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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實驗學校設置之師資培育的相關問題研究 

一、幼兒實驗學校的學校願景 

幼兒學校的成立，希冀創造一個充滿人本關懷、人際互動溫馨的校園，讓四

至七歲的兒童在富人性化、樂趣化、統整化、彈性化、個別化、生活化的環境裡

學習、成長。 

 

二、幼兒實驗學校的設校目標 

幼兒學校乃因應四至七歲兒童(幼稚園中班、大班及國民小學一、二年級學

生)的身心適性發展，規劃教學活動與學習活動而成立的一所學校。其目的在滿

足兒童生理、社會、情緒、認知等全人發展的需求。培養兒童帶得走的能力： 

1. 瞭解自我與發展潛能 

2. 欣賞、表現與創新 

3. 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 

4. 表達、溝通與分享 

5. 尊重、關懷與團隊合作 

6. 文化學習與國際瞭解 

7. 規劃、組織與實踐 

8. 運用科技與資訊 

9. 主動探索與研究 

10.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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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幼兒實驗學校的師資培育 
（一）師資培育方面 

1. 遠程規劃 
幼兒學校要有好的師資推動起來才會成功。而幼兒學校師資牽涉到兩種教師執

照：幼稚園和小學教師執照，二者依現制是不互通的，本小組初步討論認為：

就長程的規劃而言，幼兒實驗學校師資應有「幼小銜接教師證照」，或「k-2教
師證照」⋯等配套措施。其理由如下： 
（1） 師資『專業化』的考量：一般家長對幼兒學校的疑慮如：「我的小朋

友已一年級，給幼稚園老師教行嗎？」如能給現職小學與幼稚園教師

各補修專屬幼教與初教兩領域的專業學分，如兒童發展、教材教法、

班級經營…等。修業期滿成績及格由市政府發給「幼小銜接教師證
照」，或「k-2教師證照」，可以直接鼓勵教師，可提升教師專業之能
與專業地位，也給家長信心，更可凝聚全校教師士氣。 

（2） 教學需求考量：理想中的幼兒學校除了學生依年齡分級在自己教室
上課外，也需混齡上課，否則只是換湯不換藥。幼兒學校課程設計為

實踐九年一貫課程的目標，全校教師須成為教師團隊，進行各項課程

規畫工作。學生有時在自己班(分齡)，有時在混齡班，彼此在互動中
學習，可落實壆習目標。因此全體老師都會接觸幼兒或小學生，也需

熟悉雙方的教材與課程發展理念，故幼兒學校師資需兼具幼小雙方之

專業素養。 

2. 現階段的做法 
（1） 先徵求原校有意願參與實驗工作之現職幼稚園與小學合格老師。 
（2） 市政府委託師資培育機構為現職小學與幼稚園教師補修專業學分，

發給學分證明。其內容、方式另訂之。 
（二）教師編制員額 
教師員額編制以每班 2.2人為原則。以提高教師參與意願，及提昇教學品質。 

 

四、幼兒實驗學校的招生規劃 

1．學區劃分：原有學生以原學校學區為主，新招生的幼稚園階段可考慮開放
大學區，已減少對學區私立幼稚園與托兒所的衝擊。 

2．招生班級數：依原有的班級分布為原則，幼稚園與小學班級數可呈不等量
分布。小學部分依家長意願及教育經費等狀況，可全面或部分班級辦理。

幼稚園階段全納入幼兒學校。若試辦學校原有附設幼稚園未招收中班，應

以加收中班為原則，以免影響原學區學童的入學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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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級學生數：每班學生人數不超過 30人。 

 

五、幼兒實驗學校的課程規劃 
以現行國民小學、幼稚園課程標準及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為主，再予以適度彈

性調整。其原則如下： 
1．課程領域分六大項：① 語文② 健康與體育③ 社會④ 藝術與人文⑤ 數學⑥ 自

然與科技。 
2．課程設計依照目標，根據課程領域，以活動課程設計型態做統整性實施。 
3．課程設計以兒童為主，教師站在輔導的地位幫助兒童成長。 
4．學校得打破學習領域界限，彈性調整教學節數，實施大單元或統整主題

式的教學。 
5．充分考量學校條件、社區特性、家長期望、學生需要等相關因素，結合

全體教師和社區資源，發展學校本位的課程，包括全校總體課程方案和

班級教學方案。 

 

六、幼兒實驗學校的教學發展 

學校教師組成教師團隊，每學年開學前訂定完善的教學計畫，彼此合作、協

同教學。做到課程不僅是橫的聯繫，且有縱的連貫。 

 

七、幼兒實驗學校的學習評量 
宜落實真正評量的精神，以多元評量方式為之。如實作評量、卷宗評量、

過關評量、真實性評量、自我評量⋯等。評量方法可以包括以下的技術：書寫測

驗、問題解決、實驗操作、展示、表演、作品集、教師觀察、檢核表、問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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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試辦幼兒學校師資培育與課程發展之探討 

研究報告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台北市幼兒學校之教師資格、規劃幼兒學校之師資培育方

案、分析幼兒學校適當的課程結構與模式、以及探討幼兒學校課程實施之可行策

略。藉由本研究以探討台北市試辦幼兒學校師資培育與課程發展之相關事宜，並

提出建議，以作為幼兒學校實施之參考依據。 

本研究首先針對幼兒學校之師資培育與課程發展的相關文獻，如：教師專

業知能的意涵、英美幼稚園與小學低年級師資培育現況、我國幼稚園與小學師資

培育現況、幼兒教育課程的內涵、九年一貫課程的內涵、幼兒教育課程與九年一

貫課程內涵之比較、學校本位課程的內涵與實施，進行理論的研析與現況的瞭

解，期望藉著文獻資料，提供規畫台北市幼兒學校師資與課程之重要參考依歸。 

由相關文獻探討瞭解到，英美幼稚園與小學低年級師資培育的特色為：國

小低年級和幼稚園師資一起培育、重視實習課程、重視對家庭之了解與家庭之參

與功能、學程設計有其理論基礎及所欲達成之目標、幼教師資培育的管道十分多

元化、師資培育課程雖由各州自行規劃，但專業化是其共同趨勢。幼兒學校師資

培育課程的內容，包含基本教育課程、專門教育課程以及教育專門課程等類別。

我國幼稚園與小學師資培育在制度設計上原本是分流培育，教師證書亦不能互通

運用；而目前已有部分師資培育機構以加修學程方式，讓學生取得一種或兩種以

上教師資格之學程證明。至於幼兒教育課程，不管中外都強調應以幼兒為主體，

必須適合幼兒年齡發展需求，並重視幼兒的學習興趣與個別差異。 

對於九年一貫課程與幼兒教育課程內涵之比較發現，目前教育部所推行的

國中、小九年一貫課程的理念與內涵實與現今幼兒教育實施統整課程的精神相

同，然以幼兒身心的適性發展來看，幼兒教學的實施除重生活化、遊戲化與活動

化外，教學型態宜更多元，運用小組、分齡或混齡等各種不同方式來進行教學活

動，更有助於幼兒同儕的互動與學習品質。這樣的課程安排與實施，將可提供幼

兒學校未來規畫課程的思考方向之一。幼兒學校所提供的課程需要反映學生及周

遭社區環境的個殊需求，以改善學生的學習機會。是以，幼兒學校需要更多的課

程自主空間。 

本研究所採用之方法，包括邀請專家學者及實務工作者舉行座談、以及本

研究小組成員的分享討論。研究進行為期五個月。凡與幼兒師資培育與課程發展

有關的資料皆是本小組蒐集的重點，資料蒐集以專家座談與研究小組討論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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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輔以文件蒐集的方法，就所蒐集的資料進行分析討論。本研究的主要發現有： 

 

一、幼兒學校師資培育之討論與分析 

（一） 有條件合流培育幼稚園與國小低年級師資：幼兒學校師資合流可採

「教師工作坊」、「取得兩種證照」、「現職教師進修」等不同方式進行。 

（二） 幼兒學校師資培育需要重新設計教育學程內容：幼兒學校師資培育學

程的課程應思慮「潛在課程的影響」、「師資培育課程需涵蓋的內容」、

「課程應跳脫科目本位的方式」等三種要項的重要性。 

（三） 分近程、中程、遠程逐步規劃師資培育措施： 

1. 近程： 

（1） 以工作坊方式辦理師資培育：九十學年度即將試辦之萬芳國

小、西湖國小，以工作坊重課程與教學實作方式，進行該校

教師的集中研習。 

（2） 辦理之工作坊宜跳脫科目本位思考方式：工作坊課程可安排

「幼兒學校兒童發展專題討論」、「幼兒學校統整性課程規劃

與實作」、「幼兒學校混齡教學實務與討論」、「溝通技巧」、「參

觀、見習、實習」、「行動研究法」。 

（3） 聘請專家進駐校園指導：九十、九十一學年度試辦期間，為

落實專家指導與協助，由試辦學校聘請專家學者進駐校園。 

2. 中程： 

（1） 試辦幼兒學校師資培育課程的學分證明：九十三學年度起鼓

勵幼稚園與國民小學現職教師，補修任教幼兒學校所需的學

分證明。 

（2） 委託民間機構辦理進修研習：仿效國外，委託某些認可的民

間機構辦理幼兒學校的進修或研習。 

3. 遠程： 

（1） 師資培育法中，明列「幼兒學校師資」類別：「幼兒學校師資」

應於師資培育法舉列「幼兒學校教師」的教育學程內容與「幼

兒學校教師證書」授與的辦法。 

（2） 重整各級學校師資培育科系：例如合併幼兒教育系、初等教

育系、國小教育相關科系為「課程與教學系」，其下分設幼稚

園、幼兒學校及小學等師資培育課程方案，以適應時代潮流

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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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幼兒學校課程發展的意見與討論分析 

（一）構築適性發展為原則的課程：幼兒學校課程應顧及兒童的身心發展與

學習環境，可依兒童學習的能力、學習興趣來安排不同的學習，以適

應兒童的發展。 

（二）實施統整性課程：幼兒學校統整課程的內容應包括身體、健康、語文、

自然、社會、情緒、人文與藝術，以及生活周遭共通的事務與情境。

除重視課程的統整，同時也關注兒童知識、技能、概念的縱向與橫向

的學習發展。 

（三）重視同儕、混齡及合作性學習：以多元教學、方案課程、混齡教學、

協同教學等方式，可建立教師團隊學習，共同達成教學合作的技巧。

至於幼兒學校的年級區隔，亦可加強銜接，改變過往僅依年級、班別

各自教學的模式。 

（四）發展學校本位課程：學校本位課程的發展，是幼兒學校可行的途徑。

以兒童需要為核心，以幼兒學校的成員為主體，以幼兒學校的情境與

資源為基礎，考量幼兒學校校外社區的特色與大眾的期望，作為發展

幼兒學校本位課程的重要內涵。 

（五）分近程、中程、遠程逐步發展幼兒學校課程：幼兒學校的課程規劃，

可衡酌學校的發展任務、發展形式、發展的成員與組織以及實施程序，

以「近程」、「中程」與「遠程」三階段漸進方式發展課程，使符合兒

童與幼兒學校實際需求，培養兒童基本能力。 

1. 近程： 

（1） 以試辦前三年訂為近程。 

（2） 專家進駐幼兒學校，與教師發展課程，合作行動研究。 

2. 中程： 

（1） 試辦第三年後為中程，其時程可由參與試辦學校、研究學者

與教育局主管單位人員共同研商決定。 

（2） 發展幼兒學校本位課程，建立課程運作模式，展開學習型幼

兒學校。 

3. 遠程： 

（1） 研擬幼兒學校課程綱要。 

（2） 建立幼兒學校基本能力指標。 

（3） 發展多元化課程模式。 

基於上述研究發現，本研究對教育行政機關、師資培育機構及未來研究方向

提出以下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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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教育行政機關的建議 

（一）規劃明確完備的教育決策。 

（二）合理的教育經費與教師編制的支援。 

二、對師資培育機構的建議 

（一） 幼稚園與國民小學師資合流培育。 

（二） 研發幼兒學校師資培育的學系或課程。 

三、對辦理學校的建議 

（一）結合幼稚園與國小低年級之教師、家長，增進以合作成長為導向的互

動關係。 

（二）校長積極扮演轉化願景的角色，實踐課程願景。 

（三）提供安全開放的學校情境、與課程自主的空間。 

四、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一）在研究對象方面：可擴大研究對象的範圍，增加研究對象的人數並擴

及學生家長。 

（二）研究方法方面：本研究所使用的方法僅以文獻分析、座談會、研究小

組討論為主，在質的研究可再增加深度訪談、幼稚園或國民小學低年

級實地田野觀察，以能蒐集更為詳備的資料；另也可增加量化統計資

料，擴大研究範圍，抽取更為精細的師資培育與課程發展的因素結構

與變異數，以收集更多元資料，以提供規畫幼兒學校之參考。 

（三）在研究內容方面：有關幼兒學校師資培育與課程發展的國內外著述不

多，實證性研究也鮮少，因此本研究的內容，除引用國內外相關的文

獻外，再根據台北市國民教育與幼兒教育的專家學者、國小校長、國

小附幼園長所提出精闢論述結合而成。建議未來研究者可針對幼兒學

校環境規畫、課程設計、師資培育與進修、混齡教學與學習等各方面

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關鍵字：幼兒學校、師資培育、課程發展、學校本位課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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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試辦幼兒學校師資培育 

與課程發展之探討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 研究緣起 

幼兒教育的發展是人生教育的重要基石。在行政院教育改革委員會的方案

計畫中，提昇幼兒教育是國家社會發展的重要方向之一，而其中幼兒學校的設立

則是教育改革的一項重要議題。但因諸多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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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政府教育局為探索幼兒學校在台北市設立之

可行方案，乃委託學者專家組成研究小組進行研究，彙整相關文獻並收集多方意

見，做一全盤性的思考，以配合台北市整體教育改革計畫。 

由陳木金教授於民國九十年所主持的「台北市設立幼兒實驗學校之可行模

式研究」之結論得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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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許多專家學者及實務工作者並提出台北市設立幼兒學校必須要有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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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亦發現：幼兒學校設立模式以單獨新設與國小附設

的得分最高。教育局乃依照研究建議擇定符合各項條件之國小或徵求志願參與學

校進行試辦幼兒學校。為了能順利推展幼兒學校，並建立完整的相關配套措施，

教育局乃邀集專家學者、國小及幼稚園實務工作者成立七個小組進行規劃與研

究。此七個小組包括政策、組織章程、課程及師資、校中校模式、單獨新設、校

園規劃與學校設施及其他相關配套措施等。各組分別進行研究並定期舉行整體研

究進度分享及討論，期望收集具體且完備的資料，以作為幼兒學校實施之參考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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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本研究小組乃負責幼兒學校之師資培育與課程發展之研究。 

 

二、研究動機 

幼兒學校的設立，係反映現代教育多元化的趨勢，以及符應社會變遷的需

求。為力求增進國民教育與幼兒教育兩階段的融合與銜接，以健全兒童人格，增

進兒童適性發展，幼兒學校的試辦確實提供了很大的可能性。自八十九學年度

起，台北市政府乃結合教育學者、專家、 國小與幼稚園教師實務工作者，縝密

合作推動幼兒學校教育的試辦。 

今日的教師水準，決定明日公民的素質（林清江，民86）。教師影響學校辦

學的成敗的重要性不言可喻，幼兒學校的師資培養是值得探討的課題。目前國小

與幼稚園師資培育與進修及輔導管理上，係採取分流模式（蕭美華，民88），未

來幼兒學校的師資，是否朝向開放多元，重組幼兒學校的師資培育，有待研究。

王靜珠（民 89）表示：理想的幼兒實驗學校師資，應著重專業優良教師的培育，

來擔任教學工作，才能深受社會各界的肯定。我國幼教師資自七十九學年度起逐

漸提升為大學程度，達到與國小師資相同程度。但二者來自於不同的培育背景，

如何增進彼此了解，進而協同合作，甚至幼小師資有無可能交流等，均是幼兒學

校運作時會面臨的問題。 

陳淑琴（民 89）表示：幼兒學校師資培育課程，應強調幼稚園與國小低年

級教學知能的培養，將來任教時，既可擔任幼稚園又可擔任小學低年級的教師為

主，以配合兒童發展的一致性與持續性。至於師資培育的課程如何呈現多元的面

貌，以確保幼兒學校的師資水準，則亟待研究。 

多年來，我國幼兒教育與國民教育，傾向於以分科課程進行教學，學習偏重

零碎的記憶，學習內容僵化，教材與生活疏離（盧美貴，民88）。呼應此一現象，

以課程與教學改革為主要訴求的九年一貫課程，將於九十學年度開始逐年實施；

在幼稚園部分，教育部也已完成課程綱要草案的修訂，即將公佈實施。幼兒學校

之課程含括上述兩個課程綱要，如何適當的予以整合，強化銜接功能，創發教學

新意，體現教學目標，突顯幼兒學校的可行性與理想性，提昇兒童受教的品質，

以作為幼兒學校課程實施的參考，值得加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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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是學校教學的核心，決定教育的品質。課程的規劃，也會影響教學型態

與教學效果。課程與教學是時代的產物，世界各國的教育，也經常因應時代需求

而改革（歐用生，民88）。美國幼稚園有些設於公立小學內，在學制、課程與教

學上，徹底銜接。近年來，美國也重新反省過去重視智力、學業發展的心態，在

幼兒教育課程的安排上，特別突顯個人能力，期望每個小孩成為獨立思考的個

人。日本則於 1971年「教育改革的基本政策」報告書中建議：規定四、五歲幼

兒與低年級兒童，在同一機構接受銜接教育，並完成一貫性教育，而該項建議，

已在逐年實現中。日本幼稚教育開始強調團隊合作，完全配合社會發展的需求教

育（天下雜誌，民 85；王家通等，民85；洪福財，民84；許靜霙，民87）。英

國的幼小銜接計劃中，幼稚園與小學師資互通。1967年的普勞登報告中指出：不

但要普及五歲的幼兒教育，並鼓勵幼兒提早到將來入學的小學接受幼兒教育，藉

以提早適應環境。1988年英國所頒布的國定課程，也提出課程宜富彈性，因應不

同的目標與教材性質，採取不同的課程模式，課程規劃宜廣採各方觀點，以滿足

社會的需求（黃光雄，民85；許靜霙，民87）。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長李錫津（民89）指出九年一貫課程是現階段課程改革的

方向之一。課程實施的良窳，有賴課程的管理與實踐，在「教育」、「專業」、「民

主」、「參與」、「協力」的特點下，才有真正達到學校本位課程實施的可能。因此，

如何設計彰顯幼兒學校特質並符合設校目標的課程，研究適合幼兒學校課程發展

的模式，是值得探討的課題。 

依我國法令規定，幼稚教育的對象是四至六歲，國民教育的對象是七至十

二歲，而幼兒學校招收的年齡則是四至八歲（幼稚園與小學一、二年級），所以

其將分屬兩個教育階段，可見幼兒學校之設立，涉及的層面甚廣。其在國內係屬

首創，如何統整規劃幼兒學校的師資與課程，及如何具體實施，並無前例可循，

所以如何規畫與實施以確保幼兒學校課程與教學的品質，是相當需要費時且謹慎

深入探討的。 

 

三、研究目的 

基於以上的動機及需要，本研究的目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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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探討幼兒學校之教師資格。 

（二）規劃幼兒學校之師資培育方案。 

（三）分析幼兒學校適當的課程結構與模式。 

（四）探討幼兒學校課程實施之可行策略。 

 

 

第二節  名詞釋義 

一、 幼兒學校 

本研究所指之幼兒學校，乃因應四至八歲幼兒(幼稚園中班、大班及國民小

學一、二年級學生)的身心適性發展，規劃多元教學活動，並能引導學生學習、

啟發潛能而成立的學校。 

二、 師資培育 

本研究所稱的師資培育，係指幼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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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前專業知能的養成。 

三、 課程發展 

本研究所稱的課程發展，係指幼兒學校課程與教學運作的理論與實務，本研

究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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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school-base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係指「由學生所屬的教育機構對學生的學習方案所作的計

