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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文獻探討分為五節，研究者首先釐清品質的意義與概念，其次探究幼兒園教

育品質概念之範疇與內涵，繼而整理出幼兒園教育品質指標，最後就指標體系建

構方法做一探討。 

第一節 品質概念 

    品質是一個難以捉摸的（slippery）概念（Pfeffer & Coote，1991，p31），對不

同的人有不同的意涵（Bradley，1993；Scherkenbach，1991；Deming，1991；Juran 

& Gryna，1980；Ishikawa，1985）。每個人都贊同有品質的教育，然而，對於品質

所指何物卻缺乏共識，這也是爭論起始的源頭。因此，我們必須對品質的意義有

清楚的了解，以避免成為一個唱高調而少實用價值的字眼（word）(Sallis，1993，

p21)。在本節中，研究者從品質的字源與字義著手，進而根據品質概念的特性，

探討品質的意義。 

壹、品質的字源與字義 

根據辭海（1981）、辭源（1960）以及漢語大字典（1989），品質的字義為： 

1. 品：物件；評斷、衡量；第其階格也。 

2. 質：性也；本也。 

「品質」二字除了指「物品的性質」（辭源，1960）外，品質具有「評斷物

品的優劣、第其階格」之意涵，因此，品質亦可指產品或工作的優劣程度（辭海；

漢語大字典）。 

品質（quality）源於拉丁文的qualis一字，意指「某一種的」（Sallis，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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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品質的談論有其脈絡性的意涵，品質是一個動態概念（Moss & Pence，1994），

其意義會隨著時間、空間的不同而改變(Bradley，1993；Dahlgaard、Kristensen and 

Kanji，1998)。 

綜合中英文的解釋，「品質」除了是事物的本質，更進一步指出產品或工作

的優劣程度，而判別優劣程度的方法與規準，則因時空脈絡而有不同。 

 

貳、品質概念的特性 

由品質的字源與字義觀之，「品質」指出產品或工作的優劣程度，品質一詞

具有脈絡性與價值性之特性： 

（一） 脈絡性 

（1） 空間：Dahlgaard等人(1998)認為，品質的意義會隨著產業的轉換而

改變。 

（2） 時間：品質的定義隨時間不斷演化（Moss，1994，P1），昨日的品

質不再是今日的品質，今日的品質也未必滿足未來的品質要求

（Bradley，1993）。 

（二） 價值性：品質涉及優劣程度的評斷，選擇哪種判準、誰來評斷等議題，

使品質的意義充滿了價值性與主觀性（Munton , Mooney & Rowland，1995），並

存在著相對性以及與矛盾的可能性（Cryer，1999）。 

    品質是一具有脈絡性與價值性的概念，因此，當我們探究何謂幼兒園教育品

質時，必先知覺身處何種時空（脈絡）、採用的是誰的觀點（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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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品質定義與概念階層 

文獻中，學者專家對品質有著多種的定義： 

‧ 品質是適用的程度（fitness for use）。（Juran，1974） 

‧ 品質是與規格一致(conformance to requirement)。（Crosby，1982） 

‧ 品質是顧客說了就算（quality is what the customer says it is.）。（Feigenbaum，

1991） 

‧ 品質是符合與超越顧客的需求與期望，以及持續地改進。（Deming，1991） 

‧ 品質是符合、超越與取悅顧客的需要與期望，同時體認到這些需求是隨時間

改變的。（Downey，1994） 

‧ 品質是符合需求，作出由顧客觀點認為適用的結果。（戴久永，民 83） 

‧ 品質為產品或服務能夠滿足既定或潛在需求的能力的整體特質與特性。

（ASQC，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Quality Control；引自戴久永，民 83） 

‧ 品質為產品或服務的總和性特徵與特性，此種總和性的特徵與特性使得產品

或服務，具有滿足顧客明定的和潛在的需求之能力。（經濟部中央標準局，引

自徐世輝，民 85） 

‧ 品質是環境、人員、服務及產品，所呈現出符合規定、滿足或超越顧客期望，

所呈現的一種整體特質。（黃建忠，民 88） 

 

以上多種品質定義，我們可透過Moss （1994）的觀點加以理解，他認為品

質有兩層意義： 

1. 分析、描述性的（analytic and descriptive） 

指分析、描述、了解某物的本質或精髓，即，指產品或服務的整體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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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QC，經濟部中央標準局）。 

2. 評價性的（evaluative） 

在評價的品質意義下，我們試圖去評量一項產品或服務表現的如何，更精確

地說，即是其表現與目標的符合程度。目標的設定選擇則有不同，如以符合規格

為目標（Crosby，1982），以適用程度為目標（Juran，1974），以滿足顧客需求為

目標（ASQC；引自戴久永，民 83），以滿足並超越顧客需求為目標（經濟部中

央標準局，引自徐世輝，民 85；Downey，1992；黃建忠，民 88），更甚之，則

以持續改進為目標（Deming，1991）。 

事實上，品質是一個動態的概念，其定義隨著時間而演化（Moss & Pence，

1994）。Sallis（1993）以時間為軸說明品質概念的演變（圖 2-1）：品質概念由事

後檢驗的品質控制（二十世紀初管理科學取向），到事前與事中的品質保證（二

次世界大戰後），乃至今日之全面品質管理（1980s至今），係演化至今最高之品

質概念階層，其「全員參與」、「顧客滿意」、「持續改進」的主要精神亦反映在

1980s以來的品質定義中（Feigenbaum，1991；Deming，1991；Downey，1994；

黃建忠，民 88）。 

 

‧ 

   
 
                                  持 續 改 進  

                                   T Q M  

                       品 質 保 證  

         品 質 管 制              預 防  

                   發 覺  

   檢 查          1 9 4 0        1 9 8 0  

圖 2-1 品質概念的階層（Sallis, 1993, p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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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小結 

就字源與字義觀之，品質除了是事物的本質外，也指出其優劣的程度。這與

Moss（1994）對品質意義的陳述不謀而合。由於品質具有性與價值性之特性，

因此，談論品質前，要先考量產業特性選擇評價標的（是產品、是歷程、或是結

果），依據所處時空脈絡決定品質的評價規準（品質是要符合規格；品質是滿足

顧客需求；品質是滿足並超越顧客需求；品質是持續改進），並知覺在立場衝突

的利害關係人間，採用的是誰的觀點，捨棄的又是誰的觀點。  

本文中，研究者對「品質」一詞的定義為，品質指事物總和性特徵與特性之

優劣程度，而品質所具有之脈絡性與價值性特性，係研究者探究「幼兒園教育品

質」時之重要提醒，也影響了研究者對「幼兒園教育品質」的範疇界定、內涵探

討以及指標資料蒐集，將於下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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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幼兒園教育品質的範疇 

Cryer、Tietze、Burchinal、Leal與Palacios(1999)曾應用Bronfenbrenner的生態

系統論提出幼教機構品質的概念模型。Cryer等人視幼教歷程(ECE process)為整個

幼教系統(ECE system)的核心。所謂幼教歷程，意指為了保護幼兒的健康與安全，

刺激、支持幼兒在生理、語言、智力、情緒與社會性正向發展所做的各種活動

(activities)，幼教歷程構成了幼兒的幼教經驗。 如圖2-2所示，幼教歷程品質鑲

嵌於多個影響層(spheres of influence)之中，影響層包括教室、幼教機構、地方、

國家，每個影響層都有一些影響因子，其對幼教歷程品質的影響程度依層級而遞

減，近端（proximal）影響因子的影響力較遠端（distal）影響因子來得大，例如，

相較於國家經濟狀況，教師的經驗對於幼教歷程品質具有較直接的影響。 

 

                       國家 
法令規範                                     經濟狀況

                     地方 
地方經濟能力                        地方文化   
地方法規 

                 ECE center 
領導者的管理風格、教育與經驗、信念，註冊

人數，開放時間，中心的規模，課程模式 

             教室 
團體大小、師生比、教師的教育與經

驗、教師信念、空間大小與空間品質

過程品質 

 

圖 2-2 幼教機構教育品質的影響層 (Cryer at al.,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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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的四個影響層亦可作為幼教品質範圍界定的四個層次---教室內、幼教

機構內、地方、與國家，愈往外、幼教品質的範圍愈廣，例如：當談論到一個國

家的幼教品質時，其探究範圍包含教室內、教室外-幼教機構內、幼教機構外-地

方、地方、整個國家。本研究以探討幼兒園（幼教機構）教育品質為目的，故以

幼兒經歷之教室內的幼教歷程、教室層級、組織（幼兒園）層級構成本文之探究

範圍。 

續以幼教機構品質之影響因素來看幼兒園教育品質的探究範疇（圖2-2）：幼

兒園教育品質以教室內的幼兒教育與保育歷程為核心；教室層級的影響因素分別

探討了人力資源面向（教師的教育與經驗、教師信念）、物理環境面向（空間大

小與空間品質）與幼兒園行政面向（班級編制、團體大小、師生比）；幼兒園層

級的影響因素除了行政面向（註冊人數、開放時間、規模），還探討了組織的管

理面向（領導者的管理風格與特質、組織信念、課程模式選擇）。意即，幼兒園

教育品質之範疇，除了核心之教育與保育外，尚須從人力資源、物理環境、幼兒

園行政與幼兒園組織管理等面向加以探究。 

反觀幼教領域既有之文獻，就數量而言，幼兒園教育品質之相關文獻不可謂

不多，然而，就探究主題而言，相關文獻所探究的主題有：幼教歷程（process 

quality）、硬體環境（教室、設施）、行政面向（如班級編制）、或法令規範等，

以組織經營管理觀點探究幼兒園教育品質的文獻則相對較少。由於本文探究的範

圍包含幼教歷程、教室層級與幼兒園組織層級，且組織之管理面向亦是構成幼兒

園教育品質之重要範疇，因此，研究者將另尋找企管領域的品質文獻，一方面補

幼教領域品質文獻在組織層級著墨不多之處，一方面亦提供不同觀點以思考品

質。 

企管領域對品質的談論已超過一個世紀，品質概念亦不斷地演變。今日，品

質已不再滿足於事後的品質控制或事前與事中的品質保證，更追求卓越表現與持

續改進。Macpherson（2000）認為，品質一詞對於提供教育服務的組織而言，有

兩種意義：一是品質保證（quality assurance）、二是品質改進（quality 

improvement），前者關注審查標準（如 ISO9002），後者則重視持續改進與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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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如美國包德理治獎）。 

幼兒園是提供幼教服務之組織，國內外幼兒園教育品質相關之制度，無論是美

國 NAEYC之幼教機構認證，或我國之幼稚園評鑑，皆以品質保證為其制度設計

精神：以既定之標準（standards，如團體大小、師生比例等）對幼教機構目前的

狀態作出評價。然而，對今日的幼兒園而言，僅關注品質保證是不夠的，尚須重

視幼兒園教育品質的持續改進。雖然 NAEYC 在制度設計上另有再認證

（re-accreditation）的要求，以確保持續性的品質保證（Fletcher，1999），然而，

Fletcher（1999）與 Jasinski（1999）認為，就提供持續性的品質改進而言，全面

品質較再認證更為積極，因而主張以依全面品質精神設計之包德理治獎取代再認

證機制。 

儘管如此，幼教相關文獻中，除了 Hewes（1994）提倡幼教機構應用全面品

質管理，以及Macpherson（2000）進行之個案研究外，採用全面品質觀點的文獻

並不多。故，一方面掌握品質概念之最高階層，一方面補幼教領域品質文獻之不

足，研究者擬將全面品質視為構成幼兒園教育品質內涵與指標之範疇之一。 

    在本節中，研究者根據幼教機構品質的生態系統圖（圖 2-2），以幼兒經歷之

幼教歷程、教室層級（環境）、以及組織層級為探究幼兒園教育品質的範圍。文

獻蒐集時，除了幼教領域原有之以幼教歷程、教室或環境為關注焦點的文獻之

外，研究者亦考量品質意義隨時空脈絡而不同的動態特質，加入隨時間演變而來

之最高品質概念---全面品質觀點，期能建構全面之幼兒園教育品質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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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幼兒園教育品質之內涵 

壹、幼教品質 

（一）利害關係人與多元觀點 

    品質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幼教品質的定義與內涵也反映了對此類服務感興趣

之各種利害團體的價值觀、信念、需求、影響與賦權。（Woodhead，1998；Mooney 

& Munton，1998；Munton，Mooney & Rowland，1995；Moss & Pence，1994；

Pascal，1993） 

New（1997）探討瑞吉歐取向（Reggio Emilia approach）對品質概念的影響，

提出品質取向的決定必須考量所有相關的聲音，幼教方案不僅對幼兒承諾，也要

對社區有所承諾。紐西蘭幼兒扥教工作團隊（the Early Childhood Care and 

Education Working Group）於 Education to be More報告書（Meade，1988；引自

Moss，1994）中，提出了數個因幼兒服務業而受惠的團體：社會、兒童、家長、

家庭、服務提供者（provider，指教師）、雇主。Moss（1994）進一步指出，尚有

一些團體是未被該報告書提及，但仍須考量在內的：職員、地方社群、特定種族、

弱勢文化族群等。Mooney & Munton（1998）則在他們的研究中界定了五種由利

害關係人組成之團體：地方主管機關、私立幼教機構經營者、職員、教師、家長。 

根據圖 2-2（P10），在幼兒教育的生態系統脈絡之下，關注幼教者、對幼教

感興趣者、為幼教所影響者皆可稱為幼教之利害關係人，也因此，幼教品質的定

義與內涵可窄可寬（Moss，1994），且存在著多元與彼此矛盾的可能性。Cryer

（1999）即認為在幼教服務業中，定義品質顯然會牽涉到主觀價值，要回答「品

質是什麼？」，隨著「觀點的不同」以及「由誰來下定義」而可能有多種且相互

矛盾的說法。 

Katz(1994；1993；1992a；1992b)提出幼教品質的多元觀點，分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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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上而下的觀點(top-down perspective) 

以成人的眼光來檢視幼教環境、設備與課程是否良好，通常考量的特性

有：師生比、團體大小、職員的證照與流動率、師生關係、器材與教材的數

量與品質、空間等。 

2. 由下而上的觀點(bottom-up perspective) 

由下而上的觀點認為兒童的幼教經驗是幼教成效的真正決定因素，在這

樣的假設之下，幼教品質的探詢就歸溯至一個核心問題：兒童的感受是什麼？

從兒童的角度來看幼教品質，兒童是否覺得自己被接受、被了解、被尊重，

而不是被拒絕、被孤立？兒童所歷經的經驗是有參與感的、富挑戰性的、有

意義的、感到滿足的，而不是純粹好玩、愚蠢的、或令人挫折的？兒童是否

高興待在幼兒園中？ 

3. 外部-內部的觀點(outside-inside perspective) 

外部-內部觀點著眼於家長感知到的親師關係(parent-teacher 

relationships)，他們感受到的親師關係是受尊重的、彼此接受、寬容、接觸頻

繁的，或是卑下的、受支配的、拒絕的、責怪的、有偏見的、鮮少接觸的？

其教育目標與價值觀是否得到尊重？ 

4. 內部的觀點(inside perspective) 

