主任，雖然在組織層級上與教師是屬於上下關係，但

是實際運作中卻是平行關係。其組織層級的差別逐漸只在於工作內容

上的差異，前者負責行政，後者則負責教學，並不會影響主管與下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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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關係，例如：主任在帶領副主任與教師時，主要還是針對個人特

色給予不同的磨練，不會因為是副主任而有較多的權利或機會。25 

而園內祕書或研究員的職位也是由教師所轉任，負責處理相關行

政園務，如總務、應徵人員等行政、協助教學會議及家長成長團體等

活動；進行研究、園史或課程教學的資料整理、策劃教師討論會議等，

幫助教師們從不同的角度了解成長兒童學園，共同為幼兒教育專業努

力。然而，此制度的建構隨著倪主任的離職停擺，教師轉任行政職位

只限於副主任、26祕書以及研究員，至於總務、廚房人員以及司機的

移轉也並未能成功執行。由教師擔任司機的計畫，即改善幼兒戶外教

學的行政流程，讓幼師出外教學時，不必受到司機的限制，可以自主

的將教室外的環境與教室內的教學活動更直接的連結在一起。不過，

在教師觀念尚未解放，「司機」與「教師」角色階級意識作祟下，教

師拒絕擔任司機一職在所難免，使得全園皆教師的推行計畫受阻暫

緩。 

然而「那時候我是覺得學校常常都為我們創新一些工作機會，事實上如果

是在別的單位，很可能說你太累，沒有你的位置，你也不想做，那就走路（訪

A00-20070203 林冠良：2053-2055）」「成長很特別，就是我覺得它一直在幫老

師有點在做生涯規劃（訪 A00-20070203 林冠良：2627）」，透過「全園皆教

師」的推行，幫助教師們有機會嘗試體認幼兒園內不同工作的性質，

配合個人生涯的規畫，以促進教師個人不同專業發展階段上的成長，

或許這也是許多教師們對成長兒童學園有所依戀的原因。 

 

 

                                                 
25 參自訪 C01-20080430 倪鳴香：371-380；訪 A05-20080427 張美鈴：1894-1901。 
26 1988 年後，隨著成長兒童學園轉移至豐泰文教基金會下，副主任的編制改制成為各園園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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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家園關係 

1980 年代，成長兒童學園屬於較為前衛開放的幼兒園，除了全

園教師學歷在大專以上，學費也屬於高價位。在以小學先修班為主的

幼兒教育生態中，採行「開放式教學」。對於此一既新穎又前衛的幼

教機構，家長們如何有勇氣將孩子送進成長兒童學園就讀，又如何跳

脫傳統對於幼稚園觀點的包袱？ 

可是有一個很重要，家長會算不算課程的一部份，一個學校之所以要成功，而我

們原來建構這所學校的意義是在協同父母教育孩子。很重要，我們能不能把父母

丟在一邊，當然不可以。如果你是協同者的話你更是應該要安靜的聽家長的話語， 
那更要知道我們不是去指導家長說你的親子教育要怎麼做。不是，家長跟我們其

實就是伴侶，這個觀念從一開始儘管那些老師沒這個觀念，可是我在開始成長兒

童學園的時候，就是這樣的觀念跟家長建構這樣的關係。（訪 C01-20080513 倪

鳴香：244-250） 
 
那我很感謝成長的地方是，就是我剛講它讓我重新去審視我跟我的孩子之間的關

係，然後讓我們的關係變的更好…那時候孩子對臺灣的教育制度都很不滿意，我

覺得成長那個時候讓我們培養了很好的關鍵也蓄積很多的能量去面對臺灣這麼

殘酷的一個教育體制喔！（訪 D01-20080708 李媽媽：27-31） 
 
成長兒童學園抱持著「大人與孩子一同成長」的信念，主張教師、

家長與孩子是一起成長的。教師與家長的關係並不存在階層結構，也

非從屬關係。教師不是要去指正家長的做法，而家長也不是「出錢的

老大」，把幼兒丟給教師管理，要求學校擔負完全的責任。教師與家

長是幼兒成長過程裡兩大重要的支柱，須共同扶持，以幫助幼兒學習

與成長。正如倪主任強調成長兒童學園創設的使命在於「協同父母共

同教育孩子」，因為幼教機構只是孩子成長的一小階段，幼師只是在

這個階段裡，陪伴家長們面對孩子的學習與生活，相對於教師，能陪

伴孩子一輩子的還是家長們。27成長的教師們被賦予任務，除了幫助

                                                 
27 參自訪 A08-20080522 汪敏蘭：795-797、803-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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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成長外，更重要的是協同家長了解孩子的想法，提供教育知能，

讓家長們重新檢視與孩子間的關係，幫助家長們在孩子成長的路上能

夠給予幫助。因此，成長兒童學園的家長們除了透過體驗活動了解園

內的課程運作、參與家長會外，還可參加或自發舉辦讀書會，透過各

種親職活動以及幼教工作坊，讓家長們能夠體會教師行動背後的意

涵，以轉化成自己親近與了解孩子的能力。 

成長開放課程的發展過程中，不只讓教師們一步一步的學習「如

何開放式的教學」，同時也讓家長參與其中。如創辦之初，家長們對

於所謂角落學習的內容並不清楚，園內特地舉辦一個展覽活動，讓家

長能夠進一步的了解孩子在園內的學習。教師們先引領孩子們用報紙

或廢物等各種方式做出一個「我」，然後在展覽前一天，放學回家之

前，不管幼兒在角落玩到什麼狀態，所有事物全部停擺不動，保持孩

子們「玩到此」的狀態，然後讓孩子們把先前做好的那個「我」放到

他自己在遊玩學習的位置。該展覽並無大費周章的事前演練規劃，而

是捕捉自然情境學習的一幕，以「靜止的學習鏡頭」做為展覽內容，

隔天邀請家長們前來參觀，並由孩子自己做導覽員，向爸媽說明「我」

正在玩什麼做了什麼。此種方式不僅跳脫傳統口頭說明的方式，讓父

母間接參與開放學習的情境，並且由孩子做為中介者，介紹各個學習

區的活動，讓父母理解孩子們自由學習活動的面貌。 

為了讓幼兒的學習不被打斷，同時能夠逐步建立自己學習的步

調，因此在熟稔自由學習活動課程後，教師讓幼兒自己決定要不要吃

點心，以擴充園內自由學習活動作息的時間，換句話說，讓孩子在自

由學習活動期間也能夠「自由的」享用餐點，自此以團體形式統一進

行的點心時間在成長兒童學園內消失了。為了這個決定，園內特別還

舉行全園的家長會，與家長充分溝通，解除疑惑，分享成長在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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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點配置以及教育理念等的觀念，讓成長在接續的開放教學活動中能

夠充分獲得家長們的認同。 

那種課程就是老師是花很大的心力，那是很不容易，真的！那應該算最精彩的部

分，應該這樣講，要經過很大的一個活動，一定要經過老師很多的策劃！然後怎

麼樣排演，那孩子的投入都很高興。我記得畢業典禮他們還自己去跳舞勒…跳得

好高興喔！然後你自己裝扮，帶面具，所以會認不出來你是誰？誰是誰這樣？（訪

D02-20080718 王媽媽：191-196） 
 
課程內容外，「畢業典禮」在成長兒童學園亦被精心設計，然而

重視的層面卻不僅在於典禮本身，更重要的是透過儀式的準備過程與

進行，彰顯典禮背後的意涵。如同先前所提，成長的社會使命是協同

父母教育孩子，教師們只是陪伴家長們度過此一階段，在孩子入園時

從家長們的手上「接過」這個孩子，承擔起跟父母一起教育孩子的責

任。因此成長兒童學園的畢業典禮所要傳遞的是「曾經這個家長把孩子

交到我們這些老師的手裡頭  現在我們要把這些孩子還回給這些家長 (訪

A08-20080522 汪敏蘭：792-793)」，也希望孩子們能夠抱持著「感恩」，

感謝他的父母能讓他來念這所好學校，也感謝老師們的培育，所以孩

子們會有一些表演，而這些表演內容形式由各班自由決定。 

那對我們幼兒園的意義是我們在孩子入園的時候，我們從媽媽的手上接過這個小

孩，我們不是替父母照顧，而是我們從媽媽的手上接過這個孩子，然後負起了跟

父母一起教育孩子的責任。可是今天我們要再把這個棒子還給媽媽，所以，一個

是對孩子來說他是要感恩，感恩他的父母給他來念這樣的一所學校，然後感謝他

的老師這三年來陪伴他，所以對孩子來說是一個感恩，可是對我們機構來說，我

們是在把棒子交還給父母。（訪 C01-20080513 倪鳴香：187-193） 
 
準備畢業的過程則可從畢業紀念冊的製作談起。畢業紀念冊的蒐

集是從孩子入園就開始，一直到離園這期間的照片、作品、或語錄等，

它記錄孩子們在學園內成長的足跡，每個人所擁有的都是一本獨一無

二的紀念冊。成長的畢業紀念冊中很少有共同的頁面，大多是個人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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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每個孩子都有不同的呈現風格，顯示教師對每一位孩子都是同樣

的認真與珍惜。因此相較於坊間制式化的紀念冊，成長的畢業紀念冊

內容包羅萬象且獨特，是孩子們成長後的回憶，即使經過二十多年，

成長的孩子與家長們仍然珍藏著這段童年的回憶。28 

畢業典禮的內容形式則是多樣化且精彩，每一年的風格亦有所不

同，如：將孩子的輪廓做成剪影、將畢業證書做為孩子給家長的信，

藉由訪問孩子，由教師剪輯而成一封寫給家長的信等。在典禮當中亦

安排兒童劇場，相較於平日教師們的即興演出，畢業典禮中的戲劇演

出中，每個動作每句臺詞皆有所要求，顯示成長兒童學園對畢業典禮

的重視。除了畢業典禮的形式外，主任也特別提到她認為在成長的畢

業典禮中很重要的是「感謝的儀式」。為了要讓孩子們能夠體現感恩

的心，在畢業典禮上會有一個活動，讓孩子去感謝他們的父母，然後

跟老師告別，舉行握手禮。在典禮的尾聲，所有的教師會到舞臺上送

別孩子，並將孩子交還到家長的手中，與眾不同的內容、溫馨感恩的

氣氛、真實情感的交流互動常讓參與畢業典禮的家長和教師感動於

心。29 

成長也舉辦畢業旅行，讓孩子離家在外面度過一天一夜，象徵自

己長大了，可以暫時的離開家跟朋友一起。一開始是在幼稚園進行，

後來更拓展至園外，如：新店碧潭，或在陽明山仰德大道舉辦營火晚

會等，讓幼兒們能夠在畢業前夕體驗不同的生活。30同時，由於成長

兒童學園的課程結構及作息與小學皆不相同，成長也會舉辦幼小銜接

說明會，邀請國小教師或學者來園為家長說明，讓家長對於國小的課

                                                 
28 參自訪 C01-20080513 倪鳴香：177-185；訪 C02-20061012 賴秀珠：541-551；訪

A01-20070413 張招：346-357；訪 A08-20080522 汪敏蘭：848-855。 
29 參自訪 C01-20080513 倪鳴香：185-199；訪 A08-20080522 汪敏蘭：816-848。 
30 參自訪 C01-20080513 倪鳴香：199-204；訪 A01-20070413 張招：366-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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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進行方式以及可能面臨到的問題等能夠多些了解，協助家長們在

迎接孩子即將進入小學的歡愉之餘，也能減輕轉換的焦慮。 

所以我們的老師慢慢都很自然的會跟家長聊天，然後他們很願意跟家長聊孩子的

事情，所以我們是巴不得家長到學校裡面來。如果他願意幫助我們的話，我們也

願意把我們的困難跟他講，我們願意把我們對孩子的發現告訴他。所以大型的家

長會我們通常是辦各式各樣的演講，讓家長有機會透過我們的機構瞭解孩子的教

育是什麼？但是這個不是最主要的，另外還有班級家長會。（訪 C01-20080513
倪鳴香：250-255） 

 
成長兒童學園的全園家長會，除了召開說明會，說明課程或園務

外，也會舉辦各種講座，視家長需求邀請相關人士。演講內容包羅萬

象，除了針對幼教相關議題外，也有家庭、醫學方面等課程，讓家長

們能夠與孩子一同成長，讓家長學習如何扶持一個家，並對幼兒學習

發展能夠有更深入的了解。相較於全園家長會的統一，班級家長會則

是由各班教師自行規劃，讓家長能夠了解教師是如何進行教學，如何

評量孩子的成長狀況，以及如何配合教學等。此外，班級家長會也可

針對孩子現有狀況，請資深教師、專家與家長交流討論。 

除了家長會外，成長也很歡迎家長們參與學校活動，定期來園，

擔任教學助理，一方面紓解教師帶班壓力，另一方面也讓家長體驗成

長課程，了解孩子在課程中的學習。同時也邀請家長們分享他們的才

藝、興趣、職業內容，包括烹飪、美勞、說唱、音樂體能、插花或下

棋等活動，或帶領孩子參觀其工作的場所，舉行專業活動分享，如：

幼兒牙齒醫學、小兒科、心靈課程等。 

像我對帶小孩一點概念都沒有，也沒有念很多這方面的書，那我就覺得說有時候

我們跟小朋友相處就會有很多的困難度。譬如說，她不好的行為你想要把它改掉， 
那你也不懂得用什麼方法，頂多就抓來打兩個屁股之類的，可是在那邊就學到，

就是它每一個課都有告訴你譬如說同理心，怎麼去傾聽孩子，然後我們怎麼去改

掉他不好的行為，怎麼去制約他，然後怎麼去忽視他什麼等等，就是例如這樣子

的觀念。（訪 D01-20080708 李媽媽：157-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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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兒童學園也替新手爸媽舉辦父母成長團體，讓家長們能夠有

機會彼此認識，並形成生活中的討論團體，彼此互相鼓勵。團體課程

會針對幼兒行為討論，如同理心、如何傾聽。除了課程討論外，也讓

家長們回家實行課程裡所討論的改善方法，等到下次上課再回饋分

享。31 

成長兒童學園與楊茂秀教授32合作在學園內推行兒童哲學，分為

教師、幼兒及家長三部分進行。家長參與的兒童哲學讀書會，不僅幫

助家長們重新檢視教養孩子的態度、正視孩子們的話語與討論。楊教

授更提到成長兒童學園的家長們是爾後 1990 年創設「毛毛蟲兒童哲

學基金會」的一大助力。創辦過程中，有很多參與幫忙的人都是來自

於成長兒童學園的家長們。楊教授談及，因進入成長兒童學園推行兒

童哲學而接觸到家長們，透過家長們進而涉入社會大眾，由於需要能

長期使用的空間，方才萌發成立毛毛蟲基金會。 

成長兒童學園從創園之初，就一直很努力的經營家園關係，有系

統性的進行親職教育。除了邀請家長參與了解園務、課程外，還有各

班級及全園的家長會、各式專題演講，主任也曾邀請鄭玉英老師33主

持父母成長團體，進行家庭諮商輔導、探究個人內在的成長與情緒管

理等。但諮商輔導乃屬於心理治療之專業，有專屬機構可推薦轉介，

                                                 
31 參自訪 D01-20080708 李媽媽：12-17、160-166。 
32 楊茂秀為毛毛蟲兒童哲學基金會創辦人，現任教於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專長

為兒童哲學、兒童文學、繪本研究、故事與思考、故事說演、思維與寫作、詩與哲學、時間

與敘述、生態文學與大地倫理、繪本與兒童哲學、創作研究、兒童文學翻譯與創作、故事與

思考、圖畫書。 
33 鄭玉英博士曾任輔仁大學社會工作系兼任教授，為返璞歸真心理工作室的創辦人，現為

懷仁全人發展中心主任。多年潛心於心理諮商的實作、研究及訓練，專長為婚姻輔導、家族

治療、家庭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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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幼兒園」為本位思考，實應著重於如何強化家園關係。34因此，

在親職活動的推動中，1985 年倪主任重新思考究竟何種內容才是適

合幼兒園需要去積極建構的家園關係？「我覺得我們跟父母之間，重要的

是我怎麼樣去強化他們跟孩子之間的這個關係，很多的父母不曉得怎麼跟孩子玩 

或者是不是有充分的認識孩子」（C01-20080403 倪鳴香：574-576）。平日成

長兒童學園所舉辦的相關講座或讀書會，即希望讓家長對於教養孩子

有更多的認識，理解孩子與大人的世界是多麼的不同。只是專家的高

論要如何運用於實際生活中與孩子的相處，往往成為家長的焦慮。因

此主任創設了「母子戲遊」方案，讓親子共同參與，實際體驗玩趣。

同時也設置「幼教工作坊」推動週末親子戲遊活動。 

在構想親子戲遊活動的同時，主任也開始醞釀開設「玩具店」的

構想。在預設的規劃中，店面的一樓是玩具世界，銷售優質玩具並指

導諮詢消費者如何跟孩子一起玩；二樓則提供母子戲遊與親職教育等

活動。全店的相關人員皆由園內資深老師擔任，讓園內資深老師有暫

時「休息」或轉換跑道貢獻專業的可能性，即希望資深教師能將其在

教學上的經驗轉換，給予家長們實際教養的幫助。而玩具店的營運若

能「開源」，亦可用以支撐教師專業發展以及鞋子兒童劇團。1986 年

底已開始籌劃並找尋店面，可惜此構想因倪主任的離職而未能延續踐

行。35 

 

