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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年來，由於臺灣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與變遷，民主素養的提

昇、國際運作能力與科技運用能力的客觀需求，及社會大眾對教育教革的殷切關

注，使得「幼兒教育」的改革成為教育革新中的重要焦點。因為，自從民國七十

六年以後，由於宣佈解嚴、動員勘亂的廢除、黨禁報禁的解除、兩岸交流的實施，

呈現百花齊放、言論自由，隨著政治的民主、社會的多元，教育也必須鬆綁和開

放。其次，民國八十一年行政院成立「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後，鼓勵地方政府

實施開放教育，進行田園式的教學改革，嘗試改革教與學的型態以提昇教學的品

質，努力於教育改革的實驗工作。另外，許多教育相關法令也輪廓教育的發展方

向，民國八十三年公佈「師資培育法」，提倡多元化的師資培育制度架構；民國

八十四年公佈「教師法」，作為教師的權利義務之法源依據；八十五年教改會提

出「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八十八年公佈「教育基本法」，鼓勵進行教育實驗尋

找國家之教育未來的發展方向，為我國教育開創了一個新的里程碑，本研究小組

亦依此作為台北市設立幼兒實驗學校可行模式的背景因素分析，第一階段的研究

以瞭解發展之可模式，以作為台北市幼兒實驗學校設置之發展模式的參考。 

其次，因為幼兒教育是最為基礎教育，幼兒教育的教師對於幼童一生智慧的

啟迪與感性的發展，扮演著奠基植根的重要角色。幼兒的教育也是家庭教育、學

校教育和社會教育結合的起點，其成功失敗與否，對家庭、社會甚至於整個國家

的健全發展，具相當的影響力。因此，如何透過幼稚園教育之「理念與行政」、「教

學與保育」、「環境設備與使用」，共同注重施實教育的品質，陶冶塑造學童之美

感生活，邁向二十一世紀的幼兒教育，受到當前世界上先進國家相當高程度的重

視。我國自不例外，尤其台北市為我國首善之區，自然更為重視。在此一理想與

期待之下，「台北市幼兒實驗學校」發展的方向，在邁向公元二○○一年的跨世

紀教育改革，對台北市精準了解幼教情形，掌握「卓越」、「績效」、「品質」等關

鍵因素，全面提昇台北市的幼稚園教育，則顯得相當的重要與迫切。 
展望二十一世紀，邁向二十一世紀，知識風起雲湧，科技日新月異，各種教

育改革聲音波濤洶湧，例如教師會、教評會、家長會等組織也促使教育決策權力

的重組；人本化、民主化、多元化、科際化、國際化的訴求更引導了新世紀教育

的發展方向；在教育鬆綁的理念、學習權的保障、父母教育權的維護、教師專業

自主權的要求，搖擺著教育權利的平衡機制，對於許多教育政策的施行有更高層

次的省思並提出發展方向。因為，大家已漸能理解教育過程是師生良性互動的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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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而在教育活動過程中，學校要如何陶治莘莘學子引領學生由「自然人→文明

人→自我實現→自我超越」的全人格發展，追求健康、快樂、平安、幸福的人生，

都有待政府之規劃教育政策的積極發展與教師教學效能的發揮積極正向功能，使

學生能「成功的學習、快樂的教學」。因此，幼稚園教育的研究與發展的話題浮

現成為新世紀教育改革的最重要主題，如何進行高品質的幼稚園教育，要求幼稚

園教育之「理念與行政」、「教學與保育」、「環境設備與使用」的提昇與改進在教

育改革浪潮中成為我國跨世紀教育改革最重要的主題，在這種跨世紀的教育改革

聲浪中，教育界以及整個社會中引起巨大的回應，幼稚園教育改革儼然成為全民

參與的社會改革運動，波濤洶湧沛然莫之能禦。於是八十八學年度台北市教育局

開我國教育之先河，率先成立「幼教科」負責全市之幼稚園教育的主管工作，積

極進行為幼稚園教育的理想願景之發展、規劃、評鑑、督導與輔導工作，同時為

了擴大實務層面及參與力量，也邀請許多的專家、學者、校長、幼教行政工作者

及資深且經驗豐富的公私立幼稚園園長或老師，共同為台北市的幼稚園教育改革

進行研究，推動「卓越」、「績效」、「品質」的台北市幼稚園教育，作為台北市邁

向新世紀希望工程發展的教育發展指標，使得「幼稚園教育研究」也成為當前教

育工作者與研究者最熱烈探討的主題，值得加以肯定與支持。 

本研究小組進行「台北市設立幼兒實驗學校可行模式研究」是接續為台北市

為找出一套「卓越」、「績效」、「品質」的幼稚園教育發展的理想願景繼續努力，

目前本研究小組正積極進行各種資料及資訊的研究，尚祈對幼稚教育研究與實務

之先進賢達能多方提供寶貴意見。以下，本文擬從本研究小組目前研究的台北市

設立幼兒實驗學校可行模式的發現，歸納以下幾個方向加以探討：「台北市設立

幼兒實驗學校的背景因素分析」、「台北市設立幼兒實驗學校的可行模式研究」，

嘗試統整台北市設立幼兒實驗學校研究的觀點，為進行幼稚園教育的成功學習與

成功教學，努力找出一套有用的台北市「幼稚園教育」理想內涵模式。藉由探討

「台北市幼兒實驗學校」之可行發展方向的研究發現，希望能對推動「卓越」、「績

效」、「品質」的台北市幼稚園教育的教育政策，為發展出一套全面提昇高品質台

北市幼稚園教育的模式殫盡棉薄之力。 

 

貳、幼兒實驗學校的源起及意義 

在進行台北市「幼兒實驗學校」可行性分析及實驗之前，我們有必要瞭

解相關國家（英國）幼兒學校成立的目標及時代意義。希望透過他山之石可

以提供我們在規劃及實際執行上之重要參考。 

幼兒學校（infant school）是發展於英國的一種初等教育形式，其是由社

會改革家Robert Owen（1771-1858）於1815年在蘇格蘭的新蘭納克所創立。奧

文是蘇格蘭新蘭納克（New Lanark）的棉花工廠廠主，他認為對兒童越早實施

品格陶冶及知識教學，越能塑造一個良善及有用的成人；小孩可塑性高，環

境控制個人的一切，近朱則赤，近墨則黑。他也認為貧窮及罪惡都是社會及

政府所造成的，所以社會及國家必須負起責任。他感於工廠附近居民無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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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童工又到處可見，非童工的稚齡幼兒，又乏人照顧，除此外他同情在他

