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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探討影響臺北縣公立幼稚園效能的因素，以自編「臺北

縣公立幼稚園效能影響因素調查問卷」作為研究工具，並採普查方式調查

臺北縣公立幼稚園教師為 886 位，總計回收問卷 754 份，有效問卷 748

份，有效回收率為 84.42％。問卷資料分析則採用描述統計、獨立樣本 t 檢

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森積差相關及多元逐步迴歸等統計方法。 研

究結果顯示，整體效能影響因素呈現中上程度，且以教師素質、課程與教

學兩項表現最優；而幼稚園效能現況則以教師專業表現最佳。而學校背景

變項中的幼稚園規模大小、學校類別則與組織凝聚力達到顯著差異；教師

背景變項則以教師擔任職務的不同與組織凝聚力、社區家長參與度及幼稚

園整體效能達到顯著差異；園主任產生方式與幼稚園各效能面向亦呈現顯

著差異。此外，效能影響因素與幼稚園效能間呈現顯著正相關，並以教師

素質最能有效預測幼稚園效能。 依此，建議教育主管機關應培訓幼稚園主

任領導能力，訂定園主任任用制度，並設計精緻研習課程，激勵並規範教

師參與進修。其次，學校領導者應增進對幼稚園的認知，提升彼此間的契

合度、豐富溝通管道，辦理多元內部活動，提升團隊向心力。最後，教師

則應提升專業知能與自我效能，並強化與社區家長的互動，以增進社區家

長對幼稚園的支持，使幼稚園效能得以展現與提升。  

摘

要

(英)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factors that affecte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ublic 

kindergartens in Taipei County. The research data was collected by a self-designed 

questionnaire entitled “Factors Affec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ublic 

Kindergartens in Taipei County.” The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to all of the 

public kindergarten teachers in Taipei County. There were 754 copies of 

questionnaire sent out and with 748 valid returns at response rate of 84.42%. The 

following statistical methods were adopted to analyze data, including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test, one-way ANOVA, Pearson’s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the 

multiple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etc. The result of this study indicated that the 

level of overall factors affec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ublic kindergartens in 

Taipei County was above average, besides, the factors of teacher quality and 

curriculum teaching had highest scores. Currently,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ublic 

kindergartens in Taipei County manifested the best in the teachers’ professional 

performance. Among background variables of the school, differences in the size of 

the kindergarten and the category of the elementary school influenced group 

cohesiveness significantly. Teachers held different job responsibilities perceiv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following variables, including group cohesiveness, 

parents’ participation and the overall kindergarten effectiveness. Different ways of 

selecting the kindergarten directors also had significant impacts on various aspects of 

kindergarten effectiveness. Furthermore,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factors affecting effectiveness and the kindergarten’s effectiveness, among 



which the factors of teacher quality could best predict the effectiveness of a public 

kindergarten.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it is suggested that Bureau of Education 

should cultivate leadership for the public kindergarten directors and set up clear 

guidelines with regard to the selection of public kindergarten directors. Quality 

training programs should be designed and provided to the kindergarten teachers who 

should also be encouraged and mandated to participate in professional education. 

Moreover, the school leaders should enhance their understanding regarding 

kindergarten’s affairs and improve reconciliation between the kindergartens and the 

elementary schools. In order to enhance group identity, a variety of communication 

channels and internal activities should be provided. Finally, teachers should 

continually improve their professions and self-efficacy as well as increase interaction 

with parents and the community in order to gain their supports for the kindergarten, 

so as to manifest and to promo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kindergar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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