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幼教生態變遷中的幼師角色 

個體的生存乃脫離不了與社會環境的互動，換言之，欲對個體生命經驗歷

程與其所生存的社會環境脈絡間的關係和影響獲得整體的理解，則須將個人生

命史置入社會歷史視框中進行探究。由是，本章內容主要從歷史社會角度，回

顧自國民政府遷台後至今，隨著社會長時期變遷之下有關幼師角色生存處境之

面貌。  

第一節  台灣近代幼教歷史背景發展 

國民政府遷臺後之台灣幼教發展史的研究，學者們多依台灣社會、政治、

經濟環境的變化，將幼教發展過程約略區分為過渡階段（1945 年至 1952 年）、

自立階段（1953 年至 1960 年代末期）、發展階段（1960 年代末期至 1981 年）、

以及 1981 年以來迄今的蓬勃發展期（或稱專業化發展階段）（翁麗方，1996；黃

怡貌，1995；洪福財，1998；倪鳴香，2000）。 

長時期幼教演進歷史中，教育政策和制度的轉變直接衝擊幼教生態的變遷

與發展，也影響幼教師資培育工作及幼師職業角色之社會地位。回顧過去半世

紀，台灣幼兒教育發展大致可以 1980 年代初期《幼稚教育法》公布前後，做為

台灣幼教發展史的一個重要分野，前後兩個不同階段裡，均各自有其發展的主

軸。以下依時間的推進，簡介台灣幼教發展軌跡： 

一、早期的發展沿流（1945-1980）因應時勢所趨，私人興學 

1940 年代的台灣幼教發展，處於國家政治權力移轉的過渡時期。為日式與

中國式教學型態並呈階段，幼教機構稱作「幼稚園」、或稱「幼兒園」1。此時的

幼稚園多仰賴公設，公私幼比例約 8:2。幼稚園師資由師範學校培育2，然而，

                                                 
1民國 45 年，教育部始將幼教機構統一以「幼稚園」稱名。 
2幼師師資培育（三年制）：台北女子師範學校(民 36-54)、台南師範學校(民 39-44)以及高雄女子