所開工廠工作的五歲小工人，所以決定將工廠的工作年齡提高到十歲，並於

1815年在工廠附近開辦一所「幼兒學校」，收容在其工廠婦女二至六歲的幼

兒（林玉體，民69）。這所學校幼兒入學的年齡很小，由導生制的教育方法

到注重遊戲、玩具的教育功能，並且影響後來幼兒學校的興辦。（林玉體，

民69）。 

Owen想藉幼兒學校來滿足貧窮人家與勞工階級民眾的需求，藉著教化貧

窮人家的幼兒來永久性地排除貧窮，並將「道德」與「文學」施教於貧窮人

家的子弟，同時使其母親得以利用閒暇工作。Owen辦校的主要理念是以自

由、新鮮的空氣及遊戲為教育的基礎，主要目的是讓貧窮的童工能在良好的

環境中接受教育（Deasey, 1978）；照顧兒童的需要、及為兒童未來生活作準

備 (Cameron & Cameron, 1969).。 

Owen的幼兒學校被視為廣義的社會改革計畫中的一部份，此一作法自

Owen工廠所在地推展開來，到了1825年，在英格蘭、蘇格蘭及愛爾蘭等地至

少已有五十多所幼兒學校，以及許多幼兒學校社團。Owen的著作不僅在歐洲

大陸，也在美國各地廣為流傳。  

根據一九四四年波特教育改革法案（Batler Education Act of 1944），英國

的幼兒教育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稱為保育學校（Nursery School）或保育班

（Nursery Class），前者係單獨設立，後者附設於小學，以二至五歲的幼兒為

對象，相當於我國的托兒所，此階段不列屬義務教育的範圍；第二階段稱為

幼兒學校（Infant School），有單獨設立亦有附設於小學者，以五至七歲的幼

兒為對象，幼兒學校和七至十一歲的小學合稱初等教育，屬於義務教育的範

圍。 

一九七０年通過的教育法案使英國的義務教育自五歲開始，義務教育年

齡從五歲開始，最初是為了保護童工的生活與教育權、維護兒童福利所設下

的學制。幼兒學校（infant school）乃是義務教育的起始階段，把兒童送到幼

兒學校被視為一種義務。由以上文獻可以瞭解幼兒學校之設立乃是因應工業

革命所發生的社會問題，以及當時代急需幫助勞動者而創立的；而此種比其

他國家都早的入學年齡，也成為是英國學校之特色（高敬文，民65；Spodek & 

Saracho, 1994)。 

根據英國教育部評議委員會（Board of Education Consultative Committee）

指出幼兒學校的職能與活動如下： 

一、幼兒學校之職能，在使五至七歲間的幼兒，獲得健全之生長，充實生理、

智力、精神與道德發展的基本知能。 

二、各種課程儘量顧及兒童的興趣，重視遊戲，希望在優美和富有建設性的

環境中，啟發兒童之思想和態度。 

三、幼兒學校之教學必須儘可能使兒童在適於學習的環境中自學而學得的，

而不是由教師直接傳授的。（謝美慧，民85） 

基於以上目的提出幼兒學校的基本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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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鍛鍊強健的體格。 

二、發展幼兒的個性與興趣。 

三、訓練幼兒聽話技巧與表達能力。 

四、提供活動與遊戲的機會，以增進其生活智能。 

五、在探索及愉快的氣氛中，引導幼兒正式學習（讀、寫、算）的訓練。（盧

美貴，民78） 

至於幼兒學校的課程，則包括宗教教育、自由活動（體育、戶外活動、

休息及遊戲），發表訓練（說話、唱歌、舞蹈手工、及繪畫）以及讀、寫、

算的正式教學；而在教室的運作中教師須提供團體及個別活動的機會（林朝

鳳，民77）。簡紅珠、任秀媚等（民76）也提到幼兒學校的課程注重語言發

展、基礎科學與數學概念、肢體的協調、社會關係與審美觀的培養。學校利

用一種比較具體和直接的方法來教導兒童讀、寫、算（三R）的技能。一些幼

兒學校實施所謂的「整合教學日」。整合教學日的課程包括有創造、智能、

藝術和體能活動。每個學童依據自己的興趣、能力與動機，利用學校所提供

的一切資源。此時教室成為工作室，學童可以獨自地或成群地從事活動。英

國的幼兒學校招收五至七歲的兒童，是採取家庭式或混合年齡式分班，不以

兒童的年齡來分班。幼兒學校受教育科學部與衛生福利部共同管轄。可見幼

兒學校，對整體五至七歲幼兒的教育是以健康的、知識的、精神的、以及道

德的發展為目標。至於是否分別對於各個年齡幼兒提出不同目標，有限的文

獻只指出：五至六歲幼兒的教育著重自由創造的活動，經由遊戲及操作的方

式教導應習得的知識；一般而言，幼兒在六歲就開始接受讀、寫、算的系統

學習。這部分似乎可提供我們思考：在我們「幼兒實驗學校」中課程目標、

及課程內容是否需依幼兒年齡進行不同的規劃？ 

英國幼兒學校組織呈現下列幾種類型：（Weber, 1971） 

一、單獨的幼兒學校單位：擁有自己的行政主管及建築物，是與初等教育分開的。 

二、幼兒學校單位，但也附設保育班(nursery class)：居於時代潮流，越來越多幼

兒學校設有保育班， 雖然保育班並非屬於強迫教育的範圍。雖然共享建築

物及行政主管，但兩者之間的運作仍是獨立的。 

三、獨立的幼兒學校但是與小學共用建築：在此情況下幼兒學校所佔的位置大都

是第一層樓的部分，有時甚至會用出入口或圍牆將兩者做清楚的分隔。 

四、幼兒學校部或初等教育或是初等幼兒合併（JMI）學校的一個附屬單位：這

類型共用相同行政主管， 有時候會設置在不同的建築中，以免彼此相互干

擾。這是屬於小學系統的幼兒學校。 

只是很可惜的是，相關文獻並未對這些不同幼兒學校設置及運作之現況

作進一步的實證分析，相信如果能如此就更能提供我們規劃「幼兒實驗學校」

的重要參考依據。 

由以上文獻可知英國幼兒學校所收受幼兒年齡是五歲至七歲，且是屬於

義務教育的範疇。而其成立乃是因應工業革命所發生的社會問題，以及當時

代需要。幼兒學校所設立的型態也依各個地方的需要而有不同設置方式，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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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活動方式及內容是在部定的目標下彈性統整運作。其實在思考我國「幼兒