畫、設計、實施與評鑑」（Skilbeck, 1984, p. 2）。本研究所指稱之學校本位課程發

展則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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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以學校的教育理念及學生的需要為核心，同時也考量校外社區的特色

及大眾的期望，並符應中央及地方教育主管機關法令與政策的規範。由學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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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處室主任、學年及學習領域教師代表等教育人員為主體，同時納入家長及社

區人士代表，並且視需要邀請校外的諮詢人員或學者專家，甚至聯合其他學校的

教育人員一起合作發展。以學校為發展課程的主要場所及各項資源的主要提供

者，但是並不必然侷限在校園內，而能充分運用校外機構及人士等資源。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係以國內國民小學、幼稚園，國外之幼兒學校（infant school）師資培

育與課程發展的理論與實務為基礎，作為建構幼兒學校的依據，探究幼兒學校未

來師資與課程的取向，以及相關因素的關係。限於時間、能力與經費，本研究的

主要範圍與限制如下： 

 

一、 研究情境的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所建構的「幼兒學校師資培育與課程發展」，在國內係屬首創，因此，

研究主要參酌國外先進國家相關的研究結果，國內由於時空環境的限制，尚無幼

兒學校先例，未有幼兒學校實施系統與環境，所處背景也與國外不盡相同。因此

僅就台北市國民小學與幼稚園師資與課程現況，發展未來幼兒學校師資養成、課

程概念初探的可行性，而無法真確深入了解與檢視幼兒學校的情境。 

 

二、 研究對象的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為蒐集對幼兒學校的看法，所邀請的研究對象，僅限於國民教育與幼

兒教育專家學者、國小校長、國小附幼園長、私立幼稚園園長，無法取得較多的

基層教師的觀點。因此，研究結果的分析，可能尚無法涵蓋所有國內課程發展的

現象，同時台北市兼具國民小學與幼稚園資歷教師不多，研究對象的特性與來源

有所限制，因此描繪本研究的實務空間，可否浮現具有意義的訊息，有待進一步

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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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方法的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所採用的研究方法以國內、外文獻探討、座談會實證分析為主，國內

尚無幼兒學校研究，國外相關研究仍屬不多，所用的方法只能針對未來台北市幼

兒實驗學校的教育現況進行研究分析。此外，在本研究的研究方法，由於時間與

經費的限制，又無幼兒學校的實例可供參酌。因此，研究意義的詮釋上，受到較

大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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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旨在探討有關幼兒學校之師資培育與課程發展的文獻，共分七節加以說

明。 

 

第一節  師資專業知能的意涵 

教師是教學的靈魂人物，幼兒學校的教師與各級學校的教師一樣，都應是專

業人員。 

自從 1966年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UNESCO）於法國巴黎召開「關於教師地位的

政府間特別會議」（Special Intergovernmental Conference on the Status of Teachers），

決議採納〈關於教師地位的建議〉（Recommendation Concerning the Status of 

Teachers），強調教師的專業性質，並認為「教學應被視為是專業」，各國對於教

師的專業地位首度達成一致性共識（何福田、羅瑞玉，民81）。隨著教師專業地

位受到認同，教師專業知能的內涵及養成也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 

為培育健全的優良師資，相關研究致力探究教育專業知能的內涵，期以研擬

選擇師資與安排師資培育課程的規準。歷年關於教師專業知能的研究，多將焦點

置於「教師必備知識」，且多數研究仍將教師專業知能的重點放在「知識」層面

（饒見維，民85：152），不僅忽視教師情意、價值以及技能等層面的討論，窄化

教師專業知能的概念，亦使各界對該概念意涵產生誤解。 

近年關於教師專業知能的研究中，以 L. Shulman提出「學科教學知識」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的概念最受重視。關於教師專業知能的詮釋，除

昔日強調的學科內容知識外，Shulman認為教師必須知道如何將所知轉換成學生

能夠理解的表徵型態，如此方可使教學成功。該類知識可進一步分述為三

（Shulman, 1987）： 

一、 教師必須知道學生在學習每一科目時所具的獨特理解方式以及常見的

錯誤與困難，且必須知道如何協助學生克服前述學習困難。 

二、 教師對於不同學生，必須知道如何以不同的表徵、實例、比喻、符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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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活動方式等，幫助學生理解各學科的知識內容； 

三、 教師必須知道各學科的教材結構、教材來源以及教材選擇的各種可能方

式。 

Shulman認為，在教師必備的知識中，學科教學知識一向受到忽略，而該等

知識自應為師資培育的改革重點。因此，基於前述理念，Shulman（1987）認為

教師養成的知識基礎（knowledge base）應包含下述七類： 

一、 學科內容的知識； 

二、 一般教學方法的知識，指超越特定學科之外的教室經營原則與策略； 

三、 課程的知識，即對課程整體結構的理解； 

四、 學科教學知識； 

五、 對學習者身心特性認識的知識； 

六、 教育脈絡因素的知識； 

七、 教育目的與價值的知識。 

前述教師養成的知識基礎的關連可以圖示如后（見圖2-1-1） 

 

 

 

 

 

 

 

 

知識形式 三種知識範圍 知識來源 

策略知識 

個案知識 

命題知識 

為何教 

如何教 

教什麼 

實踐的智慧 

教學材料與教育
情境 

學校教育過程教
與學的研究 

內容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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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Shulman 所提的教育知識形式 

資料來源：王秋絨（民86）。我國國中師資培育學程之建構。台北：師大書

苑，頁49。 

 

依據圖2-1-1，Shulman在「教什麼」部分指出教師需具備「學科內容知識」、

「教育環境知識」，「如何教」部分則指教師需具備「一般教學的知識」、「課程知

識」、「學科內容教學知識」、「學生及其特性知識」、「教育環境知識」，「為何教」

部分則是指「教育環境知識」，包括教室情境、學校財務、學區、社區環境、文

化特質等因素（王秋絨，民86：49），而前述知識正是教師所需的專業能力。 

高強華（民85：127）認為，教育理論的核心不再是心理學、社會學和哲學

等傳統學科，而是源於教育實際的一般原則。換言之，教師的信念、個人的社會

化經驗、個人的知識（personal knowledge）、教師的內在理論（implicit theories）

與專業判斷等，均是構成教學專業知能的重要成分。 

綜觀前述，教育學理論與學科內容知識顯非教師專業知能涵養的所有來源，

教師透過學理與專門知識的陶冶，結合實際教學的實踐經驗，構築教學的原理原

則，進而形成教師專業知能的內涵。是以，教師專業知能的內涵，脫離了以往只

注重「教什麼」的內容，兼而重視如何藉由反覆揣摩「如何教」的經驗與體會，

並反思「為何教」的緣由與意義，使教師遠離「匠氣」，藉由批判反思的歷程建

構專業的角色與素養。 

前述教師專業知能概念內涵的轉變可見於近年師資培育相關研究。饒見維

（民85）分析Shulman等十二個研究的概念意涵與成果，建構教師專業發展的內

涵體系如圖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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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知能 

教育專業知能 

a教學的理念取向 

b.教學的原理原則 

c.教學方法與策略 

d.教學的技巧 

e.教學資源知能 

f.教學評量知能 

g.教學設計能力 

h.教學實施能力 

1．教育目標與教育價值的知識
 
2．課程與教學知能 
 
3．心理輔導知能 
4．班級經營知能 
5．教育環境脈絡的知識 
 

(1)一般課程知能 
(2)一般教學知能 
(3)學科教學知能 

教育專業精神 

1．人際關係與溝通表達能力
2．問題解決與個案研究能力
3．創造思考能力 
4．批判思考能力 

1.通用知識 

教師通用知能能 
2.通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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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教師的專業發展內涵體系 

資料來源：饒見維（民 85）。教師專業發展—理論與實務。台北：五南圖書

公司，頁 173。 

 

依據學者的分析，為培育專業師資，師資培育課程內容實應兼含普通教育課

程、專門教育課程及教育專門課程等類別（歐用生，民74；單文經，民81）。普

通教育課程的目的，在涵養未來教師的一般素養，藉以提供其適應社會的廣博知

識基礎，並以為其接受進階進修與研究的基礎。專門教育課程部分則在充實未來

教師在各專門領域的進階知識，以為將來任教學科的基礎，猶如Shulman所言的

學科內容知識。教育專門課程部分則在陶冶其教育專業素養，並養成其擔任教師

所需的知識與能力，包含Shulman所指的一般教學方法、課程、學科教學、學習

者特性、教學脈絡因素以及教育目的與價值等知識；其課程內容則包含教育基礎

學科、教育方法學科以及教育實習學科等類別。 

是以，幼兒學校的師資培育課程的內容，應包含基本教育、專門教育以及教

育專門等類別課程，其中教育專門課程則應兼含教育基礎、教育方法以及教育實

習等課程內容方臻完整。未來幼兒學校師資培育課程的規畫，如何基於順序、銜

接、延續以及平衡等基本概念，在設計時則重視學習主體、體現時代精神甚至符

應學校本位等理想，以規畫切合師資培育目標、滿足學生需要、並兼納時代精神

的課程內容，以助師資培育理想的實踐，實為教育主管機構與試辦學校應予重視

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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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英、美幼稚園與小學低年級師資培育現況 

 

一、 英國幼稚園與小學低年級師資培育現況 

(一)現況分析 

英國的初等教育自 1944年以後，不再稱為 Elementary Education，而稱為

Primary Education。進行初等教育的學校既有公立的，也有私立的。英國的義務教

育年限為十一年，自五歲至十六歲止。小學教育通常是六年，招收五至十一歲的

兒童。英國的學校制度分為兩個階段：五至七歲的兒童就讀於「幼兒學校」（Infant 

School）；七至十一歲的兒童就讀於「初級學校」（Junior School）。 

一般幼兒學校，大都男女同校，祇有少數學校例外。幼兒學校與小學可能是

並設，也可能是分設，惟大多數是合校；校長可能是相同，也可能不同。就一般

的情形而論，英國五至七歲的幼兒多進入幼兒學校中就讀，此類學校，間有附設

保育學校（Nursery School）者（雷國鼎，民71）。 

英國的幼教師資與小學師資的訓練課程並沒有多大的差異，幼兒學校相當於

我國的幼稚園與小學低年級，英國規定必須修畢「3至8歲」、「3至11歲」或「5

至11歲」等師資培育課程方能擔任五歲以上兒童的教師。其中「3至8歲」課程

在培育育兒、托兒的教師，修畢該課程者具有任教八歲以下兒童的教師資格，且

在 1998年 4月發佈的「教學與高等教育法案」（此案規定 1999年9月開始實施

「合格教師」資格認證之新辦法），同意修畢該課程者可以不採原規定學科專長

檢定的方式，即可擔任幼兒學校的老師：擔任「3至11歲」或「5至11歲」課

程旨在培育小學教師，可以任教所有小學年級（TTA, 1999a；TTA, 1999b）。修畢

前述課程者必須接受初任教師訓練（Initial Teacher Training ; ITT），而初任教師訓

練包含成為合格教師（Qualified Teacher Status ; QUS）的標準以及初任教師訓練課

程等（TTA, 1999c）。目前教師訓練委員會正在研訂幼兒學校教師的資格與標準，

暫定於2000年2月提出書本與網路版本以為規定（TTA, 1999b）。此外，還提供

為期一年的學士後教師學程（Graduate Teacher Programme，GTP）與為期兩年的

合格教師學程（Registered Teacher Programmes，RTP）供有意任教職者接受師資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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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以取得合格教師資格（TTA, 1999d）。 

（二）師資培育課程 

1990年以前，英國師資培訓之課程可分為養成教育、在職進修訓練與高級

教育學位等三類。 

1. 養成教育 

（1） 教育學士（B.Ed）課程：在高級教育學校（大學教育系、教育

學院、技術教育學院等）修畢三年制（榮譽學位）課程，其修

習課程大都包括主科科目、教材研究科目和教育專業科目與教

學實習，修畢資格由大學或國家學歷頒授委員會（CANN）認

可。 

上述教育學士課程領域包括： 

a. 主科科目：亦即通稱之普通教育，其目的在適應學生個人的

興趣、能力，並為將來教學需要而作較長時間繼續深入學習

和研究。包括：語文、歷史、地理、數學、生物、物理、化

學、宗教教育、家事、藝術、音樂、體育、社會科學、環境

研究等，各學院依其師資設備提供若干科目（少則一兩科，

多則二十幾科），學生必須選擇一科或兩科。通常連續修二年

或三年。 

b. 教材研究科目：亦即通稱之專門教育，是指老師所要任教的

一般課程之研究，包括語文、數學、自然、音樂、體育、美

勞等科目的教材研究。學生不僅要熟悉教材，更要運用教材，

以便和實際教學情境打成一片。 

c. 教育專業科目：即教育實習包括教育原理（或教育哲學）、教

育心理學、教育史、教育社會學、教育制度與行政方式、健

康教育、兒童研究等，並安排十二至十八週的參觀與教學實

習。課程實施方式通常在第一、二學年修習各科教材研究和

主科課程，第三學年以主科課程即教育專業科目為主。倫敦

地區，每週上課時數必須為二十小時左右，學校則安排每週

二十至二十七小時，其餘時間由學生自由選擇修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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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士後教育證書（PGCE）。大學（含空中大學）畢業生，或同

等學歷者，再到大學教育或其他高級教育機關，修習一年教育

專業科目及教學實習，成績及格者即可獲得教師資格。 

（3） 非學士學位教育證書。針對師資不足科目與特殊教育所需教師

所開的三年制證書課程。此種課程，因提高師資決策以來，已

逐漸減少。 

2. 在職進修課程 

（1） 在職進修第一學位課程：招收已具合格教師資格者，以全時一

年，或函授、廣播教學、暑期班、地區導師協助的部份時間方

式則為三年，修讀教育學士學位。 

（2） 教育文憑：招收具經驗的合格教師，授以一年全時或二年至三

年部份時間與原養成教育及工作相關的課程，常作為碩士學位

的一部份。 

（3） 初任教師之訓練：初任教職漸體認若干問題，故必須接受訓練

以解疑惑，第一年中的四分之一時間可以休假方式，在任教學

校或師資培訓機構參加講習，學校負擔費用。80%~90%新進教

師，均蒙此惠。 

3. 高級教育學位課程 

包括碩士學位，並不限於教育。如藝術、社會科學、哲學等均可

修讀，全時一至二年，部份時間二至三年，通過課程作業成績與考試，

綜合論文成績，及格者授以教育碩士、文藝碩士、哲學碩士等，另一

項博士課程，則更須長時間修讀，為學術之最高榮譽（段慧瑩、鍾叡

賜，民83；嚴天秩，民76）。 

（三）師資培育法規 

    英國師資培育於1990年開始試辦「學校為主」的師資培訓方式，一反1990

年代以前「大學為主」之師資培育方式，其主要目的，乃為追求教學效能與教學

能力的卓越（溫明麗，民89）。茲將1990年前後師範教育發展之重要法案與官方

規定簡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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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年詹姆士「師資教育與訓練」的報告書（James Report an Teacher 

Education and Training），提出師範教育改革方案，提升中小學師資訓練

至大專程度，建立全面在職進修制度等。 

 1983年師資素質白皮書（White Paper: Teaching Quality），強調政府提高

師資的決策。幼兒學校教師任用資格與小學教育的任用資格相同，保

育學校的保育員和護士的任用資格較為廣泛，多半為擴充教育學院

（College of Further Education）課程為主（陳奎憙，民80）。 

 1988年教育改革法案：乃第一次立法直接由政府負責學校課程與評

鑑，保守黨政府的教育政策為「選擇、市場、標準、公共管理、績效、

競爭、經濟成長」所趨動，已提升全國教育水準為號召、進行前所未

有的大改革，尤以國定課程之制定最受矚目（林美玲，民88）。 

 1990年試辦「學校為主」（School-based）的師資培訓方式。 

 1994年教育法案（Education Act 1994）明定職前教育與在職進修教師能

力的督導與評鑑制度，並設立「師資培育局」（Teacher Training Agency，

簡稱TTA）負責教師品質的控管、在職進修、專業知能的提升以及師

資培育經費的統籌分配，其更具體有效的提升教師的專業知能。 

 1998年「教學與高等教育法案」（Teaching and Higher Education Act 

1998），英國政府更擬建立一個「總體教學協會」（General Teaching 

Council， GTC）來審核教師資格，該協會之主要任務有二：第一，提

升教與學的品質；第二，維繫與提升教師的專業素質。當1998年教育

法案開始實施之後，「總體教學協會」便必須負責審核與評鑑教師的能

力與素質，而此學會也將納入英國教育標準局的任務中。英國教育標

準局對於師資培訓課程與實施成效之評鑑結果，便作為師資培訓局

（TTA）補助各師資培育機構教育經費的依據。由此可見英國採用監督

和審核之制度與法令來確保其「學校為主」之師資培育制度之立竿見

影，並進而肯定政治功績。 

（四）學校本位師資培育模式 

‧ 1990年後英國師資培育模式除前述學士後教育證書（PGCE）、教育學士

（BED）外，增加了依約雇用教育方案（Articled Teacher Scheme，簡稱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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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用教師方案(Licensed Teacher Scheme，簡稱LTS)。學校中心初任教師訓練

方案（School-Centered Initial Teacher Training，簡稱SCITT）等學校本位師資

培育模式。依約雇用教師是學士後教育證書的一種新形式，於 1989年提

出，次年九月開始實施，目前已停辦（林美玲，民 87）。而 LTS、SCITT

與我國目前實施之師資培育法之設計不同，故不在此詳細說明，但為解決

我國試辦幼兒學校師資培育問題，擬將英國自1990年以來，實施學校本位

師資培育可資借鏡之經驗，列述如下（林美玲，民87；溫明麗，民89）： 

1. 新任合格教師被期望有任教學科的良好知識以及教室實務經驗，因此，初

任教師訓練課程必須完成學術研究及學校實務經驗。 

2. 學校本位訓練的觀念 

（1）  教師訓練以高等教育機構為基礎，由學校提供導入課程。 

（2） 強調教學資格的學術地位，尤其依據教育白皮書：擴張的架構

（White Paper Education: A Framework for Expansion, 1972）。學校本

位訓練要求教授應有學校實務經驗。 

（3） 教學與會計、建築及法律等專案一樣關心理論、學術研究及實務訓

練間平衡。 

3. 學校本位訓練的素質 

（1） 高等教育機構及學校的夥伴的合作決定學校本位訓練的素質。 

（2） 學生從高等教育機構獲得基本知識及經驗，包括：學術研究、學校

經驗、專門知識、以及基本知識，例如兒童發展、評鑑方法、以及

學校運作經濟、社會、政治的結構；他門有機會從學校經驗發展其

專業思考。 

（3） 學校本位教師訓練需要更多的時間、資源，以及高等教育機構、學

校的合作。 

 ＊小結： 

1. 英國的幼兒學校乃相當幼稚園與小學低年級之結合，其師資之任用與小

學師資任用規定相同，只是其師資培育較多元化，有 3至 8歲、3至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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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與5至11歲等教學不同年齡層孩子的師資培育課程設計。 

2. 師資培育課程分為主科科目，各科教材研究和教育專業科目三大類，強

調統整的課程結構，先專精各學科研究，再逐漸轉而強調各學科教材教

法研究，並與實際教學融會貫通，使主科科目、教育專業科目及教學實

習能統整融合表現為教學知能。 

3. 自1990年後試辦「學校為主」之師資培訓方式，雖為新任教師而設計，

但其以學校為本位之師資培育模式與經驗，在我國試辦幼兒學校時，應

可作為借鏡，讓我國試辦學校中原來的教師（分屬小學合格教師或幼稚

園合格教師），以初任幼兒學校教師之心態，秉持學校本位師資培育之精

神，以開放心靈，在教學現場以行動研究方法，在具有小學與幼教雙方

面教授進駐學校互動激盪下，建立幼兒師資培育課程架構與實務經驗，

不但可以使試辦工作順利，更可供政府未來規劃幼兒學校教師教育學程

之參考。 

 