師資培育的速度相對於當時幼兒入學數的成長速度顯得緩慢，受到學校培育幼

師師資數量不足以及接受幼師師資培育的教師可選擇轉向國小任教的雙重擠壓

下，具備專業的幼教師資不足問題已然存在。 

隨著 1950-60 年代政府積極展開國家建設，致力於國民學校的發展，緊接

著因應台灣由農業社會轉變為初級工業社會的需求，教育發展的重心往上延伸

至高等教育與專科技職教育系統（王瑞琦，2003：107），對幼教採取放任政策，

相關管理規範也缺乏慎密周詳的規劃，例如：幼稚園設置主要依據《幼稚園設

置辦法》辦理，該辦法屬於行政命令，對於未立案或辦理不善的幼稚園未能發

揮積極輔導與管理之效，難以有效規範違規幼稚園經營者（洪福財，2000：128）。

然而在此時期，社會轉型，婦女投入就業市場工作，提供托育的幼教機構於社

會經濟與家庭結構轉變下需求遽增，向來以公幼數量居多的情形發展到了 60 年

代初，私幼數量開始超越公幼，私幼儼然成為幼稚園發展的主軸（洪福財，2000：

125），以 1964 年為例，公私幼數量約為 4:6。在幼教師資來源方面，由於政府

教育政策驟轉，原先由師範學校培育幼稚園師資的體制，受到 1961 年國民小學

增班設校，師資培育集中於小學教師數量的影響；加上公幼班級數量少，畢業

生分發不易，因而各師範學校陸續停止招收幼師科學生（黃怡貌，1995：130）。

停辦幼師科幼教師資培育政策為日後幼教師資荒埋下了伏筆，幼教專業人才培

育出現嚴重的斷層，在社會對於幼教服務需求的大量增加之下，更加劇了幼教

職場上師資專業不足的問題。就整體教師工作生態而言，國小增班的因素，加

上私幼多於公幼的生態結構，故促使幼師科畢業學生轉向國小服務。幼教現場，

除公幼中具有接受較完整師資培育的幼師外，民間經營之私立幼兒園未登記立

案者，在教育當局放任政策下，也多半任用不具師資資格者擔任幼教工作。 

1960 年代末期至 1970 年代初期，為台灣地區兒童人口成長的高峰期，在

政府經費考量以及因應幼兒入學需求，幼稚園設置上出現國小附設「自立幼稚

                                                                                                                                            
師範學校(民 43-45)設有幼稚師範科，公費培養教師，畢業後可至幼稚園及國小服務。 



園3」，其雖附設於公立學校之下，但實為私幼型態經營，人事、設備等費用採自

給自足式辦理。幼稚園數量遽增的結果，台灣地區幼教生態以私幼為主的經營

型態至此可謂定型4，私幼已然成為幼教的辦學主體。受到停辦幼師師資培育政

策的影響，為因應當時嚴重不足的教師人力資源需求，教育當局提出並執行補

救政策，提供在職進修式的教育訓練，就地合法化職場中的幼教老師，如 1977

年師專辦理幼稚園教師進修班、1978 年成立二年制幼稚教育師資科等作為幼師

師資專業的認證標準，換言之，讓幼教現場中的不具幼教專業資格之從教人員，

以速成方式取得合格教師身份。由於私幼數量遽增，不具備當局認定符合教師

資格規定的幼師充斥，然而除了一般未受專業師資養成教育之從教者之外，政

府不承認之教會學校機構培訓的幼教專業人才，卻為當時幼教師資來源的一個

重要組成。 

二、幼教邁向專業及制度化發展階段（1980 年~迄今） 

1980 年，《幼稚教育法》的公布，可以說是台灣幼教發展的一個重要分野，

確定幼稚園設置的法律地位，國人開始意識到學前教育的重要性。1987 年，在

「學前教育普及化」和「提昇幼教品質」訴求下，開始實施「普設公幼」政策，

國小附設幼稚園教師員額至此正式納入編制，政府於公立幼稚園體系運作中扮

演積極的角色；而相對地，市場佔有率達七成之多的私立幼稚園，積弊已久的

未立案和任用非專業教師等問題，仍舊存在於此時期幼教生態之中，即使當局

訂有幼稚園評鑑實施要點及《幼稚園課程標準》5等法規，欲達到改進幼教缺失

及輔以正常發展之期效，然而，無專責機構統籌管理，成為學前教育整體發展

上的阻力，公、私立幼稚園自此明顯分途，造成教育資源分配不公、教育品質

良莠不齊等爭議，各界期望更多政府力量介入，投入更多經費資源以期幼兒有

                                                 
3民 62.08.20 教育部公布「台灣省國民小學附設自立幼稚園（班）試行要點」。 
4以 70 學年度為例，公私幼數量比例約為 3:7，私幼數量佔幼稚園總數一半以上（洪福財，2000：

127）。 
5 76 學年度修訂並公佈實施。 



公平的受教機會（洪福財，2000：187），1998 年起開始實施發放幼兒教育卷政

策、研議幼托整合問題、國民教育向下延伸等呼聲高漲，顯示出社會大眾對於

學前教育問題的關注重視。 

在幼教專業師資的培育上，已由補救式合格師資養成班回歸到學制內的教

育培育系統。1983 年起師院陸續成立二年制幼師科，1987 年師專改制學院後，

陸續於 1990 年起，各師院陸續設立四年制幼教系，將幼師素質提升到大學以上

程度。台灣幼教師資的養成，大致上以 1994 年《師資培育法》的公布為一個明

顯的分界。過去的幼教師資來源特色，是以是否接受師範教育系統教育做為界

定教師合格與否之憑據，然而實際取得幼教教師資格的過程中卻是迂迴曲折、

繁複混雜的，唯有具備師範院校教育背景者方為合格幼稚園教師的基本條件。

《師資培育法》公布後，幼教師資的培育走向多元，幼師資格也可經由一般大

學幼教相關科系開辦幼教學程中取得。近年來發展與改進幼兒教育成為政府的

重要政策，在提昇幼教師資素質上，其一為幼師學歷的門檻提高；其二為增辦

幼師在職進修活動。 

台灣幼教事業的發展，隨著社會時空的遷移過程而有不同階段的發展面

貌。由社會變遷的視角出發，本研究之個案一位資深幼教專業工作者—林杏芬

園長，其長達二十九年（1972~2001 年）幼教職業工作經驗，在台灣幼教史的演

進歷程中，跨越了前後兩個不同樣貌的幼教發展時期，其職業生命經歷可以說

見證了台灣社會的幼教事業，由民間自立興學的力量主導轉變至國家角色的積

極介入、並且逐漸走向專業制度化的歷程，而這一段期間的幼教師資培育從無

到有、從急就章的在職進修認證轉變為師範院校設科（二年制幼師科）、設系（四

年制幼教系）培育師資，及至今的多元師培管道。 

 

