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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提要內容： 

台北市政府社會局於 2011 年推出「助妳好孕」政策，以現金給付與福利服

務來提高台北市民生育的誘因，育兒友善園為其中一項福利服務。本研究探討在

育兒友善園推動的過程中，公辦民營幼兒園及婦女中心的執行歷程與其母機構的

所扮演的角色，研究目的為：1、探究方案規劃者(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及兒童托育

資源中心)及方案執行者(公辦民營幼兒園及婦女中心)對育兒友善園之認知與看

法；2、探討公辦民營的機構對於育兒友善園的服務經驗與母機構的互動情形。 

 本研究以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婦幼科、兒童托育資源中心及公辦民營幼兒園及

婦女中心如何推動育兒友善園為研究主軸，採用質化研究方法，以深度訪談進行

資料蒐集，共訪談 13 位方案規畫者與方案執行者，經資料整理與分析後，歸納

以下的研究結論：(1)育兒友善園方案是從統整實務經驗與回應社區需求所產生的

服務方案，其在 2011 年正式推行後，迅速擴展至 186 個服務據點，未來則往假

日開放及親子館的方向轉型；(2)公辦民營幼兒園及婦女中心推動育兒友善園的策

略有善用機構內部優勢、以學校為主軸連結周邊公共資源及登門拜訪；(3)育兒友

善園的經營主要以兒童福利的初期預防作為方案目標，活動內容設計以刺激兒童

發展、提供親子互動機會及增強親職權能為主；(4)針對方案的執行，母機構普遍

扮演內部資源與外部資源的角色；(5)除了服務量的提升外，協助幼兒認識朋友、

擴展幼兒主要照顧者之非正式支持系統及強化父職參與亦是執行方案的成效；(6)

執行機構常見的困境為人力問題、行政管理與主管單位配合的問題；(7)未來可努

力的方向為課程設計方面、經費申請方面、專職人力提供及社工與教保人力融合

等四個部分。 

基於以上的研究發現，筆者提出的研究建議分為對社會局、對兒童托育資源

中心及方案執行者。對社會局的建議為：(1)建構教保與社工專業對話的機制、(2)



 

 

跨局處合作應建立溝通與協調機制；對兒童托育資源中心的建議為：(1)推動「一

站式」(one-stop-shop)的學前兒童照顧服務據點、(2)協助執行機構激盪學前幼兒服

務架構；對政策執行者之建議為：(1)增加實際操作性的育兒課程、(2)提高兼職

人員鐘點費、(3)加強對政策與服務內容的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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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Study on experiences in providing services for the parent child center 
in Taipei City 

 
Abstract 

 
     The Bureau of Social Affairs under the Taipei City Government launched the 
“Help You Have A Good Pregnancy” policy in 2011, where cash payments and 
welfare services are offered to increase fertility rates among residents in Taipei City. 
The Friendly Childcare Center is one of the welfare services. In this study, we 
investigate into the efforts made by the public-owned & privately-run kindergarten 
and the women's center as well as the roles of their parent institutions during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Friendly Childcare Center.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ncludes: 1. Exploring the cognition and perception of the project 
planners (Bureau of Social Affairs and Child Care Resource Center under the Taipei 
City Government) and the project implementers (publicly-owned and privately-run 
kindergartens and women's center) towards the Friendly Childcare Center; 2. 
Exploring the experiences of the publicly-owned and privately-run kindergartens in 
the Friendly Childcare Center as well as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ir parent 
institutions and the Friendly Childcare Center 
      In this study, we study how the Division of Women and Children in the Bureau 
of Social Affairs under the Taipei City Government, the child care resource center, the 
publicly-owned and privately-run kindergartens and the women's center make efforts 
to promote the Friendly Childcare Center with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And 
we conduct in-depth interviews to collect data. A total of 13 interviewees engaging in 
project planning and project implementations are interviewed.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re made through data compilation and analysis: (1) The Friendly 
Childcare Center is based on a service project incorporating practical experiences and 
responding to community demands. After the project was formally launched in 2011. 
After the project rapidly expanded to include 186 service branches, the Friendly 
Childcare Center will be opened on holidays and develop and transform into a 
parent-child center; (2) The publicly-owned and privately-run kindergartens and the 
women's center will promote strategies such as making good use of the advantages of 
the institutions, combing public resources around schools and personal visits. (3) The 
goal of the Friendly Childcare Center primarily focuses on preliminary prevention and 
child welfare. The activities are designed to stimulate child development,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interactions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and enhance parental 
competence. (4) Parent institutions generally allocate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sources for the project implementation. (5) In addition to the increased amount of 



services, assisting children make friends, expand informal support systems for early 
childhood caregivers and strengthening fatherhood are also effects from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ject. (6) The common problems faced with the 
implementing agencies include issues of the labor force and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administration and the regulatory authorities. (7) The curriculum design, the grant 
applications, the labor force offering and the combination of social workers and 
nursing staff can be the main focuses in the future. 
    Based on the above-stated research findings, the researchers propose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Bureau of Social Affairs, the child care resource center and 
the project implementers. The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Bureau of Social Affairs 
include: (1) Constructing mechanisms for the nursing staff and the social workers to 
engage in dialogues, (2) Inter-bureau cooperation should be established for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child care 
resource center include: (1) promoting "one-stop-shop" branches that provide 
pre-school child care services, (2) assist the implementing agencies to stimulate 
pre-school child care service architectures. Recommendations for policy makers 
include: (1) increasing parenting courses for practical operations, (2) increasing the 
hourly pay for the part-time staff, (3) strengthening the advocacy of policies and 
service contents. 
 
Keywords: Friendly Childcare Center, public-owned & privately-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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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如果說 22K的思維，是企業把員工當成能省則省的「成本」，那麼現在很多

人把生孩子當成本，動輒說，「一個孩子像是一筆二十年房貸，讓每月徒增大筆

開支，延緩達到財務自由的時間。」兩者是不是陷入一樣的短視思維？ 

~天下雜誌 518 期 <<不是富爸爸 就不要生孩子 >> 

相信看過窮爸爸與富爸爸那本書的人對於現金流的概念一定不陌生，若撇除

結構因素不看，把企業投資員工及養兒育女比喻為負債，那正是低薪化與少子化

的微觀因素。然而我們應全面改變對人口政策的思考，由社會集體負擔父母的「負

債」，才能增加社會未來的「資產」！ 

第一節 研究背景 

一、 台灣少子化的現象 

(一)台北市「助你好孕」政策推動 

少子化是指婦女平均生育所增加的新生兒，將不足以彌補未來人口削減的數

量，使得社會人口愈來愈少的現象。OECD(2007)認為：「總生育率是指每名婦女

在育齡期間平均的生育子女數，在移民和死亡率沒有變動的假設下，當總生育率

為 2.1 時，才可確保社會人口數量的穩定性」。因而總生育率是否低於 2.1，就被

視為少子化現象的指標(紀金山，2012)。 

根據內政部統計處嬰兒出生狀況統計可發現，2000 年全國嬰兒出生人數尚

有 30 萬 5312 人，而到 2007 年，嬰兒出生人數掉到 20 萬 4414 人，七年之間嬰兒

出生人數消失 10 萬多，然而令學者專家們憂心的生育狀況隨著台灣經濟型態與

社會結構轉變，並未獲得改善，反而更加嚴重。2013 年出生人數仍持續下降，

僅有 19 萬 9113 人（內政部統計處，2013），從台灣的總生育率逐年下滑的趨勢，

也反映在首善之都的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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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民政局的出生統計數亦可知，2000 年台北市出生人數 3 萬 3678 人，

2007 年台北市出生人數 2 萬 1620 人， 2013 年生育率逐漸回穩，出生人數 2 萬

2203 人（台北市民政局，2013）。而欲解決台灣出生率偏低的狀況，一方面可從

降低年輕父母生育、養育及教育子女的費用，使其養得起小孩而願意生，另一方

面則是增加年輕人的收入，在養小孩的費用佔其總收入的比例不致過高(鄧岱

賢，2007)。然而降低生養育的費用，就大環境而言牽涉的層面及因素較廣，短

時間內無法獲得具體改善，未達立竿見影之成效。政府可將少子化問題提高至國

安層級，提供育兒家庭經濟支持的措施，這也是增加目前年輕父母生育、養育及

教育孩子的最大誘因。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為減輕年輕夫妻的生養負擔並協助其願意撫養下一代，遂

於 2011 年推行助妳好孕政策1，主要的政策內容分為現金給付與福利服務提供。

現金給付包括：1、市民生小孩，每胎 2 萬元生育獎勵金；2、2-5 歲的育兒津貼，

月領 2,500 元；3、學齡 5 歲就讀大班幼兒免學費補助，而福利服務部分則為：1、

擴大辦理課後照顧；2、婚後孕前健康檢查及孕婦唐氏症篩檢補助；3、鼓勵企業

辦理托兒設施或措施；4、育兒友善園等。根據台北市政府統計，綜合每胎 2 萬

元的生育獎勵金、5 歲以下孩童每月 2,500 元的育兒津貼、補助 5 歲幼兒入學，

以及開辦公立幼兒園與國小課後照顧等政策及相關配套措施，每年需 30 餘億

元，這樣龐大的財政資投入，也確實在 2011 及 2012 年衝高台北市的生育率，甚

至在 2012 年嬰兒出生數為 2 萬 9498 人，但能否讓經濟支持的措施延續生育的熱

潮，仍舊有其他影響少子化的因素在考驗著政府的施政方向。 

 

 

 

 

                                                        
1
 助妳好孕政策-打造友善生養的城市。2013 年 11 月 19日。取自，

http://www.born.taipei.gov.tw/ct.asp?xItem=63328462&CtNode=67865&mp=1020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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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響少子化的相關因素 

