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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研究設計 

第一節  研究方法 

根據國內教育類指標相關研究之研究歷程的比較與歸納，本研究欲建構幼兒

園教育品質指標，選擇以文獻分析法初擬指標，運用問卷調查專家意見，且加以

分析以達指標篩選之目的，並透過 AHP層級分析法與三角模糊數歸一化建立權

重體系。隨著研究進程，研究者採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以達到各階段的目的。分

項說明如下： 

壹、 文獻分析 

研究者從三個方向進行文獻的蒐集、閱讀與分析： 

1. 幼兒園教育品質之相關文獻：研究者透過政大圖書館購置之國內外文獻資料

庫搜尋相關文獻，包括全國博碩士論文摘要索引系統、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

引影像系統、ERIC教育資料庫、ProQuest資料庫，以「幼稚園」、「幼兒園」、

「托兒所」、「幼兒教育」、「品質」、「幼教品質」、「教育品質」、「全面品

質」、”kindergarten”、”preschool”、”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quality”、”educational quality”等關鍵字搭配查詢。 

2. 指標體系建構方法之相關文獻：研究者搜尋與教育指標體系建構有關之國內

博碩士論文與期刊論文，並加以歸納、分析，進而決定本研究之研究設計。 

3. 方法論之相關文獻：有關層級分析法（AHP）的理論與應用，以及模糊評估

之原理與應用的相關文獻。 

貳、 問卷調查 

問卷調查的目的在於以各項指標之適切程度來決定該項指標是刪除或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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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研究者將文獻探討的結果，設計為「幼兒園教育品質指標適切性問卷」，以

幼稚園園長、托兒所所長為對象，調查其對本研究之幼兒園教育品質各項指標的

適切性評分。問卷調查時間自民國 92年五月底至民國 92年六月中旬。問卷回收

後隨以統計軟體 SPSS 10.0進行資料編碼與敘述統計分析，並以研究者應用

EXCEL自行發展之三角模糊數計算程式進行資料的統整，以作為後續分析之用。 

參、 AHP 

權重求算包含眾多方法，根據吳文龍（民 79）提出的權重方法選用原則7，

層級分析法具有系統性、迅速性、明瞭性、經濟性、思考速度等優點，研究者採

用 AHP作為權重求算的方法。事實上，應用 AHP求算相對權重的研究很多，散

見於各個學科領域之中（e.g.張立立，民 89；吳政達，民 88；謝金青，民 84；

閻自安，民 85；趙金龍，民 84）。 

AHP自 Saaty於 1971年提出以來，在決策分析實務上，受到廣泛應用。AHP

應用時可分解為七個步驟8：問題描述、建立層級結構、AHP問卷設計與調查、

建立成對比較正倒值矩陣、計算特徵向量與特徵值（λmax）、一致性檢定、整體

層級的權重計算與一致性檢定。 

AHP調查的目的在於透過兩兩成對比較的問卷格式，得到幼兒園教育品質

指標七大構面之相對重要性評比，AHP調查問卷與前述之指標適切性問卷同時

發出，因此研究時程與前述相同。問卷回收後，並以 Expert Choice軟體進行分

                                                 
7 吳文龍（民 79）曾提出幾個權重方法選用原則：(1) 系統性：方法必須具有系統性，有步驟可

循。(2)迅速性：必須在合理的時間限制內獲得答案。(3)明瞭性：所選擇的方法必須不太複雜，

不致只有少數人能使用或瞭解。(4)經濟性：所選擇的方法必須在合理的預算內提供有用的資訊。

(5)思考速度：下權重時，最好是能夠不需要太過思考，例如參數兩兩判斷比全部參數一次判斷

來的好。(6)運用之複雜程度：所選擇的方法，在運用上最好不要太複雜。(7)適切性：所選用的

方法，必須要適切的反應參數的關係。(8)敏銳性：所選擇的方法，必須能敏銳的反應參數間的

相對重要度。 
8 AHP之理論假設與詳細應用步驟可見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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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以計算幼兒園教育品質指標七大構面之相對權重值。 

 

 