內部觀點以員工的感受作為品質的衡量，隱含的假設是，除非成人在良

好的環境下工作，否則他們無法提供好的幼教品質給幼兒。包含三個面向： 

(1) 同事之間的關係(colleague relationships) 

每位教職員對於其與其他同事間關係的感知為何？是支持的、合作

的、接受的、信任的、尊重的，抑或鬥爭的、彼此懷疑的、敵對的、

受支配的。 

(2) 師親關係(staff-parent relationships)， 關注面向與外部-內部觀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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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以教師為感知主體。 

(3) 與所屬機構的關係(relationships with the sponsoring agency) 

指教師對工作環境的知覺，例如，工作環境是否鼓勵教師提升其知

識、技巧與職涯發展？教師是否受到尊重、被了解？ 

5. 外部的觀點(outside perspective) 

社區與社會也是幼教機構品質的利害關係人，外部觀點涉及的較是政策

與法規的層面，社區成員或政策決定者將回答下列問題：我能否確定社區資

源妥適分配於照顧及教育兒童？我是否有信心，那些代表社區作決策的人員

所訂定的政策及法規是在增進而非破壞兒童在幼教機構內的經驗？我是否有

信心，對於社區內提供給幼教機構的資源，足以產生有益於兒童與家庭發展

的短期與長期效果？我是否有信心，社區內每個有需要的家庭都能負擔的起

高品質的幼教？教師是否經過適當的訓練、具備資格、且接受督導？ 

由上述可知，不同利害關係人各有其看待幼教品質的觀點：由上而下觀點，

其實反映了幼教領域專家的觀點，在實證研究支持下（e.g. Cost,Quality and 

Outcomes Study Team，1995；Howes & Smith，1995；Phillips, McCartney, & Scarr，

1987），提出「師生比」、「團體大小」、「教師流動率」等品質面向；而餘下的四

種觀點則直接以人員的感知（幼兒、教職員、家長、社區成員或決策者）作為品

質評估的要項。 

  （二）幼教品質的主流觀點 

幼教品質是一種相對的概念，而非客觀事實，其定義依利害關係人的價值

觀、信念、需求與條件而不同，也不斷被重新定義（Moss，1994）。儘管如此，

我們仍可從幼教品質論述中發現一反映主流價值之主流觀點3（Cryer，1999）。 

有關幼教品質的文獻中，幼教學者們並未對直接對幼教品質下定義，研究者

                                                 
3 Cryer（1999：39）並指出這個共識反映以幼兒為中心（child-centered）的幼教理念，包括：幼

師是和善而親切的（而非限制的、嚴厲的）、能保護幼兒健康與安全的，並且能提供有助於幼兒

從遊戲中學習的豐富經驗，鼓勵幼兒自我發展與創造力（而非紀律與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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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未發現如企管領域「品質就是顧客滿意」（Feigenbaum，1991）、「品質就是零

缺點」（Crosby，1982）般的直接定義。從幼教品質相關文獻

（e.g.Abbott-Shim,Lambert & McCarty，2000；Cryer，1999；Burchinal，1999； 

NAEYC，1997；Helburn & Howes，1996），歸納出之探究邏輯為：先界定所欲

之兒童發展結果（children’s developmetal outcomes）；其次，透過理論推導或幼

教實務假定數個與特定兒童發展結果相關的特性（characteristics）；再透過研究

設計與實證數據分析，證實某些特性對特定兒童發展結果具有統計上的預測力。

即，幼教學者對品質的探究邏輯與研究結果，較傾向回答「可促成兒童發展之優

質幼教應具備哪些要素？」的問題，以這些特性作為幼教品質的間接定義。意即，

主流觀點所建構之幼教品質內涵是幼兒發展本位的。在這樣的探究邏輯之下，任

何品質定義唯有經過效度的測試，否則只是假設（Cryer，1999，p45）。 

Phillips & Howes(1987)認為一個學前教室可被視為一個系統，一個經由結構

特性(structural features)與動態特性(dynamic features)來展現的系統。結構特性提供

了一個架構(framework)，教育與保育等動態面向在此發生，也受其影響。兒童直

接經歷到的是教室裡的動態歷程，該歷程的品質影響了兒童的發展成果。 

後續探討幼教品質的文獻，大多延續Phillips & Howes的看法，將幼教品質

區分為結構品質(structural quality)與歷程品質(process quality)兩類，前者也是政府

可加以規範的面向，例如：班級大小、師生比、教師學歷等；後者則指向與幼兒

直接經歷之幼教經驗的相關面向，如師生互動、教師信念等。(Vandell & Wolfe，

2002；Pattern & Ricks，2000；Cryer，1999；Cryer,Tietze,Burchinal,Leal & Palacios，

1999；Phillipsen, Burchinal, Howes, & Cryer，1997；Vandell，1997；Tietze, Cryer, Bairrao, 

Palacios, & Wetzel，1996；Scarr, Eisenberg, & Deater-Deckard，1994；Howes, Phillips, 

&Whitebook，1992)  

亦有學者延續歷程品質與結構品質之分類，並加以調整。Frede(1995)將課程

看做一個類別，將幼教方案的品質分為方案結構(program structure)、歷程

(process)、課程(curricula)三類。Helburn & Howes(1996)則擴大了幼教品質探究範

圍，在結構品質與歷程品質外，另納入成人工作環境品質(adult work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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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因其影響了與幼兒互動的成人的行為，也會間接影響幼兒。尚有Love, 

Meckstroth, & Sprachman（1997）探究Head Start方案的品質面向，包含教室動態、

教室結構、教師特質、行政、支持系統五個面向。 

如上所述，幼教品質主流觀點即是由上而下的專家觀點，以幼兒發展為本

位，先設定發展目標，立論於實證研究結果，並從多個面向探討幼教品質。雖然

學者們所考量之面向有多有少，分類方式也不盡相同，但這也凸顯了幼教系統的

複雜本質，幼教品質是多面向的（multi- dimensional）（Kagan，1999），以簡化取

向處理品質議題（例如，操弄單一因素以改善品質）是不恰當的（Buell & Cassidy，

2001）。 

（三）幼教品質概念模型 

文獻中，學者們並提出幼教品質之概念模型，以說明幼教品質的多個面向各

自扮演何種角色，以及相互之間的關係： 

1.  Vandell & Wolfe（2002） 

Vandell & Wolfe（2002）提出一品質概念模型說明歷程品質與結構品質的關

聯：當家庭特性（收入、父母教育程度、家庭環境、母親的敏感度）與一些幼教

參數（形式、數量）為控制變項時，我們所關注之兒童發展結果與歷程品質、結

構品質有關。研究者根據Vandell & Wolfe的論點繪成關係圖，如圖2-3所示，實

線表示歷程品質直接影響了兒童發展結果；結構品質一方面直接影響兒童發展結

果，一方面則透過歷程品質間接影響兒童發展結果（以虛線表示）。 

 

過 程 品 質

結 構 品 質

兒 童 發 展

結 果  

 
‧ 圖 2-3 Vandell & Wolfe（2002）之幼教品質概念模型（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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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bbott-Chim 等人（2000） 

不同於 Vandell & Wolfe（2002）認為結構品質對兒童發展結果有間接與直接

之效果，Abbott-Chim et al.（2000）認為結構面向僅會透過歷程品質間接影響幼

兒發展結果，在教室品質（歷程品質）攸關兒童發展結果的前提下，提出較細緻

之結構模型來說明結構面向與歷程品質間的關係，並蒐集 Head Start方案相關數

據實證檢驗之，進一步分析結構面向各個特性彼此之間的關係，如圖 2-4所示。 

 

 

教育程度  

教室結構  對家庭的態度

教學活動

教師信念

教室品質  

  

‧ 圖 2-4 Head Start方案品質之結構模型（Abbott-Chim et al.，2000，p119） 

 

3.  Pascal等人（1998） 

Pascal等人（1998）所提出之幼教場域品質概念架構，包括三個面向：背景

（context）、歷程（process）與結果（outcome）：背景指的是發生幼教活動的環境，

如課程、教學策略、人員配置與物理環境；歷程指師生互動；結果指兒童發展、

成人發展與機構發展。結構特性在Pascal的架構中被視為背景，不直接影響結

果，但必定透過歷程間接影響結果，這可呼應Abbott-Chim等人（2000）的觀點，

如圖2-5所示，背景因素影響了互動歷程，進而影響了兒童、成人與機構的發展。

Pascal模式已經擴大了幼教品質的範疇，其所關注之結果不只是幼兒，還包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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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工作的成人，甚而機構本身的發展。Pascal模式並考量結果的回饋效果，如

成人發展結果會影響成人自我專業圖像，機構發展成果則影響背景面之機構品

質。 

背景 歷程 結果 

機構品質的面向 互動黑箱（black box） 影響領域 

兒童發展 

˙情緒 
˙自尊與敬人 
˙學業成就 
 
         持續至下一階段 

     

成人發展（短期、長期）

˙目標 

˙學習經驗與課程 

˙教學策略 

˙計畫、測量與紀錄 

˙人員配置 

˙物理環境 

˙關係與互動 

˙公平的機會 

˙家長夥伴關係 

˙監督、評價與管理 

 

機構發展（短期、長期）

Cultural determinant Culturally determining Culturally determined 

‧ 圖 2-5 幼兒教育場域之概念架構圖（部分）（Pascal et al.，1998） 

第一、二種模型（Vandell & Wolfe，2002；Abbott-Chim et al.，2000）係以

線性模式看待幼教品質，亦反映了兒童發展觀點的幼教品質主流定義

（Farquhar,1989）。儘管在特性的分類上有些微的出入，以及對結構品質作用的

看法有點不同，但其所探討之品質內涵確是差不多的。 

相較於前二者，Pascal 等人（1998）擴大了幼教品質的探究範圍（納入成人

與機構），並以系統模式看待幼教品質，除了考量背景→歷程→結果的線性運作，

亦考量反饋效果，將產出視為系統輸入之一種，這呼應了 Buell & Cassidy（2001）

對於以線性模式研究幼教品質所提出的批評，他們認為幼教系統係一動態的複雜

系統，從渾沌理論的觀點，幼教系統的產出也是一種輸入，亦對整個系統的運作

產生影響。 

承上，幼教品質是一以幼教歷程為核心，逐漸擴大至成人與幼教機構的概念。

此外，採取系統觀點看待幼教品質，並考量系統運作的動態性，較能反映幼教品

質的複雜與變化本質。  

 

情緒 
兒童發展

成人 

自我專業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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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幼教品質指標的文獻 

    本段落中，研究者將透過蒐集幼教品質指標之相關文獻，一窺幼教品質的內

涵。初步蒐集文獻時，研究者採取較寬鬆的搜尋條件，凡是探究幼教階段品質指

標之文獻均納入探討，因此，以下呈現之品質指標可能有微觀（僅論及教室幼教

歷程），亦可能鉅觀（包含國家層級）。 

Ebbeck（2001）曾對蒲隆地（非洲一開發中國家）進行幼兒教育現況之個案

研究，並以澳洲幼托認證協會（Australia’s National Child Care Accreditation 

Council）之認證標準為基礎，提出十類可適用於多數文化與國家之幼教品質指

標，分別是：與幼兒關係、尊重幼兒、與家庭的伙伴關係、教職員互動、計畫與

評量、學習與發展、提供保護、健康、安全、支持品質的管理。 

Whitebook等人（2001）曾以加州托育中心為研究對象，他們選取與人事相

關之品質指標，並進行三次調查（1994、1996、2000），探討加州托育中心品質

的變化。他們所選取的指標有：教師流動率、教師薪資待遇、領導階層的流動率、

高度訓練教職員工所佔的比例等。 

Patten & Ricks（2000）回顧評估幼托品質之相關研究，認為幼教學者從結構

特性與歷程特性來評估品質，前者包括生師比、教職員的證照、薪資、教職員流

動率、空間大小與品質、教材教具多寡與品質、教師教育/訓練程度；後者包括

教職員的回應度（教職員如何回應幼兒）、托教活動的個人化程度、教室使用的

語言（教師如何與幼兒說話）、教師如何規劃課程、學習活動的適齡程度。 

美國 Nebraska地方政府（1996）提出一套超越地方立案標準與認證要求之

幼教品質指標，適用於各種型態之公私立幼教機構（托育中心、學前幼兒園、幼

稚園等），其品質面向包含七類：行政、人事、學習環境、健康與安全、家庭參

與與親職教育、使用社區資源、方案與職員的評量。 

美國密蘇里州的幼教方案標準與認證程序中，鼓勵幼教機構以自我研究

(self-study)的方式，評估其在六個品質面向的表現，每個面向均包含 10-45個指

標。六類幼教品質面向為：健康與安全的環境、促進兒童體能與智能發展、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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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的自我概念與責任感、人際關係、家園的溝通與協調、有效的人員溝通與管

理實務（Missouri Center for Voluntary Accreditation of Childhood Education 

Programs，1996）。 

另有研究者（Anonymous，1993）以文獻回顧、電話訪問、面訪等方法探究

幼教機構之品質，歸納出五個品質面向： 

1. 人事：生師比、團體大小、人員流動率、員工工作事項安排 

2. 教職員的資格：教育背景、經驗、持續訓練 

3. 教職員薪資與福利 

4. 教育的計畫與哲學 

5. 其他：執照與認證、財務、與員工有關的預算分配。 

    Sharpe（1996）調查新加坡學前幼兒園的品質，他們以教師對工作環境的感

受作為品質評估的一環，挑選的品質面向有：親師互動、師生互動、來自其他教

師的支持、對家長參與的滿意度等。 

Neugebauer（1996）提出五個幼教領導的量化指標：流動率低於 10%、生病

比例、教職員平均薪資、課程資源、occupancy rate。 

Howes等人（1992）認為品質的最基本條件就是師生比與班級大小。 

Munton等人(1995)提出幼托品質的概念架構，包含六個面向：效能、接受程

度、效率、便利性、公平、相關性。 

Corter與 Park（1993）先歸納文獻，再蒐集各方意見（包括教師、校長、

家長、顧問專家），發現有效的幼兒園方案有幾個原則：關注幼兒整體、置幼兒

於社會情境中、給予教師支持、追求結構式的、均衡的方案、提供幼稚園社會支

持。 

Balageur等人（1992）界定幼兒服務業的品質構面，包含：使用的便利性、

實體環境、學習活動、師生關係、家長觀點、與社區關係、多樣性、幼兒進步的

評量、成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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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以幼教文獻建構幼兒園教育品質之內涵 

    由幼教領域文獻建構出之幼兒園教育品質內涵可分為「歷程品質」、「結構品

質」與「成人工作環境品質」三類，分述如下： 

 