陳怡婷（2005）指出台灣少子化的主要原因是來自於個人對婚姻與家庭觀念

的改變，而歸納台灣生育率下降的原因為：未婚、晚婚現象普遍，生育率下降、

育兒成本提高、婦女生育人數減少、社會價值觀改變、經濟景氣不穩定及生育意

願低等。陳淑敏、廖遠光、張澄清（2008）綜合國內學者之看法，歸納出我國少

子化的形成原因在「養兒防老」觀念式微，女性教育程度提高及職場就業率提升

及量多不如質優的優生觀念。又因我國鼓勵生育的福利政策不足，導致生養子女

受到整體經濟氛圍影響更明顯。而在生產後必須面對初為人父母的身分轉換及照

顧情緒的壓力，陳家鳳（2012）在「台灣婚姻初期發展之歷程研究」三波縱貫性

資料中發現，新手媽媽的親職參與頻率愈高，其所知覺到的夫妻親密互動頻率越

低，生育後的婚姻滿意度也就愈低。歸納上述影響少子化的面向主要為經濟壓

力、家庭核心價值觀改變、教育制度、社會福利及主要照顧者的情緒支持與照顧

壓力。 

經濟壓力面向歸咎於栽培小孩的教育費用過於昂貴，在物價與房價高漲的年

代，再加上養兒育女的教育負擔，無疑是讓年輕夫妻卻步的主因。根據兒童福利

聯盟針對 3 歲以下的幼兒媽媽育兒難題調查發現，26%的幼兒媽媽每月支付子女

托育費用佔家庭收入 30%;逾六成覺得負擔目前的托育費用很辛苦，超過 70%的

幼兒媽媽覺得照顧孩子最需要的協助是「找適合的保母或幼稚園」，另外也有 28%

的幼兒媽媽若臨時有事，找不到可以暫時幫忙照顧孩子的人（兒童福利聯盟，

2010）。 

另外上述提到社會價值觀改變，也呈現在育齡婦女年齡分布上，根據內政部

2013 年統計處調查，15-49 歲育齡婦女為 19 萬 8348 人，其中台北市佔 2 萬 5439

人，在年齡層分布上，又以 30-34 歲育齡婦女為多數，其生育率佔 97%，已高於

25-29 歲正值黃金生育時期的女性，這也凸顯女性受教育程度愈高，進入勞動就

業市場年齡愈晚，其投入婚姻及生育的年齡也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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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育兒友善園的緣起 

從上述少子化的現象到影響因素，可發現普遍不生、不養的原因以經濟因素

為首要，台北市政府端出助妳好孕政策，以現金給付為主軸，無法全然解決生育

問題，衍生而來的是附加的托育福利服務。由於台北市為台灣經濟發展的重心，

雙薪家庭及外來人口的比例甚高，年輕夫妻普遍需面臨子女托育問題，因此在助

妳好孕政策下又擴大辦理課後照顧、鼓勵企業辦理托兒設施或措施及育兒友善園

等福利服務。 

育兒友善園起初的用意為提供育兒資源的近便性，鼓勵社區內的幼托園所針

對幼兒主要照顧者提供喘息服務及非正式系統支持。臺北市社會局婦幼科最早於

2009 年針對公立托兒所、公辦民營托兒所及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陸續規劃玩具

圖書館、親職教育成長團體等活動，直到 2010 年 3 月台北市社會局正式將公立

托兒所、公辦民營托兒所及婦女服務中心納入服務輸送系統中，並將育兒友善園

的服務據點併入托育資源網絡的福利服務，育兒友善園逐漸成為社區學齡前兒童

托育的活動場域。因此 2010 年 9 月育兒友善園對外發布的新聞稿指出「為提高

社區托育資源及服務的可近行，社會局與兒童托育資源中心結合市立托兒所、公

辦民托兒所及婦女中心共同打造育兒友善園，以社區為單位，利用托兒所既有托

育活動及服務並與社區保母系統照顧網配合，家長與其他兒童照顧者可共享社區

托育資源，提升兒童照顧品質，是一創新、多元的服務類型」。所謂創新與多元

的服務類型是將原有的托育機構、社福機構及相關的民間團體現有的設施設備及

場地對外開放，針對 0-3 歲兒童發展需求及非正式支持系統提供一個舒適、安全

且免費的親子共樂空間。 

台北市 12 家公立幼兒園以優先收托六歲以下，低收入、發展遲緩、危機家

庭、機構安置或特境家庭，而 15 家公辦民營幼兒園則為平衡各區域的托育供需，

也會優先收托弱勢家庭學前兒童，與公立幼兒園之差別在於服務對象的收托年齡

及設籍時間的限制。有鑑於研究者於 2011 年二月陸續結束公托、公辦民營托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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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2及婦女服務中心之參與觀察筆記整理後，透過與育兒友善園相關單位聯繫後

逐步聚焦研究方向，當時研究者也至社會局婦幼科拜訪育兒友善園承辦人，研究

者與承辦人交換彼此的想法後，育兒友善園承辦人提到 2011 年擴大納入私立幼

兒園的運作機制，更加瞭解服務的核心價值與幼托整合政策研擬息息相關。不可

否認的是幼托整合後，更加速了育兒友善園網絡社區化，其服務據點也擴大至

179 個據點（台北市社會局，2013），甚至落實一區一親子館的學齡前兒童托育社

區化的構想。 

第二節 研究動機 

本研究探討台北市社會局「助你好孕」政策下「育兒友善園」的整體推動情

形及服務執行狀況。有鑑於「育兒友善園」在研究者進行論文寫作時，已經歷方

案的草創階段，目前加入育兒友善園的民間單位已有 186 家(台北市社會局，

2013)，公辦民營幼兒園及婦女中心早在 2010 年便開始醞釀育兒友善園的雛型，

直到 2011 年社會局正式發布新聞稿且開放私立托育機構加入，到 2013 年已從方

案友善園轉型為據點友善園的模式，從點的規模到線的散佈，最後到面的擴張，

究竟這一段發展與推動的歷程如何？而公辦民營機構對育兒友善園的認知與服

務的樣貌是如何？這樣的好奇驅使研究者踏上此段研究的旅程。 

研究者在過去期中實習接觸到新移民家庭學齡前兒童到宅說故事的經驗，除

了透過繪本刺激新移民子女的口語表達及認知能力，在實習過程中體會到親職教

育與親子互動關係是家中有學齡前兒童共同面臨的課題。因為這樣到宅說故事的

經驗，除了讓我接觸到學習資源相對弱勢的新移民學前兒童，更進一步開啟我對

學齡前兒童新的視野與思考，使得研究者對學習環境與學齡前兒童發展之影響感

到興趣。另外暑假在安康家庭服務中心實習的機會，與○○幼兒園及幼教老師接

觸的過程，得知台北市社會局於 2011 年九月即將推行「育兒友善園」的方案，

                                                        
2 2011 年 6月 29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幼兒教育照顧法」，為保障幼兒接受適當教育及照顧之權

利，確立幼兒教育及照顧方針，凡二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前之幼兒提供教育及照顧之機構稱為

幼兒園，幼托整合之前凡收托 2至 6歲幼兒之教育及照顧機構稱為托兒所或幼稚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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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在同年的九月至十二月至○○幼兒園進行參與觀察，這樣的經驗，讓研究

者思考如何以幼兒園現有設施設備及服務人力推動育兒友善園?提高生育率不只

是一句口號，公辦民營幼兒園及婦女中心屬於半個政府單位，如何在服務成效與

品質兼具的情形下，協助此方案的推動？基於上述兩次的實習經驗，研究者逐步

聚焦以公辦民營機構為研究對象，瞭解育兒友善園服務推動的經驗與過程。 

上述的文獻資料讓研究者重新思考目前台灣少子化危機對國家的衝擊有哪

些，而政府又採取哪些政策來回應或解決這樣的危機。這樣的警訊臺北市政府意

識到，並於 2011 年 1 月開始推動助妳好孕政策，希望藉由生育補助及托育服務

的相輔相成，回應生育率降低衍生的後續問題。研究者在實習期間接觸到「育兒

友善園」方案，一方面也在思考政府每年編列預算支持幼兒園及婦女中心開辦「育

兒友善園」方案，政府單位如何看待此項服務方案？二方面也想瞭解，對育兒友

善園服務單位而言，如何以在地化、個別化觀點提供普及性的服務，進而達到托

育服務社區化的概念;因此本研究欲從方案規劃者及方案執行者兩方面探討育兒

友善園的推動歷程。 

第三節 研究目的及問題 

研究者在參與觀察初期得知，試辦單位對於育兒友善園方案目標及服務輸

送層面未有太多歷史資料可參考，僅能初步瞭解概況，最大的挑戰莫過於跳脫以

往學習方案設計與評估的制式想法，採用一邊做一邊看的方式思考方案的設計；

進入參與觀察中期，隨著處於不同托育機構的研究位置及思考脈絡，研究者經常

挑戰自己社工本位的框架來看待育兒友善園的服務，追根究底的原因出自於社工

長久以來服務弱勢或有特殊需求的家庭，當一個創新的方案是橫跨兩種不同屬性

的機構(托育與社福)，在教保與社會工作的服務思維中，社工應如何調整傳統的

工作方法，追求服務使用者的最大福祉。異地而處時，研究者需調整自己的思考

脈絡與本位主義，這樣的情況也讓研究者離開觀察的場域後，帶著許多的疑問回

去。經過一些參與觀察的筆記及反思，逐漸了解其中的原因在於以學習方案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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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評估有一套完整的方案計畫，規定服務對象的資格提供福利服務輸送，但是育

兒友善園方案卻未有太多限制與規範，這是研究者在參與觀察中期不知所然的原

因，直到 2011 年 1 月開始進入參與觀察晚期的潛在個案訪談調查，才逐漸了解

育兒友善園的服務樣貌，這樣的契機才讓研究者了解從方案中做潛在個案的篩

選，除了針對服務使用者提供適宜的活動，也間接提供獨生子女的家庭，友伴關

係的建立。 

 因此本研究的目的為以下三點： 

一、探究方案規劃者(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婦幼科及兒童托育資源中心)及方案執行

者(公辦民營幼兒園及婦女中心)對育兒友善園之認知與看法 

從「育兒友善園」這個概念在兒福聯盟最初的構想到社會局延伸應用於公辦

民營幼兒園及婦女中心的發展過程為探討的基礎，追溯方案規劃者推動的歷程及

公辦民營機構服務的樣貌及執行的狀況。 

二、探討公辦民營的機構對於育兒友善園的服務經驗與母機構的互動情形 

透過深度訪談進行，本研究試圖從執行單位的角度來建構育兒友善園從 2009

年的實驗方案至 2011 年擴大辦理，再到 2013 年階段性的目標完成，不同執行階

段與時間，公辦民營機構與母機構的互動關係。 

三、期待藉由本研究之發現，提供未來台北市社會局及執行單位規畫育兒友善園

相關計畫的建議 

基於前述研究目的，本研究之研究問題分為政策規畫者與方案執行者： 

(一) 方案規劃者 

1、 方案規劃者(社會局及兒童福利聯盟)對於育兒友善園最初規劃的想法為

何？ 

2、對於公辦民營幼兒園及婦女中心的期待為何？ 

3、育兒友善園的未來發展方向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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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方案執行者 

1、公辦民營機構(幼兒園及婦女中心)對於「育兒友善園」服務理念的認知為何? 

2、「育兒友善園」的主要服務內容與活動為何? 

3、「育兒友善園」推動過程中，與母機構的互動狀況為何? 

4、影響公辦民營機構(幼兒園及婦女中心)對於「育兒友善園」服務的相關因素為

何? 

5、公辦民營機構(幼兒園及婦女中心)對於「育兒友善園」推動至今服務執行成效

的看法為何? 