第二節 研究架構 

研究者將研究流程與各階段採用之研究方法繪製成研究架構圖（圖 3-1）。首

先，研究者以文獻分析，探討幼兒園教育品質之概念與內涵，並透過相關指標的

分析比較，整合得出初擬之幼兒園教育品質指標，包含七大構面與 70項指標。

其次，以幼稚園園長、托兒所所長為對象，同時進行「幼兒園教育品質指標適切

性」與「幼兒園教育品質構面相對重要性」兩項問卷調查。 

問卷資料回收後，分為兩個分析方向，一是分析「幼兒園教育品質指標適切

性」問卷資料，以三角模糊數整合專家對指標適切性之看法，並解模糊化求得各

項指標適切程度之效用總值（精確值），再運用常模參照9的方式篩選指標；二是

分析「幼兒園教育品質構面相對重要性」問卷資料，運用 AHP分析法以建立構

面權重。 

待構面權重確立後，再以歸一化之方式求得各項指標之構面內權重，完成幼

兒園教育品質指標及權重體系。最後再將「幼兒園教育品質指標及權重體系」轉

化為「幼兒園教育品質自我評估表」。 

                                                 
9 依指標適切性篩選方式有主觀與客觀兩種方式，前者係由研究者或專家主觀設立門檻值，如
0.7（柳蕙瑜，民 90）、0.6（吳政達，民 88；吳政達，民 89）；客觀篩選指標即是以常模參照方
式，先將各指標代表值轉為 Z分數，選取信賴水準，當指標代表值低於信賴水準考驗值，則加
以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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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1  「幼兒園教育品質指標建構之研究」之研究架構圖 

幼兒園教育品質概念與內涵 
 
歷程    結構    成人工   全面
品質    品質    作環境   品質
                 品質 

初擬幼兒園教育品質指標 
 
幼  教  家  園  幼  資與  幼 

教  職  長  所  兒  訊知  兒 

歷  員  關  長  園  分識  園 

程  管  係  領  策  析管  經 

    理      導  略    理  營 

                規        績 

                劃        效 

以幼兒園園所長為對象， 
進行問卷調查 

幼兒園教育品質指標篩選 

建立幼兒園教育品質之構面

權重與指標權重 

文    

獻    

分    

析 

1. 指標適切性問卷
調查 

2. 構面相對重要性
問卷調查 

以三角模糊數整合意

見，採常模參照方式

篩選指標。 

1. AHP分析建立構
面權重。 

2. 三角模糊數歸一
化，以分配指標權

重。 
幼兒園教育品質自我評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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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 研究樣本 

壹、 取樣方式 

本研究欲透過園所長對幼兒園教育品質指標之判斷，確立指標與建立權重。

研究樣本分兩部分，其一是台北縣市幼稚園托兒所之隨機取樣，其二採非隨機之

立意取樣，茲說明於下： 

 

一、隨機取樣：研究者由台北縣市政府網站下載公立與私立立案之幼稚園、托兒

所名單，總計 2345家，預計依比例抽取 10％為樣本。將幼托名冊依類別加

以編號後，續以 Excel軟體之「隨機抽樣」功能，抽取樣本，共 235家。共

寄發問卷 235份。由於適逢學年結束，是幼稚園、托兒所較為忙碌的時候，

雖以電話委請填寫、催收，但回收狀況不盡理想，問卷回收 59份，回收率

為 25.1％，其中，以公立幼稚園之回收率最高，如表 3-1所示。 

 

‧ 表 3-1台北縣市公私立幼稚園與托兒所隨機取樣樣本數與回收率 

幼兒園 公私立 縣市別 園所數 樣本數 回收數 回收率 

台北縣 203 20 公立幼稚園 

台北市 135 14 

14 41.2% 

台北縣 191 19 

幼稚園 

私立幼稚園 

台北市 274 28 

11 23.4% 

台北縣 154 15 公立托兒所 

台北市 19 2 

1 6.3% 

台北縣 872 87 

托兒所 

私立托兒所 

台北市 497 50 

33 24.1% 

總           和 2345 235 59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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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立意取樣：鑑於隨機取樣之回收情形不理想，另於台中、台南之園所長進修

場合發放問卷，當場回收，共發出問卷 120份，回收 92份，回收率 76.7 %。 

三、所有樣本：本研究共發出問卷 355份，回收 151份，回收率 42.5％。 

 