二、 美國幼稚園與小學低年級師資培育現況 

(一) 現況分析 

    美國師範教育採開放性政策，各公私立大學均本諸學術自由之理想設置

師資培育課程，故各校間的科目名稱內容及學分數等差異很大，各州除了對

課程加以認可外，對其學科名稱、課程內容及學分數也不可干涉。 

    由於美國許多州對「幼兒」定義採認為出生至8歲，故幼稚園的教師與

小學低年級教師資格與培育合流的現象成為美國師資培育的特色，由表

2-2-1可知美國許多州的教師證書是幼稚園與小學低年級合一的，當然其師

資分別培育時對不同年段的師資規定必修之學科與學分數，讓幼稚園教師與

小學低年級教師，皆能彼此了解幼小銜接前後階段的教育內容與方法，在實

際工作現場，因皆為合格教師，故幼教老師與小學低年級老師可以互調，雖

然一起開會的機會並不多（蔡春美、林育瑋，民83），但彼此是互相了解的，

此點頗值得我們注意。 

(二) 師資培育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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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師資培育視教師職級及工作性質的不同，採多元管道進行。一般可

分為以下六種（阮碧繡、李連珠，民83）： 

1. 大學教育學系所。 

2. 大學兒童發展系所。 

3. 二年制社區大學幼兒教育或兒童發展學科。 

4. 認可方案。 

5. 職業發展方案。 

6. 兒童發展專士訓練方案。 

(三) 幼兒（指出生至 8歲左右）教師資格之取得 

        美國各州大都要求教師要有合格證才能任教。其任用資格各州雖不同，

但仍有以下共通處（Spodek et al., 1982） 

1. 皆由政府教育部門頒發證書。 

2. 證書中指明任教之年限及教授領域。 

3. 證書必須定期更換新證。 

4. 須具備學士學位。 

5. 須具備有若干特定教育課程及專業領域之學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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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美國各州對幼兒教育師資的合格證照（Burks, 1988） 

州別 證照試用範圍 規定通過之考試類別 

筆試           教學演示 

1.Alabama N-小 3 ˇ   

2.Alaska 未   

3.Arizona 未 ˇ   

4.Arkansas 未（Ｋ） ˇ   

5. California 未（Ｋ） ˇ   

6.Colorado 3～8 歲 ˇ   

7.Connecticut 未   

8.Delaware Ｎ-Ｋ和Ｋ-小 3 ˇ   

9.Flerida 未（Ｋ） ˇ  ˇ  

10.Georgia Ｋ-小 4 ˇ  ˇ  

11.Hawaii 未 ˇ   

12.Idaho 未 ˇ   

13.Illinois 出生～小 3 ˇ   

14.Indiana 0～4 歲（Ｋ-小 3） ˇ  ˇ  

15.Iowa 先幼稚園（prek）-Ｋ   

16.Kansas 0～4 歲 ˇ   

17.Kentucky 未（Ｋ-小 4） ˇ  ˇ  

18.Louisiana （Ｎ-Ｋ） ˇ   

19.Maine 未 ˇ  ˇ  

20.Maryland （Ｎ～Ｋ） ˇ   

21.Massachusetts Ｋ-小 3 ˇ   

 19



22.Michigan 未   

23.Minnesota （先幼稚園～Ｋ） ˇ   

24.Mississippi 未 ˇ  ˇ  

25.Missouri Ｎ-小 3 ˇ   

26.Montana 未 ˇ   

27.Nebraska 出生～Ｋ ˇ   

28.Nevada 未 ˇ  ˇ  

29.New 

Hampshire 

出生～小 3 ˇ   

30.New Jersey （Ｎ-Ｋ） ˇ   

31.New Mexico 未 ˇ   

32.New York 未 ˇ  ˇ  

33.North Carolina Ｋ-小 4 ˇ  ˇ  

34.North Dakota 未（Ｋ） ˇ   

35.Ohio （先Ｋ-Ｋ和Ｋ-小 3） ˇ   

36.Oklahoma Ｎ-小 2  ˇ  

37.Oregen 未 ˇ  ˇ  

38.Pennsylvania Ｎ-小 3 ˇ  ˇ  

39.Rhode Island Ｎ-小 2 ˇ   

40.South Carolina Ｋ-小 4 ˇ  ˇ  

41.South Dakota （Ｎ） ˇ  ˇ  

42.Tennessee （Ｋ-小 3） ˇ   

43.Texas （先Ｋ-小 3） ˇ  ˇ  

44.Utah Ｎ-小 3   

45.Vermont 出生～8 歲 ˇ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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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Virginia Ｎ-Ｋ-小 4 ˇ  ˇ  

47.Washiongton Ｎ-小 3  ˇ  

48.Washington 

D.C. 

Ｈ-Ｋ   

49.West Virginia Ｎ-Ｋ ˇ   

50.Wisconsin （Ｋ）   

51.Wyoming K-小 3 ˇ   

 

註：N：指Nursery school保育學校            （   ）：表承認範圍 

K：指Kindergarten                       未：未區分 

小：指小學，如「小2」指小學二年級 

 

(四) 幼兒（指出生至 8 歲左右）教師必須修習之學分數 

        美國幼兒教師合格證之獲得，須修習大約六十個學分的普通課程，24-30

學分之教育專業課程，至少3學分之教育實習及相關選修課程，如：教育行

政、親職教育、心理衛生、特殊兒童心理等（Decker & Decker, 1984; Spodek et 

al., 1982）。 

(五) 師資培育課程 

        美國師資培育課程大致可分為以下幾類課程（蔡春美，林育瑋，民83）： 

1. 普通課程：包括人文、藝術、社會、生物、自然學科等。目的在訓

練未來教師關心周圍世界，並了解各種外在事物存在的意義。 

2. 兒童發展：幼兒教師必須了解出生至八歲幼兒的語言、身體、社會

行為、情緒與認知等發展，熟悉觀察與記錄的技巧，使其在往後能

幫助幼兒身心健全發展。 

3. 教育學：包括各種有關幼兒教育的基本知識與技能，如幼兒教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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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心理學及社會學等。 

4. 教材與教法：目的在培養選擇課程、設計課程的能力，並發展其情

境佈置及彈性運用不同教學方法的知能。 

5. 專業實習課程：包括有計畫的參觀、參與教學、實際教學及座談等，

使學生經由觀察、見習、助理、教學等階段、獲得經驗，以作為往

後為人師之準備，幼兒教育學程之實習亦包含小學低年級之實習在

內。如圖 2-2-1： 

6. 近年來也十分重視文化差異領域之課程，以協助教師學習尊重及體

諒兒童之各種差異。 

 22



 

 

 

 

 

 

 

 

 

 

 

第三核心 
藝術 
遊戲、美術、戲

劇、音樂、教學媒

體 
臨床經驗 

及早實習經驗 
托兒所、育兒中心、

幼稚園、小學低年級

一共 100多小時 

實習 
幼稚園 
小學低年級 
畢業前、整個學期 
實施實習 
 

同時開設的學科 
語言發展、學前教育、

幼教史與哲學、家庭關

係、特殊兒童教育、早

期閱讀、臨床經驗 

第一核心 
溝通技巧 
語文科教學、兒童文

學、初小課程、兒童發

展、資訊教育、臨床經

驗 

第二核心 
自然與社會科學 
兒童發展 

社會科、科學、數學 
臨床經驗 

 

 
 

文理學科 
大學基本學

科 
通識教育 

 

 

 

 

 

圖 2-2-1 美國伊利諾大學幼兒教育學程架構（引自高敬文，民79，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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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1. 國小低年級和幼稚園師資一起培育為其特色（Burks，1988）。課程中強調

幼稚園至小學低年級銜接之課程（如伊利諾大學之初小課程及實習），因

此課程可約略分為普通課程及專業、專門課程。普通課程所涵蓋的領域十

分廣博，專業及專門科目間的區分並不明顯，包括教育專業基礎科目、教

學知識科目及實習。以賓州大學為例，課程所佔之百分比為38% : 38% : 

24%。 

2. 重視實習課程：透過各種教學實習、研討、幼教機構實習等，充實教師

臨場經驗。學校亦安排許多統合活動課程，並舉辦研討會，以促進理論

與實務之結合。 

3. 課程十分重視對家庭之了解與家庭之參與功能，也重視多元化，尤其是

較高之教育學府（大學或研究所），其開設之課程，大抵均予教授之專長

或地區文化需求有關，因此課程之規劃頗能因地制宜，而形成獨見之風

格特色，如南部及西部各州較強調雙語教育和多元文化教育課程即為其

例（阮碧繡、李連珠，民83）。 

4. 學程設計有其理論基礎及所欲達成之目標：伊大根據全美幼兒教育協會

（NAEYC）所公佈之師資培育計畫、標準及學前教育之知識基礎，擬定

完善的學程架構。學程中所擬定之幼兒教師必須具備之能力，乃是教育專

業人員根據可靠的研究成果與經得起考驗得實務經驗歸納提出的，值得我

國在擬定幼兒學校教師教育學程時之參考。 

5. 幼教師資培育的管道十分多元化，沒有一個特定機構來培育師資，但透過

認可制度，來提升其師資水準。 

6. 師資培育課程雖由各州自行規劃，但專業化是其共同趨勢（蔡春美，林育

瑋，民83； 簡淑真，民76）。 

  有關英國、美國幼稚園與小學低年級之師資培育相關資訊，可簡略整理成表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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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  英國、美國幼稚園與小學低年級師資培育相關資訊表 

國別 施教機構 學齡 學制 師資條件 師資培育課程

美國 ‧幼稚園

(kindergarten)

‧小學低年級 

5~6歲 

6~8歲 

納入正式學

制，屬免費教

育，但非各州

都是義務教

育。多數幼稚

園是公立的。

雖然美國各州對幼稚園

教師之資格的要求不一

致，但仍可找出其共通

點，大致為： 

1. 具學士學位。 

2. 修習規定之教育學

分（包括實習學分）

3. 通過國家教師考

試。 

4.  大部分州的小學老

師和幼稚園老師之資格

要求是一致的。 

通常包括三種

課 程 ： 以

Alabama為例，

（一）普通教育

課程，60學分。

教育專業課程

72學分。 

幼教專門課程

33學分。 

英國 ‧幼兒學校

（Infant 

School）(含小

學低年級) 

5~7歲 納入正式學

制。公立者免

費，私立者須

繳費屬義務教

育的一環。 

與小學老師相同。 通 常 分 成 兩

種：（一）修畢

二年的教育學

士課程。 

（二）大學畢業

後修習一年教

育專業課程。 

1990年後增加

【學校本位師

資培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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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我國幼稚園與小學師資培育現況 

我國幼稚園與小學師資由師範校院獨力培育制度行之有年，民國 83年

（1994）《師資培育法》頒行後，師範校院、設有教育院、系、所或教育學程之

大學校院皆可培育師資，確立師資培育多元化的發展方向，實為我國師資培育史

上重大變革。 

在幼稚園與小學教師資格取得方面，昔日修畢職前教育課程者即取得合格

教師制度改為另需先通過初檢及複檢合格；在師資培育管道方面，由師範校院獨

力培育師資的一元型態轉為各大學校院加入多元培育。可見此番師資培育變革，

應基於專業與多元等理念，並期藉提高教師資格取得門檻與多元管道培育等激勵

措施，改變師資培育的風貌，督促各師資培育機構的反省與成長。依據《師資培

育法》第七條規定，所謂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主要有四： 

1. 師範校院大學部畢業且修畢規定教育學分者； 

2. 大學校院教育院、系、所畢業且修畢規定教育學分者； 

3. 大學校院畢業修滿教育學程者； 

4. 大學校院或經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校院畢業，修滿教育部規定之教育學

分者。 

另依部頒《大學校院教育學程師資及設立標準》規定，國小及幼稚園教育

學程內容包括教學基本學科課程、教育基礎課程、教育方法學課程及教育實習課

程，並規定國民小學教師教育學程應修學分數四十學分，幼稚園部分為二十六學

分。迄 87學年度（1997-1998）為止，計有師範校院十二所、設有教育院、系、

所的大學計八所、以及設有教育學程的大學計三十七所共同培育師資；其中國民

小學及幼稚園師資培育方面，國小師資計有九所師院、一所設有教育系所之大學

以及五所開設國小教師教育學程之大學共同培育，幼稚園師資則有全國九所師院

及五所設置幼稚園教師教育學程的大學合力培育，可見師資培育多元之態。 

 

一、小學師資培育現況 

依據《師資培育法》的規定，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的管道主要可區分為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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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師範校院、大學校院教育院、系、所畢業且修畢規定教育學分； 

2. 大學校院畢業修滿教育學程； 

3. 大學校院或經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校院畢業，修滿教育部規定之教育學

分。 

前述教育學分與教育學程的課程內容，大學校院部分悉依部頒《各類教育

學程之科目及學分》辦理，師範校院及設有教育相關系所之大學則基於其設校宗

旨，雖無庸另立所培育師資教育階段的學程，但實仍就前述辦法所列之學程必選

修參考科目及學分數規定納入各校教育課程規畫的考量（見附錄一）。依據前述

規範，國民小學教師教育學程應修學分數為四十學分，學程內容包含必、選修兩

類科目及學分數，茲分述如下： 

  (一) 必修科目及學分：採學科領域計二十學分 

1. 教育基本學科課程：四至六學分； 

2. 教育基礎課程：二至四學分； 

3. 教育方法學課程：二至四學分； 

4. 教育實習課程（含各科教材教法）：八至十學分。 

  (二) 選修科目及學分：計二十學分，由各校依其師資及發展特色自行開設。 

此外，前項辦法並就必選修科目及學分擬出參考表，供各校開設教育學

程參考。 

由於師範校院及大學校院教育院、系、所的教育學分規定與一般大學校

院設立教育學程者的性質略有差異，以國立台北師範學院為例，學生只修大

學文憑則至少須修128學分，如要取得小學教師資格則須加修20學分，亦即

共須至少修畢148學分。 

 

二、幼稚園師資培育現況 

依據教育部就幼稚園教師教育學程的規定，該學程應修學分數為二十六學

分，包含必、選修兩類科目及學分數： 

  (一) 必修科目及學分：採學科領域計二十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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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育基本學科課程：四至六學分； 

2. 教育基礎課程：二至四學分； 

3. 教育方法學課程：四至六學分； 

4. 教育實習課程（含各科教材教法）：六至八學分。 

  (二) 選修科目及學分：計六學分，由各校依其師資及發展特色自行開設。 

前項辦法並就必選修科目及學分擬出參考表，供各校開設教育學程參考。 

師範校院以及設有教育學程之大學校院所開課程亦依據教育部規定辦

理，只在選修科目或參考表上之科目作些符合學校教授專長之取捨。對照幼

稚園與國小教師教育學程的必選修參考科目可見，兩套學程所擬之教學基本

學科領域基準顯有差異。國小教師教育學程所列顯與普通科目相似，幼稚園

教師教育學程所列則又嫌與教育方法學課程內涵相似，顯見兩套學程所採之

教學基本學科領域的概念界定有所差異。以國立台北師範學院為例，學生只

修大學文憑則至少須修128學分，如要取得幼稚園教師資格則須加修20學分，

亦即共須至少修畢148學分。 

隨著師資培育管道多元化，各師資培育機構在課程內容也被賦予較多的

彈性，期各單位得兼具專業與多元特性之餘，規畫良好的師資培育課程。 

 

三、幼稚園與國小師資合流培育現況 

相較幼稚園與國小教師教育學程內容，其課程內容並無重複處；惟進一步對

師範校院幼兒教育學系課程與國小教師教育學程內容相較，發現存在許多重複課

程。 

緣於師範校院的特性，課程區分為普通課程、教育素養課程以及專門課程；

由於教育素養的養成為師範校院特色之一，致使各學系學生均需修習一定程度的

教育素養課程，惟該等課程又與國小教師教育學程內容多有重疊。因此，近年來，

師範校院幼教系學生紛採修習輔系並加修部分學分方式，以符合國小教師教育學

程規定之學分，並據以取得國小實習教師資格；惟此等措施，的確造成各師範校

院於課程規畫及幼教系設置定位等困擾。 

以國立臺北師範學院幼教系課程為例，相較於部定國小教師教育學程必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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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科目及學分，在教學基本學科課程部分，除兒童文學未列入、勞作與美術為

二科選一修習外，其餘七科皆列為該系必修課程；在教育基礎課程部分，教育哲

學及教育心理學為該系必修課程，其餘科目皆列為該系選修課程；在教育方法學

課程部分，初等教育及教學原理列為該系必修課程，其餘課程皆列入選修；在教

育實習課程部分，則未見列入該系課程。值得注意者，教育基礎及教育方法學課

程所列之選修科目，該系學生需另加選十二學分方符畢業學分規定，故學生實際

修習該二類課程學分數將高達二十學分。因此，相較於國民小學教師教育學程必

修科目二十學分言，幼教系學生已修習前述六成（12學分）學分數；若該等學

生在修習初等教育學系等科系為輔系，並得以資認定為各校的發展特色、且認定

為國小教師教育學程之選修學分，則以一位修畢輔系的幼教系學生言，其畢業前

至少已修畢國小教師教育學程的八成學分數（32學分）。 

從師資專業養成的觀點言，不同教育階段別的師資應具有其獨特的教育知

能需求，各教育階段師資養成內容應有其獨特性。但如前述，小學及幼稚園師資

養成課程內容存在些許重疊，或因師院師資培育課程規畫不當？抑或因該等教育

階段別間的教師知能實有共同處？誠為亟待師資培育單位釐清的議題。 

 

四、有關與幼稚園與小學低年級師資合流培育之研究 

國內有關幼稚園與小學低年級師資合流培育之研究甚少，目前可以找到三

篇，茲簡述其研究結果如下： 

(一) 盧美貴（民88）：我國幼稚園與小學低年級師資合流培育可行性之研究，

發表於民國88年5月27、28日於國立台中師範學院舉辦之「跨世幼教師資培

育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 

※ 研究發現與建議 

此研究統計 87學年度（1998-1999）全國九所師院幼教系平均每班學生選擇

修習輔系、雙主修或修滿國小教師教育學程所訂學分以取得國小實習教師資格者

均逾四成八以上，且年級越低的班級學生修習的人數百分比有越高的趨勢（見表

2-3-1）；該等訊息雖顯示幼教系存續及定位的矛盾，另則反應出幼稚園與小學

師資培育內涵重疊的部份事實。因此，實有必要就國小與幼稚園師資培育的內涵

再行界定，或逕行考量國小與幼稚園師資之可行性，以徹底釐清前述議題，進而

確立各教育階段師資培育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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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87學年度各師學幼教系學生修習輔系、雙主修或教育學分百分比 

單位：％ 

班別 

學校 

幼二甲 幼二乙 幼三甲 幼三乙 幼四甲 

 

幼四乙

國立臺北師院 80 70 52 53 50 46 

國立新竹師院 89 70 86 44 23 20 

國立台中師院 85 70 92 82 23 33 

國立嘉義師院* 82 96 97 40 100 -- 

國立台南師院 70 61 85 82 96 92 

國立屏東師院* 52 40 77 10 63 -- 

國立台東師院* 42 -- 89 -- 83 -- 

國立花蓮師院* 87 -- 57 -- 13 -- 

臺北市立師院* 84 84 67 53 45 -- 

平        均 75 70 78 52 55 48 

說明："＊"表四年級僅招收一班 

 

(二) 歐用生、蔡義雄、蔡春美（民89）：國民小學及幼稚園教師所需之教育專

業科目及學分數之研究，教育部委託國立台北師範學院專案研究。 

※ 研究發現與建議 

1. 國小教師與幼稚園教師之教育專業科目可訂定共同核心課程，在依教學對象

訂定必選修科目。 

2. 根據問卷調查結果，受試國小教師有36.3%認為修畢國小教育學程者能夠擔

任幼稚園教師；而受試幼稚園教師卻高達82.8%認為修畢幼教學程可以擔任

國小教師，如再從問卷調查結果得知，其認為適任之年級，則有79%認為適

合擔任國小低年級之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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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全國九所師院幼教系平均每班學生選擇修習輔系、雙主修或修滿國小教育學