第一類 歷程品質 

    歷程品質指涉的是幼兒在幼兒園內的互動經驗，其互動對象可以是「人」，

（如：教師、職員、同儕），可以是「事」（如：課程活動安排），也可以是「物」

（如：教室內的教具、設施）。因此，在幼兒園中，幼兒互動經驗、以及幼兒互

動對象之特質便成為相關文獻建議之歷程指標，學者以「歷程品質指標」與「幼

兒發展結果」之間的關係，作為這類指標提出之立論基礎。茲將歷程品質指標及

其立論基礎分述如下： 

1. 師生關係 

教師與幼兒的互動關係，是幼兒發展階段（語言、認知）的有力預測變項。

如果教師是積極有回應的，幼兒會表現較多的正面情緒、探索行為、較積極、有

較佳之同儕關係。（Howes & Smith ，1995；Hestenes, Kontos, & Bryan，1993；Howes, 

Phillips et al.，1992；Phillips et al.，1987） 

2. 教師個人特質 

教師若是較民主的（而非獨裁的），幼兒會出現較多的正面行為。（Bryant et 

al.，1994；Callagher et al.，1999） 

3. 學習活動安排 

學習活動決定於課程設計，而課程設計主要係應用發展理論與學習理論，與

幼兒之生活經驗相連結（Frede，1995），並協助幼兒主動建構知識（Bredekamp & 

Copple，1997）。Pascal等人（1998）指出，可以「幼兒專注程度（child involvement）」

來評估幼兒的學習經驗（Leavers，1994），一個專注的幼兒正處於其能力最適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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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區（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ZPD）的邊緣（Vygotsky，1978），當幼兒愈

能專注於課程中，其所受之教育經驗愈深層、積極，也愈能帶來長效的學習

（Holt，1994；Laevers，1994；Skinner & Belmont，1993）。 

4. 安全、衛生的環境 

環境安全與衛生攸關幼兒的健康，因此，在歷程品質的評量工具中，環境安

全、衛生與否係品質評估的重要面向之一（e.g.Harms et al.，1980；1998）。 

5. 教材設備 

教材設備品質：幼兒發展係個體與環境不斷互動的結果，Bredekamp與Copple

（1997）指出，教師應提供一個可以培育幼兒主動積極探索事物的環境，而所提

供之教具亦應符合幼兒之年齡與發展階段。Hayes等人（1990）的研究指出，教

室的教具若符合幼兒的年齡、興趣與需求，幼兒有較佳之發展結果（引自Helburn 

& Howes，1996）。 

相關評量工具係根據歷程品質特性與幼兒發展之研究成果發展而來，如

Harms等人（1980，1998）為服務2~5歲幼兒之學前幼兒園（preschool）、幼稚園

（kindergarten）、幼扥中心（child care centers）所設計之幼兒環境量表（Early 

Childhood Environment Rating Scale；ECERS），由空間與擺設、照護例行事項、語

言與理解、活動、互動、方案結構、家長與教師等七個次量表（subscales）所構

成，共43個評量項目，並為各評量項目提供給分判準，由於實用性高，因而在

許多實證研究中廣被應用，作為評量歷程品質之工具。（e.g. Sheridan & Schuster，

2001；Leong，2000；Sheridan，2000；Buysse et al.，1999；Bryant et al.，1999； Tietze 

et al.，1998；Bryant et al.，1997；Maxwell et al.，1997；Nunnelley，1996；Cost,Quality, 

& Outcomes Team，1995）另外，美國幼教協會亦發展一套指標 --- 符合幼兒身心

發展的專業幼教（Developmental Appropriate Practice，DAP）（Bredekamp & Copple，

1997），經對照比較之後，其構面內涵亦與ECERS相去不遠（Vandell & Wolfe，

2002；Cryer，1999）。由於ECERS為具代表性之幼教歷程品質評量工具，研究者

將於本章第四節詳細介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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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類 結構品質 

    結構品質指涉幼教環境的客觀面向，通常也是政府規範的面向。其立論基常

建立於結構特性與歷程品質間的關係：先選定歷程品質之測量工具，進而蒐集資

料分析結構指標與歷程品質得分之關係；或是直接探究結構特性與兒童發展結果

的關聯性。相關指標與立論基礎分述於下： 

1. 師生比 

師生比與歷程品質得分（ECERS）有顯著相關（Burchinal et al.，1996；Howes 

et al.，1992；McCartney et al.，1997，Scarr et al.，1994；Whitebook et al.，1990），

師生比較大的教室，教師有較多時間與個別幼兒相處（Frede，1995），較能滿足

每個幼兒的特定需求，給幼兒較多的支持（Phillipsen et al.，1997）幼兒的社會、

情緒發展較好（Howes et al.，1992；Ruopp et al.，1979）。 

2. 班級（團體）大小 

    團體太大，幼兒之間的互動品質較差，幼兒的發展結果較為負面；且幼兒與

照護者關係的品質也較差。（Howes et al.，1992；Hayes et al.，1990，引自Frede，

1995；Ruopp et al.，1979） 

3. 教師的學歷與專業訓練程度 

    實證研究結果指出，教師之學歷與專業訓練，與其正面教保行為有顯著相

關、教師較有效率，且幼兒有較正面的發展結果（Phillipsen et al.，1997；Howes，

1997；Arnett，1989；Whitebook et al.，1990）。教師的專業訓練程度愈高，愈能應

用至實務中，也使教師更敏感、更能回應幼兒，較能提供幼兒適齡的學習活動

（Cost,Quality, & Outcomes Team，1995；Phillip et al.，1992；Arnett，1989；Roupp et 

al，1979）。此外，Whitebook等人（2001）分析縱貫資料，發現教師的專業訓練

程度是園所品質能否持續改進的強力預測變項之一。 

4.  幼教機構所在地之法規嚴苛程度 

    地方法規愈嚴苛，立案要求愈多，該地劣質之幼教機構愈少。（Cost,Qual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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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comes Team，1995；Phillip et al.，1995；Whitebook et al.，1990；） 

 

第三類 成人工作環境品質 

Helburn & Howes（1996）指出，幼教品質除了一般指涉的歷程品質與結構品

質之外，尚須包含幼兒園的成人工作環境的品質，因其將直接影響幼師的工作態

度，並間接影響幼兒之幼教歷程經驗。Phillipsen等人（1997）、Scarr等人（1994），

以及Whitebook等人（1989）都採取相同的觀點。 

文獻中，成人工作環境品質包含下列幾項： 

1.  教師的薪資與福利 

教師的薪資與福利影響其行為與穩定性，間接影響了幼兒的幼教經驗。若薪

資福利佳，較能留住合格、優質的教師。Phillipsen等人（1997）和Scarr等人（1994）

的研究都指出，當幼師的待遇、福利較高時，該幼兒園的歷程品質較高。在Mocan

（1995）的研究中，教師薪資對ECERS歷程品質得分有顯著的預測能力，可成

功區辨幼教機構品質的優劣程度。在Whitebook等人（2001）的縱貫研究中，教

師的薪資是園所品質能否持續改進的強力預測變項之一。 

2.  員工流動率 

    Whitebook等人（1989）的調查研究指出，人員流動率低的幼兒園，其幼教

品質較高。高流動率的園所，幼兒缺乏與教職員發展穩定情感關係的機會（Howes 

& Stewart，1987；Suwalsky et al.，1986，引自Scarr et al.，1994），可能影響其語言

與社會發展，甚至可能出現攻擊行為（Howes & Hamilton，1993）。 

3.  教師的工作滿意度、工作承諾與工作壓力 

教師對其工作有所承諾、感到滿意、且有適當報酬時，他們較能敏感於幼兒

的需求、較投入、較能回應幼兒（Kontos et al.，1994；引自 Helburn & Howes，

1996）。 

相關評量工具中，兼容上述三類者以美國幼教協會之幼教機構認證標準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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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NAEYC認證標準涵蓋三個面向：凸顯以幼兒為中心（child-centered）幼

教理念的歷程品質（Cryer，1999，p.39），法規規範面向之結構品質，以及教職

員工作環境品質，研究者將於本章第四節介紹。 

由幼教文獻建構出之幼兒園教育品質內涵，傳達了由上而下的專家觀點，反

映了以幼兒發展為本位的主流價值，主要就教室層級以內的的歷程（師生關係、

學習活動安排、安全衛生的環境、教材）、結構（師生比、班級大小）、教師（學

歷與專業訓練程度、工作滿意度）等相關因素做深入探討，關於組織層級的探討

則著墨不多。 

 

（六）派典轉移 

    1990年代以來，受到後現代主義「拒絕強權敘述」、「拒絕包含一切的單一

世界觀點」主張之影響，幼教領域品質概念的普世性受到質疑，學者們逐漸知覺

到品質的脈絡、複雜性、多重性、主觀性與相對性（Buell & Cassidy，2001；Dahlberg 

et al.，1999<引自 Lubeck & Schaack，2000>；Woodhead，1998；Roer-Strier，1996；

Munton et al.，1995；Moss，1994），幼教品質文獻所傳達之主流觀點也被檢視、

解構與省思。 

    Karmel（1985）認為，教育的品質是複雜且價值充斥的，根據教育哲學以及

涉及之意識形態進行價值判斷，進而決定各個教育目標的先後優先順序。在幼兒

教育的論述中，充滿了「發展」、「準備度 readiness」、「早期介入 early intervention」、

「學校表現」、「符合發展的實務 DAP」、「結果 outcomes」、「規範」、「標準」、「品

質」等字彙，品質被視為客觀的、可見的，為一群專家所定義且討論著（Dahlberg 

et al.，1999；引自 Lubeck & Schaack，2000）。無論是幼教方案、課程模式、或

評量策略，均受到兒童發展文獻的強烈影響（Woodhead，1998）。 

Pence & Moss（1994）認為，幼教品質主流觀點反映的是某些專家與學術研

究對幼教品質的討論、描述與評量，亦排除（無論有意或無意）了其他利害關係

人的觀點與信念，以排他性派典（exclusionary paradigm）一體適用（普世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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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alism，Woodhead，1998）。因此，在定義品質時，應轉向「融合性派典

（inclusionary paradigm）」，使所有利害關係人都有參與的權利，考量各種不同的

聲音決定品質，並在不同的品質觀點間變換、尋求平衡（下頁表 2-1）。Woodhead

（1998）亦認為幼教品質不應是狹義的、一體適用的，主張以相對主義（relativism）

來看待幼教品質，探究品質之時，首先應呈現品質的多元觀點，再從發展利基

（developmental niche）的角度來思考多種觀點之間的取捨與融合。 

 

‧ 表 2-1排他性派典與融合性派典之比較（整理自 Pence & Moss, 1994） 

 排他性派典 融合性派典 
參與權利 有限制 無限制 
權利分配 集權 分權 

聲音（voices） 少數聲音 多種聲音 
基本信念 假設理性與客觀 承認歷程的主觀性，以及價值觀、信

念與利益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行動 尋求放諸四海皆準的品質 在不同品質觀點間變換 

 

以幼兒園而言，利害關係人包括幼兒、家長、教師、職員、社區、專家、主

管機關等，其所採取之品質觀點亦有不同。在探究幼兒園教育品質時，僅強調從

兒童發展角度建構之主流觀點，是不夠的。Kagan（1999）認為，數十年來，幼

教領域均關注方案教室的品質（program quality），例如環境設置、師生互動、教

師教育與訓練等，但是，品質的定義不應止於教室層級，一些非教育的元素

（nonpedagogical elements）也是重要的，意即，幼教品質而應考量整個幼教系

統，小至組織，大至外在的大環境。因此，研究者探究幼兒園教育品質內涵時，

另納入由組織本位建構之全面品質觀點，探討組織層級的品質內涵，並尋求兼容

不同品質觀點的可能性。 

     

 

 



 

 29

参、全面品質管理 

一、 全面品質管理的演變 

    全面品質管理是美國的品質管理觀念，於二次世界大戰後引進日本，幫助日

本重振經濟，才又傳回美國，進而成為目前美國企業界、政府機構、及教育單位

競相採用，作為改進產品或服務品質的管理方法。（吳思達，民 89） 

1931年，美國貝爾電話實驗室的統計學家 Shewart發展出一套以統計方法從

事品質管制的統計管制圖表（statistical control chart），可將產品生產的變異控制

在三個標準差內。 

二次大戰期間，貝爾實驗室的品質控制技術幫助同盟國逆轉局勢、獲得勝

利，因而在戰後，美國政府應麥克阿瑟將軍請求，派遣 Shewart 的學生 Deming

前往協助戰敗的日本。Deming 在日期間，提出了統計品質管制方法，日本並於

1951設立「The Deming Prize」作為品質最高榮譽獎項，以紀念 Deming的貢獻

與深遠影響。（Sallis，1993） 

1954年，Juran赴日講授品質管理概念，並強調管理的歷程，包含品質計畫、

品質管制與品質改進三個要素，使日本由以工廠技術為主體的品質管制，轉變為

整體經營的品管，品管成為經營管理的工具。（林公孚，民 84） 

1961 年，Crosby 提出「品質就是零缺點」的概念，認為品質改變的關鍵在

於高層管理的思考，並提出十四個品質改進步驟，強調對品質的承諾、解析工作

過程以發現並去除品質問題、預防勝於治療等觀念。（吳思達，民 89） 

1961 年，日本人 Ishikawa 融合美國的品質管理理念，提出結合行為科學及

品質科學的團體解決問題技術---品管圈（quality control circle，QCC）。1970年，

Feigenbaum 提出全面品質管制，應用於日本日立等公司，整合組織品質開發、

品質維護、品質改進各部門成為一個有效系統，促使行銷、生產及服務各方面，

足以在最經濟的水準之下，達到完全的顧客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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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日本對品質管制的重視，使得其產品品質與競爭力日益提升，1980 年

代，美國國家廣播公司 NBC於「日本能，為什麼我們不能？」的電視專輯中，

探討在日本經濟成功的因素。福特公司首先引進 Deming的品質理念，並獲得成

效，美國政府機構亦起而嘗試，於 1985 年提出「全面品質管理（Total Quality 

Management，TQM）」的名詞後，並於 1986年設立「聯邦品質學院」，負責品質

教育訓練工作，1987 年進而設置馬康包德理治國家品質獎，用以獎勵運用全面

品質管理成效卓著的企業。（Hermel，1997，Sallis，1993） 

綜合上述，從應用統計的產品品質控制技術，到強調歷程的品質管制，演變

至全員參與的全面品質管理，其理論發展日趨成熟完備，因而，自 1990 年代以

來，學者將全面品質管理（TQM）的觀念應用至教育領域，稱之為全面品質教

育（TQE---Total Quality Education）（English &Hill，1994；Sallis，1993；Downey 

et al.，1994）。 

 

二、 品質理論與重要概念 

全面品質管理理念的發展，與幾位重要學者有關，茲將他們的品質理論分述

如下： 

1. Deming  

Deming的管理哲學是人本的（humanistic），他假設每個人都有內在的學

習動機，且沒有人想失敗（Horine，1993）。他提出品質管理的十四點原則：

（吳思達，民 89；Sallis，1993） 

(1) 創造改進產品與服務的長期目的，並以獲得競爭力、永續經營、提供工作

機會為目標。 

(2) 採用新哲學，以權變式的領導方法以適應環境改變。 

(3) 不依靠大量檢查來獲得品質。 

(4) 不以價格為經營基礎。 

(5) 持續改進生產及服務系統，以改善品質及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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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提供在職訓練，讓管理者與員工知道生產或服務過程中的問題所在。 