貳、 樣本描述 

一、 隨機取樣部分 

隨機取樣之樣本共 59個，依填答者身份、幼兒園組織特徵（機構別與公私

立別）製成交叉表（表 3-2）。以幼兒園來看，樣本數以私立托兒所最多，其次為

公立幼稚園。填答者的角色主要是園所長，但仍有將近 1/3為教職員。 

‧ 表 3-2 隨機取樣之樣本描述 

機構別 公私立別 園所長 教職員 總和 百分比 

公立幼稚園 7 7 14 23.7% 幼稚園 

私立幼稚園 8 3 11 18.6% 

公立托兒所 1 0 1 1.8% 托兒所 

私立托兒所 24 9 33 55.9% 

總和 40 19 59  

百分比 67.8% 32.2%  100% 

二、 立意取樣部分 

立意取樣共獲得 92樣本，依幼兒園組織特徵（機構別、公私立別）與填答

者身份製成交叉表，如表 3-3所示，就幼兒園組織來看，以私立幼稚園最多，填

答者身份中，園所長所佔比例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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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3  立意取樣樣本描述 

機構別 公私立別 園所長 教職員 身份未填 總和 百分比

公立幼稚園  3  3 3.3% 幼稚園 

私立幼稚園 27 21 1 48 52.2% 

公立托兒所 3 3  6 6.5% 托兒所 

私立托兒所 13 10  23 25% 

其他幼教機構  8  8 8.7% 

組織特徵未填  2 1 3 3.3% 

總和 43 47 2 92  

百分比 46.7% 51.1% 2.2%  100% 

三、 所有樣本 

本研究一共獲得 151份樣本，依幼兒園組織特徵（機構別、公私立別）與填

答者身份製成交叉表，如表 3-4所示，就幼兒園組織來看，以私立幼稚園最多，

填答者身份中，園所長所佔比例最高。 

‧ 表 3-4  所有樣本描述 

機構別 公私立別 園所長 教職員 身份未填 總和 百分比

公立幼稚園 7 10  17 11.3% 幼稚園 

私立幼稚園 35 24  59 39.1% 

公立托兒所 4 3  7 4.6% 托兒所 

私立托兒所 37 19 1 56 37.1% 

其他幼教機構  8  8 5.3% 

組織特徵未填  2 1 3 2.0% 

總和 83 66 2 151  

百分比 55.0% 43.7% 1.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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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工具 

壹、幼兒園教育品質指標之選取 

一、 構面選取 

由於本研究要探究的是「幼兒園教育品質」，無論是幼教系統核心之幼教歷

程，或是教室層級與組織層級都屬於本文之探究範疇。在構面選擇上，研究者主

要參考包德理治教育指標。考量因素有：包德理治教育指標涵蓋範疇較廣；以系

統觀點設計，構面較完備且具統整性；指標設計考量以組織為本位。 

研究者並將構面名稱稍做轉換，使其用語更加符合幼兒園場域。因此，本研

究之幼兒園教育品質指標包含七個構面，分別為：幼教歷程、教職員管理、家長

關係、園所長領導、幼兒園策略規劃、資訊分析與知識管理與幼兒園經營績效。 

二、 指標選取 

研究者依下列步驟進行各構面之下的指標選取： 

（一） 將ECERS-R之 176個指標、NAEYC認證標準之 48個指標、包德理治

教育指標之 138個指標，依幼兒園教育品質指標之七大構面分類。 

（二） 將意涵相近且抽象程度相當的指標合併。如表3-5的例子，幼兒園教育

品質指標的領導構面，其中的兩個指標便是整合了包德理治教育指標的三個

指標與 NAEYC認證標準的兩個指標。 

（三） 意涵相近但抽象程度不同的指標，則選擇抽象程度適中者。考量因素有

二：一是為了避免本研究建構之幼兒園教育品質指標過於龐大，影響實用

性；二是為了使幼兒園教育品質指標的整體抽象程度相似。（示例可見表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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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3-5  指標整合示例一：意涵相近且抽象程度相當 

構面：園所長領導 
包德理治教育指標 NAEYC認證標準 幼兒園教育品質指標 

‧ 園長園長設立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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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育哲學與目標清

楚，並為教職員與家長所

知 
 
‧ 入園前的引導、介紹

 

‧ 考量利害關係人的

不同觀點，提出幼兒園願

景與價值觀。 

‧ 與親師分享幼兒園

的願景與價值觀。 

‧ 表3-6  指標整合示例二：意涵相近但抽象程度不同 

構面：幼教歷程 

ECERS-R NAEYC認證標準 包德理治教育指標 幼兒園品質指標

‧ 幼兒與成人有足

夠的室內空間與家具

可使用。 

‧ 室內空間維護狀

態良好。 

‧ 足夠且適齡的家

具供日常之照護、遊戲

與學習之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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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該空間是安全

的。 

‧ 室內每生遊戲

空間。 
 

‧ 室外每生遊戲

空間。 

 

