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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在探究幼兒老師與家長間不愉快的經驗。為達此目的，

本研究採質化研究方法，以立意取樣的方式選取台北縣市八位公私立幼稚

園和托兒所老師為研究對象，進行半結構式的訪談，瞭解導致親師間不愉

快的原因、幼兒老師如何因應與家長間的不愉快、與家長產生不愉快時有

何感受與看法，以及不愉快對幼兒老師產生的影響為何等。本研究主要發

現如下： 一、幼兒老師感受到親師間產生不愉快的原因分別為：「生活照

顧的差異」、「溝通不良」、「教養問題的爭議」、「對教育成效的要求

有落差」，以及「處事態度的不同」等五大項目。 二、幼兒老師處理與家

長間不愉快時會因為一些內在和外在的因素調整自己的因應方式。老師們

所採取的因應策略有：第三者的支持與協助、順應家長的要求、調整部份

作法或態度、教育家長、釐清事情的真相、與家長共同解決問題、以具體

事證取信於家長、一而再地與家長進行溝通、儘量避免不愉快的發生、堅

持既有的理念與作法，或逃避現況等。 三、影響幼兒老師選擇處理策略的

相關因素有：園所的經營理念、主管的領導風格，以及家長的反應。 四、

幼兒老師處理不愉快後，獲得的結果有親師間的關係獲得改善、家長肯定

與認同老師、家長配合老師的要求、家長讓幼兒轉換學習環境，以及問題

仍舊存在等。 五、在幼兒老師對不愉快經歷的感受方面，多數老師內心皆

會感到難過、無奈與挫折，而部份老師則可理解和體諒家長關愛子女的心

情。 六、幼兒老師對親師間產生不愉快的看法歸納起來有：家長的教養態

度不適切、家長不瞭解幼兒的發展與學習狀況、家長對事物接受度的不

同、家長應為幼兒的教育負責、家長處理問題的態度不適切，以及親師合

作有助於問題的改善等六項。 七、研究發現親師間的不愉快對幼兒老師多

為正面的影響，但部份老師與家長、幼兒和主管間的關係，也會因此產生

些許的負面變化。 本研究最後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以供幼兒老師、家

長以及幼兒園所之行政人員參考，並提出未來研究可進行之方向，供有志

從事相關研究之參考。  

摘

要

(英

)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explore displeasing experiences between early 

childhood parents and teacher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purpose, this research used a 

qualitative approach and selected 8 research participants of kindergartens or 

preschools teachers using the strategy of purposeful sampling.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to realize the reasons of the displeasure between parents 

and teachers, early childhood teachers how to handle displeasure with the parents, 

how they experience during displeasure with parents, and what influence on the 

teachers with displeasure. The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are as following: 1. What the 

early childhood teachers experienced the displeasure between parents and teachers 

are: “ Difference in living of taking care of, “Incorrect communication”, 

“Dispute over teaching and bringing up problems”, ”Discrepancy of request for 

educational effect”, and “Diverse manner”. 2. Early childhood teachers adjusted 

their ways due to some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when they handled displeasure 

with parents. What strategies teachers adopted are: Other professional’s support and 

assistance, teachers submit parents’ request, change parts of their ways or attitude, 

conducting the parents, clarifying the truth, parents and teachers work together to 

solve the problem, convincing of parents with concrete evidence, communicating with 

the parents constantly, avoiding displeasure occurrence as much, insist their basic 

ideal of teaching with capacity, escap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etc. 3. Relative factors 

that affecting early childhood teachers to choose handling strategies: Beliefs of 

managing the institutions, leadership style of the director, and parents’ response. 4. 

Early childhood teachers handled the displeasure afterwards and then obtained 

outcomes as follo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s and teachers improved, 

teachers acquired affirmative and recognition from parents, parents meet teachers’ 

requirement, parents transferred their child to another institution, and problems still 

existed. 5. Aspects of feeling that early childhood teachers confronted with 

displeasing experience, most teachers would feel sorrow, incapability, and setback, 

fewer teachers would realize and be considerate the mood of the parents concerning 

with their kids. 6. Early childhood teachers had opinions about the displeasure 

between parents and teachers could be induced as follow: Inadequate upbringing 

attitude of parents’, parents do not understand child’s development and learning, 

the different degree of acceptance from parents, parents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their child’s education, inadequate attitude of problem solving of parent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parents and teachers would be helpful for improving problems. 

7. To the teachers, the displeasure between parents and teachers would be a positive 

influence mostly in the research, but some teachers’ relationship with parents, 

children, and the directors would generate some negative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the findings above, suggestions were made for kindergarten and preschool teachers, 

parents, and the administrators of the early childhood reference. Issues for further 

study were also discussed for the people’s reference that is to conduct relativ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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