(7) 領導而非監督的管理型態。 

(8) 驅除恐懼，讓每個人都能為公司有效的工作。 

(9) 打破部門間的障礙，各部門間的訊息能夠彼此交流，共同改進產品或服務

的品質。 

(10) 淘汰口號、告誡及標的，因為這些只會造成管理者與員工的敵對關係，

不會對品質有所提升。 

(11) 去除數據目標的工作準則。 

(12) 去除使人失去工作尊嚴的障礙。 

(13) 制訂強而有力的教育及自我改善計畫。 

(14) 讓每位成員都認同改革，共同努力達成持續改進品質的目標。 

2. J. M. Juran 

Juran相信，大部分的品質問題都可以追溯到管理決策。他提出 85/15法則，

認為組織中百分之八十五的品質問題都是程序設計不良的結果，導正系統，通常

就表示導正品質，而管理控制了百分之八十五的系統（Sallis，1993）。 Juran的

品質管理作法是系統性的，包含「品質規劃」、「品質管制」與「品質改善」三個

步驟（Juran，1992）。 

在 Juran的品質理論中，包含幾個觀念：（林公孚，民 84） 

(1) 管理者的參與是品質的關鍵 

(2) 運用科學的統計方法，瞭解並解決重要問題 

(3) 品質管理以適合使用、符合顧客需求、使用者參與三者為指標 

(4) 以突破的觀念、專案的手法，從管理與技術面不斷從事研究--開發--設計--  

製造--檢視--售後服務改進，形成永不休止的進步螺旋。 

3. P. B. Crosby 

Crosby提出零缺點的品質理想，雖然其他品質學者，如 Deming與 Juran都

不相信這是個可行的目標（Sallis，1993），但 Crosby認為組織應以零缺點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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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持續改進，且提出品質改進的十四個步驟：（Crosby，1984） 

(1) 對品質管理的承諾。 

(2) 每個部門成立品質改進的團隊。 

(3) 測量品質，以瞭解需要改進的地方。 

(4) 評估因錯誤、重做、廢品而生的品質成本。 

(5) 建立每位員工的品質意識。 

(6) 以系統化的方式針對缺失加以改正。 

(7) 由品質改進團隊領導「零缺點計畫」。 

(8) 品質監督人員的訓練。 

(9) 舉辦「零缺點日」，建立員工的零缺點觀念。 

(10) 設定目標。 

(11) 去除導致錯誤的因素，例如溝通上的障礙。 

(12) 讚賞、表揚員工的成就與貢獻。 

(13) 成立制度化組織「品質委員會」。 

(14) 品質計畫永不休止，一旦標達成，計畫就要從頭開始。 

4. K. Ishikawa 

Ishikawa提倡品質圈，他的理論提出代表了西方品質理論於日本本土化的意

義，他強調以下三點：（陳耀茂，民 83） 

(1) 高階管理者扮演品質管理的主要推動力量。 

(2) 強烈的品質意識為品質提升的動力，因此員工的思想與意識革新是重要的。 

(3) 每一位員工都必須具有計畫、執行、研究、行動的能力。 

 

三、 重要概念 

綜合幾位重要學者的理論，可知全面品質管理包含的重要概念有：建立長期

目標、高階主管領導、顧客滿意至上、承諾品質優先、持續不斷改進、發展人力

資源、全體成員參與、資料本位決定、預防重於檢驗等。（吳思達，民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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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全面品質管理概念與傳統品質管理的觀念有所差異，因此，施行全面品

質管理的組織也與一般組織有所不同，詳見表 2-2。 

‧ 表 2-2   全面品質管理組織與一般組織的區別 

全面品質管理組織 一般組織 

顧客中心 以組織內部需求為主 
著重預防問題 著重偵測問題 
注重人力投資 職員發展缺乏制度 
有針對品質的策略 缺乏追求品質的策略 
視抱怨為改進的機會 視抱怨為麻煩 
界定每一部門品質的屬性 對品質標準模糊 
全員參與改進品質 只有主管階級參與品質改進 
鼓勵人員創造品質 注重既定程序與規則 
每個角色責任明確 權責不清 
品質就是滿足顧客的要求 認為品質就是降低成本 
有清楚的評鑑方法 沒有完正的評鑑體系 
長期計劃 短期計劃 
追求品質是組織文化的一部份 追求品質被視為麻煩 
有明確的任務 沒有明確的任務 
員工視為顧客 科層體制的文化 

資料來源：Sallis（1993） 

 

四、 馬康包德理治國家品質獎 

為了推動全面品質管理，美國政府設置了馬康包德理治國家品質獎，以全面

品質管理精神設計評估項目，包含組織領導、策略規劃、顧客與市場、資訊與分

析、人力資源、流程管理與經營結果七大構面（NIST，2003a）。1995 年，美國

教育部為鼓勵教育機構參與包德理治國家品質獎，於 1998 年發展完成教育卓越

表現指標（Education Criteria for Performance Excellence）（柳蕙瑜，民 90）。 

    包德理治教育卓越表現指標（以下簡稱包德理治教育指標）的架構與國家品

質獎相同，唯用詞經過轉化，包含七大構面：（NIST，2003b） 

1. 領導：包括組織的統御力、公眾責任與公民義務。 

2. 策略性規劃：包括策略發展與策略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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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學生、利害關係人與市場為焦點：了解學生需求與期望、學生與利害關係

人的滿意度。 

4. 資訊分析與知識管理：測量、分析組織表現。 

5. 以教職員工為焦點：工作分析、教職員工的教育訓練與發展、教職員工的福

利與滿意。 

6. 教育歷程品質管理：包括教育設計與傳達、教育支援歷程、合夥歷程。 

7. 教育組織的表現結果：包括學生表現結果、學生與利害關係人對結果的滿意

度、預算和財務的結果、攸關教職員工的結果、組織效能的結果。 

 

包德理治教育指標自 1998 年發展以來，已成為教育機構品質評估的參考，

獲獎之教育機構從小學到大學皆有4，國內許多研究者並相繼引進，發展我國各

教育階段之全面品質指標。（柳蕙瑜，民 90；吳思達，民 89；黃建忠，民 88；

徐大偉，民 86；吳清山、林天佑，民 83；閻自安，民 85；吳清山、林天祐、黃

旭鈞、張正霖，民 85） 

 

五、 全面品質管理在幼教的應用 

全面品質管理亦可以應用在幼教領域，Hewes（1994）便認為幼教機構應該

採用全面品質管理的觀念來經營。Macpherson（2000）則報導紐西蘭一個醫院附

設幼兒園二度贏得國家品質獎的故事。他指出，該幼兒園的領導系統（由督導機

關、幼兒園經理人、教學團隊合夥組成）責任劃分明確、會議頻繁而目的清楚；

重視經營績效、顧客滿意、並持續改進；策略規劃整合了政府的標準與課程要求、

幼兒園自有之信念與文化，以及利害關係人之興趣，並形成具體的計畫；進行市

場區隔，顧客所接受之服務因其偏好而有所不同；重視教職員之教育訓練與發

                                                 
4 包德理治國家品質獎教育類獲獎者有：Community Consolidated School District 15 (2003)、
Pearl River School District(2001)、University of Wisconsin-Stout(2001)、Chugach School 

District(2001)。（資料來源：http://baldrige.nist.gov/Contacts_Profiles.htm包德理治國家品
質獎歷年獲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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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服務流程與結果的定義、設計與管理，整合了顧客需求、專業標準，以及政

府規範。 

陳善德（民92）認為現行之幼稚園評鑑要項係以技術性議題為主，忽略了

教育技術內涵的多元性、可變性、不斷更新性。不但造成評鑑過程中幼稚園與評

鑑委員之間的衝突，也使得幼稚園評鑑的公信力受到質疑。因此，他提倡評鑑要

項與細目的內容退居於這些技術議題背後的不變性、通則性以及可辯證性的「系

統性原則」位階。受評幼稚園所實際執行的技術相關議題只做為佐證系統原則符

合的工具，不再是評鑑的標的。即，從「技術要求符合性評鑑」，簡稱「技術評

鑑」，轉移至「系統要求符合性評鑑」，簡稱「系統評鑑」。 

他主張現行幼稚園評鑑查核要項由三大區塊改為八大系統原則要求：園務規

劃與系統建立、園務領導與經營理念、教育需求界定與規劃、教育資源使用與管

理(含人員管理與專業成長)、教育過程管理、教育合作管理(親師生互動) 、教育

結果查證與管理(含幼兒評量、教學評量以及補救)、自我評鑑與持續改進（陳善

德，民92）。事實上，陳善德提出之八大系統原則要求，其實是納入全面品質

的精神，以及包德理治教育指標的概念。 

由學者對現行評鑑的反思、以及國外的成功個案可得知，全面品質是可應

用於幼教組織的；此外，全面品質強調以組織為本位以追求卓越與持續改進，關

注組織層級的品質面向，可補幼教文獻於幼兒園組織層級之不足；因此，研究者

在建構幼兒園教育品質指標時，以全面品質觀點出發之包德理治教育指標亦是主

要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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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幼兒園教育品質相關指標 

    在本節中，研究者將呈現三套與幼兒園教育品質相關的指標，分別是：受許

多實證研究廣泛應用之「幼兒環境量表 ECERS」、美國幼教協會 NAEYC之幼教

機構認證標準、以及以全面品質觀點建構之美國包德理治卓越教育指標，並進一

步辨析、比較三套指標，以利本研究幼兒園教育品質指標之建構。 

壹、幼兒環境量表（ECERS） 

   一、簡介  

幼兒環境量表（Early Childhood Environment Rating Scale，ECERS）由 Harms、

Clifford與 Cryer於 1980年提出，係一評估幼兒環境品質之工具，適用於以 0 ∼ 

5歲幼兒為服務對象之學前機構（preschool）、幼稚園（kindergarten）與托育中

心（child care center）等。Harms等人認為 ECERS可應用於管理者的品質監控

與改善、教師的自我評量、主管機關的監督等時機，因此，ECERS除了具有良

好之信度與效度，更以量表的實用性為其最大特點。ECERS自 1980年提出以來，

受到廣泛地應用，在許多實證研究中，包括國家級之大規模研究，皆應用 ECERS

調查幼兒園之歷程品質。（e.g. Cost,Quality, & Outcomes Team，1995；Kan & Sylva，

1996； Karrby & Giota，1994；Giota，1995；Calder，1995； Peisner-Feinberg，

1997；Phillipsen et al.，1997；Tietze et al.，1996；Lera & others，1996；Lyon & Canning，

1997） 

1998年，Harms等人更進一步提出「幼兒環境量表修正版（Early Childhood 

Environment Rating Scale --- Revised Edition，ECERS-R）」，相較於 ECERS，

ECERS-R包含幾項重要的改變：（Harms et al.，1998） 

1. 年齡層：由於 Harms等人於 1990年設計了嬰幼兒環境量表（Infant / 

Toddler Environment Rating Scale），因此，在 ECERS-R中，將原本 ECERS

中針對嬰幼兒（0∼2歲）所設計之評估項目剔除，使 ECERS-R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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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為針對 2.5∼5歲幼兒所設計。 

2. 項目調整與新增：合併項目意涵有重疊者；或將具有複和意涵的項目進

一步分離；新增一些與電子媒體、視聽器材使用、學科活動相關的項目。 

3. 呈現方式：項目之下的指標分開陳述，而不再以段落呈現。項目下方有

「澄清備註欄 Note for Clarification」，就較抽象的、不易觀察到的指標項

目，提供了更多的例子與提示問句。 

4. 項目與指標設計時，考量文化的多元性與融合性。 

二、量表結構 

ECERS-R由七個分量表（subscale）所構成，分別代表了「空間與擺設(space 

and firnishings)」、「個人例行照護（personal care routines）」、「語言-理解

（language-reasoning）」、「活動(activities)」、「互動（interaction）」、「方案結構

(program structure)」、「父母與教師（parents and staff）」等七個構面，每個分量表

各有 4∼10個不等的項目（item），共 43個項目。研究者將其構面與項目整理為

表 2-3。 

ECERS-R每一個項目皆區分有「不適當」、「低標」、「良好」、「卓越」四種

品質水準，並以陳述句的方式，列出在某個品質水準下，可觀察到的幾個現象（評

分項目示例可見表 2-4），評分者依據現場的觀察，就每一個陳述句勾選「是」或

「否」（評分表單見表 2-5），再根據計分方式計算該項目的得分（詳見表 2-6），

繼而加總可得分量表、總量表的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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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3   ECERS-R構面與項目一覽表 
 

一、空間設施與擺設 二、個人例行照護 三、語言與推理 四、活動 五、互動 六、作息結構 七、父母與教師

1. 室內空間 

2. 日常照護、遊戲

與學習所需之擺

設 

3. 擺設舒服柔軟 

4. 遊戲空間安排 

5. 獨處的空間 

6. 與幼兒有關的擺

設（如教具或幼

兒作品） 

7. 可供進行簡單體

能遊戲空間 

8. 體能遊戲器材 

1. 到園 / 離園

2. 餐點 

3. 午睡 / 休息

4. 如廁 

5. 健康與衛生

6. 安全 

1. 書本與圖畫 

2. 鼓勵幼兒表達

3. 運用語言以發

展推理的技巧

4. 教職員所使用

的語言 

1. 運用小肌肉的

動作 

2. 美術 

3. 音樂 / 律動 

4. 積木 

5. 沙 / 水 

6. 戲劇遊戲 

7. 自然 / 科學 

8. 數學 / 數字 

9. 使用電視、視

聽器材、電腦

10. 多元文化的

接受性 

1. 注意體能活

動的進行 

2. 注意幼兒的

情形 

3. 常規 

4. 師生互動 

5. 幼兒之間的

互動 

 

1. 作息安排 

2. 自由遊戲 

3. 團體時間 

4. 對特殊幼兒的

待遇 

1. 與家長有關的措

施 

2. 有關教職員個人

需求的措施 

3. 有關教職員專業

需求的措施 

4. 教職員間的互動

與合作 

5. 教職員的監督與

評量 

6. 專業成長機會 

 

 
資料來源：整理自 Harms,Clifford & Cryer(1998).Early Childhood Environment Rating Scale-Revised Edition. NY:Teacher College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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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4  ECERS-R 項目示例（以「鼓勵兒童表達」項目為例） 

不適當 inadequate
1 

 
2 
低標 minimal 

3 4
良好 good 

5 6
卓越 excellent 

7 
（三）語言 --- 理解 

16. 鼓勵兒童表達 encouraging children to communicate  
1.1 教師未使用任

何鼓勵兒童

表達的活動

(如：不讓兒童
談談他們的

畫、說故事、

團討時間分

享想法、唱歌)
 