‧ 教育歷程考量幼

兒的教育、發展

與福利需求。 

 

‧ 提供幼兒

安全、適齡的

空間與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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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幼兒園教育品質指標 

本研究根據文獻分析整合出幼兒園教育品質指標，包含七大構面，共 70項

指標。 

（一） 幼教歷程 

1. 教職員的專業知能。 

2. 教職員的身心準備度（身心健康、積極樂觀的人格特質）。 

3. 教職員以支持的、鼓勵的態度對待幼兒。 

4. 課程與教學的設計，考量幼兒的身心發展與福祉。 

5. 課程與教學的設計，考量幼兒的個別差異。 

6. 課程與教學的設計，融入新的教學技能與知識。 

7. 課程與教學的設計，考量當代的教育需求與方向。 

8. 結合作息、活動與課程，規劃以學習為中心的幼教歷程。 

9. 提供幼兒健康、安全、愉快的保育經驗。 

10. 提供適齡、多樣化的教材與設備。 

11. 提供幼兒安全、適齡的空間與擺設。 

12. 推動家長參與（如，家長義工）。 

13. 以歷程性、總結性方式評量幼教歷程。 

 

（二） 教職員管理 

1. 從促進合作、創新、授權的觀點，來安排、管理工作。 

2. 依教職員的能力與特質分配工作。 

3. 不同部門與職位之間，能有效溝通與技能分享。 

4. 提供回饋與獎勵，以提升教職員的工作表現。 

5. 健全的人事制度（包括任用、待遇、退休撫卹與福利）。 

6. 依幼兒園與教職員的需求，規劃職涯發展計畫與教育訓練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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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評估教育訓練方案的成效。 

8. 鼓勵教職員運用新的知識與技能。 

9. 提供健康、安全、人性化的工作環境，並不斷改善。 

10. 確認影響教職員福祉、滿意度與動機的因素。 

11. 評估教職員工的工作滿意度與工作熱忱，來改善管理措施。 

 

（三） 家長關係 

1. 以有效的方法，確認幼兒園服務之主要家長群與潛在家長群。 

2. 傾聽並尊重家長的教育理念，親師間維持合作的伙伴關係。 

3. 以有效的方法評估家長的需求，並評估其重要性。 

4. 參考家長的意見，規劃幼兒園的服務、行銷與改善歷程。 

5. 提供家長取得資訊、表達需求與抱怨的管道。 

6. 有效解決家長的個別需求與抱怨。 

7. 分析家長抱怨事項，來進行經營改善。 

8. 調查家長對競爭園所的看法，並分析其意涵。 

9. 以有效的方法，衡量家長滿意與不滿意程度，以進行改善。 

 

（四） 園所長領導 

1. 考量利害關係人的不同觀點，提出幼兒園願景與價值觀。 

2. 與親師分享幼兒園的願景與價值觀。 

3. 確保與教職員、家長的有效溝通。 

4. 為幼兒創造一個安全、公平、以學習為中心的環境。 

5. 為教職員創造一個授權、學習與創新的環境。 

6. 整合新的技術與知識，以簡化行政作業流程。 

7. 幼兒園角色分工與責任規範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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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建立合宜的幼兒園財務制度，接受內、外部稽核與監督。 

9. 選擇適當指標，來評估幼兒園的績效與應變能力。 

10. 定期檢討幼兒園經營與辦學績效，以便與本身和標竿園所作比較，並化

為改進與創新行動。 

11. 確認幼兒園的社會定位、功能與公眾責任。 

12. 鼓勵並確保教職員的行為符合道德規範。 

13. 積極參與、支持鄰近社區與專業社群的活動。 

 

（五） 資訊分析與知識管理 

1. 蒐集、分析與幼兒園經營策略有關的資訊（包括幼教環境趨勢、家長需

求、機會威脅，以及本身的優劣勢等）。 

2. 訂定清楚的幼兒園發展目標、長短期計畫，以及達成時間表。 

3. 根據幼兒園長短期目標，發展具體的行動計畫。 

4. 適當分配幼兒園各項資源，以落實行動計畫。 

5. 追蹤檢討行動計畫的進度與成效，以確保行動的效果。 

 

