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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本研究旨在瞭解臺北市幼稚園實施英語學習活動之現況以及幼稚園園長與

教師對於幼稚園實施英語學習活動的意見，採問卷調查方式，以臺北市公

私立幼稚園園長和教師為研究對象，共寄發園長問卷 354 份，得有效問卷

222 份，教師問卷 354 份，得有效問卷 219 份。所得資料經描述性統計和卡

方考驗等分析，主要發現如下： 一、臺北市幼稚園英語學習活動實施現況 

(一)有 39.6 %的公立幼稚園以及 96.4 %的私立幼稚園有實施英語學習活動。

公立幼稚園師資大部分為幼稚園教師且英語不錯者，而私立幼稚園大部分

為幼稚園自聘專任英語教師。 (二)有近五成的幼稚園以一週上幾堂課的方

式教授，近四成嘗試將英語融入中文單元或主題課程。整體來說，幼稚園

進行英語學習活動每週至少兩天以上，且六成以上每次至少進行半個小

時。除正式活動外，有七成的帶班教師會鼓勵幼兒用英語交談。 (三)超過

八成的幼稚園都有教師參與決定課程安排方式、活動方式與教材。教材來

源多使用坊間市售的現成教材，只有不到三成的幼稚園是由教師自編。教

學方法以趣味性遊戲和詩詞歌謠帶動唱最常被採用。評量方式以遊戲中評

量和課堂表現評量最常被採用，而缺乏英語教學能力的合格幼教師資、教

師可進修研習的管道不足、教師缺乏英語教學方法的訓練是目前最常遭遇

的問題。 二、臺北市幼稚園園長及教師對幼稚園實施英語學習活動的意見 

(一)認為幼兒能樂於參與英語學習活動為首要目標，與學習主題、節慶時

令、生活用語、招呼相關的內容皆適合融入至幼兒學習活動中。 (二)認為

最適合的教學方法為趣味性遊戲和詩詞歌謠帶動唱，最適合的評量方式為

遊戲中評量，最適宜實施年齡為 5-6 歲，一週內進行英語學習活動的總時

間以 5 小時以內較為合適。 (三)認為最適宜的師資需同時具備幼兒英語教

學專業知能與幼兒教育專業資格。另外教學時常感困擾的問題是英語專業

知能不足、缺乏英語教學方法的訓練。 三、臺北市幼稚園園長對英語學習

活動意見與實施現況之差異 對於一週內進行英語學習活動的總時間意見和

目前實施現況並無顯著差異，但對於幼兒英語學習活動的教學方法、評量

方式、師資專業背景之意見和目前實施現況有顯著差異。 最後根據研究結

果提出建議，以供政策擬定、師資培育以及幼稚園英語學習活動設計之參

考。  

摘

要

(英)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and the opinions of 

kindergarten principals and teachers regarding English learning activities at 

kindergartens in Taipei city. 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employed and 

the kindergarten principals and teachers in public and private kindergartens in Taipei 

city were taken as research subjects. 354 questionnaires had been sent to the 

principals to complete and 222 were returned as valid; 354 questionnaires had been 

sent to the teachers to complete and 219 were returned as valid.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hi-square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collected data. Research findings 

include: 1.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nglish learning activities at kindergartens in 



Taipei city. (1)39.6% public kindergartens and 96.4% private kindergartens have 

implemented English learning activities. Most of the English teachers in public 

kindergartens were kindergarten teachers whose English were good. Most private 

kindergartens employed full-time English teachers. (2)About 50% of public 

kindergartens, the teachers instructed students in English with several lessons on a 

weekly basis. About 40% of private kindergartens, the teachers attempted to integrate 

English into Chinese unit or the thematic curriculum. Generally speaking, 

kindergartens implemented English learning activities at least twice a week, and for 

more than 60% of these activities, each of them lasted at least half an hour. Besides 

formal activities, 70% kindergarten teachers encouraged children to speak English. 

(3) More than 80% of the teachers participated in the decision of curricular 

arrangement, activity type, teaching materials at the kindergartens. Most of the 

teaching resources came from marketable ready-made teaching materials. Less than 

30% were created by the teachers themselves. The most often used teaching methods 

were interesting games and melodies. And the most often used assessments were 

activity-playing performances and class group performances. The difficulties of 

implementing English learning activities are (a) lacking of certificated kindergarten 

teachers who possess English teaching ability, (b) there are not enough opportunities 

for teachers for their on-the-job training, and(c) lacking of training in English 

teaching methods amongst teachers. 2. The opinions of kindergarten principals and 

teachers at kindergartens in Taipei city. (1)The major goal should be focused on 

children’s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English learning activities.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following should be integrated into children’s learning activities: relevant 

contents of the study subjects, the festival seasons, everyday terminologies and 

greetings. (2)The most favorable teaching methods are interesting games and 

melodies. And the most favorable assessments are play-based assessments. The most 

suitable age for implementing these English learning activities is 5-6 years old. The 

most appropriate timeframe for implementing English learning activities is no more 

than 5 hours per week. (3)The most appropriate teacher should possess specialized 

English teaching knowledge and specialized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qualific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confusing problems in teaching are lacking of specialized 

English knowledge and teaching methods. 3.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kindergarten 

principals’ opinions regarding English learning activities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Taipei city. The kindergarten principals in Taipei city did not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the opinions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total time in implementing 

English learning activities. Bu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the teaching 

methods, the assessments, specialized background of teachers and the implementing 

situation for kindergarten English learning activities. Based on the findings above, 

suggestions were made for policy making, teacher training, and kindergarten English 

learning activity design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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