母子戲遊36 

母子戲遊是指母（父）子共同遊戲的課程模式，親子一同參加，

                                                 
34 參自訪 C01-20080403 倪鳴香：568、574。 
35 參自訪 C01-20080403 倪鳴香：562-568、602-603、862-865。 
36 參自成長托兒所簡介附件，「母子戲遊宣傳單」：139；訪 C01-20080403 倪鳴香：586-600；
訪 A07-20080602 柯秋桂：547-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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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資深教師擔任觀察員，於一旁觀察父母與孩子之間的互動後，給予

家長回饋並提供在家可以與幼兒共同遊戲的內容，包括親子間溝通的

技巧。每次進行的名額只限六對親子，課程內容分為三階段：「親子

遊戲」、「經驗交流」以及「知性分享」。 

四十分鐘的「親子遊戲」中，環境運用現有的幼兒活動空間，安

排適合親子共同遊戲的材料或活動，讓親子共同自由探索、操弄，例

如設計角落學習活動、逛街、烹飪家事、玩水、美勞或吃飯等內容，

每次皆有不同的主題內容，讓家長與孩子親臨真實的情境當中，由教

師在一旁觀察並記錄親子之間實際的互動狀況，如：逛街時孩子吵著

要買東西、共玩時的爭吵、或是當親子雙方期待不同時等狀況，探討

家長如何面對孩子所產生的問題。 

七十分鐘的經驗交流主要是針對先前親子遊戲的過程進行分享

及討論。孩子們由助理帶開照顧。討論進行前會先請家長們分享在親

子遊戲中與孩子互動時的體驗或問題，再由教師依其觀察內容與專業

經驗回應。教師會試圖發掘家長與孩子相處間的問題，協助家長瞭解

孩子行為背後的語言，針對問題現象共同討論出解決問題的策略。同

時群體性經驗的交流，使得家長們的教養經驗得以擴充，並獲得友

誼。最後的知性分享，教師們會以濃縮、提示性的方式，提供一些幼

教專業知識，如家庭裡可以提供的遊戲材料或建議等。 

除上述活動外，亦有舉辦「玩具世界」37，為家長們介紹適合幼

兒的玩具，從講解示範到實際操作，提供玩具的使用要點。每次活動

名額為十五對親子，玩具內容包含黏土、撲克牌及益智性玩具等任何

可以做為孩子們的玩具項目。進行的方式，以益智類玩具而言，會先

                                                 
37 參自成長托兒所簡介附件，「玩具世界宣傳單」，138；訪 C01-20080403 倪鳴香：583-586；
訪 A07-20080602 柯秋桂：565-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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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益智類有哪些玩具，在坊間有哪些好的益智玩具，並向家長們說

明選擇益智類玩具的幾個重要原則為何，讓家長們在成山成堆的玩具

當中能夠為孩子選擇適合的玩具，接著再指導家長要如何利用這個玩

具跟孩子玩，或是示範給家長們看。 

 
五、都市化下的幼兒園 

1960 年代後，臺灣經濟轉為出口導向的經濟成長快速時期，1980

年代裡臺灣經濟快速成長，相對的也促使臺灣都市化時代加速來臨。

在都市化的環境下，幼兒教育面臨著寸土寸金的園舍問題，幼兒也失

去與大自然直接接觸的學習環境。許多幼教機構逐漸從一樓轉往較高

樓層發展，以應付沉重的園舍租金，而空間條件的改變也開始使得幼

兒教育有著不同的轉變。 

成長兒童學園的創辦即是建基在都市化的環境中，在有限的物理

空間環境，衍伸出符應於此的教學設計與家園關係（參見圖 6）。 

 
 

 

圖 6 成長兒童學園前五年發展樣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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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空間條件與教學設計 

成長創辦首園──安和園，為公寓式的環境，沒有戶外空間，每

間教室大小不一，無法實行一般的開放教育課程，其課程活動是受限

於室內環境而建構的，如：全園開放的角落教學、伸展肢體及訓練體

能的團體活動、融合生活藝術並訓練孩子自我抉擇的藝術活動、舒緩

室內空間並拓展課程活動內涵的戶外教學。而建構通化園時，因為其

為獨棟式的洋房，在空間設計上可以依照課程需要而設計規劃，讓教

學與環境能夠相互配合。在成長兒童學園的個案中，它讓我們看見「空

間條件」與「課程設計」彼此間能夠產生一種互動協調性，須靈活運

用，而非被其中一者所限制。 

除了平日課程教學外，成長兒童學園還為都市化環境下的幼兒創

設兩種不同型態的實驗班：戶外教學實驗班和音樂戲劇實驗班。為了

突破公寓式學習環境的限制，推動情境教學，強調幼兒的學習並非只

在教室內，它透過向外實驗的推力，運用外部資源，而完成其時代性

教育的任務。 

 
（二）家園關係與教師成長 

都市化的環境空間，亦影響到社會中的家庭結構。相較於傳統鄉

村社會中的緊密家族關係，都市化下的家庭型態，逐漸轉為小家庭；

且隨著空間環境的改變，三合院的聚落性質在高樓大廈林立下拉開了

距離。缺乏交流空間最終形成了人際疏離的情況，再加上 1980 年代

網際網路的運用不如現今普遍，資訊傳播自然也不如現今，有許多新

手父母在面臨孩子教養或生活問題時，就如同「城市中的孤島」，缺

乏求救或諮詢的管道。 

因此在此前提下，幼教機構的角色就相對顯得重要。它除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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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幼兒的教育環境，同時也要能提供父母間彼此交流的機會，扮演

連結家庭間的橋梁。成長「協同父母共同教育孩子」的理念，將家長

與幼兒作為辦學理念的核心關懷，試圖翻轉家長與教師彼此對立的觀

點，建構了家庭與園所間共融共長的型態。另外，家庭間的連結網絡，

某個程度上似乎也重現了以往傳統大家庭彼此間的互助，如：在尚未

週休的當年，成長兒童學園於星期六並未收托孩子，家長於是自發性

的形成小型團體，每週六輪流由不同家庭請假照顧孩子們。如果幼教

機構與家庭間能產生雙向良性互動，即等於是拓展了幼教機構所扮演

的角色內涵，它不只提供教保服務，同時也協助了父母建構「家庭」，

彌補了都市化中疏離的人際關係。 

那我記得那時候帶小孩就是有很多的困難，也有很多的不瞭解，我覺得就是給我

們一個機會。我記得我們大概十個左右的家長在一起，大家就可以互相鼓勵，然

後互相提出問題討論…然後我們開始對帶小朋友比較有概念（訪 D01-20080708
李媽媽：13-20） 
 

作為幼教機構和父母間傳達的媒介，教師「給予」父母專業知識

的同時，給予的本身即是一種「回饋」。而幼兒園在作為家園關係中

的橋樑，一方面協助家長給予孩子所需要的幫助，另一方面也需要協

助教師獲得專業成長與發展。「全園皆教師」、《爆米花》與「鞋子兒

童劇團」等構想的推動，皆為促進教師專業化的行政措施，其尊重並

融合教師個人興趣，以開展其未來職業角色面貌的預備。同時藉由工

作職位的轉換，讓幼師不再侷限於教室中，而是擴展視野與思維，藉

由參與各種專業活動來淬煉其幼教專業的知能，轉化運用於其他領

域，以達成跨領域並創新幼兒教育內涵的行動。 

透過課程與活動的建構，成長兒童學園試圖營造學前教育機構、

教師與家長三層面的互融共長，希望透過此三層面的良好互動關係，

能夠提供好品質的幼兒教育。五年的歲月，由構想到實踐，由實踐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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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再回觀原初的意念，無形中竟也促進了三者間彼此的成長，特別是

機構與教師們共同所建構的幼教專業形象，也為蘊育教師專業的成長

寫下豐沛的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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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非營利幼兒園的發展初探 

 
歐姿秀、陳淑琦、李淑惠 

 
 

2012 年台灣完成幼托整合的立法工程，公布「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及二十二條

相關子法，其中「非營利幼兒園實施辦法」首度為非營利幼兒園提供了法源依

據，開啟台灣非營利幼兒園的發展新頁。此辦法的頒布，不僅在公立及私立幼

兒園之外，開創了一種新型態的幼兒園經營模式，同時建構出導引公益性質法

人承辦或申請興辦非營利幼兒園的參與管道。台灣幼兒園長期在私立大於公立

的市場生態中發展，民間過去曾出現少數不營利的幼兒園，近年來逐步出現公

辦民營幼兒園、社區自治幼兒園、友善教保實驗非營利幼兒園等政府委託類型

的非營利幼兒園，加上幼托整合過程中法令規範對於非營利幼兒園的定義論

理，形成台灣非營利幼兒園的發展脈絡。本文探討非營利幼兒園實施辦法立法

前後，相關利害關係人的不同觀點與各種實務運作的呈現樣貌，發現台灣非營

利幼兒園法制化與再概念的發展現況，顯示出國家角色的移轉情形以及「公民

參與」、「公平正義」與「優質平價」三個非營利幼兒園的核心概念。 

 

關鍵字: 非營利幼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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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6 月 29 日總統公布「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揭示政府有

責任提供優質、普及、平價及近便性之教保服務，並優先照顧條件

不利之幼兒，同時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得委託公益性質法人或

由公益性質法人申請經核准興辦非營利幼兒園；教育部據此於 2012

年 9 月 14 日發布「非營利幼兒園實施辦法」，首度為私立非營利幼

兒園提供了法源依據，開啟台灣非營利幼兒園的發展新頁。然而，

諸多質疑聲音也開始出現，台灣以前沒有非營利幼兒園嗎?少子化衝

擊招生之際，政府為何要推出非營利幼兒園來瓜分市場？誰會想要

辦理非營利幼兒園？非營利幼兒園的經營跟其他幼兒園有什麼不

同？沒有營利如何提供好的教保品質?  

   爰此，本文探討非營利幼兒園的法制化歷程與再概念化發展現

況，發現國家角色的移轉情形，同時綜整出「公民參與」、「公平

正義」以及「優質平價」等三個非營利幼兒園的核心概念，期能為

台灣非營利幼兒園現階段的發展，提供持續規畫設計與實務操作的

參考。 

 
壹、國家角色的移轉 

    分析近五十年間(1960-2013)台灣幼兒園的發展歷程，明顯看見

國家角色在幼兒教保服務供給面的變化，其間非營利幼兒園的定義

也有所改變。 

 
一、家庭、市場與國家從分工到合作                                         

    長久以來，台灣學齡前幼兒階段的教育與照顧一直被視為家庭

的責任，家庭無法自行照顧者，必須自費在市場上購買教保服務，

國家僅在家庭功能不足時才會介入。歐姿秀(2012)指出，近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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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幼兒園從公私兩種類型，逐漸多樣化，幼托整合後家庭、市場與

國家開始形成共同參與的夥伴關係，非營利幼兒園也在此歷史脈絡

下逐漸轉型： 

 

(一) 1960-1990 年間公私二元化 

    1960-1990 年代臺灣兒童人口快速成長的期間，同時也是臺灣

經濟起飛、婦女大量就業、社會要求教育改革、政治開始解嚴、經

濟自由化的時代，除了公立幼兒園仍然持續成長之外、私立幼兒園

也進入快速增加的階段，政府與民間兩個部門同時努力滿足大量的

托育需求。在此公私二元化的時期，非營利幼兒園並未受到關注，

部分非以營利為目的、採慈善捐助方式經營的幼園，係以辦理私立

登記的方式提供服務。即使在 1984-1994 年間教育部、內政部逐步

研議幼兒教育與照顧之普及化政策，也是採取 1.普設公幼、公托，

或 2.加強公私立評鑑獎勵之二元化、雙管齊下的策略執行。 

 

 (二) 1990-2000 年間供給逐漸多樣化  

1990 年以後，台灣各界對幼托服務的供給方式，逐漸形成市

場化與公共化兩種不同的政策訴求，(1)市場化訴求，肯定幼托市場

化提供家長充份選擇、自由辦學的特性，主張「在公平開放中發展

幼兒教育」、反對公辦公營的幼兒園，希望政府減少管控、挹注經費

於私立幼兒園、鼓勵幼托產業發展，主張以市場代替政府，強調家

長選擇權可以促進幼托品質、鼓吹政府發放幼兒教育券、限制公立

或非營利幼兒園的擴張、訴求實現完全自由的「公平競爭市場」；(2)

公共化訴求，對於解決臺灣幼托相關問題，主張應由國家承擔起幼

兒教育與照顧的責任、確保幼托品質、提供平價普及的非營利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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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監督輔導私立幼兒園、建構多元化的幼托機構讓家長有更多選

擇，甚至建議明確保障幼托工作者合理權利義務及進修成長，以回

歸幼托本質與合宜的發展生態。 

    此階段，政府對幼兒園的發展政策規劃，也增加更多的思考：

對目標對象從優先照顧弱勢到普及一般幼兒、內容則從量的增加到

確保平價優質，解決問題從以往幼兒教育或福利的單獨考量，慢慢

擴大到勞動、人口、婦女、經濟等多元面向的思維；對辦理幼兒園

以及提供幼兒園供給的角色，則逐漸從自辦轉變為自辦加上與民間

合辦，同時開始對選擇私立幼兒園的家庭、實施經費補助的替代方

式。例如：1995 年台北市出現第一家公設民營托兒所，2000 年全

國統一發放一年一萬元的幼兒教育券。  

 

 (三) 2000 年以後公共化訴求趨強 

    2000 年後，公共化的訴求逐漸獲得社會各界的支持，2004 年

幼托公共化行動聯盟（2007 年更名為學前教育與保育行動聯盟），

同時舉辦「反對幼兒教育券、推動幼托公共化」請願活動，之後持

續透過連署請願、召開記者會、發表文章論述、辦理托育平台會議、

放映所拍攝的教保工作者與非營利幼兒園的紀錄片等多重管道，秉

持「公民直接參與民主公共議題討論」的審議民主概念，持續向國

家、社會、教保工作者發聲對話，倡議以公共化改革幼托亂象的主

張（王淑英等，2008）。2006 年教育公共化連線在母親節前發起的

「守護媽媽、手護教育--反對教育商品化」大遊行，邀請幼托公共

化行動聯盟參與，首度將幼托高收費的議題，與其他階段反對教育

商品化的訴求結合。2007 年幼兒教育改革研究會聯合家長聯盟、兒

福聯盟與教保人員協會等團體，呼籲政府繼續辦理「友善教保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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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非營利幼兒園」。上述團體的訴求，主要反對以發放教育券、津

貼為主的幼教政策、主張國家應增加幼托資源且應支持公立及非營

利私立幼兒園。 

    至於國家的公共化政策規劃文件，則於 2003 年首度出現在教

育部、內政部委託的幼托整合政策規劃報告書，提出公共托育體系

(包括公立與私立非營利幼兒園)與私立(營利)幼兒園兩大幼托服務

供給類別；三元化供給體制中，將公私協力納入公共化精神，採私

立非營利幼兒園經營方式。2004 年教育部委託研定國民教育幼兒園

實施條例草案時，建議以公立及非營利幼稚園為優先對象。2005 年

起的 5 歲弱勢幼兒托育津貼（2007 年起普及於一般幼兒），同時適

用於全國各地就讀幼稚園或托兒所的孩子們。 

    此階段，內政部與教育部受到幼托整合政策規劃結論報告、經

濟永續發展會議決議內容等影響，分別提供經費補助，開始鼓勵地

方政府委託民間辦理非營利幼兒園。2006-7 年內政部成立兩家社區

自治非營利委外幼兒園。2006 年行政院經濟永續發展會議總結報

告：政府應推動非營利、普及化之托教照顧制度，提供平價優質的

托教服務。2007 年教育部推動非營利幼兒園友善普及教保服務實驗

計畫。2011 年監察院少子女化報告：因地制宜推動普及化且多元非

營利形態之教保模式（監察院，2011）。。 

 
2011 年 6 月 10 日，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以下簡稱幼照法)頒布實施，其中第七