（六） 教職員管理 

1. 幼兒園以有效的方法取得教學與經營之相關資訊。 

2. 幼兒園以有效的方法取得比較性資訊（包括與競爭園所比較、與仿效園

所比較）。 

3. 幼兒園以有效的方法分析對於所取得的資料。 

4. 與教職員分享資料分析的結果，增加其對幼兒園決策的支持。 

5. 教職員的經驗與知識，能有效地分享、累積（包括幼兒園經營的最佳實

務 <best practice>）。 

6. 幼兒園能與家長分享有關幼兒成長、教學、親職的資訊與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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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幼兒園的各項資訊設備（含軟硬體）是安全、可靠、操作容易的。 

8. 幼兒園在蒐集與運用資訊與知識時，能兼顧完整性、真實性、時效性、

有效性與精確性。 

 

（七） 幼兒園經營績效 

1. 幼兒園在幼教歷程指標的表現（如幼兒評量與進步情形）。 

2. 幼兒園行政事務的工作效率與績效。 

3. 教職員的工作績效。 

4. 幼兒園行動計畫的結果符合原訂目標的程度。 

5. 教職員的學習與發展情形。 

6. 教職員的工作滿意與不滿意程度程度。 

7. 家長對幼兒園的滿意度、評價、忠誠度與口碑。 

8. 幼兒園的市場績效（如招生情形、新增的服務）。 

9. 幼兒園的財務績效（損益情形，或預決算的一致程度）。 

10. 幼兒園的措施與作為符合法規。 

11. 幼兒園的行為表現符合道德規範，並得到家長與社區的信賴。 

 

貳、形成問卷 

    本研究之研究工具由「幼兒園教育品質指標適切性問卷」與「幼兒園教育品

質構面之相對重要性問卷」兩部分所構成（見附錄二），茲將問卷結構與填答方

式說明於下： 

 

一、 幼兒園教育品質指標適切性問卷 

研究者將初步擬定之幼兒園教育品質指標，並設計成「幼兒園教育品質指標

適切性問卷」。包含 70項指標，分別為：幼教歷程 13項指標；教職員管理 1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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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家長關係 9項指標；園所長領導 13項指標；幼兒園策略規劃 5項指標；

資訊分析與知識管理 8項指標；幼兒園經營績效 11項指標。由專家依其實務經

驗與主觀判斷就每項指標之適切程度給與適切值，適切程度從非常不適切「0」

∼非常適切「10」，係模糊數之適切程度評分量尺（閻自安，民 85）。 

 

二、 幼兒園教育品質構面之相對重要性問卷 

「幼兒園教育品質構面之相對重要性問卷」依層級分析法之問卷架構編制而

成，以成對比較形式，將幼兒園教育品質的七個構面設計成 21組成對比較，量

尺由 9：1到 1：9。專家若判定左邊構面與右邊構面一樣重要，則勾選 1：1；若

判定左邊構面比右邊構面重要，則依其相對重要程度於 9：1至 2：1間勾選；反

之，若判定右邊構面比左邊構面重要，則在 1：2至 1：9間勾選相對重要性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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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分析方法 

壹、 一致性分析 

以統計套裝軟體 SPSS 10.0之「信度分析」功能，分析「幼兒園教育品質指

標適切性問卷」資料，計算一致性係數 Cronbach’s α，以判斷該問卷之信度是否

良好。並根據「刪題後信度值，刪除影響信度之項目。 

 

貳、 因素分析 

利用統計套裝軟體 SPSS 10.0之「因素分析」功能，分析「幼兒園教育品質

指標適切性問卷」之資料，找出各指標之因素負荷量，以判斷本研究問卷之建構

效度是否良好。 

 

參、 三角模糊數計算 

藉由模糊理論中隸屬函數的觀念來整合專家意見，本研究採取的是三角模糊

數10。研究者先以 SPSS之敘述統計功能，得出各指標之三角模糊數（最小值, 幾

何平均數, 最大值），再以 EXCEL撰寫 Chen & Hwang(1992)的解模糊化方法，

計算各項指標之效用總值。繼將各指標之效用總值轉換為 Z分數，採常模參照方

式篩選指標，若 Z值 ＜ -1.65（信賴水準 95%），則刪除該項指標。 

 

肆、AHP分析 

以 Expert Choice軟體逐份檢查「幼兒園教育品質構面相對重要性問卷」問

卷資料之一致性係數（C.R.），若 C.R.值大於 0.1，理論上推定填答者在做兩兩比

較時，前後判斷不一致，該份問卷視為無效；若 C.R.未超過 0.1，則表示該份問

卷之一致性程度良好。在刪除一致性不佳之問卷資料後，再計算構面之相對權重。 

                                                 
10 三角模糊數之意義與計算可見附錄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