第四節 名詞解釋 

1、  育兒友善園：育兒友善園服務 計畫是提 供給 六歲以下學前 兒童的福 利

服務，公私立 與公辦民 營幼兒園 、臺北市 兒童托育資源 中心、婦 女

暨家庭服務中 心、單親 家庭服務 中心、臺 北市運動中心 及民間團 體

透過方案撰寫 及經費核 銷的方式 向台北市 社會局提出申 請，課程 及

活動內容相當 多元，包 含 Green House、 玩具圖書館、 繪本圖書 館、

親子共讀、各類 親職講座、發展篩檢 與兒 童照顧問題諮 詢服務等(台

北市親子館及 育兒友善 園網站， 2014）。 

2、公辦民營機構：公辦民營 (Publically-Owned but Privately-Run）(台北市社會局，

2013)意指台北市政府社會局透過公開招標及競標方式委託民間單位辦理相

關社會福利服務，委 託 機 關 (台 北 市 社 會 局 )將 現 有 的 土 地、建 物、設

施 及 設 備 ， 委 託 民 間 （ 私 人 ） 經 營 管 理 並 收 取 回 饋 金 或 權 利 金 ，

同 時 受 託 之 民 間 業 者 (公 辦 民 營 機 構 )自 負 盈 虧 並 負 公 有 財 產 保 管

維 護 責 任 。 本研究指的公設民營機構分為「幼兒園」與「婦女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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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以「育兒友善園」為研究的場域，探索台北市公辦民營幼兒園及婦女

中心推動的過程，及探討受訪單位對其服務經驗的看法及與母機構互動的關係。

由於育兒友善園以學齡前的兒童為主，其計畫的目標為增進『托育資源及服務的

可近性，結合托育機構與民間團體的場地，使家長及學齡前兒童可共享社區托育

資源』，因此第一節回顧育兒友善園從 2010 年 10 月執行到今，其服務的理念、

模式與服務內容；第二節對學齡前兒童的發展及需求有概括的介紹，第三節探究

學齡前兒童主要照顧者的功能與需求，以便掌握服務使用者的需求與問題；第四

節透過國內外的家庭支持服務方案的發展與背景進行探討，以分析現有的服務方

案有哪些不足之處，可提供未來育兒友善園參考的借鏡。 

第一節 台北市育兒友善園的發展 

壹、源起 

育兒友善園的前身為 1995 年兒童福利聯盟推出「兒童保育智慧庫3」的方案，

當時以兒童托育資源中心的場地提供開放的空間讓幼童與家長互動，直到 1998

年將教保課程融入社會工作實務中，即為「玩具圖書館」的開端，此一系列的子

方案也成為「兒童照顧支持性服務方案4」的部分。從 1998 年到 2011 年期間，兒

童福利盟持續在社區保母系統及托兒所社區化的模式建構，然而兒童托育資源中

心推展兒童照顧支持服務方案的成功經驗，讓社會局也開始思考可增加哪些元素

來刺激低靡的生育率，若兒童及婦女服務要走進社區，讓服務使用者輕而易舉的

接觸到資源，近便性與可接受性是首要考量，因此 2010 年 9 月先由社會局隸屬

                                                        
3
兒童保育智慧庫方案，其內容為「規劃及設置可供托育機構教保人員、保母、幼保相關科系學

生及家有 0-12歲兒童之照顧者，兒童發展、教學、親職教養、潛能開發等相關的書籍、資訊、

教具展示、進修研習的資源中心，以增加使用對象獲取資訊及自我進修的管道」。另外，「定期辦

理兒童保育知能研習課程，以協助教保人員、保母、家長學習設計符合兒童發展需求的日常活動，

提昇其專業成長與親子互動知能」(兒童福利聯盟，2012)。 
4兒童照顧支持服務方案，其內容為「募集及購置相關圖書及教具、會員資料電腦化、玩具圖書

室營運暨管理、兒童照顧圖書室營運暨管理、成立二手玩具交換站、辦理兒童照顧相關研習課程」

(兒童福利聯盟，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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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立托兒所、公辦民營托兒所及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進行試辦，經過近一年的

試辦營運過程，發現要讓家長帶著孩子便能走入的據點仍舊不足，因此在 2011

年 9 月擴大至私立托兒所辦理，育兒友善園的方案的規模與雛形漸趨成熟。 

 

貳、發展過程 

根據建國 100 年的社會福利政策綱領中的福利服務的目標之一提到，「政府

應結合民間資源提供家庭支持服務措施，提升家庭照顧能量及親職教育功能、減

少家庭照顧及教養壓力，預防並解決家庭問題」（台北市社會局，2013），而在台

北市社會局 100 年至 102 年施政計畫中，兒童托育的支援及發展性服務的目標將

家庭支持服務措施更具體化，「為鼓勵生育，社會局推動助妳好孕專案，成立親

子館，辦理 5 歲以下孩童育兒津貼及育兒友善園方案」（台北市社會局，2013），

從社會福利政策綱領到台北市社會局施政計畫，足見政府在落實兒童照顧福利服

務的行動與決心。 

台北市社會局市政白皮書每季的執行情形報告，可發現育兒友善園從 2010

年 10 月由公立托兒所、公辦民營托兒所、婦女中心及兒童托育資源中心建置 38

個服務機構（發展過程圖，見下圖 1），2011 年 9 月加入私立幼兒園及婦女暨家

庭服務中心，共建置 143 個服務據點，2013 年改成方案友善園及據點友善園兩種

形式，除了原本的托育機構與婦女中心外，亦開放民間團體申請，因此服務機構

的數量增加至 175 個，且另外增設 4 個服務據點（台北市社會局，2013）。 

目前台北市育兒友善園的服務據點共有台北市公立幼兒園、公辦民營幼兒

園、私立幼兒園、婦女服務中心及台北市兒童托育資源中心等 186 個服務據點（台

北市社會局，2013），以各行政區的托育機構及婦女暨家庭服務機構為服務輸送

單位，由各個托育機構撰寫服務方案向台北市社會局婦幼科申請方案財源的補

助，而人力資源部分由托育機構的教保老師或婦女中心聘請專業講師提供方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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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則場地部分由托育機構或婦女中心現有的設施設備做規劃，提供因地制宜的

活動，以期能促進服務輸送的效率及效果（服務輸送圖，見下圖 2）。 

 

 

另外在「兒童及少年生活狀況調查」的實施計畫（台北市社會局，2013），

亦將「瞭解新手父母在育兒及親職上所面臨之難題與需求」列為研究目的，足可

見台灣面臨少子化的問題下，兒童托育、教育及各項福利已成為政府重視的政策。 

 

 再者因循幼托整合後，相關法規陸續整合，對於學齡前兒童的福利措施也

有在幼兒教育及照顧法5第十四條中有明定，「幼兒園得提供作為社區教保資源

中心，發揮社區資源中心之功能，協助推展社區活動及社區親職教育」;而在「性

                                                        
5 「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於 2013 年 5月 22 日三讀通過(全國法規資料處，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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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平等政策綱領」6七大核心議題中的「人口、婚姻與家庭」則有提到發放育兒

津貼及建立優質、平價、普及的生育及養育環境，完善建立不同生命階段所需

要的照顧服務體系，讓老有所終、幼有所養的理想能逐步實現（內政部，

2010）。 

 綜合以上所述，在幼托整合及「建立優質、平價及普及的生育及養育環境」

的政策目標下，育兒友善園成為台北市的公私幼兒園及社福單位推行近便性兒

童照顧的一種策略，這樣的服務輸送管道有助於提高台北市年輕夫妻生養的誘

因。 

 

参、服務內容 

(一)補助內容 

根據台北市政府社會局 2013 年補助私立托育機構辦理育兒友善園實施計畫的

補助內容分為三項：1、以社區親子活動7；2、社區參與活動8；3、場地開放活動：

長期性固定開放時段供非機構內收托兒童及其照顧者使用場地與設施，如：圖書

室、遊戲器材等。 

補助金額依活動大小、規模、與計畫目的相關性及預期效益、參與人數等

指標核定，經社會局評估效益過低或單次開放社區參與人次低於 10 人以下，不

予補助。為區別不同園所對計畫撰寫之良窳，因此補助金額又分為一般性補助與

政策性補助。補助金額如下(臺北市社會局，2013)： 

1、一般性補助：第一、二階段每單位補助金額至多 5 萬元。 

2、政策性補助：補助金額及比例經社會局評估後，視方案參與人數、計畫之完

整性、項目之合理性、招生對象、方案創意及執行績效核定。 

                                                        
6「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於 2010 年 9月 8日，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通過(行政院性平等會，

2013)。 
7社區親子活動:包含玩具圖書館、親職講座、親子共讀、Green House、親子 DIY 活動等。 
8
社區參與活動:社區兒童發展篩檢、園遊會、宣導活動等。上述親子活動及社區參與活動於園

內所辦理並開放社區兒童及照顧者參與，不包含帶領托育機構幼兒參與外部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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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項目包含專家學者出席費、講師鐘點費、工作人員加班費、場地布置費、

場地租借費、資料印製費、印刷費、材料費、臨時托育保母費、志工車馬費及雜

支等。 

研究者曾於 2010 年九月育兒友善園開始實施之際在△△幼兒園的觀察經驗

發現，幼兒園舉辦的活動內容以社區親子活動為主的有：喜閱俱樂部、彩虹小藝

廊的陪伴閱讀與藝術創作的過程；社區參與活動則有：發展百寶箱、提供學前幼

兒早期療育諮詢的服務。由於當時僅針對公立、公辦民營幼兒園及婦女中心進行

試辦，補助的內容及核銷項目還未像現階段開放給私立托育機構或其他民間團

體。但經過這兩年多的運作，開放申請的對象異質性高，經費補助的項目與核銷

項目需謹慎，才能嚴格把關方案的經費使用，進而提升服務品質，讓「育兒友善

園」的方案能永續經營。 

而研究者在參與觀察期間也曾詢問執行單位之承辦人，補助經費對於園所執

行方案是否有其助益，園所承辦人認為目前雖然政府有提供友善教保服務計畫

（教育部，2012），補助「公立實驗幼兒園」及「私立非營利幼兒園」其辦理幼

兒園場地整修及購置教學設備之經費，但是對於公辦民營之幼兒園(即私立非營

利幼兒園)而言，母機構仍會期待幼兒園能額外增加補助經費，因此「育兒友善

園」的場地補助費9申請便是一筆額外可支配的經費。 

另外工作人員利用周末辦活動，給予工作人員加班費，這樣的配套措施對幼

兒園的教保老師未有加分效果，幼教老師寧願周末休息也不願加班。黃淑嫆(2004)

研究指出因為幼兒園老師工作性質包含保育與教育，又因配合現今職業婦女之需

求，收托時間常是長達 10 小時以上，幼兒園老師家庭生活深受影響外，也感受

到自己的工作時間過長，需適時休息。 

(二)參與單位 

                                                        
9
場地補助費，每月最高補助 20,000 元場地租金，申請時請檢附租賃契約與場地照片 6張(台北

市社會局，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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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兒友善園正式開辦至今也超過兩個年頭，關於其執行的成果報告部分，參