條第二項，揭示「推動與促進幼兒教保服務工作發展為政府、社會、家庭、幼

兒園及教保服務人員共同之責任」，幼兒園、家庭與國家即將進入一種不同於

以往的夥伴關係階段；同條文的第三項規定「政府應提供幼兒優質、普及、平

價及近便性之教保服務，對處於經濟、文化、身心、族群及區域等不利條件之

幼兒，應優先提供其接受適當教保服務之機會」，進一步指出國家對幼兒教育

與照顧的重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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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營利幼兒園的定義變化 

    在非營利幼兒園實施辦法公告前，非營利幼兒園並沒有一致性

的定義，甚至在名義上與實質上很難判定其非營利的經營性質，以

下說明之。 

(一)過去難以區辨非營利幼兒園 

    台灣對非營利幼兒園的政策與研究並不多見，表 1 顯示，過去

學者對於非營利幼兒園的定義，是否包含公立幼兒園、政府委託辦

理的不同類型、以及民間設立的部分那些屬於非營利幼兒園，似乎

尚未有共識。 

表 1 不同文獻之非營利幼兒園定義對照表 

邱志鵬、劉毓秀、王淑英 

(2003）幼托整合政策規劃

長程規劃組的結論報告

書，教育部、內政部共同委

託研究。 

翁麗芳、洪福財、歐姿秀 

(2006)臺灣非營利托兒服務

概況，兒童局委託研究。 

林佩蓉、翁麗芳、周志宏 

(2005)國民教育幼兒班實施

條例專案研究，教育部委託研

究。 

一、政府設立         --------- 一、公立幼稚園 

二、民間與政府共同設立 

  1.公私合營 

  2.公辦民營 

一、公辦民營類 

   1.勞務委託模式 

   2.機構委託模式 

二、政府委託財團法人或公益

性社團法人設立之私立幼稚

園 

三、民間設立 

  1.企業、團體、社區等    

    組織附設 

  2.宗教團體或非營利組 

    織附設 

二、社區自治類 

   1.社區自行辦理 

   2.社區委託辦理 

三、企業附設類 

三、已登記為財團法人之私立

幼稚園或財團法人附設之私

立幼稚園(如教會附設、學校

附設、企業附設) 

     

    官有恒（2000）指出，非營利組織應指依民法、人民團體法、

各種特別法規及相關宗教法規所設立的「非營利性社團法人」、「一

般性財團法人基金會」、「宗教社團法人」、「宗教財團法人」，且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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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辦理登記完成，享有稅法上優惠的組織。此外，由於法律明確規

定非營利組織必須遵守利潤不得分配之原則，因此臺灣非營利組織

與營利組織的最大區別，在於「禁止分配盈餘」及「利益不得歸自

然人」兩大限制，必須將剩餘之利潤全部用於目的事業之生產或服

務上。 

    林佩蓉等(2005)研定國民教育幼兒園實施條例草案時，雖然建議

應以公立及非營利幼稚園為優先對象。但是卻也發現，對於幼兒園非

營利事實的確認與管理實務，執行上並不容易。例如：部分縣市教育

局處曾依據幼稚教育法第六條第四款「私立幼稚園如不對外募捐經

費，且未超過五班者，得不設董事會或辦理財團法人登記」之規定，

促成五班以上較大規模私立幼稚園辦理財團法人登記，但是後來陸續

有幼稚園辦理財團法人登記，卻未被要求設置董事會(如雲林縣)；或

是財團法人幼稚園自行申請停辦，卻未辦理財產充公等相關程序(如

宜蘭縣)。 

林永盛 (2007) 曾依前述法律定義及第三部門的觀點來釐清非

營利幼兒園的性質，發現台灣幼教相關團體的多樣性，以及現行非營

利組織附設之幼兒園未必屬於非營利經營的現狀，增加辨識非營利幼

兒園之困難度。 

 

(二) 立法後確立定位及相關規範 

    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九條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得委

託公益性質法人或由公益性質法人申請經核准興辦非營利幼兒園，

其辦理方式、委託要件、委託年限、委託方式、收費基準、人員薪

資、審議機制、考核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教育部依此頒行非營利幼兒園實施辦法，在第二條明定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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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與非營利幼兒園的定義，公益法人指「設有幼兒教育、幼兒保

育相關科、系、所或學位學程之私立大專校院、幼兒教保相關工會

組織，及章程載明幼兒與兒童教育、保育，或幼兒與兒童、家庭或

教保服務人員福祉相關事項之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法人」。 

    非營利幼兒園必須由公益法人承辦或自行申請辦理，其辦理目

的、經費運用原則與私立性質在第二條中均有明確定義，包括公益

法人及其辦理的幼兒園本身，均應依非營利組織方式正常運作。三

個非營利幼兒園的目的為「支持家庭育兒」、「促進幼兒健康成長」

與「推廣優質平價及弱勢優先教保服務」等；經費運用部分「收費

依營運成本計算，年度營運有賸餘款時，應全數作為幼兒園設施、

設備與教學品質改善」。經營性質則依第十二條規定，非營利幼兒

園應「依幼兒園與其分班設立變更及管理辦法規定，辦理幼兒園設

立許可」，其類別為「私立幼兒園」。 

    為整合過去各地各級政府機關自行推動的公辦民營幼兒園，非

營利幼兒園實施辦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本辦法施行前，直轄

市、縣（市）政府及其所屬機關、學校之公有土地、建物或設施、

設備，已出租或委託辦理幼兒園者，其契約屆滿後，應自行辦理公

立幼兒園或依本辦法規定委託辦理非營利幼兒園」。第二項則規定

「鄉（鎮、市）公所所屬公有土地、建物或設施、設備，已出租或

委託辦理幼兒園者，於契約屆滿後，自行辦理公立幼兒園或準用本

辦法規定委託辦理非營利幼兒園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

鼓勵之」。若順利實施，可望逐漸將公有場地設備轉供辦理非營利

幼兒園，以增進推動成效。 

    2011 年，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中的精進學前教保品質方案，指

出「鼓勵各地方政府增設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同時建構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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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合作園所機制，擴大廣義公共化學前教保服務」。非營利幼兒園在

確立法源依據之後，與公立幼兒園、私立合作園共同成為提供公共

化學前教保服務的三種管道。以下進一步探討非營利幼兒園的相關

文獻與實務，發現公民參與、公平正義與優質平價三個非營利幼兒

園的核心概念，以下分別說明之。 

 
貳、公民參與 

在非營利幼兒園發展的過程中，公民參與是一項重要的因素。

Epstein、Wray、Marshall 和 Grifel（2002）提出所謂的「公民參

與」係指公民介入治理的過程，而廣義的公民不只是個別的人民，還

包括團體、非營利組織、企業和法人。對於具有外在廣泛的、包容的、

代表公民和群體利益特質的政府政策而言，公民參與是最佳的選擇。

在非營利幼兒園中，公民參與是一種審議民主的概念，透過不同角色

的參與，共同治理非營利幼兒園之設置與運作。關於審議機制，林火

旺(2004)指出，審議民主係經由交叉論理、深思熟慮的審議過程，過

濾掉公民決策不該有的偏好，讓最後的決策反映真正的公共(全民)利

益而非多數暴力。審議民主具有以下目的 1. 讓審議的過程促進集體

決策的正當性； 2. 鼓勵在公共議題上採公共精神的觀點；3. 促進相

互尊敬的決策程序； 4. 幫助錯誤的改正；5. 強調公共推理、互惠性、

公開性、充分溝通。因此，非營利幼兒園之辦理除秉持一般專業教保

知能外，應兼具尊重多元、民主治理、專業自律、重視責信等特性。 

對審議機制概念在幼兒園的應用，顧忠華(2008) 從非營利組織

的特性看幼教機構，提出非營利組織成功經營的五大標竿，認為非

營利幼兒園應具備以下治理特性 1.實現公平正義、性別平等、多元

文化等社會價值之使命感。2.展現協調統合內外部資源、決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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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幼兒園創造優勢並滿足幼兒家長與教保人員需求的領導力。3.兼

顧效率與績效，能夠提升品質且避免量費社會資源的管理執行力。

4.強調決策單位與工作團隊、家長、志工、補助機構之間，落實民

主治理機制，充分溝通、互相尊重。5.重視組織公信力，在財務、

程序、品質、經營方式上服從自律與他律的規範。其中第 4 點特別

強調民主治理方式為非營利組織成功經營的因素。他同時強調秉持

非營利核心價值進行經營及治理，較有可能提供可靠的高品質教育

環境，不因階級、族群差異而形成歧視。 

爰此，非營利幼兒園之辦理除了秉持一般專業教保知能之外，

應兼具尊重多元、民主治理、專業自律、重視責信等特性。以下從

發展面、法制面與實踐面，說明在非營利幼兒園中的公民參與。 

 
一、透過公民參與倡議幼托公共化 

從發展面來看，以往在非公即私的幼教生態中，公立幼兒園由政

府全盤補助，所有運作規範以政府制定之法令規則為主；私立幼兒園

為私人設立，在不違背幼教基本法規之下，經營由園所自主，兩者均

無公民參與的機制。台灣在 2004 年，由眾多婦女、家長、勞工、薪

水階級、保育/教育人員等民間團體合組之托育公共化行動聯盟，召

開記者會呼籲政府與社會各界能夠在公立與私立幼兒園之外，開發專

業非營利幼兒園，共同發起「給孩子評價優質的幼兒園」連署活動，

並提出多項訴求，且秉持「公民直接參與民主公共議題討論」的審議

民主概念，倡議以公共化改革幼托亂象的主張（王淑英等，2008）。 

國外幼教對於公民參與的機制早有相關經驗。高琇嬅(2008)介紹

義大利 Reggio Emilia 公共化學前教育系統時，曾指出建構開放式的

公民互動合作機制，是促成此聞名國際高品質幼教之特色，具體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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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1.地方政府有效介入，2.傾聽、參與、合作的有機社群與草根關

係，3.溫馨、滲透、共同牽引的學校環境，引發好奇、探討、建構的

幼兒園地，4.穿梭在社區生活、歷史巷弄的人文時空，5.看得見的學

習、會說話的牆壁，6.學校、家長與城市公民的持久關係。而 Reggio 

Emilia 優質教保服務之特色，也正符合非營利幼兒園在推動優質平

價、平等尊重、夥伴關係之精神。 

 
二、公民參與的法制面 

從法制面來看非營利幼兒園的公民參與，在幼托整合幼照法形成

與發展的過程中，不管是從民間或是立法討論的過程，大家開始正視

「公民參與」議題在發展非營利幼兒園的重要性。立法院第 7 屆第 7

會期教育及文化、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第 2 次聯席會議中，立

法委員黃淑英針對托育公共化提出質詢：「公共化的定義並非政府興辦就

叫做公共化，而是整體托育制度需要有社區的參與，能存在類似公民審議委員會

這樣的單位，對於社區托育的機構、幼兒園能有公私合辦，我們又可以規範其收

費等作業的機制，這才叫做公共化。……其實民間很期待能公共化的意涵，不只

是政府設立幼兒園，而是整個幼兒園的設置及收費等規範，是社區公民能夠參與

的機制。」（2011.4.11 立法院會議記錄）。從這段發言可以看出，幼照法形

成過程中，即對未來的非營利幼兒園有著審議機制的期待，讓相關利

害關係人都有機會參與審議的過程，不再是政府獨大或是私立業者壟

斷的局面。 

因此，在公告的幼照法第九條中就明定「直轄市、縣（市）政

府得委託公益性質法人或由公益性質法人申請經核准興辦非營利幼

兒園，其辦理方式、委託要件、委託年限、委託方式、收費基準、

人員薪資、審議機制、考核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直轄市、縣（市）政府為辦理前項事項，應召開審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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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機關首長或指定之代理人為召集人，成員應包括教保學者專家、

家長團體代表、婦女團體代表、勞工團體代表、教保團體代表及教

保服務人員團體代表」。幼照法中，給了審議會確切的位置，正式宣

告非營利幼兒園的運作中，公民參與審議機制的重要性。  

至於審議會的功能，於非營利幼兒園實施辦法中有更明確的規

範。依照辦法中第三條的規定，其任務包括「一、非營利教保服務政

策及其發展策略之諮詢。二、非營利幼兒園辦理計畫之審議。三、公

益法人申請辦理非營利幼兒園之審議。四、非營利幼兒園績效考評結

果、違反規定終止契約或停止辦理之審議。五、依第三十一條第一項

辦理之非營利幼兒園，其繼續任職工作人員薪級之審議。六、其他非

營利教保服務事項之建議及諮詢」 等，此對於審議會任務的說明條

文，主要確保審議會機制在各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運作時，能發揮

實質的功效，避免淪為虛設。 

 
三、公民參與在非營利幼兒園的案例 

從實踐面來看非營利幼兒園的公民參與，高雄五甲社區自治幼

兒園以及教育部友善教保服務計畫，對於公民參與機制，有著重要

的實踐經驗。五甲社區自治幼兒園為彭婉如基金會承辦，於創立之

初，即由社會局代表、專家學者、社區公正人士、園長、教保人員

代表及幼兒家長組成「社區自治委員會」，其主要目的為健全幼兒

園之經營管理，以落實社區自治之精神。委員會任務為行使決策及

推動之權利和義務，包括園所文化之形塑、園所組織編制、同仁教

育訓練、人事及員工福利制度、園所幼童收費及收支預決算審理、

教保理念及服務內涵、社區參與事宜等。彭婉如基金會為了推動基

層民主審議制度，讓各方代表能夠藉此平台討論相關事宜，透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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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審議制度，讓爭議成共識，透過公開的討論讓大家了解園內實際

的營運狀況，從財政支出、教學內容，到年度行事曆的討論，是社

區自治委員會被賦予的要務。同時，也由於委員會開放各種討論的

聲音，讓許多在地需求被看見，也激發更多人願意投注自己的力量，

例如社區代表提供鄰近資源、專家持續且適時的提供專業協助、家

長也因著這樣的參與能更體諒老師，進而參與照顧的工作、政府代

表也因參與的過程更能理解家長對於平價優質幼兒園的需求，藉由

不斷交換意見，幫助園長做更正確的決策，掌握園務發展方向，充

分發揮民主審議的精神。 

另一個重要的經驗是教育部友善教保服務計畫。在此計畫中，設

有自治管理小組，主要為協助幼兒園之工作計畫得以順利執行與推

動，進而促進其在地化與特色化之發展。其任務包括(一)針對園所營

運工作計畫提供意見及協力資源之參與。(二)為確保教保品質及計畫

之執行，小組成員得參與提供非營利幼兒園教保服務工作計畫所需之

協助或資源。 (三)確立友善園與母機構、家長、社區代表及專家學者

之間的互動機制，共同營造優質的在地化與特色化之教保服務品質。

參與的人員包括召集人一人，由母機構擔任，邀請場地主管（機關、

學校）代表、員工代表（園長及教師各一人）、幼兒園家長代表、社

區代表、專家學者代表等共七人組成，參與委員的層面相當廣。 

從這兩個實例運作經驗中可以看到，非營利幼兒園中公民參與

的實踐並非不切實際，在非營利幼兒園的體制中，民主審議、共同

參與將成為經營的嶄新精神，若能落實此民主參與審議機制，對於

整體幼教生態將可能創造出不同的風貌，也間接促成公與民之間的

夥伴與協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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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公平正義 

所謂「社會正義」，乃是國家必須努力調合因權力分配、貧窮、

教育程度、性別等差異所生的對立與矛盾，並竭力謀求社會平等的

建立(許育典、洪嘉佑，2008)。而非營利幼兒園實施辦理除了反映

出國家角色的轉移與公民參與外，也顯現對不同社經背景的家庭與

幼兒的尊重與公平對待。以下將從提供弱勢族群的積極性差別待遇

之合法性、執行此法的「程序正義」與「實質正義」說明之。 

一、提供弱勢族群的積極性差別待遇的合法性 

  受到後現代主義的影響，「尊重」、「多元」、「開放」、「反權威」、

「差異適性」及「重視弱勢」等觀念已逐漸影響社會大眾，教育政

策的制訂須符合「社會正義」，重視弱勢團體勢在必行（林煥民，

2008）。Meyers, Marcia, Gomick, 與 Janet（2003）比較丹麥、

芬蘭、挪威、瑞典、比利時、法國、西德、義大利、荷蘭、盧森堡、

澳洲、加拿大、英國、美國等 14 個國家的幼兒教育與照顧制度時，

分析政府措施與平等化程度之間的關係後指出，「可及性」

（availability）與「可負擔性」（affordability），是幼兒教育與照

顧服務可以降低社會不公平現象的兩項重要指標。也就是，當國家

規劃提供更多幼兒進入幼兒園的機會、讓家長付得起幼兒園的費用

時，將有助於促進社會平等、減少上述的不公平現象。而在提高可

及性的作法上有：增加公立、補助私立幼兒園、或增加公共投資的

委外幼兒園；至於可負擔性則與私立幼兒園所形成的市場化呈反

比，故提高可負擔性的作法通常包括：免費的公立、弱勢家庭可以

減免費用、或是免費的非營利幼兒園。 

    事實上，2011 年 6 月 29 日公布「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七條

便充分回應這樣的精神。包括：第一項規定「幼兒園教保服務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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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為主體，遵行幼兒本位精神，秉持性別、族群、文化平等、教

