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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旨在瞭解托兒機構實施親職教育的情形，以及探討機構內教保工

作人員對親職教育評鑑指標的看法以及與評鑑結果之相關情形。本研究

採用問卷調查的方式，以台北市 94 及 95 年度曾接受過評鑑的托兒機

構，其機構內的教保工作人員為研究對象，以「托兒機構 教保工作人員

對親職教育評鑑相關看法」之問卷為研究工具，得有效問卷 303 份；研



究資料經描述性統計、平均數差異檢定以及相關性分析，主要發現如

下：一、托兒機構實施親職教育的方式，主要是以一對一式的親師互動

為主，對多元性的家長參與或社區資源的運用等，推動較少。二、托兒

機構教保人員在推行親職教育上，認為較有困難的項目偏重在社區(活

動)、資源運用方面，以致實施的頻率偏低。三、教保工作人員對親職教

育評鑑指標的瞭解程度是高於指標的適用程度，表示一些評鑑指標的內

涵雖被教保工作人員認同，但在現場實際去推行卻是有困難的。四、親

職教育評鑑指標對教保人員個人專業能力以及對機構內教保品質的提昇

程度，在看法上是被大部分人員所肯定的。五、教保工作人員認為親職

教育實施的困難度與其園所在某些部分的評鑑得分，是有顯著相關性，

即認為困難度越高者，評鑑得分越低；但其他各項的顯著相關性較少。

六、對「鼓勵推選家長代表或成立組織」評鑑指標各項的調查上，大多

呈現不認同的結果，尤其在質性意見調查上，提出應刪除此評鑑指標項

目的建議。  

摘要

(英) 

The study aims to discern the state of parenting education, and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s of the ideas concerning indicator and the evaluation results among the 

administrative and teaching staffs at child daycare centers. The study utilizes the 

questionnaire method by focusing on the administrative and teaching staffs at child 

daycare centers, evaluated in 2005 and 2006 as the study subjects. Through 

purposive sampling, the data are derived a total of 303 valid questionnaire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es are computed for data analyses. The 

key findings as follows : 1. The statistical means show that the way of 

implementing parenting education tends to heed to the one-on-one teacher-parent 

interaction , but less in promoting parenting education or using community 

resources . 2.The difficulty in promoting parenting education lies largely in the 

aspects of community activities,and making good use of resources. 3.With a rather 

high level of comprehension toward the evaluation indicators of parenting 

education, however the lower level when it comes to the application of the 

evaluation indicators for the respondents. That is, although the essence of certain 

indicators is recognized , there are some difficulties in actual filed implementation 

for parenting education at child daycare centers. 4.The evaluation indicators of the 

parenting education contribute toward enhancing the individual proficiency and a 

daycare center’s overall teaching and caring quality . 5.The difficult level of 

implementing some parenting education and the evaluation scores are significantly 

negative correlated. It means that the higher the difficult level that the respondents 

answer, the lower the evaluation score in their parenting education would be . 

6.With regard to the evaluation indictor of “ encouraging the nomination of 

parental representatives or committees ”, a majority of the respondents have a 

negative response, and have also proposed with recommendation to delete the 

category, particularly when it comes to quantitative opinion .  

論文

目次 

第一章 緒 論 -------------------------------------------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

-------------------------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 ------------------------------------- 5 第三

節 研究問題 ------------------------------------- 7 第四節 名詞解釋 -------------------



------------------ 7 第五節 研究限制 ------------------------------------ 9 第二章 文

獻探討 --------------------------------------- 11 第一節 托兒機構的評鑑 ----------

------------------- 11 第二節 親職教育的實施 ----------------------------- 28 第三

節 托兒機構的親職教育 -------------------------- 38 第三章 研究方法 ------------

--------------------------- 47 第一節 研究架構 ----------------------------------- 47 第

二節 研究對象與範圍 ------------------------------ 48 第三節 研究工具 -----------

------------------------- 49 第四節 研究流程 ------------------------------------ 53 第五

節 資料處理 ------------------------------------ 55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分析 ---------