實驗學校」運作之前，我們除了吸取別國的經驗外，也需回歸到我們基本法

令及現實狀況，如此才能尋找出具體且可行的運作模式。 

我國民國七十年「幼稚教育法」規定幼稚園收托四至六歲幼兒，而其實

施則以健康教育、生活教育及倫理教育為主，並與家庭教育密切配合，以達

到下列目標：維護兒童身心健康、養成兒童良好習慣、充實兒童生活經驗、

增進兒童倫理觀念、培養兒童合群習性（教育部，民70, 76）。我國幼稚教育

非義務教育，但在近幾年教改及兒童早期教育重要性的風潮下，義務教育往

下延伸也並非不可能的事。目前現況中國小附設幼稚園和單獨設立之幼稚園

都以收受四、五歲幼兒為主，而國小附設幼稚園在與國小學童共用學校建築

及有相同的主管的前提之下，事實上已具有英國幼兒學校的基本特質。而在

私立幼稚園中也有不在少數設有國小一、二年級課後輔導班。在不造成幼教

現場大波動的情況下將現有的幼稚園與小學一、二年合併成為幼兒實驗學

校，似乎較不會造成太大影響，也或許能提供幼稚園或小學轉型的參考方向。

雖然目前國內並沒有相關法令支持及提供設立「幼兒實驗學校」的依據，但

在此多元教育方針及教育改革的時代中，「幼兒實驗學校」的嚐試，也許能

夠提供大家思考目前國內的學制狀況。突破現況進行實地驗證，相信這將是

一段艱辛但是卻是很有意義的旅程。 

 

參、台北市設立幼兒實驗學校的初步探討 

    本研究小組從「解決台北市每年三萬四千名幼兒升上小學一年級適應上的問
題」、「回應教改會的教育改革諮議與民間教育改革的建議」、「檢視我國現行學制

的缺失尋找可行的新學制改革發展的著力點」、「符應我國兒童身心發展序階與學

校學習生活現況的教育改革」、「對照世界各國兒童受教權利與學習權利之重視趨

勢的指標」等背景因素，探討分析台北市如果能將國民小學一、二年級學生，與

幼稚園大班、中班學生，單獨區隔設立幼兒實驗學校，歸納如何透過幼稚園教育

之「理念與行政」、「教學與保育」、「環境設備與使用」，共同注重施實教育的品

質，陶冶塑造學童之美感生活，必能邁向二十一世紀的推動「卓越」、「績效」、「品

質」的高品質幼兒教育。對照目前台北市幼(兒)稚園學校的現況，分為公立及私
立兩種模式。本研究小組的研究思考取向從「公立─如何在公立學校中附設幼兒

學校？」、「如何成立私立的幼兒學校？」二大向度進行探討。另外，本研究小組

也思考「幼兒學校」單獨設置等各種可行模式的學校體系？歸納而言，本研究探

討台北市幼兒實驗學校的可行模式研究取向有以下五種模式：1.單獨新設：單獨
尋找適合新校地，規劃校園、新建校舍及各項設備、師資⋯⋯，成立一所全新的

幼兒實驗學校，將國民小學一、二年級學生，與幼稚園大班、中班學生，單獨區

隔設立「幼兒實驗學校」；2.國小轉型：尋找各種條件皆適合轉型為幼兒學校之
國民小學，規劃校園、整修校舍及各項設備、師資調整⋯⋯，成立一所新學校，

將國民小學一、二年級學生，與幼稚園大班、中班學生，單獨區隔設立「幼兒實

驗學校」；3.國小附設：尋找各種條件皆適合辦理幼兒學校之國民小學附設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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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規劃校園、整修校舍及各項設備、師資調整⋯⋯，附設成立「幼兒實驗學校」，

將國民小學一、二年級學生，與幼稚園大班、中班學生，單獨區隔設立「幼兒實

驗學校」；4.私幼轉型：尋找各種條件皆適合辦理幼兒學校之評鑑績優的私立幼
稚園，規劃校園、整修校舍及各項設備、師資調整⋯⋯，成立「幼兒實驗學校」，

將國民小學一、二年級學生，與幼稚園大班、中班學生，單獨區隔設立「幼兒實

驗學校」；5.公幼轉型：尋找各種條件皆適合辦理幼兒學校之評鑑績優的公立幼
稚園，規劃校園、整修校舍及各項設備、師資調整⋯⋯，成立「幼兒實驗學校」，

將國民小學一、二年級學生，與幼稚園大班、中班學生，單獨區隔設立「幼兒實

驗學校」。以上五種類型之幼兒實驗學校的設立所需考量的條件及問題分別加以

探討： 
 

一、設立幼兒實驗學校的發展利弊得失問題探討 

以下幾個問題是針對上述五種類型之幼兒實驗學校的設立，在學校的發展所

必須仔細去考量的條件及問題。在單獨新設：須考量幼兒實驗學校宜單獨新設，

整體規劃，較為單純，容易成功。在國小轉型：須考量目前少部分國小校地狹小，

學生招生不足，用來轉型設立幼兒實驗學校，較符經濟效益。在國小附設：須考

量國小附設幼稚園已經非常普遍，如果選擇各方面條件都適合之國小附幼，將幼

稚園及小學一二年級在課程、編制、師資等適當融合，最符經濟效益。在私幼轉

型：須考量私立幼稚園設立幼兒實驗學校，因牽涉預算、編制等問題困難度較高。

在公幼轉型：須考量目前有單獨設置之公立幼稚園，只要加收國小一二年級即可

成立幼兒實驗學校。 
 

二、設立幼兒實驗學校的人員編製與組織架構問題探討 

    以下幾個問題是針對上述五種類型之幼兒實驗學校的設立，在人員編製與組
織架構所必須仔細去考量的條件及問題。首先在於學校之設置的法源可以引用

「教育基本法：第十三條政府及民間得視需要進行教育實驗，並應加強教育研究

及評鑑工作，以提昇教育品質，促進教育發展。」的精神。但因為辦理幼兒實驗

學校，牽涉到規劃校園、整修校舍及各項設備、師資調整⋯⋯，成立「幼兒實驗

學校」，並將國民小學一、二年級學生，與幼稚園大班、中班學生，單獨區隔設

立「幼兒實驗學校」。其性質與現行之國民小學制度類似，此部份宜引用台北市

政府八十八年六月十七日府法三字第八八○三七五九六○○號令公佈之「台北市

國民小學組織規程」來辦理幼兒實驗學校的人員編制與組織架構。 
 

三、設立幼兒實驗學校的課程發展方面問題探討 

    以下幾個問題是針對上述五種類型之幼兒實驗學校的設立，在課程發展所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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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仔細去考量的條件及問題。課程發展的部份可以引用教育部推動實施之「九年