保並重及尊重家長之原則辦理。推動與促進幼兒教保服務工作發展

為政府、社會、家庭、幼兒園及教保服務人員共同之責任」。第二

項規定「政府應提供幼兒優質、普及、平價及近便性之教保服務，

對處於經濟、文化、身心、族群及區域等不利條件之幼兒，應優先

提供其接受適當教保服務之機會」。 

  其次，2012 年 09 月 14 日政府更公布「幼兒教育及照顧法」

相關子法「非營利幼兒園實施辦法」，其中第二條提到非營利幼兒園

的目的四為「推廣弱勢優先之教保服務」，並於第十三條提到：依本

法第七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分析所轄區域內教保

服務之供需情形，對優質、平價教保服務供給不足或「不利條件之

幼兒比率較高之地區」，得優先考量規劃辦理非營利幼兒園，並不得

規劃停辦公立幼兒園，改辦非營利幼兒園」。 

  由上可知，非義務化的幼兒教育，正透過「幼兒教育及照顧法」

及其子法「非營利幼兒園實施辦法」，不僅提供 2-6 歲幼兒的照顧，

更注意到經濟、文化、身心、族群及區域等不利條件之幼兒，應優

先提供其接受適當教保服務之機會。且鼓勵非營利組織參與非營利

幼兒園的辦理，除達到前文中提到的公民參與，也具有平衡市場化

幼教生態的作用。而這樣的政策正是使用「積極性差別待遇」

(Positive discrimination)政策的概念，以提供處於教育弱勢的家庭

與幼兒較多的福利資源與學習機會。 

  許育典、洪嘉佑(2008)亦提到：在德國，和我國一樣以私立教

保機構為主，但是大多是由非營利組織所經營，政府除補助學前教

育機構外，幼兒入學是依照家庭的收入分級收費，並對低收入的家

庭可以減免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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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我們的政府尚未做到依家庭收入分級收費，但目前已給予

低收入家庭托育補助，並透過合作園的方式來監督私立幼兒園的品

質；如果「非營利幼兒園實施辦法」能夠落實，則政府（國家）也

就不只是家庭和幼兒園間的第三者，而是對幼兒園品質扮演著積極

的監督與參與者，確實達到平價、優質的政策目的。 

 
二、「非營利幼兒園實施辦法」的「程序正義」與「實質正義」 

  「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九條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得

委託公益性質法人或由公益性質法人申請經核准興辦非營利幼兒

園，其辦理方式、委託要件、委託年限、委託方式、收費基準、人

員薪資、審議機制、考核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而中央主管機關也依法訂定了「非營利幼兒園實施辦法」。

只不過，中央主管機關訂定的辦法，地方政府是否能夠執行呢？以

下就從經費與管理兩個面向來討論其中所隱藏的「程序正義」與「實

質正義」的問題： 

（一）經費 

  正如林煥民(2008)所言：教育政策需合乎「程序正義」與「實

質正義」的原則，以「非營利幼兒園實施辦法」來說，對於推動公

民參與、平衡市場化的幼教生態，及優質平價的幼兒園確實具有正

面的意義，但如果中央主管機關只是訂定辦法，但實際執行的地方

政府卻人力有限、經費不足，「非營利幼兒園實施辦法」將成為不切

實際的法律。  

  因此，透過與地方政府工作人員和非營利組織的對話，了解到

大家最關心的還是推動「非營利幼兒園實施辦法」的經費來源，尤

其是原本將場地租給民間團體辦理公辦民營幼兒園的縣市，不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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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非營利幼兒園實施辦法」而失去租金，甚至還要提供經費委託

非營利組織辦理非營利幼兒園，這筆預算要從哪裡來呢？ 

  為此，中央主管機關為避免地方財政不均，造成偏遠地區的幼

兒因為地方財政而更加弱勢；將依據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補助辦法的第九條「中央對直轄市、縣（市）政府之計畫型補助款，

得就附表二所定事項酌予補助。前項酌予補助事項，應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最高補助比率： 

     (一)直轄市政府不得超過百分之五十。 

     (二)縣（市）政府：應依前條第一項規定算定之縣（市）政府

財力級次給予不同補助比率，且最高補助比率不得超過百

分之九十。但具鄰避性質之環保設施工程與原住民族重要

建設及專案性計畫，不在此限。 

   二、中央政府各主管機關應就補助項目、補助比率與計畫評比標 

準及相關程序等訂定處理原則」。 

   
簡言之，中央主管機關將依照地方政府的財力級次給予不同的

補助，如此一來，似乎已經降低地方政府辦理的困難。不過，這只

是開始，因為在委託非營利組織辦理幼兒園之後，是否就能達成此

政策的目標呢？地方政府會怎麼看這些非營利幼兒園呢？是像公

幼？私幼？還是公辦民營呢？  

  為了確立非營利幼兒園的定位，在「非營利幼兒園實施辦法」

中，已清楚的列有辦理的注意事項與相關的考評辦法，乍看之下，

好像中央主管機關又制訂一堆法條來增加地方政府及接受委託或申

請的非營利組織與幼兒園的工作，然而，從法條的制訂過程可知，



百年幼教論壇研討會                                                                  

 440 

中央主管機關除委託研究團隊進行研究，也主動進行各地方政府及

非營利組織的公聽會，力求這些法條的必要性與可行性。 

  簡言之，「非營利幼兒園實施辦法」的制訂，是考慮到「程序正

義」與「實質正義」，希望幫助地方政府及接受委託或申請的非營利

組織與幼兒園了解彼此應負的責任與權利，進而相互合作，只不過，

實際執行時，執行者是否能夠降低對條文的抗拒，確實了解其中的

精神，提供優質、平價教保服務，並保障不利條件幼兒的教育與照

顧機會，則仍有待後續的觀察。 

 
肆、優質平價 

為落實普及幼兒教育暨照顧，達成促進社會公平與提升人力資

源素質的政策目的，提供優質平價教保服務近年來已經成為多數國

家幼托政策的發展主軸，台灣的非營利幼兒園也不例外的承載著相

同任務。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七條第三項規定「政府應提供幼兒優

質、普及、平價及近便性之教保服務」，非營利幼兒園實施辦法第二

條明訂「推廣優質平價之教保服務」為非營利幼兒園的目的之一。 

優質平價的概念在立法的技術與實務的操作，涉及如何確保教

保品質以及經營成本如何分攤等問題，分別說明如下： 

 
一、教保品質備受全面性的關注 

教保品質的好壞、對幼兒的影響一向受到關注，尤其當幼兒教

育與照顧成為公共政策，普及幼兒成為趨勢，國家的幼托投資增加

後，品質更成為成效評估的重點。Cleveland與Krashinsky（2003b）

探討不同幼托投資的績效時，發現好品質的幼托服務對於能力較弱

的幼兒，正面效果較大。顯然，幼托品質在幼托普及化趨勢中，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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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更為增加。Olmsted（2002）對幼托政策研究所需要蒐集的資

料中，指出有關幼托品質的重要資料，包括 1.投入指標：為幼托機

構之結構性特色，如工作人員的資格與訓練、設施設備的質與量、

生師比、幼兒班級人數的大小等；2.過程指標：指在幼托機構中真

實發生的事情，如溝通模式、人際關係、幼兒經驗，目前以幼兒學

習環境品質量表 ECERS-ER 為最常見；3.結果指標：通常為服務方

案的實施成效，如幼兒的健康、發展狀況、學校適應等。 

台灣非營利幼兒園法制化後可由直轄市、縣(市)政府無償提供

或由公益法人自行準備土地、建物及基本設施、設備，而教保專業

資源與人員配置與專業發展等教保品質相關的投入指標，在實施辦

法第九條規定為非營利幼兒園的評選或審議指標。此外，第十八、

十九到二十條分別規定「非營利幼兒園之工作人員應接受考核」、一

年辦理兩次平日考核與一次年終考核，第二十一到二十七條則規定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定期辦理年度工作報告與工作計畫審查、每

學期一次檢查、每學年一次績效考評，以及考評結果之獎勵制度。

顯示，非營利幼兒園也同時採行過程指標來確保教保品質，應有助

於落實優質教保服務。 

確保優質的管理機制在現行教育部補助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辦理的友善教保服務非營利幼兒園，除上述有關幼兒園結構特色的

投入指標與過程指標的評量之外，另設有「每季入園訪視查核的督

導小組(成員包括政府代表、家長代表、教保人員代表、會計師、教

保學者)，以及每年由縣市政府實施家長滿意度問卷調查，四年契約

期間須接受兩次評鑑」，可監測非營利幼兒園教保品質的結果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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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家與家庭共同分攤經營成本的趨勢 

    當幼兒接受有品質教保服務的重要與好處，逐漸受到重視後，

下一個問題便是誰來負擔這樣的費用，尤其幼兒需要專業受訓的教

保人員、合宜的環境課程、較低生師比等，均需仰賴足夠的經費支

持。對於過去仰賴家庭自行教養子女或幼托市場提供服務的國家（如

英國、美國、加拿大等），近年來討論幼托成本分攤、以及公私合夥

關係的議題逐漸增多。Cleveland 與 Krashinsky（2003a）將「認

為父母理應為自己的孩子負擔幼托費用」與「幼托成本太貴」，列為

幼托的八大迷思之二，強調從個人、家庭與國家長短期的獲益來看，

幼托經費是國家或整體社會正確而值得的投資，由家長、地方與中

央政府共同負擔。OECD（2001）指出足夠的政府投資，有系統的

整合各項資源，提供幼兒普及與好品質的平等機會，結合家長、學

術、政府各界參與品質提升與持續監督，是托育政策成功的重要關

鍵。 

    除了跟國際其他國家一樣，基於投資幼兒的公共財概念之外，

台灣非營利幼兒園在少子女化的社會危機中完成立法，正值全國展

開催生總動員之際，降低家長托育經費負擔成為重要施政目標，非

營利幼兒園實施辦法採第二條「收費依營運成本計算」與「年度有

剩餘款者，全數作為幼兒園設施、設備與教學品質之改善」，以及第

十六條「營運成本，由家長與直轄市、縣（市）政府共同分攤」、

「採委託辦理方式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無償提供之土地、

建物及設施、設備」等多重方式，設計可以減輕家長托育費用且不

必犧牲品質的營運成本計價的收費制度。 

由國家與家庭共同分攤私立幼兒園營運成本的新制度，在台灣

首度實施於教育部友善教保服務非營利幼兒園，歷經五年的追蹤研



                                                     台灣幼兒學習場域的歷史探究場次 

 443 

究，藉由年度預決算分析、年度成本審核與每季會計查核、年度會

計師簽證、統一會計系統軟體等高度透明化的財務管理方式，在台

灣北中南東不同地區，習得 2-4 班不同大小規模的幼兒園營運成本

經驗。可見對於希望兼顧優質與平價的非營利幼兒園，有必要建置

透明化的財務管理系統，以便掌握維持優質服務的合理成本，制定

合宜的成本分攤制度。 

 
伍、結語 

  台灣非營利幼兒園近五十年來的發展，在家庭、市場與國家對

幼兒教育與照顧供給責任的消長之間，從零星式的私人慈善捐助，

歷經市場化與公共化兩派不同利益團體的抗拒與倡議。現階段，非

營利幼兒園的發展仍將承受國家、市場與家庭之間角色關係的影

響；至於非營利幼兒園成為公立、私立之外的營運新模式，能否持

續展現其公民參與、公平正義與優質平價等核心特色，將會左右非

營利幼兒園的發展願景，以下提出營造協力文化與爭取社會信任兩

點期許，代為結語： 

一、政府機關、公益法人與家長建立夥伴關係，營造協力文化 

由於「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揭示政府有責任提供優質、普及、

平價及近便性之教保服務，並優先照顧條件不利之幼兒，國家在教

保服務的供給上勢必將扮演相較於以往更為積極的角色。「非營利幼

兒園實施辦法」提供直轄市、縣(市)政府委託公益性質法人或由公

益性質法人申請經核准興辦非營利幼兒園的法源依據之後，同時賦

予各級政府與民間公益性質法人辦理非營利幼兒園的發起權，期待

更多地方首長與公益法人，體認非營利幼兒園有機會同時兼顧幼

兒、家長與教保人員共同福祉，能夠積極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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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當少子女化造成國家發展危機，家庭的育兒工作受到前所未

有的關注，也呼籲家長除了享受現金補助、公共化教保服務之餘，

應重視自己在非營利幼兒園的審議會、自治管理小組或各種有家長

代表的機制中，充分行使公民參與的權益及義務，督促各界持續關

心支持幼兒教育與照顧的相關議題。讓幼兒園、家庭與國家在非營

利幼兒園發展出夥伴關係，一起實踐「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七條

第二項所稱「推動與促進幼兒教保服務工作發展為政府、社會、家

庭、幼兒園及教保服務人員共同之責任」。 

 
二、非營利幼兒園應秉持透明自律、弱勢優先的原則，爭取社會的

信任與支持 

非營利幼兒園實施辦法提供法源，將私立非營利幼兒園自一般

民間私立幼兒園的群體中抽離出來，規定必須由公益法人承辦或自

行申請辦理，同時規定其不以營利為目的，營運目標應為「支持家

庭育兒」、「促進幼兒健康成長」與「推廣優質平價及弱勢優先教

保服務」；「收費依營運成本計算，年度營運有賸餘款時，應全數

作為幼兒園設施、設備與教學品質改善」。在上述經營目標與財務

運用原則下，包括公益法人及其辦理的幼兒園本身，均應依非營利

組織方式正常運作，同時期許非營利幼兒園的經營能夠確實恪遵相

關法令規範，秉持透明自律、優先照顧弱勢幼兒的理念方針；唯有

如此，非營利幼兒園享有政府場地設備、行政協助、社區關懷、成

本分攤等各項資源時，才會有其正當性，也才能讓非營利幼兒園展

現有別於其他私立幼兒園，有助於爭取社會大眾對非營利幼兒園的

信任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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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靈性論述與兒童研究1 

 

王慧蘭 

 
屏東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兼教學資源中心主任 

 

 

一、兒童靈性：教育場域的不可見 

 
「若我們遇到的每個人，都既是靈性的存有，也是肉身的存有，這份認識是否會

改變我們對待彼此的方式？」 --Jim Tucker 

 

孩子的肉體會長高、長壯、也會隨著每日的學校經驗發展其聽

說讀寫算等認知能力，或是與同儕人群交往互動的社交能力，但除了

肉體、認知和社交溝通能力等發展外，孩子還有一些面向的發展是大

人或師長不易覺察或忽略的，例如人格、情緒和「靈性」。「靈性」是

什麼？靈性是一種內在本具的精神特質？或外在神聖性的追求？靈

性的本質或成長對於孩子的生命發展而言，有何重要意義？目前的學

校教育對於兒童靈性成長有何幫助、阻礙或迷思？  

有關兒童靈性的探討，大多屬於傳統宗教領域的論述。當代許

多國家和社會的公立學校體系，普遍受到現代化趨勢和科學精神強調

「除魅」的影響，學校教育對於宗教大多採取中立甚至迴避的立場(回

教世界除外)。但除了宗教之外，英語世界中也有一些關於兒童靈性

                                                 
1
 問題一主題和內容摘錄自王慧蘭(2010)兒童的靈性論述與生命教育。收錄於張盈堃主

編，研究兒童/兒童研究：從理論到實務的田野工作。第十三章。屏東教育大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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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論述(Miller, 2000；Denton and Ashton, 2004；Miller et. al., 

2005)，大多是自然主義或神秘主義生命哲學家的教育論述，強調靈

性不等於神學，而是主體覺察和心領神會，以及心靈內在世界的自我

觀照、意識深化和意義聯結等。即如美國學者 Miller(2000)所言：「假

如我們想像一個孩子是一個完整的人，以完整的靈性和才能降生於

世，這些原本就存在他裡面，只需要被引導出來，這樣我們才有可能

教育他。」 

 
二、特殊兒童的再思考：靈性與倫理觀點 

翻開坊間教育心理學的書，緣於西方實證心理學的傳統，對於

本土文化心理學或靈性的探究和介紹較少。台灣學校中的大班教學、

集體主義、訓規取向和課程進度壓力，使得師長較專注於班級經營和

教學進度，對於個別兒童的個殊性和心靈內在層面的問題較少有足夠

的時間深入瞭解和細緻對待。有些好動活潑、回應緩慢、個性敏感或

靈性較強的孩子常常因某些因素而顯得與學校生活和同儕格格不

入，就會被歸類到「特殊教育」的「障礙類別」或「病童」的領域中。

師長也會以某些病理醫學的專業名詞或病名解釋這些孩子的行為和

問題，然後強調學校資源班的安置或診斷服藥。但上述的談論和安置

是否真正能協助孩子和家長？還是不免落入一種「過度簡化歸類」和

「標籤化」的迷思？ 

澳洲語言學者 Gordon Tait (2009：241)曾針對 ADHD2的論

                                                 
2
 「美國心理學會」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於 1987 年在《診斷和統計手

冊》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 Manual, DSM-III)首次明文指出，ADHD(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是一種失調症狀，隨後即有越來越多的孩子被診斷為