1.2 可刺激兒童表

達的教材非

常少 

 3.1 教師使用一
些活動以刺

激兒童表達

 
3.2 有一些可刺

激兒童表達

的教材 
 
3.3 表達活動大

致上適合該

班的兒童 

 5.1 在自由遊戲時
間與團體時間

都有表達活動

發生(如：兒童
陳述他所畫的

故事、小團體

討論著去商店

的經歷) 
 
5.2 刺激兒童表達

的教材可於教

室的多個角落

中取得(如：積
木角有一些小

型圖片、室內

外有一些可供

戲劇遊戲之用

的玩具) 

 7.1 教師在表達活動
進行時，會在兒

童適齡之聽說

能力間取得平

衡(如：留時間
讓孩子回應、幫

助表達能力有

限的孩子) 
 
7.2 教師將兒童說的

表達能力與書

寫的語言做連

結(如：寫下孩
子所陳述的、再

念給他聽，協助

兒童寫紙條給

父母) 

 

‧ 表 2-5  ECERS-R 評分表單示例 

（三）語言 ---理解 
16.鼓勵兒童表達              
 
      Y   N              Y   N               Y   N             Y   N 
 1.1  □   □          3.1 □  □           5.1 □  □         7.1 □   □  
 1.2  □   □          3.2 □  □           5.2 □  □         7.2 □   □  
                       3.3 □  □                         
 

‧ 表 2-6  ECERS-R項目給分準則 

給分 評分表單勾選情形 
1 水準 1的任一指標被勾為「是」。 
2 水準 1的全部指標勾「否」，水準 3有至少一半的指標被勾為「是」。 
3 水準 1的全部指標勾「否」，水準 3的全部指標勾「是」。 
4 水準 3的全部指標勾「否」，水準 5有至少一半的指標被勾為「是」。 
5 水準 3的全部指標勾「是」。 
6 水準 5的全部指標勾「否」，水準 7有至少一半的指標被勾為「是」。 
7 水準 3的全部指標勾「是」。 

 
表 2-4∼表 2-6資料來源：Harms,Clifford & Cryer(1998).Early Childhood Environment Rating 

Scale-Revised Edition. NY:Teacher College Press.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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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CERS-R指標一覽 

    研究者根據 ECERS-R各分量表中的項目、以及項目之下的陳述，共歸納出

176個指標： 

（一） 空間設施與擺設 

1.  室內空間 

(1) 幼兒與成人有足夠的室內空間與家具可使用。 

(2) 適當的燈光、通風設備、溫控、以及吸引人的教具。 

(3) 乾淨的室內空間（看得到日常的維護工作）。 

(4) 室內空間的維護狀態良好。 

(5) 空間便於當時使用該教室的幼兒與成人進入與使用。 

2. 日常照護、遊戲與學習之用的擺設  

（1) 足夠且適齡的家具供日常之照護、遊戲與學習之用。 

（2) 家具是堅固的、且維護狀態良好。 

（3) 適合的家具，可供特殊幼兒與同儕共同使用。 

3. 舒服柔軟的擺設  

（1) 幼兒一天主要活動的區域是溫暖而舒適的。 

（2) 大部分的柔軟傢具是乾淨且維護良好的。 

（3) 提供乾淨、柔軟的玩具給幼兒使用。 

4. 遊戲空間安排  

（1) 數個角落，提供多樣的學習經驗。 

（2) 成人很容易監看角落的情形。 

（3) 可供幾個活動同時進行的充足空間。 

（4) 安靜的區域與活動的區域不會相互干擾。 

（5) 角落佈置讓幼兒能夠獨立使用。 

（6) 空間的安排可使活動不被打擾。 

（7) 有額外的材料可用來增加或改變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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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私人空間 

（1) 有另外設置一個空間，可供一或二名幼兒在不受其他人干擾的情況下

遊戲。 

（2) 在一般的團體活動之外，教師設計活動讓一名或二名幼兒去使用該私

人空間。 

（3) 兒童可在一天的大部分時間使用獨處空間。 

（4) 教職員容易看到獨處空間的情形。 

6. 與幼兒有關的擺設 

（1) 適齡的教具材料。 

（2) 展示的東西與團體內的幼兒以及目前所進行的活動有關(如：關於近

期活動的相片或畫作)。 

（3) 展示作品放置在幼兒眼睛所及的地方。 

7. 可供進行體能遊戲的空間 

（1) 適當的室內外空間可供進行簡單體能遊戲的空間。 

（2) 戶外的體能遊戲空間有多種不同的地面，可供各種不同的遊戲進行

(如：沙地、木板地、草地等)。 

（3) 該空間易於讓班上的兒童使用(如：在同一樓層或離教室很近；對特

殊兒童而言，沒有障礙物)。 

（4) 空間的安全性。 

（5) 空間經過設計與規劃，不同的活動不會相互干擾。 

8. 體能遊戲器材 

（1) 有足夠的體能器材，兒童不必經過長時間等待。 

（2) 體能器材適合兒童的年齡與能力。 

（3) 體能器材可激發兒童多樣的技巧(如：平衡、攀爬、玩球、操舵、騎 

車)。 

（4) 體能遊戲器材的維護狀態良好。 

（5) 體能遊戲器材具有可調整性（有固定的、亦有可搬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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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人例行照護 

1. 到園/離園(greeting/departing) 

(1) 到園 / 離園時，幼兒得到親切的問候。 

(2) 到園 / 離園的氣氛愉快。 

(3) 兒童直到離園前都積極地參與活動。 

(4) 家長得到教職員親切地問候。 

(5) 教職員將離園時間運用為資訊交換的機會。 

2. 用餐/點心(meals/snacks) 

(1) 用餐時間安排得宜。 

(2) 營養均衡的餐點。 

(3) 餐點提供考量幼兒的特殊需求。 

(4) 用餐的氣氛愉快。 

(5) 鼓勵兒童獨立用餐(如：提供大小適合兒童使用的器皿，特殊兒童則

有特別的湯匙或杯子)。 

(6) 兒童在用餐時間也會幫忙(如：排椅子、自己盛裝食物、清理桌面、

擦去濺灑出來的食物)。 

(7) 教職員與幼兒一同用餐。 

(8) 用餐時間也是交談會話的時間(如：教職員鼓勵兒童說說今天發生的

事情，以及他有興趣的事物，鼓勵兒童彼此交談)。 

3. 休息/午睡 

(1) 午睡/休息的時間安排具有彈性，可符合幼兒的需求。 

(2) 對於早起或不睡的兒童有另外的措施。 

(3) 幫助幼兒放鬆的措施（如，燈光、輕音樂）。 

(4) 衛生的午睡/休息環境(如：空間不擁擠、乾淨的被褥)。 

(5) 教職員的監督是安靜、不吵雜的。 

4. 如廁 

(1) 浴廁衛生情況良好，且易於維護。 

(2) 浴廁提供基本物品（如衛生紙、肥皂）。 

(3) 浴廁規劃易於幼兒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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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職員與幼兒在使用廁所後洗手。 

(5) 上廁所的時間安排配合每個兒童的需求。 

(6) 考量兒童的年齡與能力，上廁所的時候有適當的監督。 

(7) 師生互動愉快。 

5. 衛生保健 

(1) 兒童被教導要獨立處理與健康有關的事務(如：教導正確的洗手技

巧，穿上自己的圍兜或外套，上完廁所記得沖水，提供一些相關的書

籍、圖畫與遊戲)。 

(2) 教職員是健康生活的好模範(如：在兒童面前只吃健康食品，上完廁

所後沖水)。 

(3) 為了將傳染病的傳播減至最低，有一些處理程序(如：確保兒童有免

疫力，避免讓有傳染性疾病的兒童進到學校來)。 

6. 安全 

(1) 為了安全的問題，遊戲區經過設計(如：將年幼的兒童安排在另一個

的遊戲場，或另一個時段；戶外遊戲器材的大小與挑戰度適當)。 

(2) 在室內或戶外，有適當的監督以保護兒童的安全。 

(3) 教職員向兒童解釋安全相關規定的理由。 

(4) 兒童通常遵守安全相關規定。 

(5) 教職員有一些行動以預防安全問題發生(如：移開攀爬器材之下的玩

具、將危險的區域封鎖起來避免兒童接近、清理溢灑物以免滑倒)。 

(6) 備有處理緊急狀況的必要物品(如：電話、急救專線、急救箱、運輸

工具、急救程序的手冊)。 

 

   （三）  語言與推理 

1. 書本與圖畫 

(1) 有豐富的圖書、語言教材供幼兒選擇使用。 

(2) 部分書籍與目前教室進行的活動、主題有關。 

(3) 每日安排語言活動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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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師不定時會讀書給兒童聽(如：在自由遊戲的時間、午睡時間、作

為活動的延伸) 。 

2. 鼓勵幼兒表達 

(1) 在自由遊戲時間與團體時間都有表達活動發生。 

(2) 教師在表達活動進行時，會在兒童適齡之聽說能力間取得平衡(如：

留時間讓孩子回應、幫助表達能力有限的孩子)。 

(3) 激發兒童表達的教材可於教室的多個角落中取得(如：積木角有一些

小型圖片、室內外有一些可供戲劇遊戲之用的玩具)。 

3. 運用語言以發展推理的技巧 

(1) 在幼兒遊戲時，教師與幼兒談論邏輯關係、介紹相關概念，以促進幼

兒的理解能力。（例如，說明排列順序、異同、形狀、數字等）。 

(2) 鼓勵幼兒說出、解釋他們問題解決的想法與思考歷程。 

(3) 根據幼兒的興趣、問題解決需求，介紹相關概念給幼兒。 

4. 平時的會話 

(1) 許多師生會話在團體時間、自由時間發生。 

(2) 幼兒有機會作較長、較複雜的問題回應。 

(3) 教師依幼兒的回應添增資訊、進行延伸。 

(4) 教師鼓勵幼兒之間的對話。 

(5) 教師大多運用語言於與幼兒的社會互動或資訊交換，而非控制與命

令。 

 

（四）活動 

1. 運用小肌肉的動作 

(1) 提供豐富、多樣、不同難易程度的運用小肌肉教具。 

(2) 教具維護良好。 

(3) 教具有組織地放置，幼兒可自助取用。 

2. 美術 

(1) 提供豐富多樣的美術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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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幼兒有自由創作的機會。 

(3) 藝術相關活動，並與其他的教室經驗作連結。 

3. 音樂/律動 

(1) 提供與音樂有關的教具、教材。 

(2) 提供多樣的音樂（如，古典與流行樂、不同文化的音樂）。 

(3) 安排音樂活動，以增進幼兒對音樂的欣賞與瞭解。 

4. 積木 

(1) 提供充足、多樣的積木與使用空間。 

(2) 有組織地放置積木，幼兒可自助取用、收納。 

(3) 積木區的設置。 

5. 沙 / 水 

(1) 設置沙 / 水遊戲設施。 

(2) 提供遊戲器具。 

(3) 安排多樣使用沙 / 水的活動。 

6. 戲劇遊戲 

(1) 提供幼兒多樣的戲劇遊戲材料。 

(2) 幼兒大部分時間可接觸到戲劇遊戲材料。 

(3) 提供不同主題的道具。 

(4) 清楚劃定戲劇遊戲區，並提供收納空間。 

7. 自然/科學 

(1) 提供適齡的科學遊戲、教材與活動。 

(2) 幼兒大部分時間可接觸到科學遊戲、材料。 

(3) 有組織地放置科學材料，且維護狀態良好。 

(4) 以日常事件作為科學學習的基礎。 

8. 數學/數字 

(1) 提供適齡的數學學習材料（如，關於形狀、大小、測量的材料）。 

(2) 數學材料經過組織，且維護情況良好。 

(3) 日常活動運用數學概念（如，輪流使用器材時運用計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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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使用電視、視聽器材、或電腦 

(1) 使用對幼兒有益之視聽材料。 

(2) 使用可鼓勵幼兒積極參與的視聽教材（如，鼓勵幼兒思考與決策之電

腦軟體）。 

(3) 在幼兒使用視聽教材時，教師積極參與（如，與幼兒討論錄影帶的內

容）。 

(4) 使用視聽教材做為教室主題或活動的延伸。 

10. 多元文化的接受性 

(1) 提供多元文化的書本、圖畫、遊戲材料。 

(2) 教職員沒有文化偏見的行為表現。 

(3) 在日常作息融入多元文化（如，不同文化的食物）。 

(4) 在課程活動融入多元文化（如，邀請家長分享各式家庭風俗習慣）。 

 

（五）  互動 

1. 注意體能活動的進行 

(1) 教職員以一些行動避免危險發生（例如，移開破損的器材、阻止粗暴

的遊戲行為）。 

(2) 師生互動氣氛愉快且有幫助的。 

(3) 教師協助幼兒發展使用器材的技巧。 

(4) 在遊戲過程中，適時帶給幼兒相關概念（如遠近、快慢）。 

(5) 教師協助幼兒發展社會互動技巧。 

2. 注意幼兒的情形 

(1) 依幼兒的年齡與能力，給予適當的監督。 

(2) 適時給予幼兒協助與鼓勵。 

(3) 教師隨時留意整個團體的狀況。 

(4) 教師對幼兒的努力與成就表示欣賞。 

(5) 教師適時帶給幼兒相關概念，並發問以刺激幼兒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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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常規 

(1) 教師使用非懲罰式的常規建立方法。 

(2) 教師運用活動幫助幼兒發展社會技巧。 

(3) 在幼兒解決衝突與問題時，教師主動參與。 

(4) 教師與幼兒互動的態度一致。 

(5) 在處理幼兒行為問題時，教師尋求專家的建議。 

4. 師生互動 

(1) 教師以溫暖、支持的態度回應幼兒。 

(2) 教師以同理的態度回應幼兒的挫折、生氣感受。 

(3) 教師鼓勵幼兒與成人間的相互尊重（例如，教師待幼兒發問完畢再回

答；鼓勵幼兒以禮貌的態度和教師說話）。 

5. 幼兒之間的互動 

(1) 教師作為社交技巧的良好模範（例如，傾聽、同理他人、合作）。 

(2) 教師協助幼兒發展適當之社會行為（例如，協助幼兒同理他人感受、

處理衝突情境，提供幼兒合作機會）。 

(3) 教室氣氛鼓勵正向的幼兒同儕互動。 

 

    （六）作息結構 

1. 作息安排 

(1) 作息安排在結構化與彈性間取得平衡。 

(2) 設計有多樣的活動以符合個別幼兒的需求。 

(3) 一天當中，遊戲活動佔大部分時間。 

(4) 活動間轉換平順，幼兒無須長時間等待。 

2. 自由遊戲 

(1) 幼兒有在室內、室外自由遊戲的時間。 

(2) 自由遊戲時間，教師在旁監督幼兒安全，並與幼兒進行教育性質的互

動。 

(3) 提供適齡、豐富的遊戲材料、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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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團體時間 