一貫新課程」來辦理幼兒實驗學校的課程發展與設計。但本研究小組為能更仔細

了解幼兒實驗學校在課程發展可能遇到的問題，歸納以下九個問題作為思考的方

向，1.幼兒實驗學校課程中，幼小課程如何銜接？2.幼兒實驗學校中，小二課程
如何與小三課程銜接？3.課程如何與九年一貫課程中各學習領域課程相銜接？ 

4.幼兒實驗學校的教學目標應如何調整？5.幼兒實驗學校內的學習評量如何重新

調整？6.幼兒實驗學校的課程標準如何重新訂定？7.教材的設計為何？(1)教師使

用固定版本﹙教科書﹚教學；(2)主題式教學，各班教師自行設計；(3)部份採用

教科書，部份教師自行設計；(4)學年教師依據主題共同設計。8.上課時間是否需

要調整？9.班級編班為分齡或混齡？或部份混齡部份分齡？ 

 

四、設立幼兒實驗學校的校園規劃方面問題探討 

    以下幾個問題是針對上述五種類型之幼兒實驗學校的設立，在校園規劃所必
須仔細去考量的條件及問題。校園規劃的部份可以引用教育部頒之標準來幼兒實

驗學校的校園規劃與設計。但本研究小組為能更仔細了解幼兒實驗學校在校園規

劃可能遇到的問題，歸納如下表的幾個問題作為思考的方向，分別加以說明： 
可能之模式 校 園 規 劃 

單獨新設 

都市計畫變更 

土地徵收與撥用（拆遷補償） 

建築規劃及徵圖 

（教室樓層？、公共設施、造景、操場、遊樂場

所、活動中心、休憩空間、廚房、停車場、泳池、

無障礙空間、綠化美化） 

細部設計 

地質鑽探 

請照 

發包施工 

完工驗收 

◆ 新徵校地的可行性如何？ 

◆ 設置地點（區域）以何為佳？ 

◆ 規劃內容應包含哪些？ 

◆ 幼兒學校內各項活動空間如何配置？（理想中

的幼兒學校） 

◆ 與社區間互動模式如何？（開放的校區） 

國小轉型 

◆ 原有校園重新規劃之可行性？ 

◆ 需增設之設施為何？ 

◆ 原有設施需拆除或調整的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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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有教室重新規劃的可行性如何？ 

◆ 原有室內活動空間重新規劃的可行性如何？ 

 

國小附設 

◆ 原有校園重新規劃之可行性？ 

◆ 需增設之設施為何？ 

◆ 原有設施需拆除或調整的為何？ 

◆ 原有教室重新規劃的可行性如何？ 

◆ 原有室內活動空間重新規劃的可行性如何？ 

 

私幼轉型 

◆ 原有校園重新規劃之可行性？ 

◆ 需增設之設施為何？ 

◆ 原有設施需拆除或調整的為何？ 

◆ 原有教室重新規劃的可行性如何？ 

◆ 原有室內活動空間重新規劃的可行性如何？ 

 

公幼轉型 

◆ 原有校園重新規劃之可行性？ 

◆ 需增設之設施為何？ 

◆ 原有設施需拆除或調整的為何？ 

◆ 原有教室重新規劃的可行性如何？ 

◆ 原有室內活動空間重新規劃的可行性如何？ 

 

 

五、設立幼兒實驗學校的設備改善方面問題探討 

    以下幾個問題是針對上述五種類型之幼兒實驗學校的設立，在設備改善所必
須仔細去考量的條件及問題。設備改善的部份可以引用教育部頒之標準來幼兒實

驗學校的設備改善。但本研究小組為能更仔細了解幼兒實驗學校在校園規劃可能

遇到的問題，歸納如下表的幾個問題作為思考的方向，分別加以說明： 
可能之模式 設 備 改 善 

單獨新設 

◆ 室內活動空間（教室）如何規劃？ 

◆ 是否設置桌椅？規格形式為何？ 

◆ 室內體能遊戲空間如何規劃？ 

◆ 是否設置專科教室？規格形式為何？ 

◆ 廁所設置地點？廁所內設施如何？ 

 

國小轉型 

◆ 原有遊樂設施重新規劃的可行性如何？ 

◆ 增設幼兒圖書室（或原有改善）的可行性如何？ 

◆ 原有廚房設施（餐廳）改善的可行性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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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有廁所、洗手台等設施改善的可行性如何？ 

◆ 原有飲用水設施改善的可行性如何？ 

國小附設 

◆ 原有遊樂設施重新規劃的可行性如何？ 

◆ 增設幼兒圖書室（或原有改善）的可行性如何？ 

◆ 原有廚房設施（餐廳）改善的可行性如何？ 

◆ 原有廁所、洗手台等設施改善的可行性如何？ 

◆ 原有飲用水設施改善的可行性如何？ 

私幼轉型 

◆ 原有遊樂設施重新規劃的可行性如何？ 

◆ 增設幼兒圖書室（或原有改善）的可行性如何？ 

◆ 原有廚房設施（餐廳）改善的可行性如何？ 

◆ 原有廁所、洗手台等設施改善的可行性如何？ 

◆ 原有飲用水設施改善的可行性如何？ 

公幼轉型 

◆ 原有遊樂設施重新規劃的可行性如何？ 

◆ 增設幼兒圖書室（或原有改善）的可行性如何？ 

◆ 原有廚房設施（餐廳）改善的可行性如何？ 

◆ 原有廁所、洗手台等設施改善的可行性如何？ 

◆ 原有飲用水設施改善的可行性如何？ 

 

肆、對台北市設立幼兒實驗學校的意見調查分析 

    本研究小組為了解台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及幼稚園校長、園長及幼稚園教

師、一二年級教師對台北市設立幼兒實驗學校的看法，乃設計研究問卷進行意見

調查，研究調查樣本 1075 人，樣本之分佈情形詳於表一所示。各項意見調查結

果分析如下所述： 

 