閱台北市社會局 102 年補助公私立托兒所辦理育兒友善園的資料顯示，102 年的

執行數量共分三個階段，從 99 年原只有 28 個機構迅速增加至 175 個服務機構及

4 個服務據點（11 個婦女中心、141 個私立幼兒園、8 個公立幼兒園、12 個公辦

民營幼兒園、3 個運動中心及 4 個民間團體），歷經第二與第三階段大量的私立

托兒所加入，育兒友善園開拓服務據點的速度如雨後春筍。 

 

 綜合上述，從育兒友善園計畫的申請內容及研究者在參與觀察的經驗可發現

政府提供各項經費申請，其立意的確為落實社區托育資源及服務的可近性，只是

在執行單位在運作過程中仍會遇到理想與現實的差距，例如提供工作人員加班費

是否能增加幼教老師周末加班的誘因？幼兒園加入友善園的目的是為增加機構

財源還是真正為學前幼兒提供良好福利服務？認知的落差該如何彌平，也需要政

策制定者與服務提供者共同來構思與討論。 

小結: 

借鏡 OECD 國家對育兒父母推行友善家庭與職場政策，易永嘉(2008)建議

要「開發既有社區教育設施的資源照顧幼兒」，此做法與目前台北市社會局的育

兒友善園有異曲同工之妙，以幼托機構的設施設備為主要的場域，針對學齡前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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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的身心發展提供多元化及個別化的服務內容，雖然育兒友善園的執行目前未有

太多歷史資料可供參考，但在家庭支持性政策底下的一環，仍舊扮演「助妳好孕」

政策下重要的推手。而政府在推動助妳好孕政策時，認為從經濟補助與托育兩塊

著手能解決年輕夫妻的生養問題，從生育津貼來補充養育的經濟負擔，而另一塊

六歲以下的孩子，除了 3-6 歲已進入幼兒園就托，但仍有很大一部分幼兒是由父

母或保母照顧，綜合研究者從社會局網站、與相關政策規劃者的訪談或自己的親

身參與觀察，政府期待以育兒友善園來拓展社區工作，並增強兒童福利的預防性

思維，這也是目前回顧育兒友善園從 2010 年底小規模發展迄今，托育機構與社

福單位願意持續協助推動的原因。 

 

第二節 學齡前兒童的發展與需求 

壹、 發展的意義 

發展（development）一詞，有時與發育、成長等名詞交替使用，但其涵義並

不完全相同。正如安德遜(Anderson，1997)所強調：「發展不僅是身體大小的改變，

或身體各部分比例的增減，也不只是身高的增加，或體力的增強，發展其實是統

合許多構造與功能的複雜過程」。因此兒童發展的重要理念包括（張明慧，2005）： 

1、 發展是連續的過程。 

2、 每個孩子依循相同的發展順序但是在發展速率上卻有個別差異。 

3、 發展本質上涉及神經系統的成熟。 

4、 隨著發展孩子會出現個別特定性反應來取代一般的、籠統的反應。 

5、 發展的方向從頭到腳。 

心理學家的研究顯示，在嬰兒出生後的前 5 年是嬰幼兒腦部發展最迅速、最

重要的階段。在此關鍵時期，若嬰兒未受到良好的照顧及教育，嬰幼兒的腦部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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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受到阻礙。一個不健全的腦部結構對孩子日後在認知、語言、情緒等各方面的

學習能力均有影響（張明慧，2005）。 

研究兒童發展的專家吉塞爾博士曾說過：「環境因素或許會調整或改變孩子的

生長狀況，卻不能決定發展的進度」（張子方譯，1987）。換言之，當兒童出生的

那一刻起，兒童就按照個體生命發展的進程持續發展，若環境因素對兒童的充分

支持與協助，則有助於兒童獲得最佳的發展狀態；若環境因素無法充分的支持與

協助，則兒童的發展會出現困難與危機。 

 

貳、 發展的議題 

近年來有學者開始採用整體性的觀點來探討發展的過程，整體性的觀點認為

個人是一個完整的個體，人類的情緒、生理、認知和社會各領域是相互依賴而運

作，無法單靠對某一領域瞭解而正確評估整體發展（顧能莉，2007）。許多發展

無論是動作、語言或認知等也都是由觸摸和觀察學習開始進行，發展心理學家皮

亞傑的發展理論（1987）與黃惠玲（2000）的發展評估，將發展分為四階段：(一)

心理社會情緒發展；(二)動作發展；(三)認知發展；(四)語言發展，因此本章節將

分為生理及心理暨社會情緒發展兩大面向進行探討。 

一、 生理 

語言是人類主要的溝通工具，主要的功能在於傳達意志、培養思考能力、控

制行為（林寶貴，2004;曹純瓊，1991），同時也是增進幼兒智力發展與社會行為

的重要媒介，語言是學習的核心（梁家瑜，2010）。Abbeduto 和 Boudreau (2004)

在其研究指出，語言及溝通上的損害會造成幼兒在學習成就及社會學習上很大的

危機，因此對幼兒而言，語言的發展究其生理層面相形重要。另外，除了語言發

展與幼兒未來的學習能力息息相關，幼兒的運動技能也同等重要。二十世紀著名

的兒童心理及教育家皮亞傑認為，智慧的根源來自幼兒期的感覺與運動發展，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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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燕（2008）的研究指出幼兒體適能與健康疾病、生活學習或社會發展有密切關

係，因此生理面向以嬰幼兒語言及運動技能兩個面向探討。 

(一) 嬰幼兒的語言 

語言是一種人類思考的符號系統，能夠傳達思想、感情，透過語言，我們能

表達看法，與他人溝通過去、現在或計畫未來（龔如非、陳姣伶、王翠鳳、趙詩

瑄，2001）。在幼兒發展過程中，口語是其語言表達最早接觸及熟悉的形式與溝

通媒介(Chall,1983;Nicholas &Geers,2007)。林月仙(2003)認為語言能力是兒童發展

的重要指標，也是兒童認知學習、人際互動、情緒發展及社會適應等各方面成長

的基礎。一般嬰幼兒語言發展順序及歷程，「啼哭」是嬰兒出生後的第一個語言，

六至八星期時會發出「咕咕聲」，四至六個月會「牙牙學語」，「單字期」約在一

歲左右出現，「雙字期」約在一歲半，兩歲四個月會說「疑問/否定句」，五歲會

使用複雜句等等（孫淑玲，2013；陳錦芬，2012；李美芳、黃立欣(譯)，2009）。

嬰兒在出生約 16 周以後，進入「戲語期」，會發音自娛，此時大人要盡量給予回

饋，如：複誦他發的音並給予鼓勵，奠定日後學習說話的基礎（黃志成、林貞谷、

張培英，2004）。李尹文（2009）也指出一般幼兒在 10 至 14 個月時，會說出第

一個字，20 至 24 月大時，會使用「我」來表示自己，在 16 至 24 月大時，會進

入「稱名爆炸（naming explosion）期」，幼兒的語彙量會快速增加，從大約 50 個

字擴展到 400 個字，且開始使用動詞和形容詞。綜合上述可發現四個月大的嬰兒

已經開始有語言能力，主要照顧者若能多和嬰兒說話，讓他聽聲音，享受聽音的

樂趣，如此才會有好的動機學習說話。 

從幼兒語言發展的過程可發現，雖然語意表達的意義有限，但卻是幼兒語言

發展的根本（楊雅婷，2010）。錡寶香（2002）針對 45 位年齡分布於 0-22 個月的

嬰幼兒及其家長長期追蹤研究，探討嬰幼兒溝通能力之發展研究發現，學習中文

的嬰幼兒在 2 歲之前使用很多不同類型的非語言溝通行為與他人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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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佩欣（2011）指出幼兒的語言學習是個人因素與環境因素交互作用之結

果，幼兒在社會情境中互動時，除了幼兒個人因素外，還有學校環境及家庭環境

因素影響到幼兒的語言發展。 

生活環境、社會文化刺激及正確良好的示範對象，提供幼兒語言發展的社會

基礎（陳小芬譯，2005），家庭社經狀況、雙重語言、排行等均屬於語言環境因

素的範疇。顏麗娟（2005）在其研究中發現語言發展並不受單一的因素而產生差

異，父母的教育程度及社經地位高的家庭幼兒能習得較有修飾之語言，語彙也較

多；社經水準高的家庭，具備較佳的教育機會，生活環境中充滿較多的刺激，富

於激勵性的環境，是語言發展最有利之因素。 

綜合上述研究者認為幼兒語言發展是影響認知行為、人際關係及社會適應的

根本，除了個人因素與環境因素影響幼兒語言發展甚為深遠。在育兒友善園的方

案中，主要是依據兒童發展的能力為指標，設計與學前幼兒相關的服務，普遍以

親子繪本的課程達到嬰幼兒口語發展的刺激，林佩蓉（2008）提到成人可透過繪

本共讀的方式，與孩子討論故事中的人物、事件、結果，但討論的主題最好是孩

子有興趣的，如：昆蟲、動物、寵物等。對於 1-3 歲的幼兒而言，才逐步開始掌

握語言發生階段，無法透過具體或流暢的語言表達想法，面對幼兒語言發展過程

中各種不同的現象和能力，父母的首要態度是接納，透過接納的過程，陪孩子一

起經驗與探索語言發展的過程（李亞玲，2006），幼兒才能以自己的感官體驗外

在世界的奧妙。 

根據研究者過去參與觀察的經驗發現，育兒友善園開放的活動當中，以親子

英文繪本及故事屋等方式辦理，透過專業的故事引導員示範說故事的技巧後，讓

家長與孩子的互動過程，瞭解學前兒童的口語表達狀況，另外也有針對疑似發展

遲緩的幼兒進行早期療育的篩檢，透過社區早期療育資源中心的語言治療師及幼

兒園的資深教保人員及社工員提供駐點服務，達到早期發現、早期治療的效果。 

(二) 運動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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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藉由感覺和動作探索環境，發現和操作事物以及建立各項物品的特徵和