程所定學分以取得國小實習教師資格逾四成八以上，且年級越低的班級生修

習的人數百分比有越高的趨勢，前述情形的確造成師範學院於課程規劃及幼

教系設置定位的困擾，因此，教育主管機關對於幼稚園師資與國小師資合流

培育的制度應予正視。 

4. 在本專案座談會中，曾有學者專家認為幼教教師教育學程與國小教師教育學

程教育專業科目有相通之處，如教育基礎課程領域的教育哲學、教育社會

學、教育心理學、特殊兒童心理與教育等專業科目，兩學程間應訂出相同科

目，惟因應幼兒與國小學童之身心發展特徵、教育特徵，在教育方法學課程

與教育實習課程（含教材教法）應有相義之處。故國小及幼稚園教師之教育

學程的教育專業科目可研擬合流規劃方案。 

5. 本研究具體建議： 

（1） 教育部可藉政策支持協助改善幼教生態及教師工作環境。 

（2） 各階段師資培育應以教育學程行之，不宜採輔系或逕修學分等形態，

以確立專業的師資管道。 

（3） 同時修習幼稚園及小學低年級適用之教師證照，取得該證照者可任教

於幼稚園及小學低年級。 

(三) 陳木金、林育瑋等（民90）：台北市設立幼兒實驗學校之可行模式研究，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委託專案研究。 

※ 研究發現與建議（僅就師資部份） 

1. 研究對象對於台北市設立幼兒實驗學校校長資格的看法，受到肯定支持

的程度依序為「同時具有國小校長資格及幼稚園園長資格」、「具有國小

校長或幼稚園園長資格之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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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資格及幼稚園教師資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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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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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每班2.2人編制」所受到肯定支持的程度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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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關於師資證照方面，建議可以增加幼小學執照，對於已有單一證照的教

師可以採用進修方式來補修。 

＊ 小結： 

1. 我國幼稚園與小學師資培育在制度設計上原本是分流培育，教師證書亦不

能互通運用。 

2. 教育部曾於85年2月26日以台（85）師（二）字第85500739號發文各師

院明示：幼教系學生如選他系為輔系或雙主修，如擬任國小教師，應符合

國民小學教師教育學程40學分之規定。因此使幼稚園與小學師資合流培育

成為可能；國立台北師院將在近兩三年內全部改用加修學程方式，讓學生

取得一種或兩種以上教師資格之學程證明。 

3. 就師資專業養成的觀念而言，師資培育課程應有其獨特性。由於幼兒學校

為試辦性質，故尚無法找到幼兒學校師資培育課程之規定實例，但由於學

生家長受我國小學、幼稚園教師向來分流培育事實影響，對於台北市將試

辦幼兒學校之師資，如只以現任幼稚園與國小教師來擔任，將難取得家長

之信服，而目前師院具備幼稚園與小學兩種教師教育學程資格之教師又非

試辦幼兒學校之教師，也無空額進用此類教師，甚且具有此兩階段教師證

照者是否就是稱職的幼兒學校老師亦值得進一步探究。 

4. 關於師資證照方面，增加幼小學教師執照，或幼兒學校教師證書是可以進

一步研究的；對於已有單一證照的教師可以規劃採用進修方式來補修。 

 

 

第四節  幼兒教育課程的內涵 

目前我國幼稚園課程是依據民國七十六年（1987）公佈的《幼稚園課程標準》

規定實施，而我國國民小學課程將於民國九十學年度實施九年一貫課程，其課程

依據是民國八十九年所公佈的《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暫行綱要》。因此，在談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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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學校的課程之前我們有必要檢視幼稚園課程和九年一貫課程課程總綱綱要之

間的異同，以便能進一步思索規畫幼兒學校課程的走向。本節先整理幼兒教育課

程的內涵，有關九年一貫課程內涵及其與幼教課程之比較將於後一一說明。 

以下分別從我國教育部所公布的「幼稚園課程標準」（民 76），以及美國幼

兒教育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ducation of Young Children，簡稱NAEYC）

所提倡的「符合孩子身心發展的幼教課程」（Developmentally Appropriate Practice in 

Early Childhood Program）（1997）兩方面來介紹幼兒教育課程實施的相關理念與

原則。 

 

一、我國「幼稚園課程標準」之課程內涵 

我國教育部在民國七十六年所公布的「幼稚園課程標準」內容包括「教育

目標」、「課程領域」與「實施通則」三部分。從此三部分內容，我們可以看出幼

兒教育課程實施的基本理念、目標、課程領域、教學型態與原則等。 

（一）基本理念 

幼稚園課程標準其基本理念為，為達成課程標準五項目標，需輔導幼

兒做到下列幾項基本事項： 

1. 關心自己的身體健康與安全。 

2. 表現活潑快樂。 

3. 具有多方興趣。 

4. 具有良好的生活習慣與態度。 

5. 對自然及社會現象表現關注與興趣。 

6. 喜歡參與創造思考和解決問題的活動。 

7. 能與家人老師、友伴及他人保持良好關係。 

8. 具有是非善惡觀念。 

9. 學習欣賞別人的優點，並具有感謝、同情及關愛之心。 

 34



10. 適應團體生活，並表現互助合作、樂群、獨立自主及自動自發的

精 神。 

（二）基本目標 

而幼稚園課程標準的基本目標為幼稚教育之實施，應以健康教育、生

活教育及倫理教育為主，並與家庭教育密切配合，達成下列目標： 1. 維

護兒童身心健康； 2. 養成兒童良好習慣； 3. 充實兒童生活經驗； 4. 增

進兒童倫理觀念； 5. 培養兒童合群習性。 

（三）課程領域 

在幼稚園課程綱要中將課程領域劃分為健康、遊戲、音樂、工作、語

文、常識等六大領域。 

（四）教學型態 

而在幼教教學型態強調各領域間的統整，目前有所謂的單元教學、主

題、方案教學皆強調在一主題或單元下以活動課程設計型態將六大領域做

統整性的實施。另外，就目前幼稚園一班兩位老師的編制亦強調教師間的

協同合作，這和九年一貫課程的教學型態強調領域統整、教師間的協調、

協同是不謀而合的。 

（五）教學原則與課程編制 

在教學與課程的實施上，有以下幾點原則： 

1. 本課程標準以生活教育為中心。 

2. 幼稚教育不得為國民小學課程的預習和熟練，以免影響幼兒身心的正

常發展。 

3. 課程設計應符合幼教目標，根據課程領域，以活動課程設計型態作統

整性實施。 

4. 課程設計應以幼兒為主體，教師站在輔導的地位幫助幼兒成長。 

5. 幼兒大都透過遊戲而學習，因此編制課程時，應盡量將其設計成遊戲

的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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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學年開學前應訂定完善的教學計劃，以供課程編制之參考。 

 

二、 NAEYC 「符合孩子身心發展之專業幼教」（ Developmentally 

Appropriate Practice in Early Childhood Program ）之課程內涵 

NAEYC「符合孩子身心發展之專業幼教」，的產生是為了反抗在1980年代美

國興起一股「回歸基礎」（going back to the basics）的風潮，藉著建立一套幼教品

質評量標準來彰顯幼兒教育和中小學教育在本質上的差異。美國幼教協會（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ducation of Young Children, NAEYC）在1987年發行了

＜0-8歲符合孩子身心發展之專業幼教＞並在1997推出修訂版，＜符合孩子身心

發展之專業幼教＞提供了一個明確易懂的標準，促使幼教課程品質的評估更容易

進行，近十年來＜符合孩子身心發展之專業幼教＞已成為美國幼教專業人員的共

同語言，對教師從事課程發展有重要影響，＜符合孩子身心發展之專業幼教＞受

到美國許多幼教團體的認同，主張幼教課程應以適合幼兒發展程度為主要考量。 

在NAEYC所提之「符合孩子身心發展之專業幼教」所定義之幼教課程是指

任何機關、單位及學校中，專門為零到八歲的孩子而設立的群體課程，包括托兒

所、居家是教保機構、公私立的學前幼兒園（3-5歲）、幼稚園以及小學一二年級

所提供的群體課程，都屬於幼教課程的範疇（幼教綠皮書，民89）。 

在1997年修訂的「符合孩子身心發展之專業幼教」中幼教專業人員再做決

定時應該依據下列三方面的重要知識：第一是根據一般兒童發展與學習知識；第

二是對個別孩子的瞭解，以反映出孩子的個別差異；第三是關於孩子所屬社會和

文化的背景知識。 

「符合孩子身心發展之專業幼教」的內容主題有（1）課程與評量（2）教

師角色（3）文化在兒童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4）重視個別的兒童（5）和家庭

的關係。對於孩子的學習和發展以及課程原則提供以下原則： 

（一）孩子的發展和學習 

1. 孩子各發展領域之間（身體、社會、情緒、及認知）的成長是息息相關

的，不同領域的發展會互相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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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兒童的發展是循序漸進的。所有的能力、技巧及知識的發展都必須以現

有的發展為基石。 

3. 兒童的發展速度因人而異，而且每個孩子本身在各個領域的發展狀況也

互有不同。 

4. 早期經驗對兒童發展的影響短期內或許不明顯，但是長期而言，其影響

例會隨時間的累積而越趨明顯；某些型態的發展與學習是有其黃金時期

的。 

5. 孩子的發展會越來越複雜化、系統化、與內在化。 

6. 孩子的學習會受到許多社會習慣及文化內容的影響。 

7. 孩子是主動的學習者，他們直接從物體及社會經驗中，以及由文化傳承

的知識中，以及他們對週遭世界的瞭解。 

8. 發展與學習受到先天環境與後天環境的交互影響包括物質環境與社會

環境。 

9. 遊戲孩子發展社會、情緒及認知能力的重要工具，也是反映發展狀況的

鏡子。 

10. 在能力有新的進展時，孩子如果能有許多重複演練的機會、並且成功

挑戰能力極限時，孩子的成長就會更上層樓。 

11. 孩子有不同的認知與學習方式，也會用不同方式表達其認知與理解。 

12. 處於安全及受重視的群體環境中，孩子才能獲得最佳的發展和學習，

因為只有這樣的環境中，他們的身體需要才能被滿足，心理才有安全感。 

（二）建構適當的課程內容 

1. 注意孩子的全面整合發展：體能、情緒、社會、語言、美感、及認知各

方面。 

2. 課程內容所涵蓋的層面很廣泛，不僅符合孩子社會能力與智能發展需

要，並且還能夠與孩子的個人生活經驗結合。 

3. 設計課程時，必須以孩子已經具有的知識及能力為基礎，並整合這些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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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與能力，幫助孩子學習新的概念與技能。 

4. 效果良好的課程通常都能整合個層面的學習知識，幫助孩子融會貫通，

並讓孩子有機會發展豐富的概念。但是有時候，單一主題的教學方式也

是有教的方式。 

5. 良好的課程可以增進知識與理解、學習速度與能力發展、也可以提昇靈

活運用的能力與學習熱誠。 

6. 課程內容有真正的知識性，而且三到八歲的孩子可以理解與吸收的知

識，並且是孩子在學習各種學識時需要的主要概念與工具。 

7. 課程內容必須能夠鼓勵孩子肯定自己家庭文化與母語，也能激勵孩子學

習並認同學校與社區文化。 

8. 課程的內容必須根據孩子的年齡而設計，施教目標不可遙不可及，必須

是大部分孩子都可實際達成的。 

9. 使用科技輔助教學時，能真正將科技的實體及原理融入課程及教學中。 

NAEYC認為要使每個兒童都成功，必須提供孩子一個具有挑戰性、符合其

興趣、以及適合發展的課程，而且課程要依照孩子的個別需求及興趣調整，並且

以對學習者正確的評量基礎。 

 

三、英國幼兒學校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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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學校的職能與活動如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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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精神與道德發展的基本之能。 

2. 各種課程盡量顧及兒童的興趣，重視遊戲，希望在優美和富建設性的環

境中，啟發兒童之思想和態度。 

3. 幼兒學校之教學必須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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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美慧，民 85）。 

基於以上目的提出學校的基本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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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鍛鍊強健體魄。 

2. 發展幼兒的個性和興趣。 

3. 訓練幼兒聽話技巧與表達能力。 

4. 提供活動與遊戲機會，以增進其生活智能。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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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教室的運作教師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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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幼兒學校實施所謂的「整

合教學日」，其課程包括創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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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學校所提供的所有資源，學童可以獨自地或成群地從事活

動，不以兒童的年齡來分班，而採取家庭式或混合年齡式分班（引自陳木金、林

育瑋等，民90）。 

在幼兒學校教育型態以「兒童為中心」，教師重視個別的輔導與學習環境的

提供。幼兒學校所關心學校所關心的是幼兒身心發展，為使學校的課程能夠滿足

幼兒的需要。在促進幼兒語言能力的發展上，學校採「家庭式的分組」（Lall, G.R. 

& Lall, B.M.,1983），所以會要求五歲的幼兒要與六歲、七歲的幼兒談話，以練習

語言表達的能力。這種以不同學習程度或能力幼兒的同儕語言互相學習方式，其

效果比在傳統年級式分班幼兒的語言學習效果來的好，因為傳統以年齡作為年級

的區分，幼兒只能和同年齡的幼兒一起學習，學習的機會較少（謝美慧，民85）。 

綜合上述，可以看出不管中外的幼兒教育課程內涵都強調應以幼兒為主體，

幼兒的課程必須適合幼兒年齡發展需求，並重視幼兒的學習興趣與個別差異。而

幼兒課程的設計必須以現今我們對幼兒發展的所有認識與了解為基礎，注重課程

的統整性、活動性、遊戲化與生活化，老師在實施教學時應協同合作，互相討論

完善的教學計劃，並使用多元教材資源來輔助教學。 

在幼兒的課程方面應注重各種學習領域（如語言、科學、數學、創造、藝術、

體能、社會等）的統整，而課程進行時應予以活動化、遊戲化，以幼兒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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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或動機為考量，幼兒可分齡或混齡地彼此互動與學習。 

 

 

第五節  九年一貫課程的內涵 

    本研究幼兒學校招收的年齡層包含現今幼稚園與國小一、二年級的幼兒，因

此除了介紹幼兒教育課程的內涵外，我們必須考慮到即將在九十學年度實施的九

年一貫課程。其課程依據是民國 89年所公佈的《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暫行綱

要》，其基本理念、基本目標、課程領域、教學原則、教學型態、課程編制原則

如下： 

（一） 基本理念 

九年一貫課程總綱綱要的基本理念認為，教育是展開學生潛能、培養學生

適應與改善生活環境的學習歷程。因此跨世紀的九年一貫課程應該培養具備人

文情懷、統整能力、民主素養、鄉土與國際意識，以及能進行終身學習之健全

國民。因此，其基本內涵包括： 

1. 人本情懷：包括了解自我、尊重與欣賞他人即不同文化等。 

2. 統整能力方面：包括理性與感性的調和、知與行之合一，人文與科技 之

整合等。 

3. 民主素養方面：包括自我表達、獨立思考、與人溝通、包容異己、團隊合

作、社會服務、負責守法等。 

4. 鄉土與國際意識方面：包括鄉土情、愛國心、世界觀等（涵蓋文化與生態）。 

5. 終身學習方面：包括主動探究、解決問題、資訊與語言之運用等。 

（二） 基本目標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的課程十項目標與基本能力相互呼應，指出十項課程目

標以培養具十項國民基本能力為指標。且強調國民教育階段的課程設計應以學

生為主體，課程理念應以生活為中心，其目標在透過人與自己、人與社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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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自然等人性化、生活化、適性化、統整化與現代化之學習領域、教育活動傳

授基本知識，養成終身學習能力，培養身心充分發展之活潑樂觀、合群互助、

探究反思、恢弘前瞻、創造進取的健全國民與具世界觀之公民。為達到此階段

的學校教育目的，需引導學生致力達成下列課程目標：1.增進自我與發展潛能；

2.欣賞、表現、創新；3.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4.表達、溝通和分享；5.尊重、

關懷、團隊合作；6.文化學習與國際瞭解；7.規劃、組織與實踐；8.運用科技與

資訊；9.主動探索和研究；10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力。 

（三） 課程領域 

九年一貫的課程綱要提出七大學習領域作為學生學習的主要內涵，課程綱

要的總綱將學習領域分為：語文、健康與體育、社會、藝術與人文、數學、自

然與生活科技、及綜合活動等七大領域，而在小學一、二年級更將社會、藝術

與人文集自然與生活科技等三個學習領域合併為生活課程。 

（四） 教學型態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明確指出學習領域之實施應以統整、協同教學為原

則與學習領域為學生學習內容，而非學科名稱，因此協同教學在九年一貫課程

扮演關鍵性角色。實施九年一貫課程之後，學校應調節全校老師授課時數與專

長，教師運用協同教學，發揮所長達成各單元之教學成效，而同一學習領域之

教師同儕，可依其個人專長研究興趣進行教學分工，並運用主題統整、協同教

學之概念與策略進行教學。可見，九年一貫課程是以學習領域或主題「協同教

學」來增進教師間的合作以及增加學生學習活動的邏輯性、連貫性與統整性。 

（五） 教學原則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強調學習領域之實施應以統整、協調為原則，指出學習

領域為學生學習之主要內容，而非學科名稱。因此，教師教學將由「分科教學」

改為「學習領域合科教學」，強調課程的聯繫與整合，以學生學習為主體，以

生活為核心，貫徹課程統整。 

（六） 課程編制原則 

1.  課程研究應重視課程發展和延續性、學校教育的銜接性與統整性，並兼顧  

實施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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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程修訂應同步考慮相關配合措施，例如師資培育制度、新課程研習等。 

3.  課程綱要內涵應包括課程目標、實施原則、各年級學力指標之範圍，同時 

保留地方政府、學校教師專業自主與課程設計所必須要的彈性空間。 

4.  授課日數與各科基本授課節數訂定，應充分考量學生需求、學科特性、以

及教師的權利和義務之間的關係。 

5.  在授滿基本教學節數的原則下，各校和斑級可自行安排每週個教學節數。 

6.  各學習領域課程綱要的研訂，應列出該課程的定義和範圍、教學目標、基

本能力作為編輯教材、教學與評量的參照。 

7.  各校應訂學年課程實施計劃，其內容包含：「目標、每週教學進度、教材、

教學活動設計、評量、教學資源」等課程實施相關項目。 

8.  在符合基本授課節數原則下，學校得打破學習領域界線，彈性調整教學節

數，實施大單元或統整主題式教學。 

9.  學習活動涵蓋兩個以上的學習領域時，其教學節數得分開計入相關學習領

域。 

10. 各科應充分考量學校條件、社區特性、家長期望、學生需要等相關因素，

結合全體教師和社區資源，發展學校本位課程，包括全校總體課程方案和

班級教學方案。 

11. 建立學校課程報備制度，在課程實施前，學校應教整年度的課程方案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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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主管機關備查。 

 

 

第六節  幼兒教育課程與九年一貫課程內涵之比較 

依據前兩節所述幼兒教育課程與九年一貫課程內涵，可歸納比較如下： 

（一）基本理念 

從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的基本理念和幼兒教育課程的基本原則中不難發現

其中之共通處，例如：在人本情懷方面，和兒教育課程中的關心自己的身體健

康與安全、學習欣賞別人的優點，並具有感謝、同情及關愛之心知理念相同。

而在終身學習方面，其和幼兒課程中喜歡參與創造思考和解決問題的活動、具

有多方興趣等理念相通。可見，兩者在基本理念上有許多相通之處。 

（二） 基本目標 

比較兩者的教育目標可以發現，兩者皆強調以生活經驗為重心，在九年一

貫課程綱要中強調課程設計應以學生為主題，以生活經驗為重心，而幼兒教育

課程中也強調充實兒童生活經驗的教育目標，兩者在教育目標方面有相通之

處。 

（三） 課程領域 

對照兩者之間的領域不難發現，兩者強調的領域是相通、相同的，在幼兒

教育課程中所提的語文、藝術（音樂、工作等）、常識（含社會、自然科學、

數量形等）、健康（如體能）等，與九年一貫課程中的語文、數學、健康與體

育、生活課程（含社會、藝術與人文、、自然與生活科技）如出一徹。 

（四） 教學型態 

在九年一貫課程和幼兒教育課程中皆強調，課程的統整，教師的協調，以

及以學生為中心的生活經驗、生活教育，其課程目標、課程領域皆有相通之處。

可見，中小學課程改革趨向活潑、統整、並強調與生活結合特性，實與幼教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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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基本精神相符。 