          表一 對台北市設立幼兒實驗學校的看法研究的樣本分佈 

現任職務 人數 百分比（％） 

小學校長 99 9.1 

幼稚園園長 173 16.0 

小學教師兼主任 110 10.1 

幼稚園教師兼主任（組長） 54 5.0 

小學低年級教師 207 19.1 

幼稚園教師 410 37.8 

教育行政人員 31 2.9 

合計 108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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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台北市設立幼兒實驗學校發展的看法之調查結果分析 

為了解台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及幼稚園校長、園長及幼稚園教師、一二

年級教師對台北市設立幼兒實驗學校的看法，乃設計研究問卷進行意見調

查，經統計分析後之結果，詳見於表二所述。 

 

表二 對台北市設立幼兒實驗學校發展的看法之調查結果分析 

問      題 有效樣本 平均數 標準差

1.將小學一、二年級與幼稚園大班中班合併為幼兒學校 1083 3.91 1.54 

2.設立幼兒實驗學校能配合兒童學習潛能的發展 1076 4.19 1.35 

3.設立幼兒實驗學校能提供重新思考現行學制的限制 1067 4.35 1.83 

4.設立幼兒實驗學校，將數個不同年齡層的幼兒融合在

一起，可促進同儕社會學習及發展 
1071 4.13 1.39 

5.設立幼兒實驗學校有利幼小銜接 1071 4.47 1.59 

6.設立幼兒實驗學校可以解決目前小學低年級與到中

高年級學習活動、情境的差異 
1067 3.98 1.42 

7.幼兒實驗學校的入學資格，以招收 4至 7歲兒童為主 1070 4.12 1.45 

8.設立幼兒實驗學校可促進幼兒的教育機會均等 1070 3.98 1.43 

9.設立幼兒實驗學校可顧及幼兒的受教權 1057 4.06 1.41 

 

由表二之調查所得結果可以看出，就「對台北市設立幼兒實驗學校發展

的看法」而言，其平均數為 4.14，得分屬於中上程度，顯示研究樣本們對於

台北市設立幼兒實驗學校發展的看法的支持度高。 

    其次，在本項調查研究結果也顯示出：研究樣本對台北市設立幼兒實驗

學校發展的看法的支持度的排序前五名：在「設立幼兒實驗學校有利幼小銜

接」的得分最高；其次是「設立幼兒實驗學校能提供重新思考現行學制的限

制」的得分；第三為「設立幼兒實驗學校能配合兒童學習潛能的發展」的得分；

第四為「設立幼兒實驗學校，將數個不同年齡層的幼兒融合在一起，可促進

同儕社會學習及發展」的得分；第五為「幼兒實驗學校的入學資格，以招收 4

至 7 歲兒童為主」的得分，顯示其受到肯定支持的程度皆高。 

 

二、對台北市設立幼兒實驗學校招收對象學區劃分之調查結果分析 

為了解台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及幼稚園校長、園長及幼稚園教師、一二

年級教師對台北市設立幼兒實驗學校招收對象學區劃分的看法，乃設計研究

問卷進行意見調查，經統計分析後之結果，詳見於表三所述。 

 

表三 對台北市設立幼兒幼兒實驗學校招收對象學區劃分的看法之調查結果分析 

學  區  劃  分 有效樣本 平均數 標準差

1.以小學學區內的兒童為主 892 4.24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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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採用大學區制 748 3.62 1.47 

3.無學區限制 728 3.08 1.62 

     

在本項調查研究結果也顯示出：研究樣本對台北市設立幼兒實驗學校招

收對學區劃分的看法的支持程度排序分別為：在「以小學學區內的兒童為主」

的得分最高；其次是「採用大學區制」的得分；第三為「無學區限制」的得分。

可以看出「以小學學區內的兒童為主」顯示其受到肯定支持的程度皆高。 

 

三、對台北市設立幼兒實驗學校課程實施依據之調查結果分析 

為了解台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及幼稚園校長、園長及幼稚園教師、一二

年級教師對台北市設立幼兒實驗學校課程實施依據的看法，乃設計研究問卷

進行意見調查，經統計分析後之結果，詳見於表四所述。 

 

表四 對台北市設立幼兒幼兒實驗學校課程實施依據的看法之調查結果分析 

課  程  實  施  依  據 有效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依據「國民小學課程標準」作調整 681 3.07 1.28 

依據「幼稚園課程標準」作調整 764 3.89 1.32 

依據「九年一貫新課程綱要」作調整 870 4.24 1.31 

 

在本項調查研究結果也顯示出：研究樣本對台北市設立幼兒實驗學校課

程實施依據看法的支持程度排序分別為：在「依據「九年一貫新課程綱要」

作調整」的得分最高；其次是「依據「幼稚園課程標準」作調整」的得分；第

三為「依據「國民小學課程標準」作調整」的得分。可以看出「依據「九年一

貫新課程綱要」作調整」顯示其受到肯定支持的程度皆高。 

四、對台北市設立幼兒實驗學校理想上課時間之調查結果分析 

為了解台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及幼稚園校長、園長及幼稚園教師、一二

年級教師對台北市設立幼兒實驗學校理想上課時間的看法，乃設計研究問卷

進行意見調查，經統計分析後之結果，詳見於表五所述。 

 

表五 對台北市設立幼兒幼兒實驗學校理想上課時間的看法之調查結果分析 

理  想  上  課  時  間 有效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1.按固定時間上下課 712 3.37 1.43 

2.教師依教學活動需要，自行調整 946 4.62 1.25 

 

在本項調查研究結果也顯示出：研究樣本對台北市設立幼兒實驗學校理

想上課時間的看法的支持程度排序分別為：在「教師依教學活動需要，自行

調整」的得分最高；其次是「按固定時間上下課」的得分。可以看出「教師依

教學活動需要，自行調整」顯示其受到肯定支持的程度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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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對台北市設立幼兒實驗學校人員編製與組織架構看法之調查分析 

為了解台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及幼稚園校長、園長及幼稚園教師、一二

年級教師對台北市設立幼兒實驗學校人員編製與組織架構的看法，乃設計研

究問卷進行意見調查，經統計分析後之結果，詳見於表六所述。 

 

表六  對台北市設立幼兒實驗學校人員組織編制與組織架構的觀點 

問          題 有效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單獨新設 811 4.06 1.66 