------------------------- 57 第一節 樣本資料描述分析 ---------------------------- 57 

第二節 托兒機構內親職教育的實施形 ------------------ 61 第三節 托兒機構

教保人員對親職教育評鑑指標的看法 ---- 64 第四節 背景變項對親職教育

之實施及對親職教育評鑑指標看 法之差異情形 -------------------------------- 

70 第五節 親職教育實施情形及評鑑指標的看法與評鑑得分相關 情形及

質性意見 -------------------------------- 111 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

------------------ 117 第一節 研究結論 ----------------------------------- 117 第二節 

研究建議 ----------------------------------- 122 參考文獻 --------------------------------

--------------- 129 一、中文部分 ---------------------------------------- 129 二、英文

部分 ---------------------------------------- 134 附 錄 ---------------------------------------

----------- 136 附錄一 問卷審查之專家名單 ---------------------------- 136 附錄二 

專家效度問卷 ---------------------------------- 137 附錄三 正式問卷 ----------------

---------------------- 148  

參考

文獻 

一、中文部分 王連生(2003)。親職教育-理論與應用。臺北：五南。 王靜

珠(2001)。托育機構行政管理與實務。臺北：華騰。 王文科(2002)。教育

研究法(七版)。臺北：五南。 江麗莉(1997)。邁向專業成長之路。新幼

教，14，4-6。 何希慧(2005)。教學視導人員專業培訓之探討。見潘慧玲

主編「評鑑回顧與展望」專書，頁 132-151。臺北：心理。 周淑惠、江麗

莉(1995)。我國幼稚園評鑑制度。中國教育學主編「教育評鑑」專書，頁

327-357。臺北：師大書苑。 長庚技術學院(2004)。臺北縣九十三年度公

私立托兒所評鑑報告。未出版，臺北縣。 吳亦麗(1998)。臺北縣市幼兒

園實施親職教育之發展研究。國立台灣 師範大學家政教育研究所碩士論

文，未出版，臺北市。 吳清山、林天佑(1997)。教育選擇權。教育資料

與研究學刊，16，82。 吳淑麗(2004)。教育評鑑模式。臺北：心理。 邱

書璿、汪麗真(2000)。家長對園所親職活動參與之意願與需求調查 研

究。經國學院，20，71-88。 林峰洹(1997)。從教育改革談教師專業成

長。竹縣文教，17，4-6。 林惠娟(2006)。有效的教保人員專業成長輔導

模式。2006 年 11 月 2 日，取自朝陽科技大學網站：

http://www.cyut.edu.tw/~olin/book/02-lhtm。 洪毓瑛譯(2005)。幼教綠皮書。

臺北：和英。 翁麗芳(1997)。評鑑政策的形成與實施。成長幼教季刊，

7，42-47。 徐吉宜(2005)。幼兒園內的親職教育。2005 年 9 月 1 日，取自

臺北市托育資訊服務網站：http://www.kids.taipei.gov.tw。 黃光雄(1989)。

評鑑導論-評鑑教育的模式。臺北：師大書苑。 黃光雄主譯(2006)。系統

的評鑑：理論與實務的自我教學指引。臺北：師大書苑。 黃?毓等

(2001)。家庭概論。臺北：空中大學。 黃德祥(2004)。親職教育(二版)。

臺北：偉華。 黃曙東(2006)。評鑑學術巨擘 Dr.Daniel Stufflebeam。評鑑雙



月刊。3，74-78。 許玉齡(1998)。桃竹地區幼稚園園長領導措施與教師工

作滿意度之相關研究。新竹師院學報，11，281-300。 許玉齡(2005)。幼

稚園園長專業能力發展指引初探。2005 幼兒教育專業、品質與卓越學術

研討會論文集，1-2。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 許瑛真、廖

信達、歐姿秀(2000)。八十八下半年及八十九年度臺北市托兒所業務評鑑

報告，未出版，臺北市。 湯志民(2003)。臺北市國中校務評鑑實施之評

析。教育資料與研究期刊，50，22-27。 湯志民(2005)。學校評鑑理論與

實務：北桃三縣市國民中學校務評鑑之探析，見潘慧玲主編「教育評鑑

之回顧與展望」專書，252-292。 馮燕、王美恩、石美智、蔡延治、許瑛

真(2001)。九十年度臺北市托兒所業務評鑑報告，未出版，臺北市。 曾

淑惠(2004)。教育評鑑模式。臺北：心理。 馮燕、尹亭雲、歐姿秀、許

瑛真(2004)。九十三年度臺北市托兒機構評鑑報告，未出版，臺北市。 

馮燕(1999)。托育服務的社會福利地位。社會工作學刊，5，1-35。 張金

淑(2006)。師資培育中心評鑑之分析。當代教育研究季刊，14，25-54。 

張耐(2006)。親師之間－雙向溝通、三贏效果。2006 年 11 月 21 日，取自