（五） 教學原則與課程編制： 

教學原則方面兩者皆強調課程領域統整，以學生為主體的教學原則。九年

一貫課程綱要中重視學校空白課程的原則，與幼稚園課程由教師或全園共同發

展的狀況相似，另外，兩者皆強調跨領域的學習，且皆主張科成實施應重彈性，

以主題型態或者是活動設計方式進行的方式，均有相通之處。 

在綜合比較後不難發現目前教育部所推行的國中、小九年一貫課程的理念

與內涵實與現今幼兒教育實施統整課程的精神相同，然以幼兒身心的適性發展

來看，幼兒教學的實施除重生活化、遊戲化與活動化外，教學型態宜更多元，

運用小組、分齡或混齡等各種不同方式來進行教學活動，更有助於幼兒同儕的

互動與學習品質。這樣的課程安排與實施，將可提供幼兒學校未來規畫課程的

思考方向之一。 

除此之外，依上述文獻及重視「兒童本位」的幼兒教育教學精神，可知幼

兒教育課程應以幼兒為主，教師協同合作，共同發展合適幼兒身心發展與該園

（校）文化環境的課程內涵，此即近年來教育改革中所強調的發展學校本位課

程，此部份也可作為未來思考幼兒學校課程的方向。而有關學校本位課程的相

關文獻將在下節說明討論。 

 

 

第七節  學校本位課程的內涵與實施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school-based curriculum development）在當前課程改革

風潮的引領之下，業已成為學校課程革新的重要議題，甚至被視為是改革學校教

育的契機與核心。不僅課程學界非常重視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取向，許多學校實

務工作人員也採用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作為，並提出豐碩的成果，使學校教育展

現一股蓬勃的朝氣。對幼兒學校而言，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是一個非常可行的途

徑，值得加以採用。本節說明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基本理念並撮述其實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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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意涵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固然已經是當前學校教育的熱門話題之一，但是，教育人

員在使用這個名詞時，對其所涵蓋的意義及其所涉及的內涵，仍然有著相當多

元、甚至是紛歧的看法。這是因為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本身便是一個具有多樣化意

義的概念，涵蓋相當廣泛而豐富的內涵，迄今並沒有一個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定

義。它有許多不同的稱呼或是同義字，經常為人所使用，也有許多不同的發展型

式。課程學者及教育實務工作者對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界定，各有他們不同的見

地，而這些互異的定義，正反應他們所處的教育情境，也顯現出他們個人所持的

立場與傾向（高新建，民 87；Sabar, 1985）。 

就本質而言，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是由學校教育人員所發動的草根性活動

（Marsh, 1997; Marsh, Day, Hannay, & McCutcheon, 1990）。若就定義而言，則國

內外學者專家對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意義提出見解者頗多。不過基本上大都強

調，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是「由學生所屬的教育機構對學生的學習方案所作的計

畫、設計、實施與評鑑」（Skilbeck, 1984, p. 2）。 

國內外學者專家對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意義提出見解者頗多，綜觀學者專家

的見解（例如，王文科，民 86；余霖，民 88；林佩璇，民 88；胡應銘，民 88；

范信賢，民 88；高新建，民 87a，87b，88a，88b；張嘉育，民 88；黃政傑，民

80，民 88；黃政傑、張嘉育，民 88；黃惠珍，民 87；葉連祺，民 88；歐用生，

民 88；Cohen, 1985；Eggleston, 1980；Furmark & McMullen，引自黃政傑，民 88a；

Knight, 1985；Marsh, 1997；Marsh, Day, Hannay, & McCutcheon, 1990；McKernan, 

1984；McMullen，引自黃政傑，民 88a；Nias, Southworth, & Campbell, 1992；Centre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1979；Sabar, 1985, 1994；Skilbeck, 1984），

可以將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界定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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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需要特別注意的是，以學校的教育理念及學生的需

要為核心，同時也需要考量校外社區的特色及大眾的期望，並符應中央及地方教

育主管機關法令與政策的規範。以學校為發展的主要場所及各項資源的主要提供

者，但是並不必然侷限在校園內，而可以充分運用校外機構及人士的資源。由學

校校長、處室主任、學年或學習領域教師代表等教育人員為主體，同時納入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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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社區人士代表，並且視需要邀請校外的諮詢人員或學者專家，甚至也可以有學

校職員及學生的參與，或聯合數所學校的教育人員一起合作發展。 

由此一定義及國內外學者的見地，可以瞭解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具有以下十一

項特色： 

1. 目標觀：適切回應學生與學校的個殊需求提升學習效果。 

2. 人員觀：以學校的教育人員為主體。 

3. 資源觀：以學校的情境及資源為基礎。 

4. 課程觀：情境與師生互動的過程與結果。 

5. 教學觀：引導學生主動發揮潛能培養學習能力，重視協同實施及師生

共同探索。 

6. 評量觀：以多元評量適應各種表徵能力。 

7. 學生觀：主動且有個別差異、創新能力。 

8. 學習觀：統整的學習，真實的經驗。 

9. 教師觀：研究者、詮釋者、發展者、落實者、及評鑑者。 

10. 程序觀：動態、反省、行動研究。 

11. 行政觀：適切調整各個層級課程決定的權力與責任。根據以上的說明

可以得知，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是以學校為主體所發展出來的課程，是一種可以因

校制宜的課程，使學校的課程成為「校有、校治、校享」的課程。因為，學校是

最適合規劃和設計學校自己課程的場所，也是最適合建構特定教學和學習方案的

場所。師生見面的場所，也因此而成了發展課程的最佳地點。同時，學校課程的

發展和教師的專業成長是同步進行的，亦即，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模糊了傳統上

對課程發展與在職進修或專業成長之間的區分」（Pinar, Reynolds, Slattery, & 

Taubman, 1995, p. 39），可以促使教師的專業成長與自我學習持續不斷地進行。 

 

二、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實施程序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實施程序及統整課程的發展步驟，是學校能否順利成功

發展課程的一項重要程序因素。本節簡要說明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實施程序及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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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課程的發展步驟，並且指出學校課程方案的基本格式。 

(一)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程序 

根據一般課程發展及課程設計的模式（參見黃光雄、楊龍立，民 89；

黃光雄、蔡清田，民89；黃政傑，民80）、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實例（例如高

新建、許信雄、許銘欽、張嘉育，民89；張嘉育，民88），以及學校實際發

展課程的作法，可以將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程序歸納為如下： 

1. 評估情境 

學校評估情境的方式有很多不同的作法，目前許多學校所採用的

SWOT模式，其四個項目分別為：優點、缺點、機會、及阻礙。學校可

以視需要選取其中的二至四項，也可以自行加上行動策略或建議，而成

為SWOTS模式。 

2. 成立工作小組 

學校根據課程綱要需要新成立的「課程發展委員會」及「學習領域

課程小組」，至於學校現有的學年或學科教學研究會、及教師自組研究小

組仍然可以繼續存在，發揮研究的功能。其中，課程發展委員會的成員

包括委員及諮詢人員，委員有校長、學校行政人員代表、學年及學習領

域教師代表、家長及社區代表；諮詢人員可以視需要邀請參與，包括課

程專家、學科專家、社區人士、家長、學校職員、學生、以及其他有興

趣的人員等。 

3. 訂定課程願景及課程架構與目標 

在校長的領導之下，向學校的所有成員及社區人士徵詢對學校課程

願景的意見，在整理及討論之後，共同訂定學生在接受本校的教育之後，

所應該達成的理想圖像。然後，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根據學校的課程願

景，發展學校的課程架構及目標。 

4. 設計課程方案 

各學習領域及學年教師根據學校的課程架構及目標，選擇各項合適

的教材及活動，並加以適切的組織，以設計學年及學習領域的課程方案。

教師在設計課程方案時，可以視需要邀請諮詢人員提供建議及必要的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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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5. 解釋與準備實施 

在實際實施課程方案之前，需要向有關的人員及將會受到課程方案

影響的人員解釋方案的內容及其實施方式。例如，學生、家長、需要共

同實施本方案但是並未一起參與設計工作的同事。必要時，教師在實施

之前需要向學校行政單位報備本方案的實施方式，或是提出行政支援的

申請。 

6. 實施 

由教師及相關人員實施課程方案，將課程方案落實於真實的學習情

境中。 

7. 檢視進度與問題、評鑑與修正 

在實施課程方案時及實施之後，教師及學校行政人員檢視實施的進

度及其情形。同時也需要進行課程評鑑，然後根據實施情形及評鑑結果

等方面的回饋資料，重新進行前述各項程序的任務，以便適切地修正課

程方案。 

8. 維持與制度化 

為了學校課程發展的永續經營，學校行政人員需要提供各項必要的

協助、資源與進修機會，並且建立課程發展的機制，使參與學校課程發

展的人員能夠根據學校的行事曆，適時參與前述各項課程發展的工作。 

以上的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程序，並不必然是直線式的，參與學校課程發

展的人員可以根據各個步驟所得到的回饋，隨時修改已經從事過的步驟。學

校也可以根據實際的需要，調整發展的程序。例如，學校可以先成立課程發

展委員會或類似的工作小組，然後再進行評估情境的工作，以決定是否要重

新修正學校的課程、及學校課程的發展方向；可以在教師具有相當的課程發

展經驗之後，再一起討論學校的課程願景；也可以先由各學習領域或學年發

展各自課程方案，然後在彙集之後由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討論學校的課程架

構。至於進度與問題的檢視及課程評鑑，也應該伴隨著整個程序的運作，由

一開始便進行形成性的評鑑，並不一定要等到課程實施之後才進行最後的總

結性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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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參與人員在不同的階段，所涉入的程度，會有所不同，甚至可能

分別扮演不同的角色。例如，學校校長在前面及後面的階段，可能需要扮演

主要領導者的角色，教務主任在共同發展課程時，需要扮演促進者的角色，

教師則是課程內容和活動發展工作、及實施時的主力。再者，學校在發展課

程的過程中，如果能將此一程序配合行動研究一併應用，則由發展過程中所

得到的經驗與成果，能夠良好的累積效果，使學校所發展的課程不斷地更

新，而終能臻於理想的境地。 

(二) 統整課程的發展步驟 

課程統整是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一種重要、而經常為學校所使用的類

型，也是一種課程組織的方式。統整課程則是將相關的知識內容及學習經

驗整合地組織在一起，使課程內的各項知識及經驗成份，以有意義的方式

緊密地連結成一個整體。究竟應該以什麼樣的程序或步驟來發展統整課

程，目前並沒有定論，不過，已經有許多實例及學者專家紛紛提出其精闢

的見解（例如，游家政，民89；薛梨真，民88；薛梨真、游家政、葉興華、

鄭淑惠，民89）。在歸納統整課程實例的發展程序或步驟，及學者所建議的

發展程序或步驟之後，可以提出如下以基本能力及能力指標為本位發展統

整課程的步驟（高新建，民88c）： 

1. 組織課程發展委員會及課程小組 

2. 瞭解國家和地區的課程相關規定，蒐集文獻及意見 

3. 訂定學校課程願景，建構理想的學生圖像 

4. 決定實施的方式及統整的類型 

5. 整理並分析課程綱要的基本能力、課程目標及能力指標 

–以學習領域知識為範圍：條列出指標並加以歸類 

–跨越學習領域範圍：以大表列出各學習領域指標 

6. 發展全校統整課程的目標與架構，確定各主題的目標與概念 

7. 彙整並分析現有教材及相關資料，蒐集可用資源 

8. 發展全校的課程方案，核對學校課程願景、課程綱要的基本能力及能

力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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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調整上課時間實施彈性課表 

10. 編寫學年/學群的教學計畫，核對課程綱要及學校課程方案 

11. 組織教師團隊實施協同教學 

12. 撰寫班級的單元活動設計，核對課程綱要及學校學年學群課程 

13. 準備實施，向受影響的相關人員解釋 

14. 實施，檢視進度與檢討問題 

15. 根據學習評量、課程評鑑及相關資料修改課程 

16. 維持與制度化 

    一如前一小節，統整課程的發展步驟，也不必然是直線式的，可以根

據所得到的回饋，隨時修改已經從事過的步驟；不同參與人員在不同階段，

涉入的程度有所不同，分別扮演不同的角色；以及此一發展步驟宜配合行

動研究一併應用。再者，學校也需要根據學校規模而適度調整發展的步驟。

例如，小型學校可以合併學校、學年/學群、班級等層級的步驟，甚至與鄰

近地區的學校共同組成發展單位，一起研發共通的架構，然後再依個別學

校的情境，進行精緻化及調適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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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節將分別說明研究小組成員、資料收集、研究流程步驟、資料整理與分析

等。 

一、研究小組成員 

本小組（師資培育與課程發展）的研究成員共十位，包括初教學者專家、幼教

學者專家、國小校長、教務主任、國小老師、及幼稚園老師。這十個成員也做了工

作分工，有的負責行政方面的處理、電腦資料分類，有的著重在國內、外文獻資料

搜尋，有的負責訪談規畫、及訪談資料分析整理等等。研究小組原則上每兩星期聚

會一次，每次會議都有討論的主題（在研究流程及步驟小節中將詳述），會議之後，

也都有接續的任務，每個人針對個人所負責的部分再進一步蒐集資料，且在下一次

會議中討論。 

 

二、資料收集 

本小組主要的研究方法包括文獻探討、專家學者及實務工作者座談、以及研究

小組的分享討論。凡與幼兒師資培育與課程發展有關的資料皆是本小組收集的重

點，期望藉著文獻資料，提供規畫台北市幼兒學校師資與課程之重要參考依歸。文

獻資料包括：教師專業知能的涵義、英美幼稚園與小學低年級師資培育現況、我國

幼稚園與小學師資培育現況、幼兒教育課程內涵、九年一貫課程內涵、幼稚園課程

內涵與九年一貫課程內涵之比較、學校本位課程的內涵與實施等等。 

為了多方收集意見，本小組進行三次「專家學者及實務工作者座談」，座談對

象包括幼教、初教之學者專家及實務工作者，以小型座談會為主，每次參加者約有

六到十人。另外研究小組成員也匯集家長及小學學童的教學想法、教師對擔任幼兒

學校教師的想法、及進行個別電話訪談。希望藉著聽到不同聲音，以提供研究小組

規畫師資培育及課程發展之參考。 

 

三、研究流程及步驟 

（一）準備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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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小組第一次會議是在2001年2月26日舉行，會議過程中，我們思考如何進

行此研究，在大家腦力激盪之下，決定先閱讀「台北市設立幼兒實驗學校之可行

模式研究」報告，並分頭收集相關文獻，並決定以座談的方式來進行本研究。會

後後續工作是大家分別思考幼兒學校的課程架構、課程發展，以及座談和訪談可

能大綱、及可能的對象。 

第二次會議是在3月5日舉行，該日決定可能座談對象的名單、座談的大綱、

座談的時間及地點。會議中擬出幾項座談方向，如師資培育方式、幼兒學校課程

的進展、教學模式和教學進行方式、師生的比率等。座談對象決定為幼教和初教

實務工作者、以及學者專家。可能名單確定後，接下來，就開始進行邀請的工作。 

（二）實施階段 

座談對象及大綱確定之後（座談大綱見附錄二），即進行三次座談。座談時

間分別在3月19日、3月23日、及3月26日。參與座談人員包括五位初教學者，

七位幼教學者，七位幼教實務工作者（包括園長及老師），三位國小實務工作者（包

括校長及教師）。每一座談小組的成員包括不同背景及不同領域的人，希望藉此能

有更多互動及溝通。座談時間大約進行兩個鐘頭，座談時皆有錄音，之後將所有資

料加以轉譯。在此階段中研究小組仍繼續收集相關文獻。 

研究小組於4月16日進行第三次小組會議，此次會議的重點是共同思考幼兒

學校的願景及教學理念。除此外，也將三次座談的逐字稿，加以分類整理，初步資

料統整為下列幾大類：（一）師資培育：師資培育課程、教師的資格、具備的專業

知能、培訓的方式；（二）幼兒學校課程：課程內容、課程銜接及統整；（三）教學：

幼兒學校的教學方式、編班、評量；（四）幼兒學校設校目的及教育目標；（五）幼

兒學校近程、中程及遠程計畫。會議中也分配各章節負責撰寫人員。 

（三）完成階段 

 第四次小組會議在5月7日舉行。因為各章節已有初步的草案，負責人員首

先分享撰寫內容，再由全體研究人員加以討論及修正。會議中更進一步確認研究報

告撰寫大綱。5月21日舉行第五次會議，在此次會議中除了更確定各章節的內容

外，更進而規畫近程計畫中「教師專業知能研習工作坊」之內容。 

研究小組研究流程圖詳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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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會議     文獻探討  

(2/26,3/5)                                           

 

座談會 → → → 小組會議→ → → → 分析座談資料→ → → 小組分工撰寫報告 

（3/19, 3/23, 3/26）        （4/16,5/7,5/21）        (5/7,5/21,6/4) 

                     

 

圖 3-1-1  研究流程圖 

 

四、資料整理與分析 

本研究所收集的資料包括：文獻、座談會逐字稿、以及研究小組的分享討論。

經過腦力激盪之分析整理，研究報告將分兩大部份：（一）幼兒學校師資培育之意見

與討論分析，（二）幼兒學校課程發展之意見與討論分析。各部份也將分三小項詳加

說明與討論：「有條件合流培育幼稚園與小學低年級師資」、「幼兒學校師資培育須重

新設計培與課程內容」、「分近程、中程、遠程逐步規畫幼兒學校師資培育制度」、「以

幼兒適性發展為主的統整課程」、「發展兒童本位課程」、「分近程、中程、遠程逐步

發展幼兒學校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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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小組整理相關文獻，蒐集座談會中幼兒教育與初等教育學者專家與

實際工作人員意見，再經小組人員多次會議的深入討論、分析所有資料之後，歸

納出師資培育與課程規劃的方向，以下分別說明之。 

 

第一節 幼兒學校師資培育之討論分析 

現行幼稚園教師教育學程（附錄一）和小學教師教育學程（附錄一）是分

流培育的，本研究小組認為幼兒學校的教師並不是「加修」彼此欠缺學分的問題，

應從幼兒教育的功能重新討論幼兒學校師資培育的問題。 

一、有條件合流培育幼稚園與小學低年級師資 

（一）九十學年度即將實施之幼兒學校師資採「工作坊」方式進行培訓 

九十學年度即將實施的學校，其師資來源已來不及等待幼兒學校教育

學程的培育，只能從現有校內合格的幼稚園和小學教師加以培訓。為實現

新的教育願景，並取得家長的信賴和配合，實施前的培訓是必要的。本研

究小組以及參與座談會的學者專家、及實務工作者皆認為幼兒學校師資以

採「工作坊」方式進行為宜，兩所幼兒實驗學校的教師、行政人員以學校

本位的需求邀請具教學實務的專家學者指導，就即將實施的混齡教學、協

同教學、課程設計、評量等提出可行的規劃，以符合學生及教師需求，並

進而達成幼兒學校設校之目的。 

 

我們比較關心的是用什麼樣的方式能夠讓這兩者的老師都同時具

備⋯幼稚園老師需要有小學的專業知能，小學老師也需要有幼稚園老師

的專業知能，這算是我們師資培育的進修課程。是以現階段來說。剛剛

有提到我們自己在學校裡面整合，用學校裡本位課程的發展方式，可是

他可能也需要一個研究團隊、教師團隊，在即將進行之前給他們一個成

長的空間（90/03/26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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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前對老師有個簡單的培訓，培訓不能取得證照，用學分證明的

方式取得專業知能的提升，吸引教師參與（90/03/23 座談會）。 

 

幼兒學校的老師不可能不接觸不同階段的小孩，如果說只是幼稚園

教幼稚園，小學教小學，那根本就換湯不換藥，或者是換酒不換皮，根

本就沒有意義。有可能會某幾個年齡層在星期幾或某些活動會有一種混

齡的教學，那更需要兩邊的家長，兩邊的老師都認識 4-8歲幼兒的身心

狀況，那這樣比較能夠處理。一方面也給家長安心說並不是你的小孩二

年級了還給幼稚園老師教，因為他們感覺上幼稚園的專業，可能跟小學

的專業不同，我們都承認是各有專業，因為他們原來都是合格老師

（90/03/19 座談會）。 

 