第二節  基督教教會在台灣推動幼教工作的歷史沿流 



回顧本研究個案杏芬園長從事幼教職業工作的經歷，與教會推動的幼教事

業息息相關。從進入幼教領域之初即於教會附設幼兒園當助理教師，並以選修生

身份參與神學院幼教系專業課程進修；其後職業經歷中的「幼師」角色、以及日

後成為「園長」角色所處之工作職場均為教會附設幼兒園機構。  

由於本研究之個案，其幼教工作經驗背景與教會之幼教事業息息相關，故

在論述台灣近代幼教歷史背景發展脈絡下，特別針對「教會」在台灣幼教發展中

所扮演的角色進行探討。 

欲探究台灣幼教發展歷程中，「教會」所扮演的角色，得先提及教會在台發

展的淵源。於台灣近代傳教史中記載，基督教首開傳教先鋒—英國長老會教士馬

雅各（Dr. James Maxwell)及加拿大長老會教士馬偕（Dr. George Mackay)，先後

於 1865 年和 1872 年，以醫療傳教士的身份奉派來台，基於「傳道、醫療及教育」

服務核心之下，一南一北在台南及淡水兩地展開並且奠定了基督教在台發展的基

礎。二次戰後，外籍宣教教士開始對台灣本土化教會教育全力投注心力（翁麗芳，

1995：73；陳怡君，1997：29）。為了擴展宣教事業，設立教育機構便成為教會

用以培育神學人才的主要方式，一方面各地之神學院及聖經學院相繼成立，另外

則陸續成立中、小學，以及幼稚園和托兒所，然由於教會神學院系統並不在教育

當局規範的教育體制內，因而不為政府所承認。 

整體而言，基督教長老教會在幼教工作的推動與執行上，除了兒童主日學、

研修會等非正式或短期的教會教育外，大抵可從三方面來說明：其一是神學院為

因應教會附設幼稚園陸續成立，對幼教師資的大量需求而增設幼教系，提供幼師

職前專業養成訓練；其二為教會總會教務處主導之教育事工，工作重點包含師資

訓練，具體可見於歷屆辦理之教師聯誼及研習活動措施；另外，則是教會開辦附

設幼稚園。分別說明於下： 

一、神學院幼兒教育系—幼師師資培育的搖籃 



神學院之下設有幼教師資培育的機構主要有二，其一為台南神學院，另外

則是新竹聖經學院。台南神學院於 1876 年由巴克禮牧師（Rev. Thomas Barclay)

創立。直到二次大戰之後，英籍具幼教專業背景的白勵志與李恩慈兩位女士促成

幼教系的創設。自此，台南神學院成為幼教師資培育之重心，招收高中（職）畢

業生，同時延攬國內外優秀學者負起幼師師資培育工作。1958 年，「基督教教育

系」之下分為「幼稚師範科」及「基督教教育科」，逐漸增班與增科的結果，到

了 1966 年「基督教事工部」含括幼稚師範科、社會服務科、教會音樂科及大眾

傳達科等四類科，並且最早的二年制改變為四年制。民國七０年代起，神學院在

幼教師資供不應求下，入學人數有增無減。除辦理幼師職前教育之外，由教會自

成體系的行政系統支援下，提供幼師在職進修的活動也持續進行著（陳怡君，

1997：31）。然而，歷經長時期社會變遷之下，或許受到政策制度轉變的影響，

或許來自組織內部的營運問題，教會在幼教工作上有了調整。以培育幼師師資的

台南神學院幼教系來說，由於學制問題長期未獲教育當局認可，學生畢業後仍從

事幼教工作者，多數進入教會附幼工作，進入一般私幼機構工作者則因為受到學

位不被當局承認的限制，面臨等同於「高中幼保科」教師身份而福利待遇較低的

困境，諸多因素交錯之下，台南神學院幼教系招生入學人數逐年降減，根據 2001

年統計資料顯示幼教系學生人數僅有八名，2002 年起正式宣布停止對外招生6。 

基督教長老教會除了在台南神學院設有幼教系外，位在新竹的聖經學院也

於 1960 年創立「幼稚教育科」。歷經 1989 年改制「幼兒教育系」，到了 2001 年

更名「幼兒教育主修」。招收對象為高中（職）畢業生，修業期限為 3~8 年7。 

 