(1) 考量幼兒年齡、個別需求，團體聚集（大團體）的時間不宜太長。 

(2) 提供多樣的分組方式（較小的團體）。 

(3) 遊戲活動以團體、或個別方式進行。 

(4) 日常例行事項以團體、或個別方式進行。 

(5) 教職員在團體時間與幼兒進行教育互動(educational interaction)。 

4. 對特殊幼兒的待遇(provisions for childrenwith disabilities) 

(1) 教職員依據專家的指示給予特殊幼兒協助（落實早期療育）。 

(2) 適當調整環境、課程、作息，鼓勵特殊幼兒參與。 

(3) 教職員與特殊幼兒家長頻繁接觸，交換訊息。 

(4) 為特殊幼兒設計個別的評量與療育計畫。 

 

（七）父母與教師 

1. 與家長有關的措施 

(1) 幼兒註冊前，安排家長觀察。 

(2) 家長定期評量幼兒園表現。 

(3) 家長知覺幼兒園的教育哲學與方法。 

(4) 親師間彼此交流與幼兒有關的資訊。 

(5) 多種家長參與的方式（如，家長義工、教學支援）。 

(6) 適時為家長引界其他專家。 

(7) 親師間的互動是正向的、彼此尊重的。 

(8) 家長參與幼兒園決策（如，家長會代表）。 

2. 與教職員個人需求有關的措施 

(1) 教職員專屬休息室。 

(2) 休息室設備良好。 

(3) 可供教職員存放私人物品的空間。 

(4) 教職員可彈性決定休息時間。 

3. 與教職員專業需求有關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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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職員可使用相關檔案與儲藏空間。 

(2) 供教職員處理行政事務的辦公室。 

(3) 供教職員開會、研討的空間。 

4. 教職員間的互動與合作 

(1) 教師經常彼此交換與幼兒有關的資訊。 

(2) 教職員間的互動是正面的、溫暖的、支持的。 

(3) 責任劃分清楚。 

5. 教職員的監督與評量 

(1) 定期觀察、評量教職員表現。 

(2) 在評量報告中，指出教職員表現的長處，以及需要改進的地方。 

(3) 以協助、支持的態度給予教職員回饋、建議。 

(4) 採取行動落實建議。 

6. 專業成長的機會 

(1) 新進員工的訓練與適應（與幼兒、家長互動，教學方法等）。 

(2) 幼兒園內外提供之經常性的在職員工訓練。 

(3) 教師可取得與教學有關的資源（例如，專業圖書）。 

(4) 定期舉行教職員會議。 

 

貳、NAEYC幼教方案認證標準 

一、 簡介 

 

美國幼教協會（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ducation of Young Children；簡

稱NAEYC）成立於1926年，係由一群幼教工作者與其他致力提昇幼教品質者所

組成的民間機構，關注為0-8歲幼兒提供之幼教課程品質。美國幼教協會並為設

立幼教課程之幼教機構提供品質認證，包括托育中心、學前幼兒園、幼稚園、學

齡兒童課後安親等，幼教方案認證系統建立於 1985年，每年接受認證的幼教方

案數從 1986年的 19個，增加至 2003年的 8000個方案，成長快速，尤以近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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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鉅（NAEYC，2003）。 

美國幼教協會之幼教方案認證標準於 1984年出版，並於 1998年出版修訂

版，以反映幼教領域對於 DAP（developmentally appropriate practice）的反思。新

版與舊版有以下幾點差異：（NAEYC，1998） 

1. 更具體描述教師角色的複雜性，並強調持續不斷的教師專業發展。 

2. 強調「融合性的方案」，以符合每個幼兒的個別需求。 

3. 從教材應反映多元文化，到強調整個方案對文化、權力關係的知覺。 

4. 整合更多當代課程的見解，例如如何運用科技於幼教方案中。 

5. 強調與家庭建立互惠（reciprocal）關係。 

6. 關注教職員工的支持系統，如工作環境、參與決策、福利制度等。 

7. 幼教方案應持續符合法令規範。 

8. 幼教方案對持續改進與創新的承諾。 

 

二、 NAEYC幼教方案認證標準一覽 

 

NAEYC幼教方案認證標準由十個構面所構成，共計 48項指標：（NAEYC，

1998） 

（一） 師生互動 

1. 教師對幼兒的態度：回應的、鼓勵的、傾聽的。 

2. 公平對待不同背景的幼兒。 

3. 鼓勵幼兒獨立。 

4. 禁止使用體罰、羞辱、恫嚇的方式。 

5. 支持幼兒情緒發展。 

6. 鼓勵幼兒的正向社會行為。 

（二） 課程 

1. 教育哲學與目標清楚，並為教職員與家長所知。 

2. 課程計畫考量兒童發展與學習的知識，並評量個別需求與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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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適齡的教材與設備。 

4. 幼兒可主動使用視聽設備或電腦進行學習。 

5. 教師提供多樣的適齡活動。 

6. 日常作息活動與課程結合，促進幼兒學習、自助與社會技巧。 

（三） 教師與家庭關係 

1. 入園前的引導、介紹。 

2. 親師間維持合作的伙伴關係，經常的、雙向的溝通，建立信賴與相互瞭解，

傾聽並尊重家長的教育理念。 

3. 建立一機制（口頭或書面），每天分享與幼兒有關之事項（親師是伙伴關

係）。 

4. 傳達關於幼兒園教學、相關政策規範改變的訊息予家長。 

5. 教職員熟悉並使用社區資源。 

（四） 教職員資格與專業發展 

1. 職員具備資格與相關證照。 

2. 助理教師具備資格與相關證照。 

3. 教師具備資格與相關證照。 

4. 管理者需具備幼教、人力資源、財務管理之專才。 

5. 幼教專家到園指導。 

（五） 行政 

1. 行政政策與運作程序皆有書面資料（包括費用、差假、招生等）。 

2. 完整的教職員福利制度（資遣、醫療保險、退休）。 

3. 設有董事會的幼兒園，其董事與教職員之角色與責任規範清楚。 

4. 保留董事會會議記錄。 

5. 保留財務記錄以作為長期預算編列與財務分析之用。 

6. 幼兒與教職員之意外災害防護措施與保險。 

（六） 班級編制 

1. 依幼兒年齡規劃適當之班級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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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幼兒年齡有適當之生師比。 

（七） 物理環境 

1. 室內每生遊戲空間。 

2. 室外每生遊戲空間。 

3. 室內外皆有多樣的適齡器材供幼兒使用。 

4. 辦有多樣的戶外活動。 

5. 教職員的工作環境（教室或辦公室）。 

（八） 健康與安全 

1. 符合法令規範，如防火、水質。 

2. 教職員的身心狀態良好。 

3. 建立幼兒健康、聯絡、接送情形的檔案。 

4. 幼兒始終在成人的視線範圍內。 

5. 發現疑似虐兒、遺棄事項，通報主管機關。 

6. 使用無毒建材、無鉛油漆。 

7. 器材設備有防碰撞、墜落之設計。 

（九） 營養與食物 

1. 餐點符合幼兒的營養需要。 

2. 提供菜單給家長。 

3. 定期提供與幼兒文化背景有關的食物。 

4. 愉快的用餐氣氛。 

（十） 評量 

1. 教職員接受一年至少一次的評量。 

2. 內外顧客參與一年至少一次的幼兒園效能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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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包德理治教育卓越表現指標 

一、 簡介5 

1995年，美國教育部為鼓勵教育機構參與包德理治國家品質獎，而於 1998

年發展完成包德理治教育卓越表現指標（Education Criteria for Performance 

Excellence）（柳蕙瑜，民 90）。 

包德理治獎教育卓越表現指標（以下簡稱為「包德理治教育指標」）可適用

於各種教育組織，無論規模（大、小）、教育階段（學前教育∼高等教育）、連鎖

或獨立。 

包德理治教育指標期望扮演三種角色：協助促進組織的表現、能力與結果；

促進各種組織間的溝通與最佳實務之分享；作為一種理解與管理組織表現的工

具。因此，包德理治教育指標的目標有三：遞送「持續改進」的價值觀給學生與

其他利害關係人，以提升教育品質；改善教育組織的效能與能力；促成組織與個

人的學習。 

 

（一） 核心價值觀與指標架構 

包德理治教育指標係根據十一個核心價值觀所構成：有願景的領導、以學習

為中心的教育、組織與個人的學習、重視教職員工與合作伙伴、靈活度（agility）、

前瞻性（focus on the future）、管理創新（managing for innovation）、運用數據來

管理（management by fact）、社會責任、重視結果與創造價值、以及系統觀點。

這些核心價值觀鑲嵌於整套指標之中，透過七個構面來展現：領導、策略性規劃、

以學生與其他利害關係人為焦點、以教職員工為焦點、測量分析與知識管理、歷

程管理、組織表現結果。其指標架構如圖 2-6所示。 

包德理治教育指標的架構反映了「系統觀點（system perspective）」：領導者

將焦點放在策略方向以及學生、利害關係人身上；領導者根據數據以監控、回應、

管理組織的表現結果；測量與資訊獲取攸關組織策略、歷程與資源分配。 

 
                                                 
5 本段落係研究者整理自美國包德理治教育指標文件（NIST，200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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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6  包德理治教育指標架構：系統觀點（NIST , 2003b, p5） 

 

如圖 2-6所示，由頂端往下，包含數個要素： 

1. 組織背景檔案：包含教育組織的背景、環境、重要的伙伴、以及策略上

面臨的挑戰等。 

2. 系統運作：本要素由六大構面所組成，可分為「領導三部曲（the leadership 

triad）」以及「結果三部曲（the results triad）」。前者指領導、策略性規劃、

學生（、利害關係人與市場）焦點，表示領導者置焦於策略與學生（、

利害關係人與市場）上，設立組織的方向並尋求組織未來的發展契機。

教職員工焦點、歷程管理與組織表現結果構成了「結果三部曲」，因為組

織的各項表現（學生、利害關係人的反應，財務面的績效等）都與教職

員工的投入與工作歷程有關。 

3. 系統的基礎：「測量、分析與知識管理」可使組織根據事實、數據來管理、

改善組織的表現，是使組織成為一個據實管理系統（fact-based system）

的重要基礎。 

 

 

 
組織背景檔案：環境、關係與挑戰 

4.測量、分析與知識管理 

1. 
領導 

2.策略規劃

 
6.歷程管理 

5.教職員工焦點

3.學生、利害關係
人與市場焦點 

7.組織表
現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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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色 

包德理治教育指標有幾項特色： 

1.  關注組織表現結果 

關注多個組織表現結果面向，以確保組織策略的均衡，不會偏向特定利害

關係人或某特定目標，包含(1)學生學習結果(2)學生與利害關係人關注的結果(3)

預算、財務與市場表現(4)與教職員有關的結果(5)組織效能(6)組織治理與社會

責任。 

2.  指標的適用性高 

由於包德理治教育指標強調創新、靈活等價值觀，因此指標設計時並未對

組織結構、程序或管理方法有所設限，有著高度適用性（nonprescriptive and 

adaptable）。教育組織即使保留其個殊性，考量組織型態、規模、對外關係等因

素規劃策略與管理方法，仍可適用於教育卓越表現指標。 

3. 以系統觀點建構 

為了確保組織目標的一致性，包德理治教育指標採用系統觀點，以資訊的

測量分析作為策略規劃與表現結果的溝通橋樑，運用「計畫 → 執行 → 評估 

→ 修正」的學習循環，確保各階段目標的一致性。 

 

二、 指標一覽 

包德理治教育指標包含七個大構面，其下各有 2∼6個中構面，共計 19個中

構面，大構面與中構面配有分數，如表 2-7所示，以「組織表現結果」為最強調。 

中構面之下尚有小構面，共計 32個，每個小構面列有數個檢視要點，多以

問句方式呈現。研究者將小構面之下的「檢視問句」轉化為「陳述性指標」。共

計 138項陳述性指標（詳見表 2-8）。 

舉例說明，若檢視問句為「How do senior leaders set and deploy your 

organizational values, short- and longer-term directions, and performance 

expectations?」，研究者轉化之陳述性指標為「園長設立幼兒園的價值觀、短期長

期方向、關於表現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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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7  2003包德理治教育指標之構面與配分（NIST, 2003b, p13.） 

2003包德理治教育指標之構面                               配    分 

1. 領導                                                            120

1.1組織領導                                              70 
1.2社會責任                                              50 

2. 策略規劃                                                         85

2.1策略發展                                              40 
    2.2策略部署                                              45 
3. 以學生、利害關係人與市場為焦點                                   85

    3.1關於學生、利害關係人、市場的知識                      40 
    3.2與學生、利害關係人的關係，學生、利害關係人之滿意度    45 
4. 測量、分析與知識管理                                             90

    4.1測量並分析組織表現                                    45 
    4.2資訊與知識管理                                        45 
5. 以教職員工為焦點                                                85

5.1 工作系統                                              35 
5.2教職員的學習與動機                                    25 
5.3教職員的福利與滿意程度                                25 

6. 歷程管理                                                        85

6.1以學習為中心的歷程                                    50 
6.2支持歷程                                              35 

7. 組織表現結果                                                   450

7.1學生學習表現                                          150 
7.2學生與利害關係人關注之結果                             60 
7.3預算、財務與市場表現                                   60 
7.4教職員表現                                             60 
7.5組織效能表現                                           60 
7.6管理與社會責任                                         60 
總            分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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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8  包德理治教育指標一覽表 

大構面 中 構 面 小 構 面 陳     述     性     指     標 
園長設立幼兒園的價值、短期長期方向、關於表現的期望 
園長設定表現期望時，將幼兒與利害關係人的價值觀納入考

量，並尋求平衡 
園長將幼兒園的價值、方向與期望與教職員、合作伙伴分享與

溝通 
園長確保與教職員、合作伙伴的雙向溝通 
園長為幼兒創造一個賦權、創新、安全、公平的環境 
園長為教職員創造一個學習的環境 

領導方針 

園長創造一個促成守法、道德行為的環境 
幼兒園行動的責任管理 
會計責任（fiscal accountability） 
獨立的內部與外部審計(audit) 

幼兒園治理 

適度保障利害關係人的利益 
選擇適當指標以評估幼兒園的表現與能力 
將幼兒園的表現與競爭園所或其他機構相比較 
評估幼兒園因應組織需求的改變能力 
依據評估所得的資訊，設定組織改進的優先順序、與創新契機

根據優先改進事項與創新契機，進行部署 
在改進與創新之時，考量小學 (receiving school)或合作伙伴，
以確保幼兒園的組織和諧 
評估園長領導效能的機制 
評估決策團體效能的機制（如，董事會） 

幼兒園

領導 

幼兒園績效

表現 

根據領導評估結果，改善領導效能與領導系統 
幼兒園的功能與社會定位 
預測大眾對幼兒園目前與未來的關注事項 

公眾責任 

對於大眾關注的事項，預先做準備 
道德行為 監測並確保幼兒園與幼兒、家長互動時的行為符合道德要求 

確認關鍵社群（例如，當地社區、專業協會），決定幼兒園可以

著力的範圍 
幼兒園主動支持並參與改善關鍵社群 

一、領導 

社會責

任 

支持關鍵社

群 
(key 
communities) 