國小轉型 760 3.64 1.47 

國小附設 812 3.83 1.53 

私幼轉型 752 3.59 1.46 

學  

校  

型  

態 
公幼轉型 771 4.01 1.44 

單獨新設 828 4.58 3.54 

國小轉型 719 3.61 1.44 

國小附設 764 3.81 1.45 

私幼轉型 724 3.59 1.41 

最

適

合

兒

童

學

習

潛

能

的

發

展 

公幼轉型 745 4.00 1.44 

具國小校長資格 679 3.76 1.44 

具園長資格 713 4.24 1.37 

同時具有國小校長及園長資格 870 4.71 1.43 

校

長

資

格 具有國小校長或園長資格之一 718 4.07 1.43 

幼稚園教師資格 705 4.37 1.37 

小學教師資格 646 3.81 1.33 

同時具有幼稚園及小學教師資格 822 4.73 1.37 

教

師

資

格 具有幼稚園或小學教師資格之一 799 4.40 1.35 

每班 1.5 人編制 680 3.29 1.62 

每班 1.8 人編制 637 3.39 1.40 

每

班

師
每班 2.0 人編制 885 4.66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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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編

制 

每班 2.2 人編制 694 4.39 1.61 

每班 20 人 860 4.95 1.34 

每班 25 人 739 4.35 1.36 

每班 30 人 696 3.37 1.42 

理

想

班

級

學

生

數 

每班 35 人 619 2.12 1.11 

比照現有國民小學組織架構(教務處、訓導處、總務處、輔

導室、人事室、會計室) 
662 3.71 3.98 

比照現有實驗小學組織架構(教務處、訓導處、總務處、研

究處、輔導室、人事室、會計室) 
851 4.39 1.57 

設教務處、總務處、研究處、輔導室 712 3.90 1.42 

基

本

組

織

架

構 設教保處、總務處、研究處 701 3.93 1.45 

 

六、設立幼兒實驗學校校園規劃與器材設備探討 

(一)、在校園規劃與空間配置方面 

幼兒實驗學校的校園規劃、空間配置應能兼顧幼兒身心的發展與需求，並

兼具特色與風格。校園空間設計宜首重安全、舒適、明亮而流暢。例如：寬闊的

運動場地、各式遊樂設施、沙坑、戲水區、游泳池…等讓幼兒大小肌肉充分發展；
飼養園、植栽區、自然觀察園、步道…等讓幼兒親近自然；其他如圖書館、視聽
教室、美勞教室、韻律教室、體能教室、餐廳、廚房、休息室、教室…等亦能有
較寬敞的場地、完善之設施並能彈性調整活動空間。建物的造型生動，色彩豐富。

校園景觀精心設計，洋溢童趣並富有人文與藝術氣息，提昇幼兒情感與創造能

力。經統整分析，非結構式問卷的結果如下所述： 

1、依教育基本精神，鼓勵非目前學校型態的試驗學校，其校園規劃、空間配置

一定要有獨到、創意，能發揮幼兒發展的特質，所以理想中的幼兒實驗學

校，一定是能兼顧幼兒身心發展，有顯著產生成效，否則易流於為實驗，

徒增將來二年級後與國民小接軌的適應困難。 

2.、校園規劃能空間獨立，以維護幼生安全。教室內的設備角落能明確，兼具美

觀及實用。 

3、校園即是教材園，因此校園規劃、空間配置，除了應有的專科教室、運動場、

遊樂設施、圖書館、餐廳、休息室等專有教室，應有飼養園及自然觀察園。

幼兒上學不單只是室內的課程，應有較多的空間，學習更多的生活周遭的

知識。 

4、考量每個孩子有足夠的活動空間，最好要有戶外遊戲場。遊戲器材的設置要

兼顧活動量大小，計算安全空間，地面宜做安全性之鋪設。學習區設置積

木區、益智文圖書區、科學區、娃娃家、音樂區、工作區，甚至可安排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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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廚房，其中教具需常保清潔，防蟲、防潮、隨時維修。學習區內矮櫃、

地板、地毯採易清理之材質。寢室空間寬敞，置物櫃高度適中。電源插頭

隱蔽或經過安全處理，不影響孩子活動。消防警報設備要完善，並保持堪

用狀態。 

5、建築色調優美協調，走廊應量應有談天區天雨時或平時小朋友可小聚並交換

心得。建築除堅固耐用外，加入原木的建材例如走廊座椅⋯等以去除水泥

森林之感。宜有美麗的花園和草地加上一個小小的安全親水區讓魚兒、青

蛙⋯等形成一個自然的動植物生態區供小朋友觀察。運動場與教室相隔遠

些以避免干擾。最好也能增加小動物飼養區。 

6、儘量將藝術、人文、生活注入其中，如：有樹林、小山丘、草皮、花園⋯等，

可孩子親近自然。溫馨小餐廳供孩子學習生活禮儀，並設置藝術化走廊或

通道。 

7、針對多元化的需求來設置，也必須合乎孩子的身體發展或高度、安全性，如

果配合幼兒多元智能的需求，種植、養殖、科學、語文(圖書)、工作(美術)、

體能設施⋯⋯皆能具備。 

8、校園著重活潑及色彩鮮艷，空間上不論室內或室外均應能提供小班及群體共

用的場地。另外於幼兒感官接觸之硬體設備須充足，室內、外的觀察操作

區、遊樂區、活動區可分別獨立設置。 

9、每年級互相融合，但校園規劃、空配置能作開放式的區隔設計，使每個孩子

能互相觀察、彼此互動，郤不會互相干擾或有危險的顧慮。空間設備能作

年齡上的考量(人體工學、身心發展需要)，達到精緻化，使全校師生做最好

的利用，運用階段性的空間逐一進入下一個空間，或有圖示、詳細標示，

能讓每個孩子很快、很容易的適應每個環境及操作。 

10、幼兒實驗學校在其校園的規劃除了需要基本組織架構外，當然安全是最重要

的，同時要區分每個年齡層的劃分。空間的比例學生人數要成正比，給予

最恰當的安全的才是理想。 

11一、幼兒實驗學校即為幼小銜接之橋樑，其校園規劃上可採較集中式，形成

家庭溫馨之感，且設置研究室以觀察幼兒行為並設置輔導室以幫助一、二

年級進入國小中年級階段的適應性。 

12、可以採用多元智慧，大空間來設計，由老師安排空間的運用，多用活動性的

設備，常變化空間的室內設計，營造不一樣的環境。 

13、校園規劃：多注意多元化的教學設備及開放式的教學空間設備。做一個小小

動物園讓幼兒參與餵養動作，可以時常與動物玩在一起，看著自己養的動

物成長，培養信心及愛心。 

14、校園規劃：著重人文、自然的校園。空間配置：多元的教學活動空間和教室，

以幼兒活動安全為重點。 

15、空間配置宜將動、靜態活動有所區隔，及各類活動空間動線規劃與各項教學

活動相配合。如：菜圃、操場、花園、溫室、教室、花園、行政大樓、遊

樂設施、花園…等。 
(二)、在器材設備方面 

根據研究結果發現，幼兒實驗學校的教學活動設施及器材設備以實用及學

童的安全為首，並能達到學習多元化、教材生活化的目標。例如：班級教室能有

較寬敞的空間且造型、色調、功能兼具，讓老師能充分發揮情境布置設計並能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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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之需作彈性的調整。教室內櫥櫃、桌椅、門窗及廁所、洗手台等均能考