你不能說小學老師還是在教小學，幼稚園老師還是在教幼稚園，這

個彼此⋯在實務上面的互動跟互動遠比暑假去修各二十個學分都來的重

要，就是說你要建立這樣一個合作的模式，彼此經驗的分享（90/03/19 座

談會）。 

 

暑假密集兩個月的研習，這樣的研習，其實在**國小、很多學校新

設的課程時就是找專家學者一起進入，然後他們成為一個team，再發展

課程（90/03/26 座談會）。 

 

國小搭配一個幼教老師，幼稚園搭配一個國小老師，他們有現場的

經驗，在現場作培訓，指導教授跟專家學者則成為一個研究團隊，作專

業發展學校，或許比較可行。這樣老師可以在原本的工作現場，同時有

進修機會，有專家學者帶他，但仍需有培訓經費的配合（90/03/26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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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我覺得小學老師現在要反過來跟幼稚園學習怎麼樣課程設計，實施

教學的經驗，群育知識的的這個發展，還有這個多元評量的方式，因為

幼稚園本來就不能用標準化測驗，它一定是要走質性評量，在這個幼稚

園是一定要用檔案評量來爭取平衡的關係，所以這個部分反而是幼稚園

能夠去牽動小學（90/03/19座談會）。 

 

根據文獻，英國 1990年試辦「學校為主」（School-based）的師資培訓

方式，雖為新任教師而設計，但也可作為本市試辦幼兒學校方案之借鏡。

試辦學校中原有的教師（分屬小學合格教師或幼稚園合格教師），應以初任

幼兒學校教師之心態，秉持開放心靈及學校本位之精神，在教學現場以行

動研究方式，在具有小學與幼教雙方面教授進駐學校互動激盪下，建立幼

兒師資培育課程架構與實務經驗，如此不但可以使試辦工作順利，更可提

供政府未來規劃幼兒學校教師教育學程之重要依據。另外進駐學校之學者

專家也宜有學校實務經驗（林美玲，民87；溫明麗，民89），以利理論及實

務的結合，並落實幼兒學校本位課程之實施。 

（二）鼓勵幼稚園教師教育學程及國民小學教師教育學程學生加修另一學

程，取得兩種證照，成為幼兒學校教師 

國民小學教師證照和幼稚園教師證照，分屬兩個系統，不能互通，依

現行規定必須補足學分、實習、通過檢定取得證照。因此讓現任合格教師

在補足學分，在短期內有困難。但可鼓勵現在修習教育學程的學生，加修

另一學程學分，將來有兩種教師的執照，有更多的選擇；也是比較快能解

決師資問題的一種方式。 

 

我也不曉得我們師資培育是否足夠認定一個專業科目的師資，幼兒

學校教師師資，讓它有特別的規範，不然就得跨這兩個學程（90/03/26

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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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教學程是26學分，小學學程是40學分。最快的方式可能是由幼

教老師加修小學學程，或者國小老師去加修幼教學程（90/03/26座談

會）。 

 

國外也有很多double major的學生拿著不同學程修畢學分的證明去

做登記，再去實習，很快拿到二種師資的執照（90/03/26座談會）。 

 

一個幼教系所或有修幼教學程的學生，在修學程時，實習也佔很大

一部分，他對於幼稚園的整個生態，還有對幼教的活動進行方式的瞭解，

是長期培養下來的，恐怕不是一個國小學程學生可以快速理解的。相對

的，讓幼教學程學生去瞭解小學一、二年級的活動型態，我覺得會比較

容易（90/03/26座談會）。 

 

幼教系的學生或幼教所的學生來修小學學程，會比小學學程回頭來

修幼教學程更適合（90/03/26座談會）。 

 

據盧美貴（民 88）研究，在八十七學年度全國九所師院幼教系平均每班學

生修習輔系、雙主修、或修滿國小教育學程學分，取得國小實習教師資格者均逾

四成八以上，可見鼓勵學生加修另一學程是相當能被接受的。 

（三） 師資培育機構進修部解除招生限制，讓現職合格教師在暑期或夜間進修，

取得另一教育學程證照 

為吸引更多的現職合格教師取得另一學程證照，以擔任幼兒學校教師。師資

培育機構若能解除進修部招生限制，讓現職合格教師在暑期或夜間進修，取得另

一教育學程證照。目前師資培育機構進修部招生的對象都限制在自己的領域裡；

例如幼稚園代理老師到幼稚園教師教育學程進修，幼稚教育研究所招生的是幼教

系的畢業生，反之亦然。本研究小組期盼能改變教育學程的招生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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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不曉得我們師資培育是否足夠認定一個專業科目的師資，幼兒學校

教師師資，讓它有特別的規範，不然就得跨這兩個學程（90/03/26 座談會）。 

 

請師資培育機構辦一個夜間教師進修：也就是白天上班、晚上進修。用

一年的時間進修⋯將晚上所學所討論在白天印證(90/03/19、 90/03/23座談

會)。 

 

二、幼兒學校師資培育需要重新設計教育學程內容 

幼兒學校的設置是教育理想實現的另一種嘗試，所有參與的成人無論校

長、教師、行政人員，都有許多觀念、做法需要溝通與群策群力。要有怎樣的培

訓內容或教育學程，才能培育出達成幼兒學校院景的師資呢？研究小組綜合文獻

及座談資料，重新規劃幼兒學校師資培育學程。 

（一） 幼兒學校教師資師資養成的歷程中應重視潛在課程的影響 

為達成幼兒學校願景，需要教師群的溝通合作。師資培育機構在課程

教學實施的過程，要讓學生多利用合作學習，討論激發創意與實作的歷程，

以增進未來教師同儕間間彼此溝通互動合作協同、以及課程統整的能力。

師資培育機構宜強調彼此尊重，讓未來師資以開放、接納的態度，對待幼

兒；能理性與感性的與家長溝通；且願意創新、熱忱和同儕分享，切磋琢

磨，增進彼此的成長。 

 

我是覺得說其實老師的人際溝通是學習的……其實剛都講了很多，團隊

很好的時候，那個願景就出來了，那個結果就出來⋯⋯我在想在那個培訓課

程裡面也許有很多部分是需要人際互動跟溝通的那樣的課程，來幫助老師怎

樣作團隊的建立，我要怎樣去協調，怎樣要去建立團隊，以致於讓那個願景

可以達成，我覺得那個其實是蠻基本的（90/03/19座談會）。 

 58



 

小一、小二的老師那種身段跟幼稚園老師的身段是差得太遠了，既使是

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一下，幼稚園老師可以蹲下來跟小朋友講，那小一的老

師絕對是只有彎著腰這樣子講而已，走過整個教室跟這邊的教室那種感覺會

不一樣，所以怎麼樣讓這個幼兒學校裡面的老師不管他是在教那一個部份，

真正的對兒童身心能夠做整個的一個了解，包括自己對孩子的身段。這個是

在整個專業技能上是比較特別需要加強的部份（90/03/23座談會）。 

 

（二） 幼兒學校師資課培育課程內容，絕不是現行幼稚園師資培育教育學程的

科目加小學師資資培育教育學程的科目 

培育課程應涵蓋內容包括： 

1. 兒童發展和保育：老師應該有更多發展上的知識，瞭解各個領域的發展，

並瞭解學習跟發展的關係 

2. 特殊教育：瞭解融合教育的趨勢，能辨識不同類型特殊兒童，並能適時提

出建議和資源協助。 

3. 創意教學、戲劇教學與遊戲教學：讓老師擁有各方面知能，並知道如何將

創意、戲劇、遊戲的元素，統整在教學過程中。 

4. 教材教法強調統整學習、合作學習：有關教材教法，不要如同以往，只是

將語文科教材教法、數學科教材教法等改為語文領域教材教法、數學領域

教材教法等，而應熟練通則，如發問教學、合作學習教學法等，強調課程

統整、創意教學、多元評量等的能力。 

5. 研究法：加強研究方法的訓練，以培養教師行動研究的能力。 

 

師資培育機構應該像台大醫學院有臺大醫院一樣，師資培育機構都要就

近有實習學校。合作的實習學校與師資培育機構密切合作，一方提供研究，

一方提供現場，產生密切的互動關係。師資培育機構的教授與實習學校的資

深教師共同擔任『臨床視導』，讓實習成為促使專業成長的重要機制

（90/03/19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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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覺得國小目前碰到最大問題是學習能力指標的轉化問題，就是老師

怎麼去轉化學習能力指標以及怎麼樣去做多元評量。在幼稚園的部分我覺得

這方面的能力，過去在培訓師資養成的過程這種本來就比較加強在這個部

分，只是我們過去國內的老師都不是根據學習能力指標來轉化的教學，所以

這個能力的養成，反而是幾乎是幼稚園跟國小會碰到的問題（90/03/19座

談會）。 

 

    我們會是希望能夠加強幼兒發展與保育這個課，除了必修之外還要加重

學分，因為對於這種幼兒發展真的是一個相當專業的一個問題哦。像小學老

師他們真的看不到孩子們的行為表現或者發展那一方面，這是我們很在意的

部分，所以我們在這個專業科目裡面我們會要強調幼兒發展這方面 

(90/03/19座談會)。 

 

讓老師能夠真正的對這個階段的兒童的身心發展特別的了解（90/03/23

座談會）。 

 

因為最重要的是心理發展，讓幼稚園的老師、小學的老師都知道孩子心

理發展的過程（90/03/23座談會）。 

 

就是早期的師資培育比較重視包班制的師資教學，而現在的師資培育已

經變成分科式的師資教學⋯⋯戲劇、遊戲教學是以前沒學的。在戲劇教學是

可以包含聲音、語文，包含語文、包含肢體，包含人文與藝術，包含人際溝

通這些，所以戲劇教學是一個很重要，要放進師資培育的課程；那還有一個

遊戲，如果你去帶小朋友參加瘋狂科學營，你就知道我們教自然的老師是多

麼的失敗，你教自然的人，就應該把那個原理原則轉換成遊戲跟魔術，讓每

個孩子都很ENJOY，那這個過程裡，不只是為遊戲而遊戲，而是科學和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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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合（90/03/19座談會）。 

 

這些老師⋯不但要兼備（一般教育），而且可能還要連特殊教育的環節

都要有（90/03/23座談會）。 

 

（三） 師資培育課程宜跳脫「科目本位」的思考方式 

幼兒學校師資在職進修的課程強調統整、實用。上述認為重要課程的內

容，絕不是如現狀分科或分領域的學習，而是宜跳脫「科目本位」的思考方式。

課程設計要能統整合格教師既有的專業和經驗，共創幼兒學校的教學與設計之

能力。美國依利諾大學幼兒教育學程架構（見圖2-2-1）（高敬文，民79）採核

心課程的設計，與研究小組的意見相似。在該培育課程中，重視實習以及參與

討論人之間的共識。 

 

幼兒學校師資應該具備哪些專業知能，我覺得兒童的心理、社會發展知

識是最重要的。 我們國家一直沒有教材跟教法融合成一個學科的教學知

識，這才是根本議題，這才是最有幫助的。 另外我覺得一個就是老師行動

研究的能力，解決問題能力是很重要的。那我覺得其實最重要莫過於實務的

實習經驗，如果沒有很長期有系統的實務經驗，基本上都是理論（90/03/19 

座談會）。 

 

我們現在的師資培育跟先進國家師資培育剛好是兩個極端的，人家是越

來越重視實習的經驗，像我知道，我們是越來越萎縮啦。現在最好的培育模

式，是叫做year round全年，白天是在幼稚園，或者是在小學實習，下午

的話，或者晚上在師資培育機構上課。所以白天遇到的問題，晚上就能夠解

決，晚上一些理論的東西，第二天的白天就能夠印證，像三明治的課程；授

課的老師基本上是教授跟一個幼稚園資深的老師共同一起開這門，他們叫做

mentor teachers教學輔導老師，配合著教授來的（90/03/19 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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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實習學分下來是十二個學分到十八個學分，十二到十八個學分，這

段實習的經驗非常的豐富，甚至像 UCSD⋯⋯學生提早在暑假上課⋯⋯半天

在學校，半天在師資培育機構，然後上到一段時候，這時大學部師資培育課

程結束，可是小學還開著，還開著五、六個禮拜，所以這個時候，就可以整

天在現場實習，這等於是全天師資培訓。在那個現場，可以透過臨床視導的

方式。mentor teacher 有很好的臨床經驗，知道怎麼觀察教學，怎麼樣回

答，而且教授一個人指導六個，不會超過六個，六個的話是可以減授四個小

時，規定一個兩個禮拜一定要去看一次，兩個禮拜一定要去看一次，然後透

過這樣的師資規劃，所以這樣的成效，還有透過檔案評量的方式，所以基本

上他們的成效我是覺得這樣是不錯。可能的話，這種實習經驗，可以成為你

們這一個案子的重要部份，如果願意的去做的話會成為一個特色（3/19座

談會）。 

 

三、分近程、中程、遠程逐步規劃幼兒學校師資 

幼兒學校的發展是否符合設校願景，師資是成敗的重要關鍵。研究建議幼小

師資分階段逐步規劃合流培育，並建立幼兒學校教師證書制度。 

    （一） 近程 

1. 以「工作坊」方式辦理師資培訓 

對於九十學年度即將試辦之國小，為解決其成班設校迫在眉睫的師資

問題，建議在前三年，採「工作坊」方式，讓即將擔任幼兒學校教學之小

學及幼稚園教師集中於暑假研習，或分別依各校需求辦理「工作坊」，進行

師資培訓。「工作坊」活動中，宜依照需求邀請專家、學者或具實務經驗之

小學、幼稚園教師擔任講座或經驗分享，且宜重「實作」而非理論之再灌

輸。 

2.「工作坊」課程宜跳脫「科目本位」的方式 

在第一階段參加研習的人員都是合格的幼稚園或國民小學教師，已經

具有基本專業水準，只是未曾教過幼兒學校的學生而已；因此暑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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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的研習課程內容，應增強如何展開幼兒學校教學工作之知能。本小組

建議的研習課程如下： 

（1）兒學校兒童發展專題討論：如不同年齡發展特質、不同年齡之衝

突與管理。 

（2）幼兒學校統整性課程規劃與實作：包含語文、數理、藝術、音樂、

人文各領域之統整活動設計與實作。 

（3）幼兒學校混齡教學實務與討論：中班、大班、小一、小二之大混

齡，或任何二年齡層、三年齡層學生之混齡活動之設計與教學；

在人數上，又可分為大團體或小團體之混齡情境之教學研討與實

習。 

（4）幼兒學校協同教學實務研討：小學老師、幼教老師協同與討論。 

（5）溝通技巧：老師之間、老師與家長、老師與行政人員、老師與專

家學者之間的協調、溝通與合作等。 

（6）參觀、見習、實習：暑期仍有若干以主題統整教學之幼稚園有夏

令營學生，甚至也有課輔班之小學生，可安排參觀教學或借班實

習。 

（7）行動研究法：以配合試辦期間進行研究，所以增強教師行動研究

的能力，教師亦可分專題分工進行研究。 

3. 聘請專家進駐校園指導 

九十、九十一學年度試辦期間，由教育局出面聘請學者專家進駐校

園，除了負責指導與發展課程外，也指導行動研究的進行。 

基於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理念，所需之指導教授由各試辦學校自行

決定，並且建議小學與幼教專家至少各一位。為了落實專家指導，請教

育局編列培訓經費作為支援。 

（二） 中程 

1. 試辦幼兒學校師資培育課程學分證明 

試辦三年之後，若成效不錯，可以擴大推廣。擴大辦理時，可在設有

幼稚園和小學學程的師資培育機構，有計劃的辦理研習專班，讓參與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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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師獲得學分證明。 

在中程階段，因為幼兒學校績效良好繼續擴大參與實驗的學校，因此

能吸引更多現行合格小學和幼稚園教師加入，可因個體養成背景的不同，

補修學分。  

在本階段可將近程的行動成果匯集成冊吸引更多合格教師加入幼兒學

校師資陣容，參與研習專班。至於修習的學分名稱，可根據第一階段「工

作坊」形式進行的內容加以修正。 

2. 委託某些民間的機構辦理進修研習 

如何辦理並取得幼兒學校教師教育學程之學分證明，可如同國外的做

法，委託某些民間的機構辦理，而其仍受教育行政機關主管的監督和認可。

得到學分證明的教師可優先錄用為幼兒學校教師。 

（三）遠程 

1. 由國家正式於師資培育法中，明文列出「幼兒學校師資」類別，規定「幼

兒學校教師」之教育學程內容，並授予「幼兒學校教師證書」，且提供各大

學、師院申請「幼兒學校教師教育學程」，比照其他教師教育學程修習之規

定，辦理實習與頒發證書之工作 

如果試辦成功，各師資培育機構，在暑期部也可以辦理幼兒學校的師資

培育進修，讓現職合格教師都有機會參與在職進修的研習。 

 

有小學學程和有幼教背景的兩個都有的不見得是一個最好的幼

兒學校的老師，也許要另外再培養一批叫做幼兒學校K到2的證照，

那另外再設計師資培育課程（90/03/23座談會）。 

 

2. 建議各師資培育機構，將幼兒教育系與國小教育有關之各系或初教系合

併為「課程與教學系」，內設幼稚園教師、幼兒學校教師、國小教師、中學

教師等 program，學生可修習兩種以上的 program 

如果試辦成功，整個師資培育部分，應該從長計議，打破現有學制上

 64



藩籬，將初教系和幼教系合併為「課程與教學系」，其中再配合證照，開出

幼稚園教師、幼兒學校教師、國小教師等課程。讓養成教育培育的新師資

能適合新的教育體制需求。至於「課程與教學系」中，幼稚園教師、幼兒

學校教師、國小教師等課程各應修習哪些學分，本研究在此並不探討。 

本研究也強調，師資培育機構應該像台大醫學院有臺大醫院一樣，師

資培育機構都要就近有實習學校。合作的實習學校與師資培育機構密切合

作，一方提供研究，一方提供現場，產生密切的互動關係，師資培育機構

的教授與實習學校的的資深教師共同擔任「臨床視導」，讓實習成為促使專

業成長的重要機制。 

 

 

第二節  幼兒學校課程發展之意見與討論分析 

分析及整理座談會、小組會議、文獻資料之後，研究小組歸納出幼兒學校

課程發展的方向和原則。以下將分別以適性發展為原則的課程、以及幼兒學校課

程發展的階段來加以陳述。 

 

一、以適性發展為原則的課程 

幼兒學校課程發展原則應以對四至八歲（幼稚園中班至小學二年級）幼兒發

展與學習知識的了解為出發點，在幼兒所處的文化、社會情境下，設計出合乎此

階段幼兒身心發展的課程，並應注重個別差異，激發幼兒的潛能及其個人特殊能

力或專長。 

 

小學低年級的孩子他的身心發展應該可以跟幼稚園的孩子同齡無誤，所

以他的學習型態不應該是像一般的正式的小學那樣的正式，那如果這樣的角

度來看，好像我們的幼兒學校的課程的設計，就應該比較屬於那種類似幼稚

園的課程的設計模式（90/03/23，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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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肯納基州，他們針對這個比較剛開始正式化學習階段的學生，有一

種課程安排編班的安排，這個『無年級制課程』，也就是說，學生到了正式化

的學習階段，假定是五歲到七歲這個階段，學生不管他的年齡是幾年級，他

所學的課程，是根據他的身心發展程度來定的，所不是根據他的年齡，變成

五至七歲這個階段，如果要安排的話，可能安排好幾類這個層次不太一的課

程階段（90/03/23，座談會）。 

 

局裡要設幼兒學校，應以兒童為主，依兒童發展的適性來做這樣的規劃

（90/03/23，座談會）。 

 

教師應該去研究課程，配合孩子的發展，我們應該提供怎樣的教學環境，

老師應該有更多發展上的知識，就是幼兒發展，各個領域的發展（90/03/23，

座談會）。 

 