園長與教職員工皆參與改善關鍵社群 
幼兒園長期、短期計畫的時程表 
幼兒園的策略規劃歷程符合其長短期計畫的時程表 

策略發展歷

程 
策略規劃時，蒐集並分析下列資料：內外顧客的需求、競爭環

境、組織相對優勢、大環境（教育改革、重要技術創新）、資源、

風險、幼兒園本位特性 
訂定清楚的策略目標，以及達成之時間表 
釐清策略目標的最終目的 
策略目標權衡幼兒園的短期、長期挑戰與發展機會 

二、策略

性規劃 
策略發

展 

策略目標 

策略目標的設定權衡幼兒與利害關係人的需求 
 



 

 58

根據策略目標，發展、部署行動計畫 
分配資源以落實行動計畫 
確保行動計畫帶來的效果能維持下去 

行動計畫的

發展與部署 

選擇適切指標，以評估、追蹤行動計畫的進展與落實程度 
預估幼兒園短期、長期的表現，並與競爭者、其他幼兒園做比較

 策略發

展 

預估表現 
預估幼兒園表現，與標竿園所（benchmarks）、幼兒園目標、過
去表現作比較 
決定幼兒園服務之主要市場與客群 
評估納入潛在客群的可能性 
傾聽幼兒與利害關係人的要求與期望，並評估其重要性 
依客群的不同，而有不同的需求評估方法 
在規劃服務、行銷、改善歷程與發展新服務時，運用從顧客（過

去的、目前的、潛在的）得來之訊息 

關於幼

兒、利害

關係

人、市場

的知識 

關於幼兒、

利害關係

人、市場的

知識 

以有效的方法傾聽利害關係人的需求 
與幼兒、利害關係人建立關係，滿足並超越其學習的期望，促

使持續的互動以及口碑的傳播 
建立幼兒、利害關係人尋求資訊、表達需求與抱怨的管道 
確保顧客的需求為教職員（與家長接觸的一線人員）所知 
幼兒園有一套抱怨處理的歷程，可確保抱怨能有效被解決 
分析顧客抱怨對幼兒園改善的意義 

與幼兒、利

害關係人的

關係 

以有效的方法與利害關係人建立關係、維持互動 
幼兒園有一套評估幼兒與利害關係人滿意、不滿意程度的方法

依照客群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滿意度評估方法 
確保滿意度評估方法可取得具行動意涵的資訊，並能促使持續

的互動以及口碑的傳播 
運用顧客滿意與不滿意的資訊於幼兒園改善行動中 
調查顧客對競爭園所或其他幼兒園的看法，並分析其意涵 

三、以幼

兒、利害

關係

人、市場

為焦點 

與幼

兒、利害

關係人

的關

係，以及

其滿意

度 
幼兒、利害

關係人的滿

意度 

以有效的方法評估滿意度 
蒐集、選擇與幼兒學習、幼兒園日常運作、幼兒園表現有關之

資訊 
於決策或創新時運用相關資訊 
蒐集比較性的資訊（與競爭園所比較、與標竿園所比較），並於

決策或創新時運用之 

測量幼兒園

表現 

以有效的方法測量幼兒園表現 
分析相關資訊的意涵，以支持幼兒園的策略規劃 

幼兒園

表現的

測量與

分析 

分析幼兒園

表現 將分析結果與教職員工分享，以增加其對決策的支持程度 
幼兒園有一套取得必要資訊的方法 
資訊可為教職員、利害關係人所取得 
資訊設備（包含軟體、硬體）是安全、可信賴的、操作容易的

資料與資訊

取得 

以有效的方法取得相關資訊 
教職員間的知識集結與分享 
將相關知識與幼兒、利害關係人分享 

四、測

量、分析

與知識

管理 

資訊與

知識管

理 

幼兒園知識 

確認並分享最佳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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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保資訊與知識的完整性、真實性、時效性、有效性、精確性

從促進合作、創新、賦權與幼兒園文化的觀點，安排與管理工

作 
依人員的技能與經驗平均分配人力 
工作的安排與管理具備彈性，可隨著教育服務需求調整 
運用教職員工的多樣性以設計工作系統 

工作的安排

與管理 

不同部門、職位間的有效溝通與技能分享 
教職員表現

管理系統 
提供回饋、獎勵或誘因，促使教職員工有高工作表現、重視幼

兒與利害關係人 
確認幼兒園未來的教職員應具備之特質與技能 
人員聘僱制度清楚 
確保人員的多樣性 
教職員的聘用與職涯發展計畫，考量幼兒園的成長與需求 

工作系

統 

人員雇用與

職涯發展 

確保教職員工擁有相關證照 
考量幼兒園的行動計畫，設計教職員的教育/訓練方案 
考量幼兒園表現、教學方法改變，設計教職員的教育訓練方案

考量幼兒園的長短期目標與教職員的需求（學習、職涯發展），

設計教職員教育訓練方案 
考量幼兒園的需求，設計教職員的教育/訓練方案 
運用教職員的知識資產於教育 / 訓練方案中 
將幼兒園的知識資產納入教職員的教育 / 訓練方案中 
教育/訓練的形式，考量教職員的意見與投入程度 
教育 / 訓練形式多樣化，例如正式的、非正式的、講座、教育
視導等形式 
強調新知識與新技能的使用 

教職員的教

育、訓練與

發展 

評估教育 / 訓練方案的成效，探究其與個人、幼兒園整體表現
的關連性 
幼兒園激發教職員發揮潛能 
幼兒園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機制協助教職員達成其與職業發展、

學習有關的目標 

教職員

的學習

與動機 

動機與職涯

發展 

園長協助教職員達成其與職業發展、學習有關的目標 
改善工作環境的健康、安全、人因工程面向 
教職員工參與改善工作環境 
對緊急事件或災害的準備程度 

工作環境 

確保幼兒園能持續保障教職員工的福利 
確認影響教職員福利、滿意度與動機的因素 
確認不同教職員有不同的影響因素 
透過服務、利益與政策支持教職員工 
考量不同員工的需求，透過服務、利益、政策支持教職員工 
運用多元方法評估教職員滿意度與動機 

五、以教

職員為

焦點 

教職員

的福利

與滿意

度 
教職員工的

支持與滿意

度 

探究評估結果與幼兒園表現的關連，以確立改善工作環境與支

持氣氛措施的優先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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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以學習為中心的教育歷程 
教育歷程為幼兒園、幼兒、利害關係人創造價值 
教育歷程考量幼兒的教育、發展與福利需求，並極大化其學習

成效。 
教育歷程整合了幼兒、教職員、利害關係人的投入 
確保教職員的準備度（例如，幼兒認知、情緒發展知識，教學

經驗與策略，評量的知識等），以遞送學習中心的教育歷程 
預期幼兒學習的個別差異，並做好準備 
教育歷程的設計整合了新的教學技術與知識 
學習材料的順序安排與連結 
選擇適切表現指標或評量工具以控制、改善教育歷程 
測量計畫中有效運用形成性與總結性評量 

以學習

為中心

的歷程 

以學習為中

心的歷程 

確保幼兒園教育歷程與時下之教育需求、方向一致 
行政系統整合了教職員與利害關係人的投入 
行政系統的設計考量新的技術與知識 
行政系統的設計整合了週期時間、生產力、成本控制、其他效

能與效率因素 
選擇適切指標評估行政系統的表現（包含事中與事後） 
將檢測、試誤的成本降至最低，避免失誤與重做 

六、歷程

管理 

行政系

統6 
行政系統 

確保幼兒園表現的穩定性，並尋求不斷改善 
目前幼兒學習與進步的情形，以及未來趨勢 幼兒學

習結果 
幼兒學習結

果 將幼兒學習與進步情形與競爭園所比較 
目前幼兒與利害關係人的滿意、不滿意程度，以及未來趨勢 
將幼兒與利害關係人的滿意度與競爭園所比較 

幼兒、利

害關係

人關注

的結果 

幼兒、利害

關係人關注

的結果 目前幼兒、利害關係人對幼兒園的評價、忠誠度與口碑，以及

未來趨勢 
目前幼兒園的預算、財務表現，以及未來趨勢 預算、財

務與市

場結果 

預算、財務

與市場結果 目前幼兒園的市場表現（如招生情形、進入新的市場），以及未
來趨勢 
目前的工作系統表現與效能，以及未來趨勢 
目前的教職員工學習與發展情形，以及未來趨勢 

與教職

員有關

的結果 

與教職員有

關的結果 
目前的教職員福利、滿意、不滿意程度，以及未來趨勢 
幼兒園在教育歷程效能效率指標的表現（如，幼兒園改善幼兒

表現、教育氣氛的能力，對顧客需求的回應程度） 
幼兒園在行政系統效能效率指標的表現（如週期時間、生產力等）

幼兒園

效能 
幼兒園效能 

幼兒園組織策略與行動計畫的結果評估 
幼兒園的財務運作良好，並接受內部、外部的稽核（財務報表

公開） 
幼兒園的道德行為表現，並得到利害關係人的信賴 
幼兒園的表現與法令規範一致 

七、幼兒

園表現

結果 

幼兒園

的治理

與社會

責任 

幼兒園的治

理與社會責

任 

幼兒園支持重要社群的表現 
                                                 
6行政系統：指支持教育歷程的行政系統，包括財務與會計、設施管理、人力資源、行銷、資訊

服務、對外關係、採購、伙伴關係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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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ECERS-R、NAEYC認證標準、包德理治教育指標之比較分析 

研究者以構面與指標抽象程度為切入角度，將 ECERS-R、NAEYC、包德理

治教育指標並列評析比較，以建構出研究工具「幼兒園教育品質指標」。 

 

一、 構面 

ECERS-R包含七構面（次量表）：空間與擺設、個人例行照護、語言與推理、

活動、互動、作息結構、父母與教師。除了「父母與教師」外，其餘六構面指涉

的是幼兒直接經歷之「幼教歷程品質」。 

NAEYC認證標準包含十構面：師生互動、課程、教師與家庭的關係、教職

員資格與專業發展、行政、班級編制、物理環境、健康與安全、營養與食物、評

量。十個構面中，有六個構面與幼兒經驗直接相關：師生互動、課程、班級編制、

物理環境、健康與安全、營養與食物；另外四個構面，「教師與家庭的關係」談

論顧客關係，「教職員資格與專業發展」關注幼兒園的人力資源要項，「行政」指

涉幼兒園非直接關於教學的運作層面，「評量」則是偏向幼兒園效能概念。也就

是說，NAEYC雖以「幼教歷程品質」為主，但也已論及幼兒園運作與組織經營

的層面。 

包德理治教育指標包含七大構面：領導、策略性規劃、以顧客為焦點、資訊

測量分析與知識管理、以教職員為焦點、歷程管理、幼兒園表現結果。與 NAEYC

認證標準、ECERS-R的構面比較結果如表 2-9所示，就構面範疇而言，包德理

治教育指標涵蓋最廣，其次是 NAEYC認證標準，最小是 ECERS-R，包德理治

教育指標所包含的「策略性規劃」與「測量分析與知識管理」構面是 NAEYC認

證標準與 ECERS-R所遺漏的。 

此外，包德理治教育指標的構面本身有層次之分，NAEYC認證標準的構面

大約相當於包德理治教育指標的小構面，例如，NAEYC的「教職員資格與專業

發展」構面，相當於包德理治教育指標之「教職員焦點﹍教職員的學習與動機﹍

教職員的教育、訓練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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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9   包德理治教育指標、NAEYC認證標準、ECERS-R構面比較 

包德理治教育指標 NAEYC認證標準 ECERS-R 

領導 行政  

策略性規劃   

以學生、利害關係人、市

場為焦點 
教師與家庭關係 父母與教師 

測量分析與知識管理   

以教職員為焦點 教職員資格與專業發展  

歷程管理 師生互動、課程、班級編

制、物理環境、健康與安

全、營養與食物 

空間與擺設、個人例行照

護、語言與推理、活動、

互動、作息結構 

幼兒園表現結果 評量  
 

二、 指標抽象程度 

研究者將 ECERS-R的 176項指標、NAEYC認證標準的 48項指標、包德理

治教育指標的 138項指標並列比較，發現指標的抽象程度有所差異，其中，以包

德理治教育指標的抽象程度較高，ECERS抽象程度較低，NAEYC則介於兩者之

間，有的指標較抽象，有的則很具體。 

    以表 2-10為例，若將與教職員工作環境有關的指標並列比較，發現 ECERS-R

以 5個指標來表示「父母與教師」構面中的「與教職員專業需求有關的措施」項

目，而在 NAEYC認證標準中，在「物理環境」構面中，僅以一個指標（教職員

的工作環境）來代表。顯示 ECERS-R的抽象程度較低，指標較為具體。 

‧ 表 2-10  指標抽象程度比較：例一（NAEYC認證標準與 ECERS-R） 

NAEYC ECERS-R 

構面 指標 指標 所屬構面與項目（括號） 

供教職員處理行政事務的辦公室 父母與教師（與教職員專業需求有關的措施）

供教職員開會、研討的空間 父母與教師（與教職員專業需求有關的措施）

教職員專屬休息室 父母與教師（與教職員個人需求有關的措施）

休息室設備良好 父母與教師（與教職員個人需求有關的措施）

物理

環境 

教職員的

工作環境

（教室或

辦公室） 

可供教職員存放私人物品的空間 父母與教師（與教職員個人需求有關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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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以表 2-11為例，包德理治教育指標「教育歷程考量學生的教育、發展與

福利需求，並極大化其學習成效」一項指標，若透過 NAEYC認證標準中的十二

項相關指標來理解，指標意涵將更加具體清晰。 

 

‧ 表 2-11 指標抽象程度比較：例二（包德理治教育指標與 NAEYC認證標準） 

包德理治教育指標 NAEYC認證標準 

大構面 中構面 小構面 指標 指標 所屬構面 

課程計畫考量兒童發展與學習的知識 課程 

室內外每生遊戲空間 物理環境 

室內外皆有多樣的適齡器材供幼

兒使用 

物理環境 

器材設備有防碰撞、防墜落之設計 健康與安全 

舉辦多樣的戶外活動 物理環境 

幼兒始終在成人的視線範圍內 健康與安全 

作息活動與課程結合，促進幼兒學

習、自助與社會技巧 

課程 

餐點符合幼兒的營養需要 營養與食物 

定期提供與幼兒文化背景有關的食物 營養與食物 

愉快的用餐氣氛 營養與食物 

依幼兒年齡規劃適當之班級大小 班級編制 

歷程管理 以學習

為中心

的歷程 

以學習

為中心

的歷程 

教育歷程考

量學生的教

育、發展與福

利需求，並極

大化其學習

成效。 

依幼兒年齡有適當之生師比例 班級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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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指標體系建構方法 

    指標體系包含指標與權重，在本節中，研究者將分為「指標建構方法」與「權

重求算方式」兩部分來說明。 

 