注意力不集中(ADD）或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病患。ADHD 曾被部份醫學專家推測認為

可能是腦的小損傷造成，因外來訊息經過大腦時必須經過篩選，大腦才能把注意力集中在

重要訊息。若未能有效篩選，即會造成會注意力分散和無法專注問題。ADHD 可能跟腦的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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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歸納出四種不同立場 — (1)極支持者：如 ADHD 促進會或協會

等成員，相信 ADHD 在人類基因中應有某種自然比例，依照統計數

據的推估，人類社會中應該有更多 ADHD 者未被適當地篩選診斷；

(2)部份支持者：屬於極支持者的分支和一部份，對於 ADHD 的可能

比例抱持較嚴謹態度，認為 ADHD 或許可能被過度診斷或誤判，但

許多小孩有失調症狀則是不容忽視的問題，此類大多是專業人士，如

醫師、心理學家或部份製學公司；(3)強烈反對者：這類立場者對於

ADHD 的言論非常不滿，認為 ADHD 的論述大多是跨國藥廠為了巨

大利潤的陰謀和鼓吹，將大多數的學齡人口列為可能病例，卻無視可

能的醫學倫理問題；(4)部份反對者：這類立場認為所謂 ADHD，其

實有其誤判的可能性，ADHD 所列舉的是對學校或社會適應不良者

的問題聚合，但未必形成明確且持續的病症。 

針對常見的 ADHD 論述，Tait (2009)提出三大類常見的謬誤推

理(fallacious reasoning)，包括(1)材料的謬誤(material fallacies)；

(2)心理的謬誤 (psychological fallacies)和 (3)邏輯的謬誤 (logical 

fallacies)。例如，目前大多以兒童的行為表現為判斷 ADHD 的基礎，

但卻很難找到客觀物理證據證明其實質存在，包括血液測試或神經生

理的訊號等。在強烈主張接受醫療和服藥的論述中，也應容許對於

ADHD 醫學鑑定的質疑和開放的辯論空間，並且是否在醫療和服藥

之外，能思考其它可能的影響因素，例如性別、社會階級、年齡、種

族、區位、家庭史、當地文化習慣和期望、政策的實際面等，讓沒有

服藥的人也可能透過父母或師長的協助去除一些無法控制的行為。 

                                                                                                                                            
傷有關，也可能和過濾訊息的機制不足有關，但醫學對於真正的原因和確定機轉還沒有明

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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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上述論點，台灣人文心理學的一些觀點或許值得借鏡。有

關兒少性侵害受害者的身心療癒，台灣心理學者李維倫(2008)提出以

「倫理化」取代「病理化」的研究視野。由「病理—介入」的架構轉

到「倫理架構」的架構。病理化的架構觀點強調受害經驗與日後症狀

的連結、以服藥或接受治療作為問題的解決出口；倫理架構是在人與

人的相互對待中，受苦者「倫理的難處」得以被仔細看待和回應，倫

理化強調「人際重構運動」，是一種相互對待和人際規序的思考和尋

覓。真正的療癒不是只蒐集個人的症狀和服藥，而是人際關係—包括

親子關係、師生關係、同儕關係、社群關係都能形成一種有利合宜的

「人際對待」，才能讓個案對於自我產生正面的觀照，形成正向的自

我信念、認同和肯定。人際重構運動是一個導向開放的架構，強調語

用學(pragmatics)和「置身所在」(situatedness)的交談分析(李維倫

2008:244)。針對病症加以投藥之前，更應仔細瞭解個案人際的阻絕

如何產生？人際規序的重構如何展開？以及倫理關係是否能回應個

案深刻的經驗事件和內心意義？換句話說，針對 ADD 或 ADHD 小

孩，不應只是標定其問題行為的癥候，也應同時瞭解讓問題行為產生

的社會心理因素、社會結構規範因素和社會互動關係等諸多面向。 

李維倫(2008)強調：「人總是要進入語言論述才能生活，這些論

述本身有著運動和連動的方式。我們要深思的不是贊成或否定一個專

業或現象，而是思考要如何尋求合於助人初衷的專業與學術論述，並

不斷地反省」(p.235)。不可否認地，目前醫學或特殊教育體制對於

ADD 或 ADHD 的改善都有其貢獻，但此處強調的是：對於科學家或

病理專家「談論他人」的專業權力應有某種程度的質疑，助人工作者

也應有高度的專業自省。成人對於兒童靈性的輕忽或是對於時髦病名

的套用，若是將具有差異性的特殊兒童變成「被錯誤對待」、「被剝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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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的論述對象，卻未能更積極地在家庭或學校中發展出更開放的

談論觀點和更有建設性的對待方式，就可能與教育者助人的初衷相違

背。 

 

三、「孩子都是老靈魂」— 兒童靈性教育與研究的可能 

著名的華德福教育(Waldorf Schools)創始人 Rudolf Steiner 

(1861--1925)常被認為是教育家或哲學家，但近年來，Steiner 百年

前的著作被翻譯成中文—《靈性科學入門》(At the Gates of Spiritual 

Science)(潘定凱譯 2008a)和《超越生死門：高等靈界知識與修證法

門》(knowledge of the Higher Worlds and Its Attainment) (潘定

凱譯 2008b)，從這兩本書中，我們發現 Steiner 其實對於人類的高

等靈性有很深刻的實證體會和指導方法。教育工作者若不明白

Steiner 對於人的靈性看法，可能也無法掌握華德福教育的深層核

心，而可能將華德福教育淺化為一套制式的教學模式。 

繼「智力商數」(IQ)之後，陸續有學者提出「情緒商數」(EQ)、

「社交商數」 (SQ)，美國兒童心理學者和戲劇治療專家 Millie 

Painton (2009)提出兒童的「靈性商數」(spiritual intelligence，簡

稱 SI)概念，她透過許多兒童的口述，瞭解有些幼小的孩子會提到守

護天使或靈性伙伴，但這些兒童的說法常遭到大人的否定或取笑。

Painton 呼籲成人應成為兒童的靈性伴侶以瞭解兒童的內心世界，大

人如果輕視兒童的靈性天賦或特徵，如果壓抑兒童有關靈性的體會、

懼怕或發展，將會導致兒童日後的成長問題—可能是酗酒、藥物濫

用、沮喪、失調、焦慮甚至自殺。 

Painton(2007)在《與孩子的靈性商數相遇》(Encountering 

Your Child’s Spiritual Intelligence)一書中提到，利用「生命的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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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 (Spiritual Tree of Life)概念和戲劇活動，讓孩子逐步覺察生命

靈性的重要面向。生命的靈性樹有七個分枝：第一個分枝，表現兒童

的智慧和直覺等靈性天賦；第二個分枝，表現兒童的深度熱情往往是

伴隨著歸屬和聯結的需求；第三個分枝，將孩子對於死亡的概念具體

化，強調死亡只是肉體的消失(但靈性仍存)；第四個分枝，孩子參與

一個對大多數成人而言既不可見也無法理解的精神世界；第五個分

枝，兒童如同靈性戰士般行動，對於光明和黑暗、良善和邪惡的概念

就能敏察體會；第六個分枝，當兒童投入療癒戲劇(healing play)時，

將有許多時間讓自己浸潤在一個充滿隱喻(metaphor)的世界中；第七

個分枝，關注於轉化的旅程，在持續朝向靈性新生的路程中，許多具

有靈性的男孩或女孩將會捨棄舊生活(pp. xxvi-xxvii)。 

有關兒童靈性的瞭解和研究思考，美國哲學家 Ken Wilber 在

《靈性復興》(The marriage of Sense and Soul，龔卓軍譯 2000)

一書中，分析為何在現代與後現代之間，我們一直未見靈性浮現，因

為現代性無可逆轉的「精細分化」走向，已為大家所追尋的整合工作，

設定了嚴苛、無可迴避的要求：靈性必須要能勇敢面對科學權威。但

何謂科學？端賴我們對於「經驗的」(empirical)如何定義。我們將採

取廣義(一般體驗)或狹義(只承認感官體、肉身之眼、邏輯思維)的定

義？Wilber 主張，科學不應自限於狹義的經驗論，否則很多學科的

基礎和概念工具都會被質疑，因為包括心理學或數學等學科，都有其

直觀的基礎。如果可以運用廣義的科學方法探索內在領域，我們才會

真正擁有廣義的科學--即包含感官體驗、心智體驗、靈性體驗的科

學，包含對話、默觀(comtemplation)的科學 (p.245)。默觀近似中

國禪宗走向內在意識的探求，強調內在意識的多重層次，以及經過諸

多層次探求而體會的存有巨鏈，即萬物相連相生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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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從日常生活的觀察中去覺察孩子的敏感、創傷或獨特創

意？如果只是用孩子「有病」或「不正常」等負面思維套在孩子身上，

如果只是以藥物控制讓孩子安靜，如果除了運用傳統的教育方式外再

也不嘗試其它的安置和對待，只會讓親子或師生關係都處於一種靈性

封閉的狀態中。如何深入瞭解孩子的精神生活(Cole 1990)、靈性特

質和可能性，包括孩子的夢、敘說、繪圖、故事、對於神鬼等無形之

物的複雜感受或懼怕，用孩子可以接受的邏輯或方式(不只是認知思

維的，也包括動作、感受、情感和冥想的)和孩子溝通，成人自己對

於內心無明的洞察，對於生命靈性的開放體會，以及因自我生命的澄

清和開放而產生的無私愛心、耐心和創意，才是和孩子生命互動的重

要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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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德福教育的孩童圖像 
 

林尚頤 

 
國立政治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研究生 

 

壹、華德福教育與人的本質 

華德福教育源於奧地利哲學家魯道夫․史代納(Rudolf Steiner)

的哲學基礎「人類智慧學」(簡稱人智學 Anthroposophy)，當時 Rudolf 

Steiner 因菸草工廠 Waldorf Astoria 的老闆邀請，為了工廠員工的

子女辦學，而建立了第一所的華德福學校，其教育目的在於盡力協助

人性之發展，並以達成全面之健康為教育目標。 

Rudolf Steiner 在其論述中嘗試以科學的方式說明靈性世界與

人的本質。在人類智慧學的論述中，人的出生是從靈性精神世界來到

物質世界的過程。我們看得見物質世界，但我們無法用肉眼看見精神

世界，但不因看不到它，就否定、遺忘了它的存在。事實上我們可以

透過心閱讀到靈性的存在。比如我們可以看見孩子健康與否、快不快

樂。然而我們看不到「快樂」本身。孩子很快樂或者孩子充滿恐懼，

從很多層面可以觀察得到。教育是無形的靈性一起工作，孩子的內在

生命、心靈、感覺、記憶和思考能力，孩子和其他人的人際關係，孩

子和父母的關係，我們看不見它，只能看見其關係外顯的影響。值得

思考的問題是，學校教育如何融入孩子自然的發展過程，成人的想法

對孩子有無形的影響力，當孩童身邊的成人有煩惱或恐懼的時候，孩

子可以感受得到，孩子不知道成人為何焦慮，但孩子可以閱讀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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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也會吸收大人的想法。我們看不見這些想法，可是經年累月，

我們可以從孩子的臉上看到。這也是 Rudolf Steiner 所論述的「感

官全面開放」的兒童所感知的一切皆組成其生命經驗，孩子直接融入

周遭的事物，這邊所描述的環境不僅是指物質環境，也包括情緒環

境，溫和的色彩與和諧的氣氛，這同時也說明生活環境與學校環境的

重要性。 

透過辨識出孩子不同的發展階段和其需求。教育者可以更理解孩

子的內在發展，從而思考如何引導、豐富、加深和肯定認可我們的孩

子。孩子內在的發展終究得靠自己，孩子需要我們陪伴一起成長，陪

伴孩子學會走路、說話、思考。我們可以做示範和鼓勵孩子，但我們

無法變成他們。所有學習的科目都可以成為陪伴孩子內在發展的一條

路。比如我們之所以學數學，不僅僅是為了日後可以付錢、買賣。而

是可以透過數學發展孩子的內在，Rudolf Steiner 說孩子的發展在出

生之前就已經存在的，教育只是延續。我們並不是要透過教育生產出

特定的人，而是要在孩子的內在發展中注入力量，讓他們可以成為他

們想成為的人，華德福學校想要實現的是邁向自由、邁向精神的教育。 

 
貳、人類的身體層次與存在的狀態 

透過人的本質論述，我們進入 Rudolf Steiner 所提之人的圖像，

我們可透過孩子的發展過程中看到四個層次的改變，用這四個層次的

身體當作工具去瞭解教育上所要做的工作。華德福教育十分重視人的

感官發展，因此在教育場域中的一切事物，都需要在整體的教育思維

關照之下，給與適切的安排，孩子透過良好的保護以及教育活動的鍛

鍊，得以讓天賦的感官能力健全的發展。在人智學的論述中，人類作

為一種精神性的乙太身，出生即帶著個別內在的生命狀態與目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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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必須是為了協助其發揮最大可能之潛力，以實踐這個生命的目

的，透過華德福教育中的「七年發展階段論」，我們可以理解各個階

段都有發展的重點，前一階段累積的經驗與能力是下個階段所需要的

基礎。 

 

表 1 人類的身體層次與存在的狀態 

四個身體層次 重點發展時期 
大自然中的連

結 

物質體 

Physical body 

出生至七歲為物質體最活躍的時刻，

也是乙太身的孕育期。 
礦物界 

乙太身 / 生命身 

etheric body / Life body 

乙太身誕生彰顯在換牙的時刻。七至

十四歲為乙太身最活躍的時刻，也是

星芒身的孕育期。 

植物界 

星芒身 

Astral body / Soul body 

星芒身的誕生彰顯在青春期副性徵的

開始，十四至二十一歲是星芒身最活

躍的時刻，也是自我的孕育期 

動物界 

自我 / I 
自我的獨立，自我教育的旅程從此開

始。 
人類 

 

1.物質體〈Physical body〉：臉型、體型都可以稱之為物質體。

人的物質體為外在物質世界主導，會受制於地心引力、磁力、還有所

有物質法則，Rudolf Steiner 稱這種所有受限於物理法則的部分，所

有可以被測量出來的部分為物質體。此特質是人類與無生命的礦物世

界共通及共享的。 

 

2.乙太身〈Life body〉：生命的現象超越物理法則，生命的現象

停止身體就會受制於物理法則。這個部分 Rudolf Steiner 稱之為乙

太身，乙太身包括我們身上的成長、消化系統所有生命現象以及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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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的力量。乙太身的力量作用於物質體上使得物質體活起來。此特

質是人類與植物世界所共通及共享的。 

 

3.星芒身〈Soul body〉：物質的空間中我們是彼此分開的，彼此

無法佔據對方的空間。乙太身則是在物質中存在，乙太身有時間的向

度，乙太身可以在物質體展現，也可以在時間向度中呈現，知覺意識

透過感官經驗、外在環境的刺激產生反應。人類有複雜的同理情緒與

反感情緒，這個空間稱之為內在的空間，內在的空間不是外在三元的

空間，恐懼或歡愉的情緒無法以物質的空間來測量，這個空間和物質

空間十分不同，它是在同理與反感之間。Rudolf Steiner 將同理與反

感之間的空間稱為心魂的身體，在星芒身中，我們和動物的世界是共

通的，在動物界中，如軟體蟲他的星芒身不多具有初步的意識、基本

的反應，更複雜的動物就會看到在同理與反感之間有更複雜的反應。 

 

4.自我〈I〉：動物本質上被星芒身主導，人類有能力超越星芒身

的層次，發展語言、思考的能力而不只有同理或反感心。這個存在的

原則讓我們可以進一步去談人的精神、道德層次，讓我們從另三個層

次中自由出來成為自己的主人。我們可以追尋和其他獨立個體所設定

的不同目標。Rudolf Steiner 稱此層次屬於我個人、我、獨立個體，

只有我可以自稱我，所以當我說我時，即便沒有意識，論及的是人的

自主性，靈性存在的中心。在身體不同層次運作和時間、空間連結，

但不在時空限制中，換言之是超越時空，不受限制的。自我辨識之能

力，即便外在物質世界改變，內在的我都是同樣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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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人類的身體層次與存在的狀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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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知覺感官活動 