二、實施統整性課程 

幼兒學校統整課程的實施應以幼兒關心或感興趣的個人、社會問題與周遭生

活事務為主，並以活動課程型態做統整實施，其內容包含身體、健康、語文、自

然、社會、情緒、人文藝術層面，以及一般性、共通性的問題與事務。課程內容

所涵蓋的層面很廣泛，需注意幼兒的全人發展，不僅符合孩子社會能力與智能發

展需要，並且還能夠與孩子的個人生活經驗結合。此外，課程內容必須能夠鼓勵

孩子肯定自己家庭文化與母語，也能激勵孩子學習並認同學校與社區文化。 

設計課程時，必須以孩子已經具有的知識及能力為基礎，並整合這些知識與

能力，幫助孩子學習新的概念與技能。課程方案的設計原則在於能整合各個層面

的學習知識，幫助孩子融會貫通，並能讓孩子深入探討某些主題，使其有機會能

發展豐富的概念。 

 

各校會有各校因為他的社區資源，提供每一個老師有一個自主設計的空間

 66



（90/03/19，座談會）。 

 

座談會中，許多專家提出學校課程應以統整課程進行，學校應該打破學習領

域界限，整合各科領域，實施大單元式或主題式教學。 

 

九年一貫課程的統整和一、二年級的主題式教學，希望老師們在教學設計

上能整合相關學科，他的精神跟幼兒教育的統整教學很接近（90/03/26，座談

會）。 

 

現在時機非常的好，有統整課程⋯這是最好可以處理的地方，可以發揮統

整課程的精神（90/03/26，座談會）。 

 

三、重視同儕、混齡及合作性學習 

幼兒學校實際教學的運作應避免只將中、大班、小一、小二四個年齡層各自

放在其所屬年齡的班級，老師應改變過去只依個別年齡、自己班級各自教學的觀

念與習慣，建立協同教學、互相合作與支援的態度與行動，才能順利進行幼兒適

性發展的統整課程。教學資源的運用也應多元化，使用科技輔助教學時，能真正

將科技的實體及原理融入課程及教學中。 

 

給予較寬廣的空間，有四個年齡層的互動機會（90/03/26，座談會）。 

 

教學型態可能是多元型態，多元型態的設計（90/03/26，座談會）。 

 

方案課程有幾種類型，如班級內的、班級外的，以學校為單位的，主題

式的、打散式的、混齡的、以能力為區分的方案（90/03/23，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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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齡的編制、在整個教學特色上創造一些別於傳統的模式的教學特色出

來（90/03/23，座談會）。 

 

我們是蠻希望在幼兒學校會有混齡的⋯ 他的同儕的可能是力量會很

大，⋯他有很多活動是採混齡的機會（90/03/23，座談會）。 

 

我自己理想中的幼兒學校很可能是說他們會有很多的型態、會有不同的

年齡層互動的那種地方。一方面我們也可以來彌補這個社會比較少子化，就

是孩子生的比較少，這個是一個想法。另外一個就是想到那個班級人數一定

不能太多，他們才能夠配合九年一貫精神，也許有一些比較自主學習的東西⋯

我們並不是說全部都混齡，或全部都不混齡，就是覺得說某些某些主題的活

動，可以採混齡方式進行（90/03/19，座談會）。 

 

課程的進行應活動化，並視課程的內容與幼兒的能力與興趣做各種不同型態

的教學，可以自由探索、小組活動、分齡教學、混齡教學等，混齡教學時可依幼

兒的需要、專長與能力來編排，可四、五歲或五、六歲或五、六、七歲等等不同

組合的混齡，更可打破年齡來分組活動。如此多元的編排組別，以期落實適性及

混齡教學的意涵。 

 

課程設計上，幼兒很強調活動，他們活動很強，所以活動課程方面也可

以考慮開設（90/03/26，座談會）。 

 

教師可以互相合作，在課程設計上發揮，在如何讓小學和幼稚園的課程

銜接上努力，大家可以共同討論課程。短程就是用這種模式建構他們互相合

作的方式（90/03/23，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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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發展學校本位課程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在本質上固然是由學校教育人員所發動的草根性活動，但

是，在我國的推展過程卻非如此。縱使課程界的學者於民國七十年代裏便已經提

出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相關理念（如，王文科，民 77；黃光雄，民 73；黃政傑，

民 74/88；楊龍立，民 76），然而此一概念受到廣泛注意與應用，卻是始於教育

部（民 89）透過 89年版課程綱要的訂定，利用由上而下的推動方式，期望造成

由下而上的課程改革效果。此一現象或許就如部分人士所使用的措辭一般，這是

由中央所「釋放」給地方的課程權。然而，就幼兒學校而言，則非如此。因為，

目前沒有相關的法令要求幼兒學校必需採用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方式，進行各項

課程的規畫、實施與評鑑，而是由幼兒學校的相關人員在考量學校的特質、教師

的專業能力、學生的需要、及社區的特性之後，自行決定採用的。 

幼兒學校所服務的社區有其特殊的情境，因而也有其個殊的需求，同時，學

生的學習需求、興趣與性向、未來的發展方向、及升學的志向與管道也有所不同。

因此，幼兒學校所提供的課程需要反映學生及周遭社區環境的個殊需求，以改善

學生的學習機會。是以，幼兒學校需要更多的課程自主空間，以便能夠因人、事、

時、地、物的需要而制宜。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便是發展幼兒學校課程的重要途徑。 

本研究於文獻探討一章中所提出的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發展程序，正可以應用

在幼兒學校的課程發展上：1.評估情境；2.成立工作小組；3.訂定課程願景及課

程架構與目標；4.設計課程方案；5.解釋與準備實施；6.實施；7.檢視進度與問題、

評鑑與修正；以及，8.維持與制度化。其中前三項是目前可以開始著手進行的項

目，其他的項目則視進度及需要而陸續開展。由於幼兒學校的性質與國民中小學

有其類似之處，也有其自己的特性，因此，在運用此一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程序

時，需要根據幼兒學校的特質而隨著作適切的調整。 

隨著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運作而來的自由、機會、責任和資源，提供給幼兒

學校的教師一個能夠有效決定和主導各項課程事務的空間。學校、家長、及社區

關心教育的人士，在充分應用課程上的彈性自主空間與專業知能，配合學生的需

求、家長的期望、社區的環境、和新興議題，因校制宜，可以共同發展出適合學

生、學校、社區、和未來社會所需要的課程與教學，以符合多元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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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幼兒學校的課程遠景，在充分運用學校本位課程發展途徑之下，由學校

積極推動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任務，教師主動落實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活動，社

區全力參與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作為。相信使幼兒學校所發展出來的課程既可以

培養未來國民所需要的共同基本能力，又可以符合地方與學生的實際需要，並能

落實這一波教育改革的中心精神。 

 

五、分近程、中程、遠程逐步發展幼兒學校課程 

本研究小組依座談會中幼兒教育與初等教育專家、實務工作者意見，再經小

組會議討論，激盪出幼兒學校近程、中程、遠程的課程發展目標。 

近程---幼兒教育專家學者進駐試辦學校，與該校教師以三年時間一起進行

合作行動研究，以提昇教師研究能力，結合理論與實務，共同討論設計課程，發

展出屬於該校的幼兒學校課程。 

中程---第三年後，充分考慮學校的社區特性、家長期望學生需要等相關因

素，結合全體教師和社區資源，發展學校本位課程，包含學校總體課程方案和班

級教學方案，幼兒學校教師團隊逐漸建立出課程運作模式，並發展成一學習型學

校。 

遠程---教育當局長官、教育行政人員、教育專家學者與試辦學校教師共同

研擬幼兒學校課程綱要，並建立幼兒學校基本能力指標，發展多元化課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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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首先透過文獻探討、學者專家與實務工作者座談會、研究小組討論方

式，對研究主題進行探究。其研究目的，係探討「幼兒學校的教師資格」、規劃

「幼兒學校的師資培育方案」、分析「幼兒學校適當的課程結構與模式」、並探

討「幼兒學校課程實施可行策略」。其次就研究設計上，將座談會資料進行系統

化的歸納分析，呈現研究結果。根據研究結果與討論，本章提出綜合性的結論，

進而提出本研究的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所得的結論歸納如下： 

一、幼兒學校師資培育之討論與分析 

本研究發現有關幼兒學校的師資培育，可分為「有條件合流培育幼稚園與國

小低年級師資」、「幼兒學校師資培育需要重新設計教育學程內容」、「分近程、中

程、遠程逐步規劃師資」等三方面進行幼兒學校的師資培育。 

(一) 有條件合流培育幼稚園與國小低年級師資 

幼兒學校師資合流可採「教師工作坊」、「取得兩種證照」、「現職教師

進修」等不同方式進行。 

1. 教師工作坊：為能符應九十學年度即將實施的幼兒學校，兼顧將實施混

齡教學、協同教學、課程設計與學習評量等幼兒學校本位課程的可行性

規劃，以實施學校校內工作坊方式進行師資培訓。 

2. 取得兩種證照：鼓勵幼稚園與國民小學教育學程學生，加修幼稚園或國

民小學教師所需證照，或幼教系學生，修習輔系、雙主修，取得國小教

師證照，皆可協助取得兩種證照的教師，有更多的抉擇機會，也可解決

幼兒學校師資問題。 

3. 現職教師進修：修改幼稚園與國民小學現職教師進修的法源規範，開放

師資培育機構招收現職幼稚園與國民小學教師，利用夜間或暑期進修，

取得學分證明，以利幼稚園或國民小學現職教師，透過進修跨越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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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不同的幼稚園或國民小學教師證照。 

（二）幼兒學校師資培育需要重新設計教育學程內容 

幼兒學校師資培育學程的課程應思慮「潛在課程的影響」、「師資培育

課程需涵蓋的內容」、「課程應跳脫科目本位的方式」等三種要項。 

1. 潛在課程的影響：從研究結果可了解師資培育機構在幼兒學校教師師

資養成的過程中，會影響教師的團隊合作、溝通互動、課程協同與統

整能力、教師教學的態度，因此，師資培育課程應重視潛在課程對於

兒童與學校團隊學習的重要性。 

2. 強調幼兒學校師資培育課程需涵蓋的內容：研究發現，幼兒學校師資

培育課程的內容，不應是現行幼稚園師資培育教育學程的科目與小學

師資培育教育學成科目的總和，而是應統整的設計及規畫，內容如：

幼兒發展與保育、特殊教育、統整課程、混齡教學、合作教學、多元

評量、行動研究、教育研究法等。 

3. 課程應跳脫「科目本位」的方式：幼兒學校師資的課程，可採核心課

程設計，課程以兒童學習為主體，統整兒童的學習經驗為重心，因此，

幼兒學校教師養成課程需具備統整自我與他人課程的專業能力，結合

各領域的理論與實務。 

(三) 近程、中程、遠程逐步規劃師資 

幼兒學校的師資規劃，可再依師資培育的迫切性、周延性，以「近程」、

「中程」與「遠程」三階段漸進方式，設置幼兒學校師資證照制度，培育幼

兒學校的師資。 

1.近程： 

(1) 以工作坊方式辦理師資培育：九十學年度即將試辦之萬芳國小、

西湖國小，以著重課程與教學實作之工作坊研習方式，進行該二

校教師的集中培訓。 

(2) 辦理之工作坊宜跳脫科目本位思考方式：工作坊課程可安排「幼

兒學校兒童發展專題討論」、「幼兒學校統整性課程規劃與實

作」、「幼兒學校混齡教學實務與討論」、「溝通技巧」、「參觀、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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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實習」、「行動研究法」等課程。 

(3) 聘請專家進駐校園指導：九十、九十一學年度試辦期間，為落實

專家指導與協助，由試辦學校聘請專家學者進駐校園。 

2.中程： 

(1) 試辦幼兒學校師資培育課程的學分證明：九十三學年度起鼓勵幼

稚園與國民小學現職教師，補修任教幼兒學校所需的學分。 

(2) 委託民間機構辦理進修研習：仿效國外，委託某些經認可的民間

機構辦理幼兒學校教師的進修或研習。 

3.遠程： 

(1) 於師資培育法中，明列「幼兒學校師資」類別：幼兒學校師資應

於師資培育法舉列「幼兒學校教師」的教育學程內容與「幼兒學

校教師證書」授與的辦法。 

(2) 各級學校師資培育科系重整：如合併幼兒教育系、初等教育系、

國小教育相關科系為「課程與教學系」，其下再分為幼稚園、幼

兒學校、小學等師資培育課程方案，以適應時代潮流的需求。 

 

二、幼兒學校課程發展的意見與討論分析 

(一) 構築適性發展為原則的課程 

本研究發現：幼兒學校課程應顧及兒童的身心發展與學習環境，可依兒

童學習的能力、學習興趣來安排不同的學習，以適應兒童的發展。 

(二) 實施統整性課程 

幼兒學校統整課程的內容應包括身體、健康、語文、自然、社會、情緒、

人文與藝術，以及生活周遭共通的事務與情境。除重視課程的統整，同時也

關注兒童知識、技能、概念的縱向與橫向的學習發展。 

(三) 重視同儕、混齡及合作性學習 

研究發現：以多元教學、方案課程、混齡教學、協同教學等方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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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教師團隊學習，共同達成教學合作的技巧。至於幼兒學校的年級間，

亦可加強銜接，改變過去僅依年級、班別各自教學的模式。 

(四) 發展學校本位課程  

學校本位課程的發展，對於幼兒學校而言，是可行的途徑。幼兒學校的

教育理念為：以兒童需要為核心，以幼兒為主體，考量幼兒學校的情境、資

源、社區的特色與大眾的期望，來發展學校課程。 

(五)分近程、中程、遠程逐步發展幼兒學校課程 

至於幼兒學校的課程規劃，可考量學校的發展任務、發展形式、成員、

組織與實施程序，以「近程」、「中程」與「遠程」三階段漸進方式，使符合

兒童實際需求，培養兒童基本能力。 

1.近程： 

（1） 以試辦前三年訂為近程。 

（2） 專家進駐學校，協助教師發展課程，進行合作行動研究。 

2.中程： 

（1） 原則上以試辦第三年後為中程，其確切時程可由參與試辦學

校、研究學者與教育局主管單位人員共同研商決定。 

（2） 發展幼兒學校本位課程，建立課程運作模式，展開學習型幼兒

學校。 

3.遠程： 

（1） 研擬幼兒學校課程綱要。 

（2） 建立幼兒學校基本能力指標。 

（3） 發展多元化課程模式。 

 

 

第二節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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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研究文獻探討、資料收集、研究結果與討論，提出下列建議，提供教

育行政機關、師資培育機構、辦理的學校與未來相關研究的參考。 

 

一、對於教育行政機關的建議 

（一） 規劃明確完備的教育決策 

教育行政機關能否提供完備的教育決策，非僅攸關幼兒學校的規劃，對

於兒童學習發展的影響、家長對於子女教育的學習選擇、教師對於教育任務

的期許，在在考驗政策理想與決策程序。因此教育行政機關決策執行，會影

響教育成效與教育功能的發揮；而明確完備的教育決策，較能確保執行的品

質。 

（二） 合理的教育經費與教師編制的支援 

幼兒學校未來無論採取校中校或單獨設立模式，為能提供兒童多元的學

習空間，及足夠的教師編制，幼兒學校的兒童需有完整空間規劃，以利兒童

探索學習；也需要擴編師資，以利於提供兒童良好的教育服務。 

 

二、對於師資培育機構的建議 

（一） 幼稚園與國民小學師資合流培育 

為因應幼兒學校的師資需求，有條件的合流培育幼兒學校師資，是可行

的途徑。其方式有如：師資培育機構提供幼稚園教師教育學程及國民小學教

師教育學程學生加修另一學程，取得兩種證照，成為幼兒學校教師；師資培

育機構進修部解除招生限制，讓現職合格教師在暑期或夜間進修，取得另一

教育學程證照。 

（二） 重視幼兒學校師資培育課程的規劃 

教師對於課程的概念、界說與理念，影響教學甚鉅。爰此，師資培育

機構宜於現今幼稚園與國民小學師資課程，宜重視統整課程、教學互動、

協同教學、混齡教學、行動研究等理論與實務等課程的規劃。幼兒學校師

資培育以此課程為基礎，進行多元學習，加強教學現場的實踐，始能成為

一名具有專業素養的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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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試辦學校的建議 

（一）結合幼稚園與國小低年級之教師、家長，增進以合作成長為導向的互

動關係 

為使處於運思準備期的兒童具有完整的生活經驗，許多學習的經驗應

加以統整。為了落實適性教學，老師必須有主編教材、調整教具，以及規

劃課外活動的專業知識。幼稚園與國小低年級之教師、家長，應彼此共同

結合為一個學習社群，共同為下一代的教育理想深耕。另外，在營造學校

成員以合作成長為導向的互動關係上，本研究建議，擺脫教師專業知能的

制式成長，透過適切的規劃，選擇學校成員需要的與他們可接受的方式進

行成長活動；學校負責教學領導的成員，能共同貼近教師教學的工作核心，

營造原本分屬兩階段的成員彼此瞭解、支持與合作的氣氛。 

（二）校長積極扮演轉化願景的角色，實踐課程願景 

校長既是領導學校課程與教學的靈魂人物，非但是引領學校成員，共

邁學校願景的藝術家，亦是學校發展方向的掌舵者。因此，就學校課程轉

化過程而言，校長若能扮演積極轉化願景的角色，實踐課程願景，始能產

生功效。 

（三）提供安全開放的學校情境與課程自主的空間 

安全開放的學校情境是實施課程實驗創新的必備條件，學校除了協助

教師改變教學信念，樂於接受挑戰與提供學生更好的教學環境，也應積極

營造安全開放的情境，讓教師勇於嘗試、敢於變革。這種精神表現於課程

的規劃與實施上，則教師必須擁有課程的自主空間，以便能夠因人、事、

時、地、物的需要而制宜。 

 

四、對於未來相關研究的建議 

（一） 在研究對象方面 

因限於研究時間與人力，本研究對象雖然以台北市國民教育與幼兒教育

的專家學者、國小校長、國小附幼園長為對象，但由於台北市國民教育與幼

 76



兒教育的專家學者、公私立國小與幼稚園教師人數眾多，無法進行全面性訪

談或召開座談會，因此本研究結果無法全面推論至未來所有的幼兒學校。 

（二） 在研究方法方面 

1. 質的研究：本研究僅以文獻分析、座談會、研究小組討論為主，在質

的研究方面可再增加深度訪談、幼稚園或國民小學低年級實地田野觀

察，以能蒐集更為詳備的資料。 

2. 量的研究：若以量化方式來提昇質化研究結果，可增加量化統計資

料，擴大研究範圍，抽取更為精細的師資培育與課程發展的因素結

構與變異數，以蒐集更多元資料，以提供幼兒學校規劃之參考。 

（三） 在研究內容方面 

有關幼兒學校師資培育與課程發展的國內外著述不多，實證性研究也鮮

少，因此本研究的內容，除引用國內外相關的文獻外，再根據台北市國民教

育與幼兒教育的專家學者、國小校長、國小附幼園長所提出精闢論述結合而

成。建議未來研究者可針對幼兒學校環境規畫、課程設計、師資培育與進修、

混齡教學與學習等各方面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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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附錄一、國民小學教師教育學程：共四十學分 

一、必修科目及學分：採學科領域計二十學分 

(一)教學基本學科課程                四∼六學分 

(二)教育基礎課程                    二∼四學分 

(三)教育方法學課程                  二∼四學分 

(四)教育實習課程(含各科教材教法)    八∼十學分 

二、選修科目及學分：計二十學分，由各校依其師資及發展特色自行開設。 

三、必選修參考科目及學分 

(一) 教學基本學科課程 

1‧國音及說話 二學分 

2‧寫字 二學分 

3‧兒童文學 二學分 

4‧普通數學 二學分 

5‧自然科學概論 二學分 

6‧社會科學概論 二學分 

7‧音樂 二學分 

8‧鍵盤樂 二學分 

9‧美術 二學分 

10‧勞作 二學分 

11‧體育 二學分 

(二)教育基礎課程 

1‧教育哲學 二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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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育心理學 二學分 