概念，學習因果關係如工具使用，透過經驗累積發展精細動作、粗大動作、手眼

協調、動作計畫和各項活動技能(Bowe,2007;Dunlap,1997;Forney & Heller,2004)。 

嬰幼兒並不需要被教導如抓握、爬行、與走路等基本動作技能，他們所需要

的只是可供活動的空間，與可任意探索他們能夠做些什麼的自由。當中樞神經、

肌肉、與骨骼的發展就緒，而環境也正好提供了探索與練習的機會時，嬰兒便會

陸續的展現出讓人驚訝不已的新技能（引自張慧芝譯，2001，頁 196）。而伴隨著

學齡前兒童年齡逐漸增長，其身體各部位機能逐漸成熟，所能表現的動作亦漸趨

複雜，身體任何一部分的動作，都是各部位參與協調的行為，因此，學齡前兒童

在身體型態與機能的加強，必須有適當的學習情境與機會（郭靜晃，1998）。目

前幼兒園為健全幼兒之生理、心理及社會發展，以符合幼兒個別需求且又能引發

幼兒學習興趣與動機，因此需根據幼兒運動技能發展的程度設計相關課程。 

紀瑞珍（2010）指出啟發幼兒運動遊戲的課程，不僅是關注幼兒基本動作發

展，也須同時注意到器材與設計之運用情形。黃玉君（2010）也提到國內幼兒園

的幼兒肥胖盛行率達 10%，且幼兒體能幾乎全面落後日本，最主要的原因為運動

遊戲課程明顯不足，除了對幼兒生理發展造成傷害，也間接影響健全情緒、社會

行為及心智發展。綜括上述，幼兒的運動技能不僅含括基礎體適能，更進一步影

響到未來的社會適應，黃慧菁（2003）指出倘若學習者在學習基本動作技能的階

段，其運動概念認知與技能未能得到良好的發展，將導致缺乏學習複雜(專項)運

能技能的能力。 

陳若蘭（2010）從體能遊戲課程對幼兒操作性動作發展的研究指出，影響幼

兒動作發展的因素不外遺傳、成熟、學習和環境因素，而環境因素又包含練習機

會、鼓勵和指導，當然還有一個不可忽略的因素，就是學習的關鍵敏感期，錯過

幼兒動作發展的重要時期，學習的效果將大打折扣。因此建議設計適合幼兒動作

發展的活動應根據動作發展的原則、幼兒舊有經驗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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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研究者討論到幼兒運動的技能發展，除了與本身的大小肌肉發展有

密切關係，周圍的照顧者能否營造出一種適合幼兒進行運動遊戲的環境，讓幼兒

安全的探索並反覆的練習也是其中一項影響因素。 

目前育兒友善園開放的活動當中，除了透過活動及專業器材帶領使用，讓學

前兒童愛上運動，促進肌肉發展的程度，另外尚有感覺統合訓練及利用音樂及教

具增進親子律動的相關運動技能的課程及活動（台北市社會局，2013），呼應上

述學者提到在幼兒學習的關鍵期透過專業的環境給予學前幼兒更多肌肉與骨骼

等基本動作技能活動的刺激，讓幼兒未來進入學齡階段的發展能與其他同儕有相

同的起跑點。 

二、心理暨社會情緒 

(一)依附關係 

依附對嬰幼兒具有適應的價值，以確保他們的心理社會需求與生理需求得到

滿足（引自張慧芝譯，2001，頁 298）。嬰兒很在乎依附對象和自己的互動情況，

當依附對象未能適時回應他們的依附行為時，他們會感到沒有安全感，進而表現

出害怕、逃避、矛盾及生氣的行為，對於外在環境也會無法適應;相反的，依附

對象和嬰兒產生親密的情感依附時，他們會感到很安全，從互動中獲得歡樂，感

受到被愛，就算面臨有壓力或陌生的情境下，也能發展出適應環境的能力

(Bowlby，1973)。 

安全可靠地依附關係會使嬰兒形成安全地內在運作模式，並且能夠促進嬰兒

地自由探索周遭世界，進而促使嬰兒獨立自主的發展及社會互動的功能（孫世

雄，1994）。Anisworth(1982)，以「安全堡壘」意指被依附對象與依附者的關係，

並提供一個好奇與探索的出發點。也就是當嬰幼兒形成安全的內在運作模式時，

便對自我、外界的他人和周遭環境產生正向的期待和信任，此時嬰幼兒將能忍受

與依附對象分離，對於新奇的外界刺激不再擔心，願意與外界刺激進一步的探索

與互動，但如果遇到困難、危險或威脅時，他仍能回到依附對象的身邊來獲得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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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感，這就屬於嬰幼兒的安全堡壘（徐晉偉，2007）。當嬰兒與照顧者彼此之間

能培養信任感，對於嬰兒的智能及社會技能方面的發展都具有顯著的助力，而這

也是日後嬰兒在探索環境時的重要指標（郭靜晃、陳正乾譯，1998）。 

綜合上述可發現，Bowlby 和 Ainsworth 皆認為依附關係是嬰幼兒與照顧者之

間的一種交互且持久的情緒連結，不僅影響嬰幼兒與主要照顧者的信任感，間接

也影響未來適應環境的能力（傅惠君，2008）。近年來也有許多依附研究多著力

探討幼兒時期的依附關係是否存在於認知、情緒、行為之中，且會繼續影響兒童、

青少年以及成人的生活適應。有研究認為安全依附型的兒童，不僅與同儕相處融

洽，較少呈現孤獨感(kerns et al.1996)，受同儕和老師喜愛，不常出現行為問題 

（Cohn,1990;Marcus &Mirle,1990），並較能表現出較多的流暢性、變通性以及利社

會策略（蘇建文、黃迺毓，1993），在情緒、社會及行為等方面生活適應均較為

良好（呂秋桂，2005；魏銘相，2004；Granot&Mayseless,1999）。 

Meret 和 Wendy（2004）針對嬰幼兒時期是否與父母分開獨自就寢的研究來

探討依附關係與幼兒的自主性，嬰兒時期開始與父母同寢自我依賴與社會獨立的

程度較高，如:能夠自我穿衣服、會自己交朋友，與其他二組別比較之下，其母

親也相對地較支持幼兒自主性。一歲後才與父母同寢的孩子，在父母的報告中，

夜半醒來頻率較高。林慧芬（2004）的研究顯示，母親都認為年幼時，有必要提

供適時的協助與安全感，可見嬰幼時期與母親地依附關係是建立幼兒安全感與自

主性的主要來源。 

 目前在育兒友善園提供 0-3 歲嬰幼兒的親子活動空間中，特別強調父母陪伴

孩子在遊戲及促進肢體發展的課程中，彼此之間透過精油按摩或肢體律動器材的

輔助建立父母與學步幼兒之間的親密關係與信任感（台北市親子館及育兒友善園

網站，2013）。與其說營造適當的情境，協助嬰幼兒與主要照顧者發展安全型的

依附，主要的目的在於幼兒未來能獨立自主的融入幼兒園的團體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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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遊戲與玩伴 

幼兒的生活就是遊戲，幼兒藉著遊戲來探索身體與環境，也藉遊戲來累積經

驗產生智慧，也因參與遊戲，幼兒與現實世界相連接（黃永寬，2006）。遊戲是

一種娛樂活動的過程，也是兒童與外界互動的最佳機會，在遊戲當中兒童透過同

化與調適的歷程，智力也隨生活經驗兒發展、擴大（吳旭專，2000）。然而遊戲

不僅是幼兒接觸探索環境與世界互動的機會，洪蘭（2008）也認為孩子一旦缺少

了遊戲的童年，失去與玩伴互動的經驗，會不容易養成快樂之特質。因此我們經

常看到在幼兒園中，孩子透過團體互動遊戲與玩伴建立友誼關係，不僅透過遊戲

激發幼兒智力發展，也讓孩子學習團體生活的適應。 

關於幼兒遊戲與其發展相關研究，許多教育學者皆強調遊戲能促進幼童社

會、情緒、認知與體能的發展(Bredekamp& Copple,1997;Frost et al.,2007)。有助於

發展想像力與創意解決問題、自我認同與自我表達及社會歸屬感

(Johnson,Christie,& Wardle,2005)。幼童從遊戲中學習，而玩具是幼童遊戲和學習的

器具。幼童在操弄玩具中嘗試錯誤，是學習生存的一種方式（張世宗，1993）。

遊戲也是幼童生活經驗的模仿，透過遊戲，幼童增進肢體動作、認知、語言、社

會和情緒等發展。有關大腦神經科學之研究，發現遊戲之不足，是影響幼童身心

見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家長應提供更多的玩具及時間，並陪伴幼童遊戲(Frost 

et al., 2007)。 

  Pienaar 和 Badenhorst（2001）研究 8 名學齡前兒童之身體活動水準和遊

戲偏愛指出，相對於自由遊戲，結構性的遊戲計畫可提供更理想之動作模仿以及

更適當運動強度以促進學齡前兒童健康，同時強調動作教育者在遊戲中應扮演支

援學齡前兒童動作和身體發展的角色，以提高其動作和身體表現，因此遊戲內容

之改變會影響學齡前兒童動作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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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詩怡（2007）則從幼兒遊戲中觀察到產生遊戲行為過程中，包括召集玩伴、

提出遊戲想法等，讓孩子發現參與人數、遊戲成員不同而產生不同面貌，因此遊

戲有助於個人與同儕互動及社會能力。 

 朱俐蓉（2011）提出幼兒遊戲環境之重要性應該與教育機構的學習環境一樣

被重視，不論這個場地是家庭或其他托育地點。因此盡可能安排固定的活動區，

決定用餐、午睡、大肌肉活動等的位置，以及一個幼兒專屬的遊戲角落，可能是

玩具角、圖畫角、藝術角等，放置方便幼兒自己拿取的玩具，使其可依自己的興

趣選擇想進行的活動，也是學習收納的開始。此也呼應張春興（1990）的建議，

在教養幼年子女時，設置良好的家庭環境，提供充足且有利於兒童認知發展的刺

激，有助於使嬰兒期的感覺動作、幼兒期的前運思認知，得以充分的發展。 

 從上述遊戲對幼兒身體發展、同儕互動、學習收納及認知發展之重要影響可

知，雖然幼童的語言能力尚未發展成熟，無法完全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情緒，但仍

可藉由物品之操弄來傳達意思。心理學家 Ginott(1961)便認為「遊戲是孩童之語

言，玩具則是他們的字句」（引自 Landreth,2002,p14）。 

目前育兒友善園的活動中，普遍以遊戲課程刺激幼兒的想像力、問題解決能

力、自我表達及同儕互動能力的提升，例如透過操做益智拼圖及建構式教具等，

啟發學前幼兒智能，亦有手工藝品創作、科學實驗或親子烹飪等課程，營造出適

合學前幼兒活動的遊戲王國，以結構性且具有教育意義的教材，間接達到幼兒與

團體中其他同伴正向的互動關係（台北市社會局，2013）。 

參、 幼兒需求的定義 

關於需求這個詞，經常會聽到他的論述，首先會想到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馬斯

洛（Abraham Maslow）所提出的需求層次（hierarchy of needs），將激發人類行為

的需求案層次排列，從最低階的生理需求到最高階的自我實現，研究者整理幾位

學者對需求的定義如下： 

(一) Maslow(1954)需求理論，由上而下包括：1、生理的需求；2、安全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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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3、愛與歸屬的需求；4、自尊的需求；與 5、自我實現的需求。