兒童知覺感官的保護不僅是照顧到孩童的自我經驗和自我意

識，智力成就也與知覺感官功能發展的細緻程度有關。學前兒童的每

一種知覺經驗都是全面開放，並反應在整個身體器官組織，身體的反

應在童年期會比在往後的生命期反應更激烈，特別在童年早期身體非

常容易受傷，並且在其發展過程中很容易會受到無意義的和有害的印

象而被擾亂，因此對於學齡前兒童的知覺感官進行保護具有很重要的

意義。華德福幼兒教育的真意就是建立在這個領域的養護照料基礎

上，不只是為了往後的情感發展和想像力的培養，更是為了身體的發

展，為了讓「自己在自己皮膚中感到舒適」。下表是由知覺感官理論

為基礎而整理的保護原則與感官歸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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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華德福教育的十二感官 

感官 任務 保護原則 

觸覺 
【觸覺體和自主神

經末梢】 

1.經由觸摸，經驗自我身

體的界限。 
2.透過身體按觸產生安全

感。 
3.生存的信賴感。 

1.獨處和安全感，溫柔的身體接觸和安

靜的自我照顧經驗交替。 
2.放心讓他獨處和用雙手擁抱兩者都

是重要的經驗。 
3.創造安全的遊戲空間讓孩子觸摸、探

索和發現。 

生命覺 
【神經系統】 

1.愉悅感、和諧的經驗。 
2.感受各種過程的協調。 

1.有節奏的一天作息。 
2.足以信賴的生活氣氛。 
3.正確的規範和時間安排，相互協調的

規律。 
4.飲用食物時的快樂。 

運動覺 
【肌肉軸心】 

1.自我動作的察覺。 
2.自由的經驗和自我掌握/
控制的感覺，對活動遊戲

的掌握。 

1.允許孩子自我活動。 
2.佈置孩子的房間應該所有的事物都

可以觸摸，並提供可自由遊戲的地方。 
3.有意義的活動過程。 

平衡覺 
【內耳附近的三半

規管】 

1.經驗平衡、平靜、和諧 
2.自我信任 

1.運動遊戲，比如：翹翹板、踩高蹺、

跳躍、跑步。 
2.與孩子相處時，給孩子寧靜和安全

感。 
3.成人本身追求自身內在的平衡。 

嗅覺 
【鼻樑裡的嗅覺黏

膜】 

1.與氣味元素的連結。 1.體驗植物、食物、城市和鄉村各種氣

味的差異。 

味覺 
【舌黏膜裡的味蕾】 

1.酸甜鹹苦味道和嗅覺結

合各種不同的味覺組合。 
1.透過烹調的模式呈現出食物的原本

味道。 
2.對於人事物有「品味」的判斷評價。 
3.對於環境能做富有美感的佈置。 

視覺 
【眼睛】 

1.光的顏色經驗。 1.透過成人對於大自然的興趣作為典

範，讓孩子關注到大自然中不同的色彩

層次。 
2.給孩子和諧顏色的衣服與住家環境

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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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續） 華德福教育的十二感官 

感官 任務 保護原則 
溫暖覺 

【溫暖和冰冷的神

經受體】 

1.溫暖和冰冷的經驗。 1.透過適合年齡的衣著給予身體組織溫

暖照顧。 
2.內心和精神層次溫暖之散播。 

聽覺 
【耳朵】 

1.音調的經驗。 
2.心魂內在空間的開放。 

1.唱歌。 
2.傾聽或演奏古典音樂，特別是巴哈、韓

德爾、海頓、莫札特（音樂會的現場經

驗）。 
3.在述說和朗讀故事時，說話的速度應該

配合孩子的注意力。 
4.等待孩子內在的圖像，對音調的記憶與

字句的音響圖像能夠產生。 

語言覺 
【語言知覺過程的

感官經驗】 

1.形體和相貌的經驗，以

及瞭解身體語言和字句聲

調的形塑。 

1.溫暖的、出於內心的語調口氣。 
2.外在的行為以姿態手勢和身體語言表

現出來。 
3.內在的經驗和表達出來的言論一致和

諧。 
4.有意義的個人表達模式。 

思想覺 
【生命過程之綜合

感覺】 

1.對於一個思想關聯直接

的理解。 
2.環境中的和諧與不和諧

的綜合感覺。 

1.真實性和協調性的培養 
2.事情本身和過程相互的關聯 
3.經驗環境中有相關聯意義的事情 

自我覺 
【透過對於自己身

體界限的探索和觸

摸完成器官】 

1.生命本質的經驗，直接

經歷並認識到別人也是一

個自我。 

1.早期的探索經驗和經驗到充滿愛心的

照顧者。 
2.大人彼此之間的愛和大人對孩子的愛。 
3.與別人相遇和相互拜訪的文化。 
4.真正知覺到別人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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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十二種感官與對應發展能力圖表 

 

 

 

 

 

 

 

 

 

 

 

 

 

 

 

 

 

肆、七年階段發展論與幼教師的任務 

Rudolf Steiner 認為在整個教育的過程中幼兒教育是最有價值

的，幼兒教學現場的教師必須清楚孩子各階段的發展，幼教師是父母

與7-14歲發展 
最相關的情感感官 

與14-21歲發展 
最相關的內在精神自我感官 

與7-14歲發展 
最相關的情感感官 

與0-7歲發展 
最相關的意志力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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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華德福教育的第一扇窗。7 歲左右恆齒已在牙齦中準備長出。這

是孩子準備好進入小學並進入學習的徵兆，也代表乙太身已經準備好

記憶性的學習，乙太能量、自我療育及學習是相輔相成的，等待孩子

身、心、靈都健康才進入學習，這提供孩子一生的發展基礎，因此自

懷孕開始，孩子的營養、生活節奏、作息便是華德福幼兒教育關注的

重點，孩子成長到 21 歲時「自我」就會誕生了，自此之後就可以開

展自我的旅程，藉由表 3「七年階段發展論」我們可以概述孩子的生

命成長需求以及教育者與家長肩負的任務。 

表 3 七年階段發展論 

生命成長的動力 
0-7 歲 7-14 歲 14-21 歲 
善 美 真 

身體／Body 
↑↓ 

意志力／Willing 

精神／Spirit 
↑↓ 

情感／Feeling 

心靈／Body 
↑↓ 

思考力／Willing 

規律與重複／模仿與模範 營養與健康／藝術與韻律節奏 
身體與心靈／獨立思考與

判斷力 
觸覺 信任、界線 

生命感 和諧、成長／衰

敗 

律動感(自由 

平衡感(和平 

嗅覺(判斷力 

味覺(分辨力 

視覺(真理、廣闊的內在視野 

溫暖感 愛、慈悲 

聽覺 傾聽 
言語感(美感 

思想(概念、真／偽 
自我 打開界線 

培養自由與不侵犯 
他人權利的觀念 

獲得生命安全感及合作的能力 
9 歲危機／12 歲生理變化 

培養出對世界與人類生活

有更深入的興趣與關懷／

青春期 
身教重於言教千百倍 

此階段孩子喜歡有喜感及

有生命力的老師和大人 

權威 
孩子需要情緒平穩成熟、能自我控

制的老師和父母 

需要自我意識強且能帶領 
孩子往前走的老師 

 

伍、慈心華德福幼兒園的教育實踐 

我們期待孩子生活的世界是一個充滿著規律的世界，每日太陽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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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落下、月亮依然圓缺、一年四季也都按著規律變換著節氣。我們不

需要做任何事來建立這些規律，這是自然界所送給我們的禮物，而這

禮物也支持我們為孩子所建立的規律。在慈心華德福幼兒園，幼兒園

老師盡力為孩子建立起一天、一周、一年的穩定節奏，用來維持孩子

健康平衡的成長，孩子也會因為知道下一步要做什麼而感到安心。我

們明顯可以感受到，當孩子錯過了其中一段的節奏，所呈現的不安。

我們也期待可以把同樣的規律帶入家中，幫助孩子能更穩定的成長，

孩子在此階段的成長能量將是一生的基礎，家庭與學校建立共同的規

律節奏與生活規範，社群中的成人對於生命的態度，都是孩子們的示

範與典範，總合對孩子圖像的理解，我們期許幼教師的教育實踐有幾

個方向，這些方向也是有利於兒童早期教育的本質元素： 

 愛與溫暖 

 成人對環境的關注與對兒童感覺的培養 

 創造性與藝術性的體驗 

 可供幼兒模仿的有意義行為 

 自由且充滿想像力的遊戲 

 對童年的成長力與感官保護 

 感恩、敬畏與好奇心 

 快樂、幽默和幸福 

 成人本身的內在成長 

 

表 4 慈心華德福幼兒園課程節奏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蜜蠟 搓羊毛球 烘焙 濕水彩 手工 

 

08：00～10：00 

藝術活動 

自由遊戲 

自由遊戲：孩子會模仿大人日常生活的活動，就像是一面鏡子，如實地呈現在

自由遊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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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分享 蜜蠟：老師會以誠懇、謹慎的態度將蜜蠟放在孩子的雙手，透過溫暖小手緊緊

的握著，蜜蠟吸收了皮膚的熱度後就漸漸變軟了，之後孩子開始發揮想像力做

出各種造形。這不僅對孩子的意志力及情感具治癒能力，同時也學會了對待人

事物的正確態度及保有崇敬與愛心。 

手工/搓羊毛球：對孩子來說：工作的過程遠比結果重要，孩子會將全身的力量

投注在手中的工作，同時也鍛鍊了自己手指靈巧度。這種經由模仿的手工操作

與運用，帶領孩子進入有意義的日常生活工作之中。 

烘焙：就像在家一樣，孩子一起參與烘培製作是非常自然的學習。將各種食材

變成了美食的過程是奇妙的，孩子的各種感官也在此得以發展。 

濕水彩：透過三原色（紅、黃、藍）的自然相遇，讓色彩自己說話，這不僅讓

孩子與顏色更親近，同時也學習到自我與人際的調和。 

10：00～10：20 

收拾 

養成孩子玩過遊戲後收拾的習慣。老師愉快的唱著收拾玩具的歌，孩子也隨著

歌聲將玩具放回籃子裡，將所有玩具歸位，教室變得溫馨又整齊。  

10：20～10：40 

晨圈 

大家手牽手的圓圈活動。透過歌曲、語言、韻律讓孩子自然感受到四季的變化，

並與四週的事物有著生動的關係。 

10：40～11：30 

戶外活動 

透過接觸大自然的經驗，孩子可以感受天氣與季節的變化。讓孩子和地方有深

度的連結，會加強孩子的安全感和增強他的專注力與喜愛探索的心。 

11：30～11：50 

偶劇故事 

老師客觀、平淡的說故事給孩子聽。連續 2 至 3 週每天重覆同樣的故事，孩子

會進到故事的世界，充分發揮其想像力去聆聽故事。 

11：50～13：00 

午餐 

對 7 歲前的孩子而言，最重要的是奠定健康的身體基礎。透過「謝飯歌」讓孩

子滿懷對食物、人的感謝及喜悅，如此孩子才能將食物的養分的吸收。 

13：00～14：30 

午休 
一首輕柔「午安曲」，幫助孩子進入有品質的午睡，健康的成長。 

14：30～15：30 

點心＆打掃 

在一天活動結束前，大家分工合作，將教室清潔回到原來的樣貌，讓孩子期待

明天又是一個新的開始。 

15：30～15：40 

結束圈 
老師和孩子們圍圓圈唱著「再見歌」，結束在學校一天的活動。 

15：40 ～ 

戶外＆回家 

結束在學校一天的生活節奏，為了延續孩子在學校的規律節奏，盡量不要讓孩

子在學校逗留太久，我們期待孩子很快可以回到家庭生活的節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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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山學校的孩童圖像 

 

王立天 

 

銘傳大學資訊工學系助理教授 

 

兒童本位、自尊尊人，全備的教育內容，是發展個體潛能的苗圃。 

廣大綠地、充足設備，全方位的教育理念，是孕育全人發展的園地。 

 

奎山中學創建於民國五十二年八月，是一綜合性的從幼稚園起，

經小學而至中學的小班制小型實驗學校。創校人王熊慧英教授當時因

洞察大班級「養鴨人家」式的惡質教育環境是造成學生問題、青少年

犯罪的淵藪，為此開創小班級、少班數的小型學校做教育研究實驗。 

王熊慧英教授創建奎山學校做教育研究實驗的動機，主要為以下三個

方面﹕ 

1. 教育果效不彰：雖教育發達，但人心險惡敗壞，犯罪層次數量

日升，幾與教育程度同步，顯現教育上必有嚴重的缺失。 

2. 小留學生問題：早年有許多父母為免其子女在國內受「惡競」、

「惡補」和「惡汰」的教育挫傷，忍痛將其送教於國外。但此

種作法既耗外匯又疏離親情，甚至因家居兩地，導致家庭問題

叢生，淪為悲悽的「有父母的孤兒」。 

3. 「養鴨」人家之患：因大班級、大學校超過校長、主任、教師

人力所及而形成的教育問題甚多，輿論因不便歸咎教育行政首

長為就學率「功績」而惡性增班加人，每每以責怪老師而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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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之。但當時各師資培育機構的師資甚多是學有專長的聞人宿

耆，並不至於教出那麼多欠佳的學生教師。 

 

這樣的卸責於老師有失公允，且不能解決問題。因此有需要建立

一個班級少、人數少的小型實驗學校來證明教育問題產生之根源。奎

山學校的使命是以基督為中心，教導學生認識神、跟隨神、有分神聖

潔的性情與素質，彰顯見證神的榮耀。我們的使命是維護學生權益，

建構人格基模，奠定深造基礎。其核心價值包括：敬虔、人權、純淨、

內涵重於形式、自制、真理，以及家庭。 

奎山學校的創辦人王熊慧英教授（1925 年--）是台灣重要的幼

教專家及教育家，曾就讀南京翰林中學，因抗戰中斷學習。後畢業於

江西南昌女中、上海市立幼稚師範專修科。1948-1955 年來台先任職

於教育廳，並獲聘台灣省立台北女子師範學校附設幼稚園主任，兼任

幼稚師範科的教師，教授「幼稚園行政與設備」，帶領學生實習。 1953

年出版《幼兒活動單元教材教法》推廣上海國立幼稚師範專科學校校

長陳鶴琴所提倡的「五指教學法」，共包含四十九個教學單元。在

1955-1963 主持台銀附設幼稚園，1963 年創辦奎山學校由綜合性的

從幼稚園起，經小學而至中學的小班制小型實驗學校。1967 年開始

靈修教育，學生每天都要在黑板一側抄錄一句聖經經文，每週有一堂

福音課，中午吃飯值日生要帶全班做謝飯禱告。1973-1980 年創辦中

國文化大學兒童福利系與研究所，王熊慧英教授認為：師生比例、教

師專業程度、教育環境、教學法構成課程的教育結果。  

奎山幼稚園創建於 1963 年 8 月。本著精緻辦學的教育理念，只

設二個大班班級，最多招收 45 名學生。課程以主題式的社會化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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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教學活動為主軸。通過這樣以學生為本位的多元學習，期盼培養幼

生以下的能力﹕  

(1) 語文。(說話、聆聽、發表、表達、閱讀和溝通問答反應) 

(2) 群性培養。(團體、互動、合作、樂群、自立、良性互動、欣賞 

別人、感恩、同情和關愛)  

(3) 自理能力和生活習慣。(獨立性、信心、表現、精細肌肉、基本 

學習能力和動力、表現於團體中)  

(4) 專注力、持久力、耐力和毅力。  

(5) 喜愛親近自然，對生態環境及大自然有探討的興趣。(動物、植 

物、砂、土及自然現象)  

(6) 數的活動和抽象概念。(抽象概念、邏輯思考、經驗統整)  

(7) 發揮想像來表現創作。(過程、圖畫、平面作品、立體作品)  

   
幼稚園的課程，在主軸教學活動的基礎上，也融入以下實驗教

學，包括﹕(1)福祿貝爾恩物﹕恩物的操作適合兒童身心的發展，帶

給他們對外部世界新的洞察力，從而引導其探討，進而察覺所有東西

的合一與和諧。恩物操作培養兒童在藝術、數學和自然上的創造力。

(2)文言文: 本校文言文教學採十年一貫；由幼稚園起至國三，使用

自編古詩文課本。(3)英語﹕外師任教，教材為 Harcourt MIE，預備

幼生銜接本校小學部雙語課程。 

    在環境上，王熊慧英教授認為小孩子的成長，要有「陽光、空氣、

沙和水」。所以校園裡有大沙坑、有魚的小池塘，一百四十幾棵大樹，

處處有可以攀爬的粗麻繩。奎山鼓勵孩子活動，下課「規定」一定要

離開教室，呼吸戶外空氣，即便討論也要在走廊。六層高的教學大樓

旁附著巨型的不鏽鋼迴旋滑梯。下課十分鐘，只見孩子們或大或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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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秩序地從溜梯滑下一樓。每個奎山的孩子都要種菜，從幼稚園到國