量幼兒之實用及方便。遊樂設施能兼具體能鍛鍊及益智功能（如單槓、溜滑梯、

鞦韆、蹺蹺板、攀爬組、沙坑、溜冰、大型拼板、彩繪塗鴉牆…等）。並有空間
舒適、設備完善之專科教室。經統整分析，非結構式問卷的結果如下所述： 

1、教學活動設施及器材設備宜考量學習多元化、教材生活化，所有的設施尤其

要注意學童的安全。 

2、教學活動設施方面，有獨立的空間，專科的教室讓幼兒有充份利用的空間，

運動場遊樂設施需配合幼兒身心發展來設計給孩子一個安全、快樂、自由

跳躍的場所。 

3、4-7歲的孩子常是在「遊戲中學習」、「在日常生活互動上認知」，故「圖書選

購、教室的情境佈置、安全性高的遊戲器材、小小植物園、動物園、文化

走廊、教育、消防設備(觀念)、中央廚房、劇場表演區、午休區域(不是趴

著睡)、沙坑、溜滑梯、影片放映、音樂欣賞、綠草地(供赤足玩耍、體驗大

地的接觸)、打擊樂器(取自日常用品)的接觸⋯等。」(本項建議案的考量對

有別於「國小設施」或是「國小附設幼稚園」的擴大模式，因6-7歲的學童

加入其中之故，不得不審慎考量其「成長需求性的學習」。 

4、針對不同年齡層，不同能力提供充分多樣、多變化的設施及器材設備。 

5、教學活動器材設備，須整體規劃依實際的地理狀況「實用」性「寓教於樂」，

又兼具「新奇」「有趣」「吸引孩子」。”細部”規劃，”精緻”、”舒適”、”
整體”設計，線條流暢一氣呵成，”動靜”分明，休憩與遊樂。 

6、室內布置及玩具擺置考慮幼兒人體工學，配合教學主題並給孩子發展空間。 多

用積木、沙、黏土等創意教材讓孩子多親手操作。多用遊戲式教學並安排

戶外教學室內與室外活動並重。提供實物、標本、照片、幻燈片、圖片、

錄影帶、圖書等輔助教學。要有足夠的活動空間，空氣流通，採光照明良

好。寢室、廁所、廚房需清潔。活動式之磚牆角柱需加軟墊，玩具教具選

擇無毒，無尖角等安全玩具。遊戲場地面平整，排水良好。 

7、班班有電腦、影印機、電視、音響、投影設備。有室內溫水游泳池。有科學

實驗操作區和廢物利用發明教室，圖書室要能按月添購新出版書籍（師生

皆是），有小朋友自由發表區，班級內有充足的收納櫃供師生放置書籍、資

料。桌椅能隨身高調整以方便使用。遊樂設施多變化，專科教室與教室的

距離儘量平均以方便使用。 

8、每間大教室隔有一小間休息室，為需要的孩子(生病需要安靜)有個安靜的角落

空間。多樣球類的遊玩空間(籃球、足球⋯⋯)。 

9、任何教室或設施，盼能顧及到幼兒身心發展，高度、安全及使用性⋯⋯等。 多

功能的遊樂設施或教室使用空間。能成立一間偶戲教室，讓師生能有表演

的舞台。軟、硬體設備應充足。 

10、除了一般現有的設備，幼兒實驗學校也希望能有專屬之校車，以利孩子戶外

教學用。專科教室能依實用性不同而加以區分，例如：遊戲室與體能室、

游泳池(溫水、冷水池)，也可以有露營區，讓孩子有不同的生活體驗。 

11、教學活動上可設置大的”學習區”，每一班有一個習主題以開放空間及開放

的時間來上、下課，讓兒童更有自我發展的機會，同時打破傳統一班一教

室的規定，讓各班的兒童有與其他的同學接觸的機會，同時也有選擇課程

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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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班級教室:幼稚園與一、二年級功能不同有不同的設備，幼稚園教室應較寬

敞，有準備室、教具櫃、廁所、飲水設備、餐台、娃娃的家設備、圖書設

備、幼兒工作櫃、電器化設備、電腦。專科教室有音樂、美勞、版畫、實

驗、韻律教室、電腦教室、多媒體演講表演、圖書館、博物館、遊樂設施、

運動場、風雨跑道及室內運動場、遊泳池。 

 