Maslow 認為每個人的底層需求滿足後，才有可能追求向上層次的需求

（Maslow, 1987）。 

(二) Mckillip(1987)認為需求是對於一個可以解決問題群體的價值判斷，它包

含四個面向：1、需求來自於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看法；2、需求是某一

群人在某特定情境下的看法；3、需求是為了需要滿足各種不同期待；4、

一個問題發生後可能有很多答案可滿足它的需求。 

(三) Witkin & Altschul(1995)指出需求的定義有以下幾種說明：1、需求是一個

名詞，意指實然面與應然面之間落差；2、需求是一個動詞，即需要或

期待去填補差異的解決方案或方法，且需求與解決方案之間有明顯的

差異。 

(四) Bradshaw(1977)則將需求分為四類：規範性需求、感覺性需求、表達性

需求、比較性需求說明如下： 

1、規範性需求：由專家、學者、行政人員或社會科學家，依現存之標

準加以比較，而範定在特定情形所需的標準。規範性需求的優點在

評估研究中較容易測量，缺點是不同專家界定的標準可能不一。 

2、感覺性需求：人們內心迫切覺得需要的需求，他受到個人主、客觀

因素的影響，如個人對情境的瞭解和個人的標準，而使個人及個人

之間的感覺性需求有很大的差異。感覺性的需求不能充分反應真正

的需求，因個人的需求受資訊或知識限制，且個人對自己處境多容

易有所保留。 

3、表達性需求：指感覺性需求經轉化為行動的需求，亦即需求已被界

定為人們需要被服務的部分。表達性需求優點能反映出福利提供與

使用者之間的障礙，但缺點是無法得知不使用者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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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比較性需求:指由接受服務者或地區的特質來界定，它是規範需求的

延伸，但它比較顧及個人需求之間的差異性。 

(五) 全美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NASW, 1999)所出版的社會工作辭典，對需

求的界定如下：「人為求生存（survival），求自己身心能夠健全

（well-being），實現願望（fulfillment），在生理、心理、經濟、文化、

社會等各方面必要之各種事務」。 

(六) 張秀玉（2010）認為需求是個人會使用的相關服務或社會資源，此部分

可從個人的主觀界定中，判斷他們需要的是什麼？此主觀界定的需求

將會影響其使用相關的資源。 

然而對於學齡前兒童而言，他們的心智成熟度及語言表達能力不及成人，無

法主觀的表達出他們的需求，大部分依據兒童發展的過程歸納出他們需求。郭煌

宗（2005）認為應從兒童福利、兒童發展理論及身心發展等層面來看待幼童需求。 

兒童需求之論述是發展自 1940 年代英格蘭及威爾斯等福利國家，兒童服務

之宗旨明確的指出必須滿足他們的需求，這也反映出兒童福利政策制定者逐漸發

展出一種信念-作為一個兒童，特別是需求層面，需確保兒童的需求被滿足，因

此聯合國兒童權利宣示委員會(UNDRC)（United Nations,1959），針對兒童需求論

述提到「兒童盡可能在雙親共同照顧與負責的環境下，用愛與瞭解來促進兒童發

展完善且合諧的人格，且此環境應為充滿道德安全及物質無虞，若兒童無法在充

滿善意及充滿期待的環境下長大，則會與母親產生疏離」（United Nations 

1959;17）。因此學者 Kellmer Pringle（1974）指出四種兒童基本的需求-愛與安全感、

新的體驗、讚美與認同及責任感。另外，Giffin（1993）在兒童需求論述中表明

要提升兒童福祉，期盼他們的生活可以過得更好，無庸置疑地，兒童需求這部份

必須深思熟慮納入政策制定的考量。 

檢視目前國內從兒童的角度來看待其家庭意象與需求的研究較少，反觀國外

從聯合國兒童權利宣言中已逐步將兒童需求明文化，探究其原因應是兒童在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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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較無權決定自我的生活環境，且台灣目前的兒童福利服務首重補充性及替代性

服務，因此著重在特殊兒童需求，而忽略一般正常兒童之需求 

綜合以上所述，從不同學者對需求的定義延伸到國內外對兒童需求的論述，

台灣目前在學前幼兒需求研究部分不及福利國家，其原因有二：1、其福利體系

的擴張與改革主要圍繞在老年經濟安全議題，可稱為「老人的福利國家」（陳明

芳，2010）；2、兒少福利及權益保障法中「以兒童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其福

利服務思考仍以補充性、替代性及保護性服務為首。 

有鑑於此，研究者更加想瞭解透過育兒友善園方案，幼兒園、婦女中心等單

位，在配合政府政策的走向之際，如何在友善園的方案中構思對兒童發展或需求

有利的活動，不僅協助幼兒在充滿道德及安全的環境下進行符合其需求的活動，

另外也可藉由觀察個別幼兒發展階段所衍生的需求，設計出符合不同年齡階段幼

兒生理、心理及社會情緒發展議題的活動及課程。 

肆、 影響幼兒發展的因素 

從幼兒的生理、心理及社會行為的發展，影響幼兒發展的層面不能概括而

論，從兒童發展的需求，除協助其基本的生理需求滿足，獲得適當的營養來源，

心理需求的滿足亦有其必要性。應提供幼兒在充滿愛與安全感的環境中，發展新

的生活體驗，以便協助幼兒在認知行為的發展過程順利，在社會適應過程與周圍

環境培養負責的態度。因為幼兒在成長的過程中，與其周遭環境互動之經驗將影

響他們探索世界及建立安全感的調適程度，而建構安全的活動環境能適時地引發

其學習興趣與動機。因此研究者影響從幼兒生活環境及友伴關係來探討影響學前

幼兒發展的因素。 

 一、生活環境 

蒙特梭利特別強調環境對幼兒發展重要性，尤其對於 0 到 6 歲之幼兒而言，

為了要得到正常之成長，其環境是不可缺之要素。她曾在<吸收性心智>一書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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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幼小兒童的成長都是藉由吸收性心智來獲取環境中的事物，因此我們應該

將環境布置安排得既有趣又有吸引力」（引自楊瑞琴，2007，頁 30）。 

湯志民（2006）著<幼兒教育先驅>也深信物質環境有很大的力量並影響兒童

的成長和學習，因此他強調幼兒學習環境係為達成幼兒教育目標而設立的學習場

所，幼兒學習發展是一種潛在的課程，也是顯著課程，對幼兒的學習、成長與發

展，有直接與間接的影響。所有的物理環境因素都會影響兒童行為（周天賜等譯，

1998）–當環境是愉快的、溫暖的、動人的，帶給兒童的訊息:這空間是為他們

而設計，當環境顯示對兒童的尊重，他們更易於以尊重回應。對孩子來說，環境

是會說話的，當他們進入環境裡，他們能分辨出這是否是為他們安排的地方，及

他們應如何使用方式。 

阮慧貞（2002）研究提到應在嬰兒生活的環境中提供遊戲學習區，而遊戲學

習區是指兒童發展的需要，在遊戲空間內劃分幾個學習區，提供豐富的圖畫、玩

具和遊戲器材，讓兒童能自由發覺、探索、觀察、想像和玩樂的遊戲空間。廖佩

玲（2003）亦指出兒童遊戲空間除須依照各遊戲空間不同時段使用特性，與各年

齡使用者的需求特性不同來進行空間規劃整合外，亦需重視家庭親子之間互動空

間的提供。 

詹詩儀（2011）研究指出運用戶外環境作為學習的場域，對幼兒而言，引導

者經過合理地安全與設計，引導幼兒進入自然環境，即需依據幼兒的發展階段，

選擇適合幼兒的活動，且不至於令幼兒感到挫折的挑戰，過程及需敏銳的觀察幼

兒個別差異與不同喜好的認知，選擇適當的活動，增進他們的經驗而不會限制他

們。  

綜合上述學者及研究者對幼兒環境意義與重要性的詮釋，物理環境的安全性

不僅對幼兒發展、探索與觀察甚至自信心的養成有其關聯性，由於家庭環境受限

於器材及場地大小因素，台北市在寸土寸金的情況下，要找到適合幼兒活動的場

所顯得更加困難，因此家長相當重視幼兒的學習及玩樂環境（親子天下，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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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或托育機構成為家長考量的場所，因此目前許多新興的幼兒園為了吸引學

前幼兒提早入學，增加幼兒園的知名度，除了特別重視環境規劃與安全性，以符

合幼兒發展的需求，也期待透過開放園所場地給社區學前的幼兒使用，來提高新

生入學率，育兒友善園方案推動也扮演其重要性。 

二、 友伴關係 

對幼兒而言，其人際關係範疇是父母的關係、手足的關係及同儕的關係等皆

屬之，而在這些人際關係中同儕關係是重要的範疇之一。從同儕之間的互動，幼

兒漸漸發展出適切的自我概念，學習社會技巧與他人相處，慢慢成為社會人，而

缺乏良好同儕互動的孩子在日後發展上可能出現社會適應、情緒、問題解決上的

問題（謝美惠譯，2001）。同儕互動提供孩子體認到彼此之間不同，發展問題解

決技巧等機會，幫助孩子發展社會能力，在互動中同儕、友伴是兒童行為的學習

者，同儕由互動中彼此學習社會技巧，並協助對方建立人際關係，且由同儕的互

動中得到許多生活樂趣（陳娟娟，1984）。 

林聖曦（1996）也曾提及，幼兒間有親密且持續的友誼關係，比較容易建立

扮演遊戲的型態，活動內容也較豐富，一開始孩子結交一兩位朋友，來免除離開

父母的焦慮，結交朋友因而變成孩子安全的來源，漸漸獨立後，他們就會學習到

如何在友伴的互動中發展其人際關係（方金鳳，2003）。陳秋吟(2004)幼兒階段「友

誼概念」發展的特徵，他們對朋友關係的推理會隨著認知能力的發展和與同伴的

互動而得到更多的經驗並趨於成熟。 

蔡佩儒（2008）針對幼兒同儕關係的重要性歸納出三個重點，學習如何與人

互動、滿足情感依附與安全感及迎合現代社會的需求。尤其是在忙碌的工商社

會，雙薪家庭增加，當幼兒在成長過程逐漸脫離家庭的保護，友伴或同儕團體則

擔負起主要的支持功能，特別是情緒發展方面。 

概括而言，在學齡前階段幼兒的友伴關係發展，會延伸到學齡階段兒童在同

儕團體中的友誼建立，遊戲與玩伴是學前幼兒培養健全心理發展的重要議題，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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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在孩子開始形成自我概念與社會適應能力之際，未提供幼兒與同伴建立安全感

的需求環境，將不利幼兒未來社會化的發展。在少子化現代社會裡，許多育齡婦

女多半只生一胎，易造成獨生子女缺乏友伴關係。陳如葳（2001）指出有些獨生

子女因著缺少與手足或同儕互動的機會，再加上父母寵溺的結果，會造成孩子自

我中心，不願與人分享的個性；但若父母安排獨生子女與友伴有較多的接觸，則

獨生子女有較多機會與他人分享。 

  

小結: 