中，每學期開始，每個班級都有自己的一畝小田，翻土、施肥、抓蟲，

看著菜長大。然後收割的菜做中午的青菜排骨湯。每週都有一堂靈修

課，老師帶著孩子們讀聖經故事。但是奎山並不是教會學校，只是希

望透過一種方式，讓孩子接觸靈性的修養。在奎山，犯錯的孩子要寫

「自狀自處單」，自己寫出自己的錯誤，也找出處罰自己的方法。王

熊慧英教授認為孩子們天生就該是大錯不犯，小錯不斷。犯錯是他們

的權利，老師不該因為犯錯而把孩子貶低，而是引導孩子從錯誤中學

習：「奎山不要求孩子贏在起跑點，而是希望為孩子蓄積跑人生馬拉

松的能量與力氣。」 

最後，奎山學校強調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範圍包含各項能夠引導

學習者進行實踐、體驗與省思，並能驗證與應用所知的活動。「綜合」

是指萬事萬物中自然涵融的各類知識，「活動」是指兼具心智與行為

運作的活動，一個人對所知的萬事萬物要產生更深入的認識，需透過

實踐、體驗與省思，建構內化的意義。除此之外，奎山重視培養學生

的「情緒商數」(EQ)。其實情緒商數的本質就是「習慣」，包含面對

衝突的習慣，面對挫折的習慣，面對拒絕的習慣，面對人際複雜衝突

時的處理習慣。有別於一般智能學習，最自然的「情緒」學習和演練

的機會就是孩子與孩子之間的遊戲和團體活動。藉由不斷與同伴溝通

協調，解決沖突，處理遊戲挫折，孩子學習到人際與團體的運作規則，

培養同理心，學習分辨目標與行動的優先順序，以及執行即定計劃的

行動力。也可以說，遊戲和團體活動就是孩子最佳學習和演練情緒能

力的小社會。因著奎山的「小班制」和著重 EQ 培養的活動特色，每

個孩子都有充足的機會在活動中扮演「領導者」和「被領導者」的角

色，練習「指揮」與「服從」，果效顯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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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兒童圖像研究？ 

 
張義東 

 
屏東教育大學社發系助理教授 

 

400 擊、冏男孩、鱷魚幫、戰爭遊戲…數不清的文字與影像，持

續建構著兒童的圖像：天真、無邪、好奇、乖巧、聰明、頑皮、勇敢、

叛逆…甚至果斷殘忍。 

    以上不過使用的只是再化約不過的詞語，事實上，文字與影像文

本的安排配置更為巧妙繁複，其中甚至有許多受到推崇，以其能起的

感染激動力量，列入藝術作品之林。 

    我們認知中的童年圖像，包含著自身的童年記憶，但更多是我們

身為成人所得來的的觀察、聽說與媒體閱聽經驗，也就是自身直接的

歸納、人際傳播的再建構、以及媒介文本的解碼，作為所謂研究者的

我們，又對以上三者加上了，符合社會科學理論建構與經驗研究的一

層加工。 

    首先，這樣的研究意義何在，對於兒童研究、教育研究、社會學

與符號再現或視覺文化的研究而言，又意味著什麼？我們必須反思自

身的問題預設，才能回答以上問題。 

    舉例而言，波茲曼童年的消逝一書，延續更早伊里亞斯文明化過

程理論所說，童年是建構而得的研究，提出在美國商業電視的操作

下，兒童原本在建構中所獲得的不同於成人的姿態，消失在許多小大

人的做作之中。此處問題預設至為明顯，童年並非僅僅生理成長，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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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是社會過程中的建構，兒童所呈現與所被期待呈現的圖像，是此一

建構的結果，也是其見證、其工具。 

    那麼，如何進行兒童圖像研究呢？論及研究對象，任何形構兒童

或童年為清晰可區別於所謂成人之形貌者，無論是兒童或成人之創

作、言說，無論是經驗或虛構，文字或影像，皆屬之。論及研究方法，

則可廣泛應用各種文本分析，如文學、藝術、媒體以至視覺文化，以

及各種社會文化分析，如社會學、心理學、文化人類學等等。 

    進一步則應要求，建立一個全球化框架下文化比較的研究架構。

兒童圖像研究，自有其各種主題範圍規制下的文本/脈絡(text / context)

之關注，然而一如前述，研究之預設不能不予以反思，以建構數百年

激盪起伏變幻之今日西方 / 現代童年而言，架構一事，是應以全球

與跨文化為基準點了。 

    以下簡單引論台灣、中國、德國的例子，期望可以由此略略對兒

童圖像研究多一些了解。  

    百萬小學堂傳遞的其實是對於記誦的升學主義的一種弔詭的歌

頌。成人的挫敗，不管她/他今日有何成就，為了打歌打片行銷而來，

必須面對的是她/他遠遠不及局中的超級兒童，而弔詭的是，我們肯

定了，這些知識的碎片終必被遺忘而且大多無用於成人世界時，也同

時肯定了兒童的超人能力，以及如此的強記，值得稱許，值得代代的

兒童繼續奉行。我並不認為這一弔詭歌頌是製作單位有意為之，但是

對圖像進行結構與深層的文本與論述分析，可以讓我們看見文本的製

作，是如何符應了社會中具有 hegemony，甚至 doxa 地位的價值體

系。在此，兒童做為異類的超人，接受成人的依賴與膜拜。 

    同樣的，喜羊羊與灰太狼其實是 Les Schtroumpfs 加 Tom and 

Jerry，但其中，由前文本所著重之奮鬥求生，轉為加強於痛宰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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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凌敵人的這一轉折，不能不小心注意。和 400 擊、鱷魚幫、冏男

孩不同，沒有壓迫下的反叛或逃避，或疏離中孤獨的成長，此一國度

中的兒童設定是聰明用於作怪，生活，對於有主控能力的喜羊羊而

言，簡單得如同一切操之在我的電玩。 

    至於德國自 1971 年播出至今，最老牌的 Die Sendung mit der 

Maus 所呈現的，便是我們或可稱為古典的童年建構：童言童語以天

真、不以腔調行之，故事知識從生活中的好奇出發來設計，兒童設定

是成人的前階段而非異類，且應該也可以，從自身的自然中，逐步保

有好奇，又開展為適當的學習與社會化。 

    循之前架構，再擬一題：後現代資本主義下全球符號生產流動與

文化交流中的兒童圖像。如此題目，狀似驚駭，其實早就浸潤日常生

活。玩耍著依循美式英雄主義所建構的玩具及其世界，覆誦著卡通綜

藝中的套式與嗆俗，我們眼前的是徹頭徹尾擬像化了的孩子。成人世

界當然也擬像化了，可為何要特別批判兒童圖像與童年的擬像呢？原

因是，那是人的一生開始的階段，是好奇與可能，最不應該但也最容

易，被商業的格式化殖民覆寫，而且更不容易修復的階段。 

    如何將以上龐雜疏漏的描繪，更具體的實行於理論與經驗研究，

更清晰地鑽研如幼童以至成年前的種種變化之文本 / 脈絡，仍有待

來日的努力。 

    末了，我想說，為處於這個階段的人類，激昂其生命中原初感動

的赤子之心，發展更多、更多元的可能性，不必（也不可能）禁絕，

但須時時警醒，資本主義生產流動的符號，以及它所隱含與所帶來的

問題，這是我們身為研究者、父母、社會化代理人、一個成人，以及

一個曾經的兒童，所應該努力去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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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國國高高校校首首個個綜綜合合性性兒兒童童文文化化研研究究機機構構簡簡介介  

浙浙江江師師範範大大學學兒兒童童文文化化研研究究院院  

 
鄭素華 

浙江師範大學兒童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員 

 

浙江師範大學兒童文化研究院（Children’s Culture Institute, 

CCI）成立於 2005 年 6 月，是該校獨立設置的研究機構，也是中國

國內高校成立的首個綜合性兒童文化研究機構。現任院長為方衛平教

授。兒童文化研究院的成立，旨在繼續鞏固、強化該校兒童文學這一

優勢和特色學科，重組學術資源，進一步拓展兒童文學與文化研究領

域。 

該院踐行兒童研究服務兒童的理念，現已形成了「拓展兒童文化

理論研究，關注兒童現實生存和發展問題，主動服務國家兒童政策」

的研究特色。該院下設兒童文學研究所、兒童文化理論與政策研究

所、兒童發展與教育研究所、兒童文藝創作室四個二級機構，擁有國

內首個國際兒童文學館、台灣兒童讀物資料中心，設有學術叢刊《中

國兒童文化》編輯部等。研究隊伍的學科背景涵蓋兒童文學、教育學、

社會學、傳播學、民俗學、文藝學等多個學科領域，形成多學科交叉

融合的學術團隊。 

近年來，該院共承擔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 3 項，省部級課題 9

項，出版著作 30 多部，創作兒童文藝作品 20 多部，發表論文百余

篇，獲得各類獎項十余項，其中兒童文學課程體系的建設與實踐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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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了國家級教學成果二等獎。陸續推出浙江師範大學兒童文化研究

院紅樓書系，逐年編撰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系列，出版學術叢

刊《中國兒童文化》，在國內推出兒童文化研究重大課題招標，引起

了國內相關學術界的高度關注。該院先後主辦了多次兒童文學、媒

介、教育等方面的大型國際學術會議，並與加拿大、義大利、德國的

多家兒童研究機構建立了學術上的交流與合作關係。 

 
本院研究方向設置︰ 

兒童文化研究院是圍繞著兒童研究所建構起來的一個學科群，主

要整合了校內兒童文學、兒童心理與教育、兒童傳媒和兒童藝術等學

科資源。目前，浙江師範大學兒童文化研究院設置了四個研究方向︰ 

1、兒童文化理論和政策研究：主要涉及兒童文化的基本理論研

究，包括兒童哲學、兒童社會學、人類學、兒童政策等巨視領域的理

論研究和政策應用研究。 

2、兒童發展與教育研究：主要包括兒童心理髮展研究、兒童學

前教育研究、兒童成長環境研究、兒童媒介研究以及兒童文化產業研

究。 

3、兒童文學研究：主要涉及兒童文學理論研究 

4、兒童文藝創作中心：主要包括兒童文學和藝術等方面的創作。 

 
本院網址︰ 

兒童文化研究院網址︰www.chchc.cn 

位址︰浙江省金華市婺城區迎賓大道 688 號浙江師範大學兒童文化

研究院(321004) 

電話︰0579-82282854     Email: et@zjn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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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思南路幼稚園簡介 
 

李頌 

上海市黃浦區思南路幼稚園教師 

 

上海市思南路幼稚園創辦於 1956 年，原址上海市思南路 89-93

號，早在 20 世紀 50 年代即被列為上海市涉外幼稚園，辦園歷史悠

久，文化底蘊深濃。1998 年，思南路幼稚園南部開辦，2007 年 9 月

總部遷址于皋蘭路 11 號。新址經改擴建後，幼稚園現有總部、南部、

實驗部（皋蘭路 20 號）三部，環境優美，兒童生活與活動設施豐富、

適宜。 

思南路幼稚園擁有一支高學歷、高素質、高品質的教師隊伍，中

學高級教師 2 人，幼稚園高級教師 30 人，區級以上骨幹教師 11 人，

碩士研究生 4 人，本科學歷教師 46 人。 

長期以來，思南路幼稚園堅持教育公平，凝聚全體教師的熱情和

智慧，以關注和引導兒童需要，開發潛能，注重和諧，為兒童的後繼

學習與終身發展奠定早期的素質基礎為辦園宗旨。幼稚園積極倡導教

育，從辨別孩子的需要開始的科學理念，注重科學、適切、有效的教

育改革實踐，凸現了不斷思考優質，不斷追求優質的思優精神，以思

優教育模式，培育具有充實的早期生活經驗，良好的行為習慣，學習

潛能展露，身心健康快樂的兒童，以精致化的保育與教育，努力塑造

思優學前教育形象，辦民眾滿意的幼稚園。 

每一天，孩子從進入思南路幼稚園那刻起，沐浴著陽光，享受優

質的教育。幼稚園每一天的活動都為幼兒提供新鮮的經驗和真實的事



百年幼教論壇研討會                                                                  

 478 

件，幼稚園成為孩子們今天來了明天還想來的地方，孩子們在這裡度

過他們金色的童年。孩子們用這樣的心聲深深表達對思幼的喜愛︰ 

我愛我的幼稚園，這裡有青青的草地，我在那裡找到過春天； 

這裡有高高的梧桐，我在那裡聽到過秋日的細語； 

這裡有古老的壁爐，那些漂亮的花紋跳進了我的眼、我的心； 

這裡有記性特別好的園長老師，她總能記得我的名字，記得我最

喜歡的動物，記得和我說話時要像和大人說話一樣認真； 

這裡還有我最喜歡的老師，她們就像魔術師，總能猜中我心中的

祕密，把每件事都變得很有趣… 

 
在上海學前教育現代化、城市發展國際化背景下，思南路幼稚園

以上海市名校長培養基地、名師工作室、上海市教師專業發展學校等

為載體，為上海及全國幼稚園園長和教師提供服務與指導。幼稚園自

主創新的教育研究成果，多項獲得國家級頒獎，並在全國進行推展。

同時，幼稚園積極與國內外幼教機構保持廣泛的接觸與聯繫，先后接

待聯合國學前教育組織前主席、世界兒基會、全美幼教協會等專家團

契觀摩與訪問，在實現高品性的具有上海學前教育特徵的現代幼稚園

發展中發揮領先與示範的輻射作用。 

思南路幼稚園在不斷提升教育與服務公信力的同時，辦園贏得了

良好的社會聲譽。2002 年，思南路幼稚園被首批命名為上海市示範

性幼稚園，並曾獲得全國巾幗衣冠文物崗、上海市衣冠文物單位、上

海市勞模集體、上海市共青團號、上海市綠色學校等榮譽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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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編輯室報告—與西方論述的對話 

 

研討會召集人張盈堃 

 

在研討會的論文集裡，很少看見有主編報告的篇幅，其實也不太

需要，但研討會最初的構想與實際執行的議程之間產生不小的落差，

所以在論文集的最末頁裡書寫後台的告白，特別是針對研討會中「與

西方論述的對話」這個部分的闕如。「孩童」在本次研討會裡至少涉

及了三種意念，分別是作為歷時性的發展主體、作為共時性的社會關

係性主客體，以及作為概念與象徵的文化體系。因此它主要對應的概

念是含括性較廣的 childhood，而非個體的 child 或 children。 本

研討會所謂的孩童圖像就是針對 childhood 這個概念進行考掘與探

究，並且放在華人文化圈這個脈絡裡。孩童圖像、概念與實踐上的多

樣性，讓晚近社會科學界反省發展心理學的傳統論述脈絡，並重新思

索兒童作為社會關係範疇與體制的文化內涵。相較於發展心理學的主

張，這種新取向是朝著「兒童主體性」與「兒童建構」兩個層次進行

探索，主體性兒童不再以不完整的成人，或是一種純粹的成人社會文

化之受體來指稱兒童。相反地，兒童被當作是一種主詞、具有完備的

社會人格、一種具有自身文化、一種具有主體意識的行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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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哲學的角度來看孩童，同時展現為一種「存有與認識的源初統

一體」(the original unity of knowing and being)與一種「未受馴服

與控管的慾望與意志」(the untamed appetite and the uncontrolled 

will)這二種對立的理解圖像，而這二種不同的理解圖像再現了不同的

哲學傳統所傳承與發展。「存有與認識源初統一體」的孩童圖像，可

追溯至耶穌(Jesus)、柏羅丁(Plotinus)等西方神話根源，孩童是未墮

落的成人，是源初的圓滿和諧性。這種以孩童做為「存有與認識源初

統一體」的圖像，將孩童當成是一種理想原型，是一種成人已失去而

應設法返回的存有狀態。相較於此，另外的哲學論述將孩童看成是需

要繼續發展的未完成階段，甚至已經處於那種「存有與認識源初統一

體」的消逝起點。這種觀點可追溯至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Plato)和亞

里斯多德(Aristotle)。柏拉圖將孩童視為有所欠缺的，相對於成人同

時具備「慾望」(appetite)、「意志」(will) 與「理性」(reason)等三

大面向的自我，孩童的自我中缺乏「理性」，因而其「慾望」與「意

志」是未受馴服、未加控管的，故需要通過教育的施予，使之成為成

人。亞里斯多德認為，孩童乃受制於慾望本性，因而無法通過理性做

出決定，故不可能得到快樂幸福。因此，從這種觀點看來，孩童是未

充分實現的成人，在孩童的自我中，理性還未能駕馭其本能慾望與意

志，因而孩童是未達到平衡的存在狀態，是未受馴服與控管的慾望與

意志。 

    上述這二種孩童圖像的「原型」(arch type)，不斷交纏浮現在不

同年代的西方哲學論述裡頭，也構成不同主體修為的孩童論述觀點，

如洛克（John Locke）假定的是天性本然的兒童（the immanent 

child），皮亞傑（Jean Piaget）則臆想自然發展的兒童（the naturally 

developing child），佛洛依德（Sigmund Freud）學說裡的是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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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的兒童（the unconscious child），至於涂爾幹（Emile Durkheim）