壹、指標建構方法 

一、指標建構方法介紹 

指標建構方法有很多，包括文獻分析法、問卷調查法、專家座談法、腦力激

盪法、因素分析法、焦點團體法、精釋研究法、德懷術、政策德懷術、模糊德懷

術、AHP層級分析法、概念構圖法、迴歸分析法等十多種方法，茲分述於下：（郭

工賓，民 90；郭昭佑，民 89） 

（三） 文獻分析法 

    由研究者搜尋與研究主題相關之文獻，並探討分析以建構指標的方式，屬於

質化的指標建構方法，適用於有豐富文獻資料可供蒐集時。 

（四） 問卷調查法 

    根據文獻探討或專家學者的意見，編制成指標問卷，續以適用之抽樣方法，

發放問卷，大量蒐集所調查對象的觀點、意見等，係指標建構方法中較為普遍應

用的。 

（五） 專家座談法 

透過專家座談或會議方式，彼此討論、溝通與意見交換，藉此制訂指標，此

法的限制為所制訂的標準只反映專家的偏見。 

（六） 腦力激盪法 

透過團體思考，運用群體智慧，引出觀念、看法和策略，有助於認定和概念

化問題情境極可能的解決方法，不強調邏輯的一致性。此法的限制為有些不同意

見可能會受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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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因素分析法 

目的在於減少指標的數量，還能保有原來資料所能提供之大部分訊息，調和

指標的充足性與避免數量過多的兩難。 

（八） 焦點團體法 

透過焦點團體的參與，在短時間內針對研究議題觀察並記錄到大量的語言互

動和對話。適宜從事探索性的研究。 

（九） 精釋研究法 

解決研究人員、代表因故無法配合的情形。以質化過程與量化分析，建構重

要的、可行的、具代表性的決定性指標，並非完整的全面性指標建構方式。 

（十） 德懷術 

將面對面討論溝通改為匿名問卷的匯集意見方式，所有參與者都能在無威脅

之情境表達意見，並參考其他人的意見以決定是否要修正，可實施至意見無太大

變化為止。主要實施步驟為： 

1. 先選定具代表性的專家作為參與樣本，通常採小樣本，異質性小組約

5∼10人，同質性小組約 15∼30人； 

2. 發放第一次問卷，可以是開放性問卷讓參與者廣泛提供意見，或是根

據文獻而來之半結構式問卷； 

3. 根據第一次問卷回收之內容設計成結構式問卷，並檢附第一次問卷之

參與者反應，發放第二次問卷，請參與者根據量尺評定重要性； 

4. 第二次問卷回收後，經資料整理分析，研究者需檢附所有參與者之集

中量數、以及參與者前一次之反應值，發放第三次問卷，參與者可選

擇是否要改變意見，唯若與多數人意見不同，需加以說明理由。 

5. 第三次問卷回收後，整理所有人之意見與參與者前次意見，發放第四

次問卷，反覆實施直到達成共識為止。 

（十一） 模糊德懷術 

傳統德懷術以 50％ 之資料綜合成專家意見，亦忽略其餘 50％之訊息，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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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德懷術以隸屬函數整合專家意見，除了處理人類思維的模糊性部分，亦將所

有專家意見納入考量。 

（十二） 政策德懷術 

不以達成共識為目的，僅就大眾關心之社會議題或政策問題，訂定可能產生

的狀況與替代方案，所為決策者之參考。 

（十三） 層級分析法 

將複雜之研究問題以層級方式加以分解，並透過成對比較方式，尋找各階

層、要素間的權重。 

（十四） 概念構圖法：結合以概念構圖或其他足以表徵與解釋各式各樣觀點的

圖形方式，以及多元度量法及集群分析等兩種多變量統計分析技術，共同應用

再分析這種圖形資料所提供的訊息和結果上，以具體的操作型定義步驟方式和

衍生出來的概念表徵過程，來達到結構化的概念形成目的。 

（十五） 迴歸分析法：根據數據資料，以統計方法計算預測變項的線性組合，

以預測效標變項。 

    綜上所述，文獻分析法與焦點團體法適用於指標初步形成的階段，前者適用

於有豐富文獻可蒐集時，後者適用於探索性研究；問卷調查法、因素分析法、德

懷術、政策德懷術、模糊德懷術、AHP層級分析法等常是在文獻分析後，進一

步蒐集專家或人員意見，並分析以確立指標；其他方法如精釋研究法可建構精

簡、扼要之指標，迴歸分析法可根據實際之數據探討指標組合，概念構圖法則可

以圖形方式將指標概念加以呈現。因此，指標建構方法眾多，每一種方法各有其

特性與適用情形，方法的選擇端視研究目的而定。    

 

二、國內教育類指標建構相關研究     

研究者閱覽近年來國內教育類指標建構之相關研究，並將其指標建構歷程整

理於表 2-14。相關文獻之研究歷程可大致分為「初擬指標」、「修訂、篩選指標」、

「指標確立」、「指標建構成果」與「指標應用」等階段。 

 



 

 67

‧ 表 2-14  國內指標體系建構之相關研究及其歷程 
   指 標 建 構 歷 程  研究者 欲建構之指

標 初擬 篩選、修訂 確立 成果 
應用 

閻自安 
（民 85） 

高級中學全

面品質教育

指標 

‧文獻分析 ‧ 指標適切性問卷調查 →
模糊相似性整合法整合專家

意見，以常模參照方式篩選

指標。 

‧ AHP問卷調查→模
糊層級分析法以建立構

面權重。 
‧ 根據指標適切性分

析結果，建立構面內指

標相對權重。 

‧ 高級中學全面品

質教育指標評量表

（含權重）。 

‧ 高級中學內在

顧客（教師與學

生）對指標重要性

看法比較。 
‧ 高級中學內在

顧客自評。 
柳蕙瑜 
（民 90） 

完全中學品

質指標 
‧文獻分析 ‧ 指標適切性問卷調查 →

以三角模糊數整合專家意

見，並依主觀門檻值篩選指

標。 

‧依指標適切性分析結

果，建立構面權重與指

標權重。 

‧完全中學品質指標

體系（含權重）。 
 

謝金青 
（民 84） 

國民小學學

校效能評鑑

指標 

‧文獻分析

‧訪問調查

‧ 指標可用性問卷調查→

專家建議保留、刪除、合併、

修正的指標。 
‧ 訪問調查→作為指標刪

除、合併、修正之參考。 

‧ AHP問卷調查→建
立指標權重體系。 
‧ 訪問調查→作為解

讀、詮釋、歸納研究結

果之參考。 

‧ 國民小學學校效

能評鑑指標與權重體

系。 
‧ 國民小學學校效

能評鑑簡表。 

 

黃建忠 
（民 88） 

國民小學教

育品質指標 
‧文獻分析 ‧專家意見調查→保留、刪

除、修正、合併指標。 
‧預試→信度、效度分

析 
‧ 「國民小學品質

指標內涵」意見調查

問卷。 
‧ 問卷調查不同人

員對指標重要性的看

法。 

 

王瑞壎 
（民 88） 

國中階段學

校表現指標 
‧文獻分析

 
‧專家意見諮詢→修訂、刪除

指標。 
 ‧南投縣國中學校表現

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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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 標 建 構 歷 程  研究者 欲建構之

指標 初擬 篩選、修訂 確立 成果 
應用 

莊惠文

（民 89） 
大學教學

評鑑指標 
‧文獻分析

‧訪談 
‧ 專家意見調查→修訂構

面、篩選指標。 
‧ 預試→信度分析→刪除

指標。 

‧ 指標適切性問卷調

查→以常態轉換法評估

指標權重。 

‧ 大學教學評鑑

指標（含權重）。 
 

吳政達

（民 88） 
教師評鑑

指標 
‧文獻分析

‧政策利害

關係人

座談 

‧ 指標適宜程度問卷調查

→以模糊德懷整合專家意

見，依主觀門檻值篩選指標。

‧ AHP問卷調查→模
糊層級分析法以建立構

面權重與指標權重。 

‧ 教師評鑑指標

系統（含權重）。 
‧國小教師評鑑之

模糊綜合評估。 

吳政達

（民 89） 
高職實用

技能班教

育政策執

行評估指

標 

‧文獻分析 ‧ 指標適切性問卷調查→

三角模糊數整合專家意見→

依主觀門檻值篩選指標。 

‧ AHP問卷調查→建
立構面權重與指標權

重。 
 

‧ 高職實用技能

班教育政策執行

評估指標體系（含

權重）。 

‧訪視高職學校進

行政策執行評

估。 

羅云志

（民 91） 
國民小學

實習教師

成為合格

教師評鑑

指標 

‧文獻分析 ‧ 專家意見調查→因素分

析、相關分析、信度分析，

以篩選、修訂指標。 

 ‧ 國民小學實習

教師成為合格教

師評鑑指標。 
‧ 問卷調查不同

背景之教師對指

標重要性的看法。

‧ 

張豔華 
（民 91） 

中學教師

專業評鑑

指標 

‧文獻分析

‧德懷術第

一次問卷 

‧ 分析第一次問卷以修訂

指標。 
‧ 德懷術第二次問卷→調

查指標適切性。 

‧德懷術第三次問卷→

參與者適切性看法調

整，並形成共識，確

立指標。 

‧中學教師專業評

鑑指標。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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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表 2-14可歸納出國內相關研究於指標建構各階段歷程所運用的方法： 

1. 初擬指標階段：國內指標建構研究者主要運用以文獻分析法初擬指標（閻自

安，民 85；柳蕙瑜，民 90；黃建忠，民 88；王瑞壎，民 88；吳政達民 88；

羅云至，民 91），或是以文獻分析搭配訪問調查（謝金青，民 84）、訪談（莊

惠文，民 89）、利害關係人座談（吳政達，民 89）。 

2. 指標修訂與篩選階段：普遍以專家意見為指標修訂、篩選之依據，使用的方

法有量化之指標適切性問卷調查（閻自安；柳蕙瑜；吳政達；吳政達），量化

與質化兼具之指標可用性調查（王瑞壎；莊惠文；羅云至；謝金青），以及質

化之訪談（謝金青）。 

3. 指標確立與指標建構成果：根據專家意見修訂完畢之指標，研究者據之編制

成問卷，從事相關人員對指標意見之調查，以確立指標。有的針對不同人員

對指標重要性看法進行分析比較（黃建忠；羅云至），有的則進一步建立指標

權重，運用的方法如 AHP層級分析法（閻自安；謝金青；吳政達，民 88）、

三角模糊數歸一化（柳蕙瑜；吳政達，民 89）、常態轉換法（莊惠文）。 

4. 指標應用階段：部分研究者進一步將指標建構結果應用於實際評估（閻自安；

吳政達；吳政達）。 

承上，國內研究者進行教育類指標相關研究之時，主要採用文獻分析初擬指

標，以質化或量化方式蒐集專家意見以修訂、篩選指標，以問卷蒐集相關人員的

看法以確立指標，將指標建構成果運用於實際情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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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權重求算方式 

指標體系的內涵通常是豐富、多面向的，然而，如何整合以形成綜合價值判

斷，則是一項重要的議題。權重求算方式（如圖 2-7所示）可分為主觀權重、客

觀權重與折衷權重三類加以說明（陳勁甫，民 78；謝金青，民 84；張淑卿，民

90）： 

一、 主觀權重 

主觀權重以經驗性的判斷作為權重求算的基礎，可反映研究對象主觀認定的

偏好，包含德菲法、層級分析法（AHP）、隨機權重法、加權最小平方法等。 

（一） 德菲法 

德菲法融合了問卷調查與會議的優點，將一次問卷所得之團體結果，再

提供給受測專家做為參考，並進行第二次的權重評估，如此反覆進行至每個

要素的權重值趨於穩定為止。 

（二）層級分析法（AHP） 

層級分析法（AHP）係將關決策的各個要素，以階層構造加以掌握後，

由決策者就兩兩要素的相對重要性進行成對比較，繼而建立成對比較矩陣，

求解特徵值（eigenvalue）以求取各要素的相對權重。應用廣泛。 

（三）隨機權重法 

在限制條件下，利用隨機產生器分配權重值。其限制條件為： 

1. 若與 j至少一樣重要，則 i的權重值大於等於 j的權重值。 

2. 權重值總和為 1。 

隨機權重法以隨機方式產生的權重，難以代表研究對象的主觀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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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權最小平方法 

    加權最小平方法由 Chu等人所提出，在權重總和為 1、加權平方和為最

小的條件下，以一組聯立線性方程式求取權重分配之最佳組合。 

（五）LINMAP法（Linear Programming Techniques for Multidimentional 

Analysis of Preference） 

    本方法以線性程序進行偏好的多元向度分析，需由決策者先對每一指標

設定理想點，在各替代方案中，選取理想點間距最短者為最佳方案。 

（六）極值權重法 

由決策者根據指標之重要性給予極端之權重值，所有重要的指標，其權

重值皆相等，而判定為不重要的指標，權重值皆為零。方法簡單但指標取捨

之間的差異過於強烈。 

 

 

 

‧ 圖 2-7  權重求算方法分類（修改自張淑卿，民 90，p25） 

屬性權重求算方法 

主觀權重法 折衷權重法 客觀權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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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客觀權重 

客觀權重則根據實際的客觀數據，按照特定之數學計算歷程而得到權重。 

（一）熵值權重法 

熵源於熱力學，且廣泛運用於化學、統計、資訊學等領域，用以評估衡

量資料中的混亂程度，稱為資訊熵（information entropy），可表示一物質對

某種目的所具「有用性」的程度。熵值權重法係透過資料挖掘（data mining），

尋找指標之間的內在關連，繼而求取權重的一種方法。 

（二）灰關連矩陣法 

本法源於灰色理論，可對事物的不明確性、多變量輸入、離散的數據、

及數據的不完整性，做有效的處理。主要是透過參數間關連性的比較，瞭解

參數與理想變數間的關連性，形成灰關連後，再歸一化計算權重。  

三、 折衷權重 

折衷權重係整合主觀權重與客觀之熵值權重而成，由 Hwang & Yoon(1981)

所提出，可同時考慮主觀與客觀層面。研究者（陳勁甫，民 78）曾結合決策者

評定之主觀權重與客觀屬性測量值之熵值權重，計算折衷權重，應用於捷運售票

機的評選。 

綜上所述，三類權重各有其特性：主觀權重可凸顯決策者的主觀偏好；客觀

權重適用於有實際的測量值或績效數據時；折衷權重則兼容主觀偏好與客觀之測

量值，以求取權重。運用之時則需考量目的與脈絡，例如，王素云（民 84）探

究國民中學入學方式選擇之問題時，以學者專家的意向作為評估準則相對權重的

求算基礎；林佐美等人（民 92年）以各地污染物的實際測量值，求算多元空氣

品質指標的客觀權重；陳勁甫（民 78）結合決策者評定之主觀權重與客觀屬性

測量值之熵值權重，計算折衷權重，應用於捷運售票機的評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