 研究者在整理兒童發展生理、心理及社會三個層面對其早期經驗的影響，

發現無論是個體先天的發展過程或後天的環境影響，彼此的交互作用對孩子未

來人格養成有莫大的影響，也發現許多研究皆以母親角色在幼兒發展過程中影

響甚深。以兒童發展觀點，在嬰幼兒成長過程中，為使孩子身心健全發展，照

顧者須提供幼兒生活照顧、學習刺激、常規教導及關懷鼓勵等全方面的照顧內

涵才能滿足孩子的發展需求（邱美君，2009），而照顧者在其照顧孩子過程難免

遇到困境與需求，應如何提供照顧者適時的支持性服務，以預防少子化現象成

為國家發展的隱憂，值得我們思考。育兒友善園亦是一種協助學前兒童照顧者

充權親職教養能力的服務方案，由於台北市的家庭結構趨向「小而老」，平均每

戶人數已低於 3 人，0 歲整體平均餘命近 80 歲（薛承泰，杜慈容，2006），核心

家庭及外縣市移入人口的比率會持續增加，透過育兒友善園免費的設施設備及

活動，讓學前兒童有適當的遊戲與學習的環境，也搭起獨生子女與其他孩子友

誼的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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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學齡前兒童主要照顧者的功能與需求 

壹、 主要照顧者的功能 

 在兒童早期社會化的過程中，父母是子女最早接觸的人，也是最主要的認

同對象，因此父母本身的行為與態度，不可避免地成為子女學習的典範（賴玲

惠，2008）。在培養孩子的人格發展過程中，相當重視依賴感及自主、強化能力

的需求。然而在幼兒發展的危機起於生活依賴感減弱後所面臨的困擾，即什麼

是可行或不可行的，什麼是可接受而什麼是不可接受的衝突（引自洪貴珍譯，

2003，頁 157）。因此幼兒主要照顧者便須具備幼兒發展的知識，使其在育兒的

過程不會害怕、緊張，同時也讓家長能適時的發揮照顧者的功能，以教家長學

會接納、瞭解，並且尋找出與幼兒快樂相處、共同成長的生活之道（顧能莉，

2007）。 

 學齡前兒童在生理、心理與社會行為發展尚未獲得達到成熟階段，主要照

顧者扮演著一個照顧、養育及教育的功能，因學齡前兒童無語言、行為、是非

判斷等自我主張的能力，更是需要主要照顧者扮演適當的親職角色。 

 目前的研究大部分從不同身分類別或特殊需求的家庭來探討家庭功能對其

主要照顧者在執行照顧角色功能的需求與困境。曾家珍（2008）從發展遲緩兒童

主要照顧者之家庭功能與社會支持探討其照顧者在漫長的照護過程中必需背負

莫大的心理壓力，如何在家庭功能與社會支持中找到照顧負荷的平衡，他將家

庭功能歸納為經濟、照顧與保護、生育及養育、社會化、娛樂、情感維繫、性

別規範及性的規範、地位提供、家庭充權等九項功能，在育兒友善園的服務方

案中，研究者擷取其中三項幼兒的主要照顧者在育兒友善園的服務過程能滿足

幼兒的需求做討論： 

一、 社會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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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每個人所接觸的第一個社會化單位，每個新成員都會在家庭中發展其

人格，並成年人身上學習、瞭解社會規範以及成為符合社會期望的人。育兒友善

園像是小型幼兒園的縮影，透過與社區中不同家庭背景的幼兒互動，幼兒主要照

顧者可利用友善園的活動或課程，引導孩子學習團體規範並且尊重不同家庭的友

伴。 

二、 情感維繫功能 

人類需要和他人有親密互動的動物，幼兒與主要照顧者之間除了培養安全的

依附關係，彼此之前有良好的情感維繫也能促進主要照顧者的親職能力。育兒友

善園透過親子律動、繪本導讀或精油按摩等方式滿足幼兒及主要照顧者在情感維

繫方面的需求。 

三、 家庭賦權功能 

以增強權能為基礎的家庭功能探討，挖掘並建立正向的家庭能量，減少對他

人的依賴，掌握生活的控制權（郭慧貞，2000）。育兒友善園對幼兒而言是增加

友伴關係，對主要照顧者而言也達到情感支持，增權主要照顧者的教養能力。 

鄭期緯（2004）提出對於發展遲緩孩童家庭而言，其主要照顧者有幾個功能

應特別受到重視：經濟的功能、教育的功能、社會化的功能、照顧與保護的功能、

娛樂的功能、情感聯繫的功能、溝通的功能、問題解決的功能及家庭充權的功能。 

綜合上述兩位研究者對特殊幼兒主要照顧者的功能，歸納為社會化、情感聯

繫、家庭充權功能等，這也是幼兒主要照顧者藉由育兒友善園服務中發揮其正向

親職功能。父母是幼兒家庭中的主要照顧者，父母的參與是影響個人成長與良好

發展的重要社會資本（Brookman-Frazee, 2004），無論父母照顧的孩子為一般兒

童或特殊兒童，其角色的功能如實發揮，進入學齡期乃至青少年期所衍生的社會

問題便會減低。然而現今社會並非每位育齡婦女或新手媽媽皆能有效發揮照顧者

功能，以下將探討那些學前兒童照顧的議題造成主要照顧者功能表現的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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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齡前兒童照顧的議題 

一、主要照顧者對幼兒的教養觀念 

 美國心理學博士 White 博士在<<生命最初前三年>>一書中提到：「不管孩子

遺傳潛力有多少，我們培養孩子的任務就是盡可能為他們創造獲得經驗的機會，

尤其是在他們出生後的最初幾年內」（引自曹筱寧，1992，頁 357），此也凸顯父

母或主要照顧者的教養觀念對嬰幼兒的重要性。張依柔(2009)針對 1-2 歲學前幼

兒之教養研究發現，父母以身作則之重要性，父母不僅是幼兒接觸最頻繁的照顧

者，更是幼兒模仿對象，因此父母示範良好的行為，可使孩子發展出良好的行為

模式，其次是讓幼兒學習等待，放心也放手讓孩子去學習，最後是倡導親子共讀

的重要性，透過親子共讀以培養親密的親子關係。 

 父母作為幼兒成長過程中重要啟蒙者與永遠的老師，應扮演孩子生活常規與

品格教育上重要的導師。亦如芬蘭的學齡前兒童的教育責任主要落實於家長的家

庭教育上，以塑造家長陪伴孩子閱讀及至圖書館尋找資料做研究的文化風氣（陳

淑琴，2007）。家庭內學習的重要性不僅大於學校教育，而且學校在學童接受教

育的過程中，更應重視父母的參與。所以父母如何成為一個稱職的父母，如何參

與及協助幼兒的學習活動，都是當前教育的重要課題之一。而在教育方法多樣

化，教育內容複雜且富爭議性的今日，父母在幼兒整個教育歷程中的參與，更具

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柯貴美，2003）。 

 鍾怡靜（2009）發現父母的教養信念不因教育程度與年齡不同而有顯著差

異，但並不表示每位父母的教養信念都是合宜的，故落實親職教育，協助每一對

為人父母再度審自己的價值觀，可查覺自己的正負向信念如何影響教養行為。 

方立音（2010）以自己在幼教職場上多年的觀察指出，父母的教養態度對幼

兒態度與能力方面有直接的關係，有部分家長只重幼兒的認知，而忽略幼兒最基

本的自理能力，造成幼兒初到幼園時，不適應的情形更加嚴重，也影響到其自信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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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宜芳（2010）的研究指出父母的教養態度與幼兒情緒能力有顯著相關，而

平時父母為了家庭忙於工作而疏於吸收關於教養子女的新觀念，因此父母有必要

多參與親職講座或研習活動，吸收新知識，讓親子之間有良好互動與溝通。 

 鄭宛靜（2012）從國內知名的學前親子網站（Babyhome 寶貝家庭親子網、

信誼奇蜜討論區）、學前兒童專屬雜誌(媽媽寶寶親子雜誌、Babylife、媽咪寶貝)

及教育部出版的「解開孩子成長的密碼-0-6 歲嬰幼兒發展手冊」中，就家長較關

注的討論區、專題報導、爸媽 Q&A 及重點內容加以分析整理出學齡前兒童父母

三大需求，分別為知識、教養與社交等三類需求： 

(1) 知識需求：哺餵母乳、營養問題、疾病與健康、飲食（換奶、自理能力培養）。 

(2) 教養需求：教養觀、發展常見的問題（動作發展、語言發展、認知能力）、情

緒與氣度（獨生子）、行為問題處理、社會情緒的發展、親子互動。 

(3) 社交需求：幼稚園選擇、學習才藝、外語學習、潛能開發、親子共讀、居家

教育（教具 DIY）、如何玩玩具。 

其中教養需求中，對於學前幼兒父母而言，特別是發展過程常見的問題及問

題行為的處理是學前幼兒主要照顧者較感頭痛，平常父母或主要照顧者因忙於工

作，未有太多接觸此訊息的管道，現代社會家庭結構改變使父母角色出現一種「周

末父母」，即雙薪白領家庭將嬰幼兒 24 小時脫與已退休的祖父母或保母照顧，僅

於周末期間將子女接回看顧（鄭宛靜，2012），這樣的情況亦容易因為上一輩提

供的傳統育兒方式與現代化父母接收資訊的不同，而產生教養觀念的落差。  

綜合以上學者提出台灣的學前幼兒父母的育兒及教養觀念是否適宜取決於

個人的態度與價值觀，而幼兒在生活自理及情緒能力部分與主要照顧者的教養觀

有密切的關係，值得我們思考在孩子 0 至 6 歲的學習黃金時期，除了和睦的家庭

生活及父母的愛，正確且符合幼兒需求的教養觀念相當重要（孫瑞雪，2010）。 

在台灣的文化背景中，大部分父母有正確的教養觀念，但真正教養幼兒時能

否依循合宜的觀念而行，答案是持保留。另外，父母或主要照顧者的教養觀念不



 

34 

 

一致，也間接影響主要照顧者在教養信念執行上無法取得共識，因此幼兒教養問

題也可能成為家庭關係出現裂縫的導火線。內政部兒童（2011）針對台閩地區家

長育兒知識來源重要度比較調查研究中顯示父母獲取育兒資訊主要的來源前三

項分別為：1、長輩親友的經驗傳承；2、自身經驗；3、書籍，也顯示目前學前

幼兒父母或主要照顧者傾向以非正式支持系統中的親友為育兒問題的主要求助

對象，較少考慮以社區中的正式系統進行求助，而目前台北市育兒友善園深入社

區中的幼兒園、婦女中心及相關民間機構，以專業的人員(教保老師及社工)提供

新手父母或隔代教養家庭的主要照顧者相關的育兒知識及親子互動的課程，亦是

都會區家長另一種選擇的管道。 

二、現代女性的意象-「就業」vs「照顧」兩頭燒 

 現在的家庭大都為雙薪家庭，夫妻兩人都需外出工作，其對於兒童的照顧

就會成為家庭的重大問題，母親通常都會負起照顧兒童的責任，使得母親在工

作與家庭之間常常感到分身乏術（陳惠銛，2004）。因此女性必須在家庭照顧與

職場之間尋找平衡點。在傳統上，主要以「男主外，女主內」為家務分工模式，

造成兩性工作角色及家庭角色的明顯分野。父親是經濟資源的主要提供者，而

母親是負責維持家庭的需求，受到傳統觀念的影響，女性往往承擔大部分的家

務工作（呂玉瑕，1984）。女性的家務投入，包括家事分擔、育幼或是照顧年幼

子女或家中老人等，都直接影響其本人在正式勞動市場中的發展機會和個人社

會資本的累積（張晉芬，2007）。然而隨著婦女勞動參與率提高，加重了婦女在

「主外」經濟角色上的扮演，但是卻沒有因而改變傳統家庭中「主內」的分工

模式（蕭英玲，2005）。因此雖然女性勞動參與率持續提高、性別意識也更為平

等，但是女性仍是家務主要承擔者的角色仍沒有重大改變。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統計 2012 年婦女勞動參與率為 50. 2%，較 2010 年上升