3‧教育社會學 二學分 

4‧特殊兒童心理與教育 二學分  

(三)教育方法學課程 

1‧初等教育 二學分 

2‧教學原理 二學分 

3‧輔導原理 二學分 

4‧班級經營 二學分 

5‧學校行政 二學分 

6‧教育測驗與評量 二學分 

7‧教學媒體與操作 二學分 

8‧課程設計 二學分 

9‧教育研究法 二學分 

10‧資訊教育 二學分 

11‧人際關係與溝通 二學分 

(四)教育實習課程(含各科教材教法) 

1‧國民小學教育實習 二學分 

2‧國民小學語文科教材教法 二∼三學分 

3‧國民小學數學科教材教法 二∼三學分 

4‧國民小學自然科教材教法 二∼三學分 

5‧國民小學社會科教材教法 二∼三學分 

6‧國民小學美勞科教材教法 二∼三學分 

7‧國民小學音樂科教材教法 二∼三學分 

8‧國民小學體育科教材教法 二∼三學分 

9‧國民小學健康與道德教材教法 二∼三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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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園教師教育學程：共二十六學分 

一、必修科目及學分：採學科領域共計二十學分 

(一)教學基本學科課程 四∼六學分 

(二)教育基礎課程 二∼四學分 

(三)教育方法學課程 四∼六學分 

(四)教育實習課程(含教材教法) 六∼八學分 

二、選修科目及學分：計六學分，由各校依其師資及發展特色自行開設。 

三、必選修參考科目及學分： 

(一) 教育基本學科課程： 

1‧幼兒語言表達 二學分 

2‧幼兒文學 二學分 

3‧幼兒體能與遊戲 二學分 

4‧幼兒餐點與營養 二學分 

5‧幼兒自然科學與數概念 二學分 

6‧幼兒社會學 二學分 

7‧幼兒藝術 二學分 

8‧幼兒音樂與律動 二學分 

(二) 教育基礎課程： 

1‧幼兒發展與保育 二∼三學分 

2‧特殊幼兒教育 二學分 

3‧幼教人員專業倫理 二學分 

(三) 教育方法學課程： 

1‧幼稚教育概論 二∼三學分 

2‧幼稚園課程設計 二∼三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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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幼兒行為觀察 二學分 

4‧幼稚園行政 二學分 

5‧幼兒學習環境設計 二學分 

6‧幼兒教具設計與應用 二學分 

7‧親職教育 二學分 

8‧幼兒行為輔導 二學分 

(四) 教育實習課程(含教材教法) 

1‧幼稚園教育實習 四學分 

2‧幼稚園教材教法 四∼六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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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二 、 座 談 題 綱  

一、 你認為台北市幼兒學校的師資應具有哪些專業知能？ 

二、 你對台北市幼兒學校的師資資格有何意見？ 

你對本小組初步討論的幼兒實驗學校師資建議(如下列)有何意見？ 

先徵求原班有意願參與實驗工作之現職幼稚園與小學合格老師。再由市

政府委託『師資培育機構』給這些現職小學與幼稚園教師各補修專屬兩方專

業的學分，修業期滿成績及格由市政府發給「幼小銜接教師證照」，或「k-2 教

師證照」(亦可以學分證明替代證照)。 

三、 你認為台北市幼兒學校的師資培育方式為何？ 

如果現任小學教師想擔任幼兒學校教師，你覺得至少需加修哪些幼兒教

育課程？如果現任幼稚園教師想擔任幼兒學校教師，你覺得至少需加修哪些

小學教育課程？ 

哪些單位可以負責幼兒學校師資培育？ 

四、 你對台北市幼兒學校課程有何意見？幼稚園與小學階段的課程如

何銜接、統整？ 

幼稚園及小一如何銜接？ 

小二如何銜接小三課程？ 

五、 你對台北市幼兒學校的教學、編班、及評量方式有何意見？ 

幼兒學校應採用何種編班方式較合適？ 

教師的教學方式為何？ 

六、 你對台北市幼兒學校師資培育任用與實際教學的協同運作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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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何意見？ 

幼兒學校如何組織教師團隊？ 

幼兒學校師資如何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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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三 、 小 組 會 議 紀 錄  

第一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九十年二月26日16時 

二、地點：台北市立西湖國小 活動中心2樓會議室 

三、與會人員： 

    主持人：林教授育瑋、彭校長新維 

    出席者：蔡教授春美、高教授新建、王講師怡云、蔡主任玲、曹老師明瑞、曾老師彩環、

彭老師欣怡 

    紀錄：蔡玲主任、曾彩環 

四、報告 

主席報告： 

本研究的第一階段已向教育局簡報完成。預定本案在九十學年勢必執行，九十學年

度欲參加的此實驗的學校，是西湖國小和萬芳國小。 

本計劃案共分成七小組進行研究，各有不同的任務：如校中校模式、獨立設校、法

令規章、課程教學等。本小組的任務是師資培育與課程的規劃部分，將來各組的報告是

合併出版或獨立出版，尚未定案。 

為配合九十學年度招生宣傳，本小組的研究案要儘快完成。 

五、討論事項與決議： 

（一）幼兒學校的教師證照的討論 

決議：目前幼稚園和小學教師證照不互通，將來應有「幼小銜接教師證照」，或「k-2

教師證照」⋯等配套措施。 

（二）幼兒實驗學校教師的資格 

決議：給現職教師(幼稚園、小學老師)補足學分、發給證照，以符合幼兒學校的教

師資格。 

（三）幼兒學校的課程設計 

決議：以九年一貫的精神、準則來設計課程，建議列出課程原則，活動建議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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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動活潑、符合生活的課程為主。一些時間在自己班(分齡)，一些時間是混齡上

課。 

（四）本研究所採用的研究方法 

決議：因時間倉促，以文獻的探討、座談會、訪談的方式來做較合適。 

（五）本研究應考慮的問題： 

1. 家長的疑慮、 2. 師資問題、 3. 幼兒學校定位問題、 4.學生升上小三的銜接

問題。 

（六）作業： 

1. 小組成員先腦力激盪，擬出訪談大綱、題目，以及座談或訪談的可能對象。 

2. 文獻探討：尋找英國或美國的的官方資料來做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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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九十年三月5日16時 

二、地點：台北市立西湖國小 活動中心2樓會議室 

三、與會人員： 

    主持人：林教授育瑋、彭校長新維 

    出席者：蔡教授春美、王講師怡云、曹老師明瑞、曾老師彩環、彭老師欣怡、呂老師秋

虹 

    紀錄：曾彩環 

四、報告 

(一) 主席報告 

1. 『幼兒學校』六月份要開始實施的話，會以漸進方式，選擇『校中校』模式來做。 

2. 今天，我們要將課程規劃、將來辦的方向進行討論、確定出來。 

3.  為了不引起家長質疑，在名稱上，對外我們將拿掉『實驗』二字。如：西湖國小

暨西湖幼兒學校。 

(二) 組員報告 

1. 蔡春美教授、高新建教授、林育瑋教授提出訪談大綱。 

2. 曹明瑞老師提出調查報告。 

五、討論事項與決議： 

(一) 幼兒學校的定義 

幼兒學校（校中校模式名稱：如西湖國小暨西湖幼兒學校）乃因應四至七歲兒

童（幼稚園中班、大班及國民小學一、二年級學生）的身心適性發展，規劃教學活

動與學習活動而成立的一所學校。其目的在滿足兒童生理、社會、情緒、認知等全

人發展的需求。 

    (二) 師資 

1. 先徵求原校有意願參與實驗工作之現職幼稚園與小學合格老師。 

2. 市政府委託師資培育機構為這些現職小學與幼稚園教師各補修專屬兩方專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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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其內容、方式另訂之。 

(三) 招生(含轉學生) 

1. 學區：以原學校學區為準。 

2. 依家長參與意願為主（幼稚園階段全納入幼兒學校，小學一、二年級部分依家長

意願選擇進幼兒學校或一般學校。若試辦學校原來幼稚園無中班學生，則加招一

班中班學生，以符合原實驗設計精神）。 

3. 班級數與學生數：若一、二年級家長意願高可全部納入幼兒學校，意願不高，則

試辦一、二個班級。每班學生人數不超過30人。 

(四) 教師編制員額： 

教師員額編制以每班2人為原則。以提升教師參與誘因，及教學品質。 

(五) 課程：以現行國民小學、幼稚園課程標準及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為主，再予以適度彈

性調整。其原則如下： 

1. 課程領域分六大項：① 語文 ② 健康與體育 ③ 社會 ④ 藝術與人文 ⑤ 數學 ⑥ 自然與

科技。 

2. 課程設計依照目標，根據課程領域，以活動課程設計型態做統整性實施。 

3. 課程設計應以兒童為主，教師站在輔導的地位幫助兒童成長。 

4. 學校得打破學習領域界限，彈性調整教學節數，實施大單元或主題統整式的教學。 

5. 課程應充分考量學校條件、社區特性、家長期望、學生需要等相關因素，結合全

體教師和社區資源，發展學校本位的課程，包括全校總體課程方案和班級教學方

案。 

(六) 教學發展： 

學校教師組成教師團隊，每學年開學前應訂定完善的教學計畫，彼此合作、協

同教學。做到課程不僅是橫的聯繫，且是縱的連貫。 

(七) 評量： 

宜落實真實評量的精神，以多元評量方式為之。如實作評量、卷宗評量、

過關評量、真實性評量、自我評量…等。評量方法可以包括以下的技術：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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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問題解決、實驗操作、展示、表演、作品集、教師觀察、檢核表、問卷…

等。 

(八) 願景： 

幼兒學校的成立，希冀創造一個充滿人本關懷、人際互動溫馨的校園，讓四至

七歲的兒童在富人性化、樂趣化、統整化、彈性化、個別化、生活化的環境裡學習、

成長。 

 (九) 討論題綱 

       決議： 

1. 你對台北市幼兒實驗學校師資資格有何意見？ 

2. 你對本小組初步討論的幼兒實驗學校師資建議有何意見？ 

3. 如果現任小學教師想擔任幼兒實驗學校教師，你覺得至少需加修哪些幼兒教育課

程？（請在附表上勾選或加填） 

4. 如果現任幼稚園教師想擔任幼兒實驗學校教師，你覺得至少需加修哪些小學教育

課程？（請在附表上勾選或加填） 

5. 你對台北市幼兒實驗學校師資培育、任用與實際教學時的協同運作等方面尚有何

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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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九十年四月16日16時 

二、地點：台北市立西湖國小 活動中心2樓會議室 

三、與會人員： 

    主持人：林教授育瑋、彭校長新維 

    出席者：蔡教授春美、高教授新建、王講師怡云、曹老師明瑞、曾老師彩環、彭老師欣

怡、呂老師秋虹 

    紀錄：曾彩環 

四、報告 

   (一) 主席報告 

1.  今天早上到教育局向局長簡報結果，局長表示：經費應該沒問題，教師員額編制

可提高到2.0。期程問題，原則上是分階段實施，先做大班、小一的實驗。幼稚

園新生在六月份與公立幼稚園同步招生。施工經費若暫時沒有辦法編列，可納入

91年度的預算。 

2.  師資培育方式，以工作坊的方式，依老師實際需求，將現場工作人員納入，結合

有行動經驗的老師研發教學方案。 

3.  課程是此實驗的核心，課程的研究我們一定要趕出來。我們要趕快分工做，否則

進度上會延宕。 

4.  本研究小組預訂於星期五到宜蘭冬山鄉慈心托兒所參觀，那位組員可參加。 

  (二) 組員報告 

1. 曾老師報告 

學校願景：幼兒學校的設立，希冀創立一個充滿人本關懷、人際互動溫馨的校

園，以學生為主體，透過人性化、統整化、個別化、適性化的學習活動，達成全人

的教育，培育能力本位及適性發展的下一代 

設校目標： 

(1) 因應四~七歲幼童的身心發展階段，給予以生活為中心的適性教育。 

(2) 配合教育革新方向，實施九年一貫課程，培育五育均衡、活潑、快樂的幼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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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從事校園的整體規劃，營造最佳的教與學的環境，促進幼童身心均衡發展，實

現全人教育之理想目標。 

(4) 順應時代潮流，落實教育向下紮根，提升教育品質，促進教育更適切的發展，

推動教育革新。 

2. 曹明瑞老師報告：我是蒐集老師、小朋友的心聲所整理出來的。 

3. 王怡云老師報告： 

願景：應該是由下而上，共同擬出來的，是否我們小組不要用願景二字。只將

設校目標、目的或理念整理出來，將來各校再自己去發展各校的願景。 

近程：多了一種不同型態的選擇。做幼小銜接課程統整，安排適性發展的課

程，打破(年級)年齡界線。提升教師行動研究知能，建立教師研究團隊，研究發展

多元型態的教學。 

中程：發展不同型態的師資培育課程，促使建立健全的師資證照制度。 

遠程：促使學制改革。 

五、討論事項與決議： 

(一) 幼兒學校設立的理由、目的 

決議： 

1. 多了一種不同型態的選擇。做幼小銜接課程統整，安排適性發展的課程，打破

年齡（年級）界線。 

2. 研究發展多元型態的教學，經營專業發展的學校。   

 (二) 報告的整理分工 

        決議： 

1. 我們的報告，總整理出來要有一部分是文獻，一部分是訪談來的結果，結論、

建議大家再討論。 

2. 呂老師、曾老師統整逐字稿後，歸類如：1) 設校目的、理由、願景。2) 期程

規劃：近程、中程、遠程⋯如何。3) 師資培育部分：包括 　 專業知能 　 教

師資格 　 證照 　 培育方式。4) 課程：　 內容 　 課程的銜接 　 能力指

標 　 教學型態（實際運作）協同教學⋯，若有未能歸類的，請自行補上類別。 

3. 第一章 緒論、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由彭校長、林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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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老師三位負責。第二章 文獻、第四章 課程發展(以適性發展為主軸) 由高教

授、王老師、彭老師負責。第四章 師資培育部分，由蔡教授、蔡玲主任負責。 

4. 逐字稿的整理，請能於四月23日以前，mail出去。其他章節的整理，請於五月

7日前做好。 

(三) 暑假的教師工作坊 

決議： 

1. 最好是七月份研習比較好。約是六十個小時的研習應該是可以。大概為期二個

星期比較合適。 

2. 課程方面，應該是不分幼稚園、小學一起研習。開的課如： 　 教育行動研究 

　 協同教學 　 多元評量（含兒童發展）　 課程統整 　 課程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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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九十年五月7日16時 

二、地點：台北市立西湖國小 活動中心2樓會議室 

三、與會人員： 

    主持人：林教授育瑋、彭校長新維 

    出席者：蔡教授春美、王講師怡云、曹老師明瑞、曾老師彩環、彭老師欣怡、蔡主任玲 

    紀錄：曾彩環 

四、報告 

主席報告： 

（一） 陳木金教授希望本組的報告單獨印刷。五月28日將向市長簡報，試辦學校要擬

出試辦計劃來，並做成光碟。在星期二以前，要E-Mail給陳木金教授彙整。 

（二） 任課老師的培訓，局長同意以工作坊的方式進行。可是大組的看法希望分領域

來規劃，跟本組所規劃的不一樣。我們希望二個學校各有召集人，試辦過程中

聘請教授進駐校園輔導，若有需要再由教授們聘各領域的專家指導。 

（三） 課程部分，建議以學校本位課程為主。並進行合作行動研究，以逐步發展學校

本位課程。學校組成教師團隊，表現學校特色，由教師團隊激盪出合適的教學

運作模式。至於工作坊研習的指導教授及資深績優的現場教師，建議由試辦學

校自行聘定。 

五、討論事項與決議： 

（一） 本研究全文大綱 

決議： 

1. 題目：台北市試辦幼兒學校之師資培育與課程發展之探討 

2. 大綱：如下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二節 名詞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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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教師專業知能的意涵 

第二節 英、美幼稚園與小學低年級師資培育現況 

第三節 我國幼稚園與小學師資培育現況 

第四節 幼兒教育課程的內涵 

第五節 九年一貫課程的內涵 

第六節 幼稚園課程與九年一貫課程內涵之比較 

第七節 學校本位課程的內涵與實施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第一節 幼兒學校師資培育之意見與討論分析 

壹、有條件合流培育幼稚園與小學低年級師資 

貳、幼兒學校師資培育需重新設計教育學校課程內容 

參、分近程、中程、遠程逐步規劃幼兒學校師資 

第二節 幼兒學校課程發展之意見與討論分析 

壹、以幼兒適性發展為主的統整課程 

貳、發展幼兒學校本位課程 

參、分近程、中程、遠程逐步發展幼兒學校課程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二） 師資培育初步構想： 

   近程：於90學年度即將試辦之國小 

1. 採暑期集中研習方式。 

2. 整個試辦期間由教育局聘請專家進駐校園，共同發展課程。 

   中程：等試辦二年後，如成效不錯，自第三年起，可擴大辦理則中程師資培育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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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宜在 92 學年度起，在各師資培育機構（設有幼、小學程之大學、師

院）有計劃辦理研習專班（發予學分證明方式）。 

遠程： 

1.  由國家正式於師資培育法，明文列出『幼兒學校師資』類別。規定正式幼

兒學校教師之教育學程內容，並發給『幼兒學校教師證書』，且提供各大學、

師院申設『幼兒學校教師教育學程』，依教師教育學程修習規定，辦理實習

與頒發證書之工作。 

2.  建議各師資培育機構，將幼兒教育系與國小教育有關各系或初等教育系合

併改為『課程與教學系』，內設幼稚園教師、幼兒學校教師、國小教師、中

等學校教師等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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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九十年五月21日16時 

二、地點：台北市立西湖國小 活動中心2樓會議室 

三、與會人員： 

    主持人：林教授育瑋、彭校長新維 

    出席者：蔡教授春美、王講師怡云、曹老師明瑞、彭老師欣怡、蔡主任玲 

    紀錄：呂秋虹 

四、討論事項與決議： 

（一） 就讀幼兒學校學生名稱：稱呼「幼兒」，在國情上好像較不易被接受，是否改成

「兒童」或「幼童」，請大家思考。 

（二） 研究文稿修正 

決議：第一章有些篇幅修改，第二章未更改，第三章研究方法可將其分成不同節次：

(1)研究小組的成員 (2)資料蒐集 (3)研究流程 (4)資料整理與分析。 

（三） 幼兒學校的作息時間和時數的安排，請大家思考。 

（四） 5/28在萬芳國小各小組的會議報告，擬將「教師專業知能研習工作坊」的內容

提出。 

決議：其內容為：1. 4~8歲兒童發展專題討論 2.統整性課程規劃與實作 3.混齡教學

實務與討論 4.協同教學實務與討論 5.參觀實習與實作 6.行動研究 7.空白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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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九十年六月4日16時 

二、地點：台北市立西湖國小 活動中心2樓會議室 

三、與會人員： 

    主持人：彭校長新維 

    出席者：蔡教授春美、高教授新建、彭老師欣怡、蔡主任玲 

    紀錄：曾彩環 

四、報告 

主席報告 

彭校長報告五月二十八日當天，在市長簡報室向市長報告的概況。 

五、討論事項與決議 

（一）討論市長簡報當天所提的問題 

1. 在幼兒學校的設校目標中，混齡是其優點之一，各幼教學者中如：蒙特梭利⋯

等人都提過混齡教學。營造類似家庭手足、共同生活的環境，豐富兒童與來自

不同發展階段兒童的相處經驗。在社會的學習、語文學習方面有較顯著的成效。 

2. 幼兒學校如果能辦成功，並不是一定要全面實行，只不過是台北市多提供家長

另一種選擇，教育的多樣化。（如少子化的家庭無法給孩子手足親情的培養、

在幼兒學校他有更豐富的角色學習）。我們不一定是要動到「學制的改革」。 

3. 透過年齡差距的擴大，團體的異質性增高 在類似家庭的共同生活，各種不同

的社會環境與社會角色，自然而然的產生，有利於兒童的社會學習，每個孩子

都被尊重，有多層次的教學。事實上，在某些學習上是很能達到學習效果的。 

（二）討論高教授、蔡玲主任、彭欣怡老師整理的研究內容，修改部分的章節、語句內

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