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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 

本研究旨在探討台北縣托兒所教保人員兒童人權認知與實踐的情況，並瞭

解教保人員在不同背景變項（年齡、年資、教育背景、托兒所性質、任教

班別、全所幼兒數、師生比、教養子女經驗）上兒童人權認知與實踐的差

異情形。為達成研究目的，以台北縣托兒所教保人員為對象，採自編的

「台北縣托兒所教保人員兒童人權認知與實踐問卷」進行問卷調查，共發

出 600 份問卷，回收 410 份，有效問卷 402 份，回收率 68％，可用率 67

％。回收資料以 SPSS 統計軟體進行描述性統計、t 考驗、單因子變異數分

析等統計分析。研究結果如下： 一、台北縣托兒所教保人員兒童人權認知

正向與實踐積極，兒童人權認知與實踐各層面的平均數由高至低依序是：

平等權、健康權、隱私權、自由權。 二、台北縣托兒所教保人員兒童人權

認知整體情況因年齡、年資、教育背景不同而有差異。 （一）自由權層面

的認知因年資、托兒所性質 不同而有差異。 （二）平等權層面的認知因年

齡、教育背景、師生比不同而有差異。 （三）隱私權層面的認知因年齡、

年資、教育背景不同而有差異。 三、台北縣托兒所教保人員兒童人權實踐

整體情況因年資、任教班別不同而有差異 （一）自由權層面的實踐因年資

不同而有差異。 （二）平等權層面的實踐因年資不同而有差異。 （三）隱

私權層面的實踐因教育背景、任教班別不同而有差異。 （四）健康權層面

的實踐因任教班別、全所人數、師生比不同而有差異。 四、台北縣托兒所

教保人員兒童人權的認知與實踐呈現知行不一致的情況。 最後本研究依據

研究發現及研究工具提出建議，以提供教保人員、政府機關和後續研究者

參考。 

摘

要

(英

)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confer early childhood educators’ cognition and 

practice of children’s rights in Taipei County.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Children’s Rights Cognition and Practice for Early Childhood Educators” was 

conducted. A total of 600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to public and private 

preschools in Taipei County, and 402 valid ones were returned. SPSS statistic 

software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collected data. The approaches used include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test, and one-way ANOVA. The main results are described as 

follows: 1. Early childhood educators’ cognition and practice of children’s rights 

in Taipei County are now considered satisfactory. The mean order of children’s 



rights cognition and practice from high to low is as follows: equal right, health right, 

privacy right and freedom right. 2. Early childhood educators’ cognition of 

children’s rights in Taipei County differs significantly with age, teaching years, and 

education background. (1) The cognition of freedom rights differs significantly with 

teaching years, and type of preschool. (2) The cognition of equal rights differs 

significantly with age, education background, and teacher-student ratio. (3) The 

cognition of private rights differs significantly with age, teaching years, and 

education background. 3. Early childhood educators’ practice of children’s rights 

in Taipei County differs significantly with years of work experience in education, and 

the type of class. (1) The practice of freedom of rights differs significantly with 

teaching years. (2) The practice of equal rights differs significant with teaching years. 

(3) The practice of private rights differs significantly with education background, and 

type of class. (4) Early childhood educators’ practice of health rights differs 

significantly with type of class, number of the infants in the preschool, and teacher-

student ratio. 4. Early childhood educators’ cognition of children’s rights is 

inconsistent with practice in Taipei County. Based on the findings above, suggestions 

were made to the early childhood educators and government educational agencies on 

how to solve this discrepancy and those who will study fur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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