二、教會總會定期舉辦研習活動 

教會總會之教育工作項目以師資訓練為主，延攬國內外優秀專家學者進行

                                                 
6資料出處：南神通訊。www.ttcs.org.tw/msg/b0102.htm。 
7資料出處：聖經書院網站：www.pbc.org.tw/kind.htm。 



幼師師資培育工作，對於任職於教會幼兒園的幼教師資專業培訓，亦有長期性組

織系統進行規劃。有了行政系統的支持運作，1955 年 7 月起開辦基督教幼教人

員研習會，1964 年由教會總會於台南神學院主辦首屆全省主任級幼教研究會，

爾後針對幼教工作者的相關研習活動便持續且定期地舉辦。從幼教活動訊息的資

料，顯示教會在推展幼兒教育的同時亦重視幼教工作者的專業成長（翁麗芳，

1995：77-78）。教會總會的教育委員會定期舉辦全省性幼教人員聯誼會與幼教研

習會，每年召集各地教會的幼兒園教師進行短期或長期在職專業訓練，包括定期

組團出國參與國際性幼教活動，教會辦理之幼教研習活動的規模與頻率可以說為

民間組織之最（陳怡君，1997：30-31）。 

三、各地教會附設幼兒園提供教保服務 

五０年代以來，隨著社會經濟結構轉型，婦女投入就業市場，幼教機構在

經濟和家庭結構轉變下需求遽增，非營利慈善服務性質的長老教會附設幼稚園也

在該時期逐漸增加，到了八０年代教會附幼數量達到高峰。在神學院幼教系與幼

稚園的師資方面，教會組織延攬國外優秀人士及學成歸國學者進行幼師師資培育

工作。例如：1952 年來台從事教育工作的白勵志女士、1955 年英籍傳教士李恩

慈女士與高興華女士等人均具備幼教專業背景。國內優秀人才，像是幼教界前輩

林盛蕊老師，留日歸國後即服務於南台灣首創之長老教會附設之太平境幼稚園，

推動福祿貝爾教學法。其它包括留美攻讀幼教專業的李孋姃女士、留日修讀幼兒

教育的紀貞豔女士及吳美滿女士等人，以她們豐富專業的幼教知能受惠幼兒及幼

師，同時也引領著教會附幼機構的發展與成長（黃真真等人，1997：14；陳怡君，

1997：33）。 

教會於國民政府遷臺後迄今所推動之幼教事業發展情形，以階段性發展的

說明方式呈現其幼教發展脈絡如下： 

1. 國民政府遷臺後首創民營幼教事業之舉 



基督教長老會創設台南神學院，於 1952 年成立幼稚園師資訓練中心，同年

神學院增設「基督教教育系」招收高中畢業生修業二年，為最早由民間發起之幼

教師資培育機構，也可視為間接投入幼兒教育事業之舉。 

2. 1950~1960 年代之間的持續發展階段 

受到社會經濟轉型的影響，職業婦女人數的增加，相對地使得機構收托子

女的需求亦因應而生。1952 年後教會附設幼稚園陸續增加，對於幼教師資的需

求也逐漸增多，台南神學院招收高中畢業生，展開幼教師資培育工作。另一方面，

新竹聖經書院也於 1960 年設系培育幼教師資。 

3. 1960 年代到 1980 年代為蓬勃發展階段 

長老教會附設幼稚園數量在此時期仍持續增加中。台南神學院師資培育機

構也由於幼師需求量的擴大而分科增班。教會總會於此期間積極舉辦了為數不少

的教師研習活動，例如 1957 年總會教育處舉行幼稚園聯誼會、1959 年舉辦首屆

全省主日學幼稚科教員靈修會、1962 年固定辦理暑期班「幼兒教育研習」、1970

年開啟首屆屆全省幼稚園及托兒所教員研究會等等，以持續且有系統的方式運作

各類幼教活動。以 1974~1977 年為例，四年中舉辦之幼教研習活動總計共有十四

次之多。 

4. 1980 年代迄今的發展現況 

教會總會於 1982 年發表宣教演說的同時也肯定各地教會推動幼教工作的努

力。隨著台灣社會環境快速變遷，提供非營利慈善服務目的教會附設幼兒園數量已

逐年減少，而台南神學院幼教系的幼教師資培育工作於 2002 年停止招生後走入歷史。 

綜觀台灣的幼教發展中，以民間私人經營的幼兒園居多數，在這樣的幼教

生態中的幼師角色處境如何？1995 年黃怡貌於其《光復以來台灣幼兒教育發展

之研究》一文中指出，早期當局對幼教的不重視，使得業界在缺乏幼教理念下，

選擇以不合格教師代替以減輕支出；而多年來政府始終未採取強制規範以保障教



師工作權利，造成許多經專業培育的幼教老師不願留任職場（黃怡貌，1995：

130）。此外，根據教育資料館於 1994 年對當前幼稚園師資問題「幼師離職原因」

進行研究結果指出，影響幼師流動的因素包括：薪資待遇不佳與缺乏工作保障、

職場環境與人際問題、缺乏進修成長機會、社會地位低落、個人家庭因素等（毛

連塭等，1994：43）。顯示了台灣社會文化環境的幼師師資結構複雜、專業素質

參差不齊，及職業角色之社會地位低落等現象，長期存在於幼教生態變遷脈動

中，幼師流失的問題始終未獲得改善。私幼教師流動頻繁的事實，凸顯出此職場

及職業高度不穩定性，對於幼兒受教品質無形中也大打折扣。相較於高流失率的

幼師群，那些能夠經年累月停留在私幼職場工作的資深幼教工作者，她（們）如

何在這樣的工作生態環境中安身立命？實為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