陸、結論與建議 

幼兒教育的發展是人生教育的重要基石，幼兒實驗學校的設立是國家社會

進步發展的重要指標之一。在行政院教育改革委員會的方案計畫中，幼兒實驗學

校的研議一直是教育改革的一個重要議題，但因諸多原因，致使此項幼兒教育改

革方案僅止於紙上談兵，未能真正落實在正常的軌道中。因此，台北市政府教育

局負責幼教業務科為探索幼兒實驗學校在台北市設立之可行方案，乃委託本研究

小組針對幼兒實驗學校設立進行研究，彙整相關論述與意見，配合整體教育改革

方向，做一全盤性的思考。茲將本研究之結論與建議敘述如下： 

 
一、結  論 
1、研究對象對於台北市設立幼兒實驗學校發展的看法支持程度頗高，支持度的

排序前五名如下，「設立幼兒實驗學校有利幼小銜接」、「設立幼兒實驗學校

能提供重新思考現行學制的限制」、「設立幼兒實驗學校能配合兒童學習潛

能的發展」、「設立幼兒實驗學校，將數個不同年齡層的幼兒融合在一起，

可促進同儕社會學習及發展」、「幼兒實驗學校的入學資格，以招收4至7

歲兒童為主」。 

2、研究對象對於台北市設立幼兒實驗學校設立的模式、及最適合兒童發展的模

式皆以「單獨新設」、「公幼轉型」、「國小附設」等三種模式的支持程度較

高。 

3、研究對象對於台北市設立幼兒實驗學校學區劃分傾向以小學學區劃分的方式。 

4、研究對象對於台北市設立幼兒實驗學校課程的看法，以依據「九年一貫新課

程綱要」作調整所受到的支持度較高。 

5、研究對象對於台北市設立幼兒實驗學校上課時間的看法，以「教師依教學活

動需要，自行調整」受到肯定支持的程度最高。 

6、研究對象對於台北市設立幼兒實驗學校校長資格之看法，受到肯定支持的程

度依序為「同時具有國小校長及幼稚園長資格」、「具幼稚園長資格」、「具

有國小校長或幼稚園長資格之一」。 

7、研究對象對於台北市設立幼兒實驗學校教師資格的看法，以「具有國小教師

及幼稚園教師資格」及「具有國小教師或幼稚園教師資格之一」所受到肯

定支持的程度較高。 

8、研究對象對於台北市設立幼兒實驗學校每班教師編制的看法，以「每班2.0

人編制」及「每班2.2人編制」受到肯定支持的程度較高。 

9、研究對象對於台北市設立幼兒實驗學校每班班級人數的看法，以「每班20

人」、「每班25人」所受到肯定支持的程度較高。 

10、研究對象對於台北市設立幼兒實驗學校組織架構的看法，以「比照現有實驗

小學組織架構」所受到肯定支持的程度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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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許多專家學者及實務工作者提出台北市設立幼兒實驗學校必須要有相關配套

措施，例如法源依據、師資培育、課程安排、設備及園舍之規劃等，應有

較具體、周全的設計。 

12、研究對象對於台北市設立幼兒實驗學校校園規劃及空間配置看法，認為應兼

顧兒童身心發展與需求，並兼具特色與風格，設計以安全、舒適、明亮、

流暢為原則；對於活動設施及器材設施方面也以兒童安全及實用為主，並

能達到學習多元化、教材生活化的目標。 

 

二、建 議 
1、依據調查果幼兒實驗學校設立模式以單獨新設與國小附設的得分最高，教育

局可以擇定符合各項條件之國小或徵求志願參與學校進行實驗。 

2、為了能順利推展幼兒實驗學校，相關配套措施需建立完整，相關行政單位應

邀集專家學者、國小及幼稚園實務工作者和校長園長…籌組籌備小組或研
究小組進行法源、課程、師資、行政、校舍…等各項之規劃與研究，作為
幼兒實驗學校之參考。 

3、幼稚教育法雖已進行修法，惟立法程序瑣碎繁雜、曠日廢時，依照地方自治

法，教育文化既屬於地方自治的事項，行政單位應召集相關人員擬定台北

市設立幼兒實驗學校自治條例，讓實驗工作有充分法源依據。 

 

柒、附錄─幼兒實驗學校設置之相關問題後續研究方向 

「幼兒實驗學校」係指為因應四至八歲兒童的身心適性發展，規劃教學活動

與學習活動而成立的實驗學校，包括單獨新設及校中校（國小附設）的模式，規

劃教育願景、教育目標、教育理念、策略、特色、組織編制、招生、師資、課程

與教學、空間規劃、預期成效⋯⋯等資源整合策略措施，將國民小學一、二年級

學生，與幼稚園大班、中班學生，與國民小學中高年級學童區隔接受教育。以下

六個問題值得繼續進行探討？ 

一.台北市幼兒實驗學校發展願景的相關因素內涵為何？ 

「學校願景發展」係指幼兒實驗學校基於學區背景及幼兒未來生活的需求，

規劃多元教學活動，並能引導學生學習、啟發潛能，奠定幼兒的生活關鍵能力，

培養基礎的學習能力。透過多元的學習活動，開發幼兒的潛能及團結合作的能

力，並運用語文、資訊科技強化國際化的能力，期望培養幼兒成為一個健康、快

樂、有多元成長能力的孩子。1.健康：健康的身體，健全的心理，合宜的待人接

物態度。2.快樂：主動探索，快樂學習。3.成長：多元智慧的發展。 

二.台北市幼兒實驗學校師資培訓的相關因素內涵為何？ 

「師資培訓」係指幼兒實驗學校的師資培育工作，本研究所稱的師資培訓係

指幼兒實驗學校的教師資格與培育課程。師資培育內容分現職教師的在職進修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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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前專業知能的養成。 

三.台北市幼兒實驗學校課程實施的相關因素內涵為何？ 

「課程實施」係指幼兒實驗學校的課程實施方案，本研究所稱的課程實施，

係指幼兒學校課程與教學運作的理論與實務，針對幼兒學校的課程與教學提出重

要理念及實施原則，保留試辦學校彈性運作的空間。其中本研究以學校本位課程

發展為原則，以學校的教育理念及學生的需要為核心，以學校的教育人員為主

體，以學校的情境及資源為基礎，針對學校課程所進行的規畫、設計、實施與評

鑑。 

四.台北市幼兒實驗學校校園環境建構的相關因素內涵為何？ 

「學校環境建構」係指幼兒實驗學校的學校校園規劃，本研究校園是指為達

成教育目的而設立的教學活動場所，而學校校園規劃係以學校行政人員為主導，

針對學校各項設施作整體性之安置。包括：幼兒學校校園整體規劃、校舍建築規

劃、室內空間設計、戶外空間設計及教學設備規劃等。 

 

五.台北市幼兒實驗學校法令修訂的相關因素內涵為何？ 

「學校法令修訂」係指發展幼兒實驗學校的相關法令修訂，來探討台北市推

動幼兒實驗學校方案所涉及之相關法案，從合法化（legitimation）以及正當性

（legitimacy）的兩個核心觀點來探討：1.合法化，是指依法定程序制訂，

及過程是否符合國家法律制度的規定。2.正當性，是指政府的權力合乎

公平正義的原則。正當性是合法化的基礎；合法化是正當性的手段。居

於任何措施均應本著依法行政的原則，所以發展幼兒實驗學校的相關法令

修訂所涉及之規定，修訂幼兒實驗學校設立的合法性與正當性所涉及的

相關法案規定之內容。 

六.台北市幼兒實驗學校的設置模式的試辦計畫內涵為何？ 

「學校試辦計劃」係指發展幼兒實驗學校的試辦計劃，其內涵包括：成立籌

備小組討論發展方向、形塑幼兒實驗學校願景及圖像、學校 SWOT分析規劃空

間及調整設施、發展幼兒學校課程規劃、師資規劃編制資格進修研究、親師溝通、

課程與教學規劃、課程方案和班級教學方案。本研究的學校試辦計劃以台北市萬

芳國小及西湖國小兩校之試辦計劃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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