臺北市教育入口網：http://www.tp.edu.tw/教職百寶箱。 張鐸嚴、何慧敏、

陳富美、連心瑀(2004)。親職教育。臺北：空中大學。 廖信達(1997)。八

十六年度臺北市托兒所評鑑報告，未出版，臺北市。 廖信達、蔡延治、

許瑛真(1999)。八十八年度臺北市托兒機構評鑑報告，未出版，臺北市。 

廖信達(2003)。臺北市托兒所評鑑分析。臺北市政府公務人員訓練中心社

福機構輔導員成長工作坊，未出版，臺北市。 蔡延治(2003)。托兒所教

保活動與評鑑。臺北市政府公務人員訓練中心社福機構輔導員成長工作

坊，未出版，臺北市。 蔡春美、張翠娥、陳素珍(2001)。幼教機構行政

管理：幼稚園與托兒所實務。臺北：心理。 蔡春美、張翠娥、陳素珍

(2003)。幼教機構行政管理(第二版)。臺北：心理。 蔡春美、翁麗芳、洪

福財(2005)。親子關係與親職教育。臺北：心理。 潘慧玲(2005)。教育評

鑑的回顧與展望。臺北：心理。 賴志鋒(1997)。臺北市幼稚園後設評鑑

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薛婷芳

(1999)。從幼稚園參與評鑑之經驗看幼稚園在教保轉變之歷程。國立師範

大學家政教育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簡聰海(1999)。全面品

質管理。臺北：高立。 蘇慧雯(2003)。臺北市幼稚園後設評鑑之研究。

臺北市立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鍾思嘉

(1998)。親職教育的規劃與實施。學生輔導雙月刊，59，16-25。 二、英

文部分 Berdekamp,S.,& Rosergrant,T.,eds.1995.Reaching potentials: 

Transforming early childhood curriculum and assessment. volume 2. Chap.3. 

Washington, DC: NAEYC. Berger,E.H.(1995). Parents as partners in education: 

Families and schools working together. (4thed.) Chap.1. Englewood Cliffs ,NJ: 

Pretice-Hall. CIPP(1993)：//www/cc/ntut.edu.tw/~tsengsh/. Comer,J.,& 

Haynes,M.(1991). Parent involvement in schools : An ecological approach. 

Elementary School Journal,91,271-278． Hornby,G.(2000).Improving 

communication with parents.In G.Hornby Improving parental involvement.(pp.32-

49). New York： Cassell.. McMillan & Schumacher (1997).Research in 

education：A conceptual Introduction (Forth Edition).New York : Addison- 

Wesley Educational Publishers.Chap.1.440。 Sanders,J.R.(2002)：Presidential 



address：On mainstreaming evalu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Evaluation,23(3),1-

19。 Stufflebeam D.L.(1971). The relevance of the CIPP evaluation model for 

educational accountability. Journal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Education. 

5,19-25. Stufflebeam D.L.(2000). Foundational models for 21st century program 

evaluation. In D.L.Stufflebeam,A.J.Shinkfiled,& T.Kellaghan(Eds), Evaluation 

models: Viewpoints on educational and human services evaluation(2nd,ed.),33-83. 

Swick,K.J.(1992).Teacher-parent partnerships.ERIC Digest. Champaign ,IL：

ERIC Clearinghouse on Elementary and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ERIC 

Document No.ED351149).  

論文

頁數 
154 

附註 
 

全文

點閱

次數 
 

資料

建置

時間 
 

轉檔

日期  

全文

檔存

取記

錄 

 

異動

記錄 
M admin Y2008.M7.D3 23:18 61.59.161.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