則將社會脈絡下發展的兒童（the socially developing child）視為缺

乏社會性或有潛力發展社會性的胚料。舉例來說，洛克在《教育漫談》

中所談論的「紳士教育」，強調教育在使孩童成為具備「德行、智慧、

禮儀與學問」的紳士特質，孩童必須要受教育才能夠學會良好的德

行，以克制慾望、遵從理性，在這裡我們幾乎看見了對整個亞里斯多

德式的孩童圖像的重述。相對於洛克，以盧梭《愛彌兒》為代表的「自

然主義教育」則隱約延續著那種將孩童當成是存有與認識的源初統一

體的兒童圖像。相較於已經被人手污染的成人，孩童更接近自然的狀

態，更可能擁有源初的人的本性：自由。在洛克與盧梭那裡，我們可

以看見二種不同的孩童圖像所導引出的不同主體修為觀點：強調通過

理性教育來統馭意志與慾望所成就的統合的成人主體，或者強調自然

教育以維持自由天性狀態為主的人的主體。  

人類學家所關心的不是個體的心理想法，而是某一文化群體或社

會群體的集體性心理表徵。從人類學的角度看待孩童，以兒童為主體

的論述主要源自「文化與人格」學派，此學派重視兒童作為文化發展

與社會化的客體，企圖從一個文化族群的兒童養育方式等來解釋某一

特定民族的行為，通常又稱之為民族性或國民性的研究。文化與人格

學派早期以 Ruth Benedict 與 Margaret Mead 主導的「構型學派」

（configurationism）為基礎，認為人類基本的感官會受到環境的影

響，同時人類心靈結構可以用來解釋文化現象的各種規律性，因此人

類學必須探討「個體心靈」與「文化形式」間的關係。以 Benedict

的經典著作《菊花與劍》為例，她認為日本人的兒童養育方式與自我

訓練極端地嚴格，造成其民族性的典型性格是一個人可以在極端相反

的處境中都非常投入，盡心盡力地完成特定目標。基本上，文化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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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派在構型學派之後就將理論模型大要予以固定，亦即將「人格」因

素定位成「中介」（mediating）於「個體」與「文化」特性之研究

重點。 

此外，Sara Harkness 指出人類學理論研究人類發展的原始動機

包括：(1)檢驗過去西方發展出來的人類發展理論是否有民族中心主

義的偏見，並尋求更有效的人類發展理論來解釋「發展」與「文化」

之間的關係。而當今兒童研究分析的單位，不再是行為片段，而是「情

境中的『兒童』（整體）」（child-in-context）。這種觀點強調了「兒

童」與「發展情境」共同形成人類發展的意義單位；(2)更重要的是，

人類學對於文化發展的研究，提升了人類學對於「文化」與「個體」

等核心概念的理解與反省。例如，在符號、認知、實踐與意義等概念

帶領之下，文化概念已經走出了以形式、結構、外在性、規約性等靜

態、同質及統合式的理論架構，並轉向多元化、異質化、未完成式、

以及個體化的理論氣氛。因此當人類學的「文化」概念轉變時，其中

的「兒童」形象隨之轉變。在此脈絡下，二十世紀人類學理論中「兒

童」的圖像，約略是以下述之流程所演進的：從「概括化的『兒童』」

（generalized child）轉向「特定性『兒童』」（particular child），

再轉向「土著式『兒童』」（native child）。Harkness 反省人類學理

論中「兒童」圖像演變，她的結論是兒童全然是一種「文化建構的現

實」（culturally-constructed reality）。 

如果從史學的觀點切入，不得不提到 Aries 出版的《童年的世紀》

一書，該書標示了整個兒童史乃至於兒童社會科學研究的起點。他將

西方「兒童」概念視為西方工業社會現代化產物的宣稱，開啟了西方

探討「兒童」概念作為一種歷史建構的大門。而隨著不同時代「兒童」

概念的探討，益發可見「兒童」概念在不同歷史時段的多樣變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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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的研究包括 Abrahamse 藉由《聖行錄》（hagiography）的記載，

研究早期拜占庭帝國中「兒童」的形象。他發現西元 4 到 6 世紀間，

拜占庭兒童養育的社會文化焦點，在於教會對疑似有「撒旦」本質的

「兒童」所採取的嚴格管控與訓練。而 Kroll 的中世紀研究，則是透

過法律文件、醫療記錄、教會文件與記錄等歷史素材呈現出中世紀兒

童的矛盾形象：一方面兒童被視為是脆弱的、易受傷害、天真的，但

同時兒童又具有一種成人沒有的、能夠親近上帝與超自然界的能力或

本性。Muller 指出「現代兒童」發展的四個階段，以及各階段中的

「兒童」形象特質：(1)第一階段發生於 1750 年左右，當時兒童出生

率與死亡率極高，兒童在此時期被認定是脆弱的、地位容易被取代而

且不重要。(2)第二階段是 1750 年至 1880 年之間，此時期嬰兒死亡

率大降、生育率維持高的水平，這也導致了人口的暴增。快速工業化

與城市化，導致廉價、低生產力的「童工」現象。童工被視為是朝向

理性社會發展的合法步驟，而兒童被認定在 9 歲以後就應該具有生產

力了，工業化導致兒童剝削的社會事實。(3)第三階段是在 1880 年到

1930 年之間，此時期的兒童出生率大降，兒童被認為在家庭中具有

核心般的重要性。盧梭等人「兒童有天真的內涵，社會需要保護其免

受成人腐敗所影響」的浪漫主義觀點，在十九世紀中上層社會中普及

起來。導致兒童為家庭中心的結構因素有很多，例如義務教育及最低

工齡制度的實施，多數家庭移入城市，因此家庭由生產性經濟單位轉

變成為消費單位、以及生產率降低導致家庭規模縮小等等。這些因素

進一步導致親子互動的頻繁，也造成世代間的依賴性增強。同時也造

成核心家庭中父母對兒童的處罰率增高，此時期的兒童形象是天真無

邪但卻容易受污染以及道德淪喪。兒童對家庭的情緒性意義及價值益

發顯著，同時也象徵了家庭向上社會流動的力量，以及父母老年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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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護的來源。(4)第四階段則是由 1930 年至今的這段時期，這個階段

以 1959 年聯合國「兒童權力宣言」為標示，以「兒童中心」為思考

與實踐的主軸，強調對兒童本身需要被瞭解與尊重。 

     最後，社會學式的兒童研究與「兒童史」研究側重不同，它更

關心當下兒童社會生活與遭遇的實況（如 Corsaro 與 James & 

Prout 的代表性經典著作），同時它也主張把「人類發展」視為一種

意識型態予以檢查。它對於傳統「社會化」理論當中忽略兒童主體經

驗、簡化兒童充滿複雜與歧異性的發展歷程，以及社會化論述隱藏的

「目的論」等問題予以批判。James 等人合著的《理論化童年》一

書就提到四種主要的社會學研究取徑，分別是社會所建構的兒童、部

落的兒童、少數團體的兒童，以及社會結構中的兒童。並且以社會學

中兩組基本二分概念，即普遍主義 / 特殊主義，意志論 / 結構決定

論兩組概念區分，來安置這四種研究取徑的理論位置。這兩組概念區

分則涉及四組重要的爭辯課題，即結構 / 行動者，認同 / 差異，連

續性 / 變遷，在地 / 全球。藉由這些理論上的討論，作者釐清了這

四種研究取徑的理論架構。 
意志論 

                                 行動 
                                 差異 
 
 
 
特殊主義          部落兒童                 少數團體兒童             普遍主義 
在地                                                                   全球 
變遷                                                                   連續 
             社會建構的兒童                社會結構中的兒童 
 
 

 
 
 
 
 

                                 認同 
                                 結構 
                                決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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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建構論強調社會制度變遷的影響，比如現代資本主義社會、

勞動力市場的形成，兒童 / 成年間對照遊戲 / 工作區隔逐漸確立。

童年既是被建構而成的，那麼探討童年意像是「如何」被建構出來的，

就逐漸成為研究的重點。研究如何被建構的過程也就探討童年如何被

「表述」(representation)，加上 1980 年以後，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的語言學轉向，因此諸如社會史分析、文化研究、論述分析等更多探

討表述及其運作機制形態。對社會建構主義者而言，社會脈絡下建構

的兒童（the socially constructed child）是多變而充滿意圖的；兒

童並非文化的無知者，對社會生活的規則也不是只有愚昧的、神話

的、表面膚淺的或非理性的理解。兒童所處的世界就和成人一樣是真

實的地域。 

為什麼會使用部落兒童這個概念？最早的概念是要以兒童他們

的觀察眼光來觀看他們的世界，就好像人類學研究般，我們要對某個

特定部落進行瞭解，不能用我們的觀點套在他們身上，我們進入他們

的世界，對他們細膩的活動進行一系列的觀察描述，也就是文化人類

學家 Clifford Geertz 所謂的近經驗。以俗民方法學或民族誌的研究

觀點，來探查孩子所建構的世界，而不是獨斷從成年的觀點來研究孩

子的行動。換言之，對於部落兒童（the tribal child）的探究，藉由

民族誌等詮釋方法將童年生活被仔細記錄註解。 

所謂少數團體的兒童（the minority group child），是將孩子視

為如少數團體般的弱勢，少數團體也意謂著弱勢，但這裡的少數不是

指單純的人數。如果從資源、權力分配的角度來看，兒童也是相對的

弱勢，這種將兒童視為弱勢團體的模式即政治化童年的作法，透過描

述兒童弱勢團體地位的方法，挑戰成人與兒童之間存在的權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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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許多方面兒童本身的脈絡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差異，但問題和其他社

會團體一樣，其缺點在於必須無條件轉換成一個對外政治立場統一的

團體，這樣的分類範疇顯然泯除也忽視了內部的歧異。 

社會結構中的兒童（the social structural child），這跟第一個

「社會建構中的兒童」概念有點類似，強調童年概念是每個社會所建

構出來。每個社會有著不同的兒童圖像，所以兒童在每個社會也是存

在著差別。但社會結構中的兒童與社會建構的兒童的理論架構有別在

於他們的側重點不同，社會結構中的兒童，強調兒童是社會結構中的

一個因素，就如同階級、性別、種族一般。每個兒童都會被放在一個

位置是無能且需要被保護的，他被放在某個地方，產生某些關係。這

些社會結構上的關係影響了各個社會的童年意象，每個地方的兒童都

有其特殊性，有其在地生活的日常世界。社會結構的童年研究取徑同

時強調普遍性與特殊性。就普遍性而言，雖然 Aries 指出現代的童年

意像是自文藝復興以來逐漸形成，在此之前，大多數社會並未有如此

的童年意象。但這並不代表每個社會沒有他自己的童年意象。在不同

的社會中，童年是必要的社會建構，是每個社會都會有的圖像範疇。

因為童年是一個普遍性的概念，這是社會結構中的一環，但是這個普

遍的範疇卻沒有普遍同質的意涵作為社會結構中的一環，童年在不同

社會結構中的位置，權力關係及其特性，往往隨著其結構性的差異而

有所差別，這正是其特殊性的一面。瞭解童年概念的普遍性，讓我們

不會把童年看成是過渡、被動的形態，正視其特殊性，則讓我們避免

單面向界定童年的本質。James 等人認為這樣的研究取徑，讓我們

能夠瞭解童年這個主題(subject)有其主體性(subjecticity)。 

回到本次研討會的核心主題—孩童圖像，西方學界對孩童圖像探

討的面向很廣包括：(1)教育論述面向--在不同社會和文化脈絡中出



                                                              附錄：與西方論述的對話 

 487 

生、成長的兒童，也就承攜了不同社會文化中對兒童的想像和論述、

(2)道德論述面向--探究有關「好兒童」、「模範兒童」、「頑童」、「惡童」

等判準的社會規範和參照標準如何形成，並檢視其影響力、(3)社福

論述面向--探究貧窮、失業、隔代扶養、家暴、移民婚姻或不同種族

背景對於兒童生存的實際影響，以及社福論述或政策如何描述兒童的

處境和可能的對待方式、(4)大眾傳播論述面向--瞭解兒童使用哪些媒

體、如何被媒體影響、兒童詮釋媒體訊息的主動權可能為何、(6)全

球資本主義論述面向--探究兒童如何被商業體系設定為主要消費者，

兒童在消費市場上的選擇權和覺知等，以及瞭解第三世界貧窮階級的

孩子如何變成被剝削的童工，在工作條件惡劣的情況下為第一世界的

兒童提供便宜的玩具。研討會受限投稿的內容與主辦單位的機構效

應，無法完全依照這樣的分類進行，多數的文章集中在教育與道德論

述這兩個面向，希望未來能更進一步針對細項做更深入的探討。 

在目前中文的書籍或翻譯書裡，比較常見的童年相關讀本，包括

David Buckingham 的《童年之死：在電子媒體時代長大的孩童》、

Neil Postman 的《童年的消逝》、Collin Heywood 的《孩子的歷史》、

Tess Ridge 的《童年貧窮與社會排除：兒童的觀點》，以及熊秉真教

授所寫的《童年憶往：中國孩子的歷史》、《安恙：近世中國兒童的疾

病與健康》、《幼幼：傳統中國的襁褓之道》等。在 2008—2010 期間，

屏東教育大學的教師研究社群透過翻譯或是合集的方式也在這個議

題上出版過五本專書，包括《兒童的田野工作》(2008)、《童年與社

會：兒童社會學導論》(2009)、《兒童 / 童年研究的理論與實務》

(2009)、《童年的凝視：兒童的文化研究選集》、《研究兒童 / 兒童研

究：從理論到實務的田野工作》(2010)。此外，相關的讀書會包括

2008 年屏東教育大學舉辦的兒童與文化讀書會、2008—2009 年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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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舉辦的童年論述經典讀書會，以及 2012 年政治大學幼兒教育研

究所舉辦的日本的文化分析與教育現場讀書會。最後者的讀書會類似

本次研討會的討論方式，鎖定日本這個特定的文化區域，並區分為(1)

從文化他者的角度對日本教育的文化想像、(2)日本教育、國家與意

識型態、(3)日本文化下的身體與教育、(4)日本教育脈絡下的母職建

構，以及(5)日本教育現場所教何事等五個面向進行討論，詳細的書

目如下： 

Holloway. S.(2000). Contested Childhood: Diversity and Change in 

Japanese Preschool. New York: Routledge. 

Benjamin, G.(1998). Japanese Lessons: A Year in the Japanese School 

Through the Eyes of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and Her Children. New 

York: NYU Press. 

McVeigh, B.J. (2000). Wearing Ideology: State, Schooling and 

Self-Presentation in Japan. Berg Publishers. 

Dawson. W. (2008). Civic Education in Japan: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in 

the Japanese Middle School. VDM Verlag. 

Ben-Ari, E. (1996). Body Projects in Japanese Childcare: Culture, 

Organization and Emotions in a Preschool. New York: Routledge. 

Feiler, B. (2004). Learning to Bow: Inside the Heart of Japan. William 

Morrow Paperbacks. 

Allison, A. (2000). Permitted and Prohibited Desires: Mothers, Comics, 

and Censorship in Japa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Uno, K.S. (1999). Passages to Modernity: Motherhood, Childhood, and 

Social Reform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Japan.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Peak, L. (1993). Learning to Go to School in Japan: The Transition 

from Home to Preschool Lif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ewis, C.C. (1995). Educating Hearts and Minds: Reflections on 

Japanese Preschool and Elementary Educ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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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幾本期刊曾經以兒童或童年作為專刊的主題，以人類學學門的

期刊來說，《American Anthropologist》 這本期刊在 2007 年出版

的 109 卷第二期，其主題就是「In Focus: Children, Childhood, and 

Childhood Studies」，而《Anthropoligca》這本期刊，在 2001 年

出版的 43 卷第二期，其主題為「Anthropology, Feminism and 

Childhood Studies」。在人文學門裡，《Critical Quarterly》這本期

刊在 1997 年出版的 39 卷第三期的主題，就是「The End of 

Childhood ?」。至於在教育學門裡，《Journal of Curriculum 

Theorizing》這本期刊在 2003 年出版的 19 卷第二期的主題，就是

討論到「Childhood & Cultural Studies」。有關童年的相關論述，

當然並不僅此而已，還包括更多更多有待我們閱讀的書目，以下依照

通論性質、研究方法、消費 / 媒體 / 日常生活，以及華人研究這四

個面向所整理出來的書目，供有興趣的朋友參考，但這不是完整的書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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