0.18 個百分點，為歷年首次超過 50%。婦女勞動參與率提高之原因，除了因女性

的教育程度高，影響到勞動市場的性別比例，另一個因素便是養兒育女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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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於龐大，雙薪家庭增加，迫使女性必需回勞動市場就業，以維持經濟的收支

平衡。此也呼應勞委會勞工安全檢查所 2011 年調查，發現近三成七女性勞動者

是家庭的主要經濟來源，其中一成四同時為經濟支柱與家庭照顧者，若以進入

就業市場 500 萬女性推估，約有 25 萬女性一肩扛起家庭所有責任。因此除了婦

女個人人力資本與婚育因素外，家庭的經濟狀況及丈夫對妻子就業的態度是已

婚婦女勞動供給的因素（李大正，2002）。 

 Connelly(1992)認為，勞動參與扮演著提供婦女的經濟來源以及創業資本的

角色，是婦女的非勞務所得(包含配偶的勞動所得)。婦女參與勞動通常是反映經

濟上的需求，如在家收入不豐的中下階級之家庭中，而且此與配偶的收入是否

可以維持生活有著密切關係（引自簡文吟、薛承泰，1996；Moim,1978）。 

 楊晏儒（2012）針對 14 位面臨就業與照顧抉擇之女性的訪談研究指出，我

國的文化脈絡蘊含親情照顧的倫理觀念，隨著雙薪家庭普遍，女性在生養或老

年失能者照顧勢必面臨生涯的重新排序與抉擇，因此研究發現在母職角色中，

兒童照顧過程若有良好的資源協商、照顧的正向回饋與專家知識催化等因素，

會增進女性願意完全奉獻於母職角色；反之，若在勞動市場中獲得較多社會支

持與成就感，女性便以就業為考量。 

 從上述女性在就業與照顧抉擇的推拉過程，反映出兩種角色同時兼顧的壓

力。大部分的女性希望能在婚後同時兼顧職業、婚姻與母親三種角色，然而在

時間有限的情形下，若缺乏其他外來的支援，角色衝突在所難免，在面對衝突

時，由於女性多半願意以妥協來換取家庭美滿的保證，因此當婦女必須或有意

願繼續就業時，轉換至兼職工作就成了不得不的選擇（饒嘉博，2003）。另外一

方面若女性成為全職幼兒照顧者，在身心健康方面也有影響。Mulvaney 與

Kendrick(2005)指出育有學齡前兒童的母親，若缺乏社會支持易有憂鬱症與壓

力，研究發現多數照顧者為了小孩都會緊張、焦慮和改變日常行動的情形，對

他們的行為和所擁有的工作都有極大的影響(Boruk et al.,2007)。綜合上述，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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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賦予照顧者的角色，究竟是勝任全職照顧者抑或成為職業婦女，需回歸到個

別家庭對於照顧責任之分擔與夫妻的共識，但可以確定的是女性在擔任主要照

顧者角色同時，給予照顧者更多友善的支持環境及紓壓管道，這是全職媽媽或

職業婦女共同的需求。 

 當社會瀕臨孩子生得少，缺乏手足關係；雙薪家庭增加，父母忙於工作，

無法參與孩子成長過程；主要照顧者面對初為人父母或育兒壓力過大時，面對

教養孩子手足無措或情緒支持的管道薄弱等議題，連帶牽動國人的生育意願，

進而影響國家的經濟發展與社會安定。回歸到育兒友善園的社會福利觀點，早

期傳統的社會工作已經習慣殘補式的福利服務，當服務使用者出現問題時，才

提供後續的處遇與介入，然而在創新的服務模式中，育兒友善園以預防性的思

維提供學前兒童主要照顧者所需的服務，例如適切的親職教養課程及身心壓抑

抒發的團體，或者在親子活動中提倡男性參與的重要性，從這些思考的面向，

亦在幫助父母或祖父母重新思考親職角色及與孩子互動的品質，達到兒童福利

初級預防的概念。 

 

參、主要照顧者的需求 

一、社會支持 

(一)社會支持的定義 

 「社會支持」此一概念的興起，源自於 70 年代早期 Gaplan(1976)的研究，從

研究中發現，社會支持可以緩和生活壓力對生理或心理健康所造成的衝擊及增進

個人的生活適應力(Gottlieb,1983)。House(1981)認為社會支持是一種人際的相互往

來，包含下以任一種特色：1、精神上之慰藉（喜歡、愛、同理心）；2、實際上

之協助(物質與服務);3.與生活環境有關之物質提供；4、讚揚（引自高迪理，1991，

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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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1986)曾彙整學者對社會支持的定義，而將社會支持區分社會及支持兩種

組成的要素，前者反映出個體與社會環境的連結，它表現在三個層面上：1、社

區；2、社會網絡；3、人際親密與信任的關係。後者則反應在工具及表達性的活

動兩個層面，此種定義能充分反應出在活動中的個人所知覺及實際接收的層面。 

(二)社會支持的來源 

社會支持區分為正式支持與非正式支持兩種形式（吳佳賢，2002；王素蘭，

2006）。1、非正式的社會支持:是一種自然的結合，非結構安排下所產生的社會

連結，透過個別需求的滿足而維繫彼此關係的依存。如配偶、家人、朋友、親屬、

鄰居、同事等，而這些支持來源通常在個人面臨危機時，首先提供支持或被要求

提供幫助，固可稱為初級的社會支持來源；2、正式的社會支持:具有特定目標的

專業機構或組織，在個人面臨危機或困難時，能提供幫忙或協助，進而增進受服

務者的福祉，由專業的助人關係者所提供，包括醫療專業人員、老師、社會組織、

支持性團體、專業機構、政府機構、社工員、諮商員所提供的支持，此類的支持

來源通常是個人面臨危機的第二線支持者，亦稱為次級的社會支持來源。 

以本研究所指的社會支持就參與育兒友善園活動的服務使用者而言，與共同

參與的家長之間的關係是屬於一種非正式的社會支持，與公辦民營推動單位的組

織、教保老師或社工員之間便是非正式的社會支持。 

(三)學前幼兒主要照顧者之社會支持相關研究 

 在現今社會中，對於新手父母或婚育年齡較短的夫妻其學習為人父母而言，

若家中育有 3 歲以下的嬰幼兒，不僅是新的父母角色上的適應、夫婦與父母角色

之協商，另外還需學習各項為人父母的技能（廖玲玲，2006）。而面對這樣的親

職角色轉變，女性勝任母親角色的社會支持是遠高於男性勝任父親的角色，特別

是對初為人父母的女性而言，Wright(1985)曾闡述：初為人父母，時間、體力、

心力的負荷是主要的壓力源，尤其身為嬰兒主要照顧者的母親其壓力往往大過於

父親（引自徐綺穗，1998，頁 12）。Borjesson,Paperin 和 Lindell(2004)等人，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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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位瑞典的新手媽媽，其家中有一歲以下嬰兒的問卷調查發現，孩子出生後的

第一年她們相當疲倦，母親們非常需要情感上及實質上的幫助，尤其從個人的社

會支持網絡中獲得支持。反觀國內初為人母的女性，同樣也遭遇到相同的問題，

信誼基金會（1984）針對台灣婦女所做的研究中指出，為人父母較難適應的狀況

主要為（一）生活型態改變；（二）身心俱疲；（三）照顧孩子失去自由；（四）

必須與孩子建立良好的關係。 

 綜合上述學者對女性在子女尚處嬰幼兒階段其母職角色勝任上的調適，給予

適時的社會支持，可減輕新手媽媽或婚齡較短的主要照顧者其生理及心理的負

擔。 

二、親職教育 

關於親職教育的定義相當多，學者井敏珠（1995）則以廣義及狹義來詮釋親

職教育，廣義的親職教育是指培養所有人民成為健全的父母，其對象主要是尚未

做父母者，在各教育階段施予的生理、心理、性教育、為人父母之道等親職教育

課程。狹義則是指對不稱職的父母，幫助其改進教養方法，使其成為健全的父母。 

林家興（1998）則指出親職教育是成人教育的一部分，以父母為對象，以增

進父母管教子女的知識能力，和改善親子關係為目標，由正式或非正式的學校親

職專家所開設的終身學習課程。 

邱書璇（2003）則表示，親職教育是指協助已為人父母或將為人父母者，了

解自己的職責，提供有關兒童發展的知識、及正確的教養態度，以便使其扮演適

當職分的教育過程。 

綜合上述學者對親職教育為培養已為人父母或將為人父母之家長，改善不正

確的教養方式，以提供符合兒童發展階段所需的教育方式。親職教育在台灣兒童

福利服務屬性為支持性的服務（王順民，2005），也是家庭系統的第一道防線，

預防家庭受損害之功能。然而目前福利供給的走向以補充性、替代性與保護性為

主，當社會問題爆發時往往讓直接服務者疲於奔命。若能在父母勝任稱職的親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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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之前，提供親職教育，不僅對學生問題能收「預防勝於治療」的成效，對學

生學習、與身心發展更見成效（賴玲惠，2008）。因此學齡前兒童主要照顧者的

在幼兒發展時期參與其學校的親職教育有其重要性。 

目前國內針對親職教育對學齡前兒童之重要性研究，從新移民女性角度探討

的研究如：涂妙如（2004）研究外籍母親親職教育課程實施指出，母親最需要的

親職教育應是孩子問題行為之輔導，因此親職教育的需求著重於目前現實的教養

現況，但良好的家庭關係及婚姻關係融洽，有助於親子關係的增進，因此應增加

夫妻關係和諧及婆媳之間相處的議題，以協助親職教育推展更順利。 

鄭惠雅（2009）針對繪本教學融入新移民親職教育的研究指出，新移民女性

透過親職教育課程後自我效能提高，親職教養態度改變讓親子關係更好，特別是

透過繪本作為引導媒介，激發親職教養態度的省思與轉變，包括瞭解與接納孩子

的行為，不再只以打罵為唯一教養方式，改以所學的溝通方式，以促進和諧親子

關係。 

從學前特教家長角度探討如：劉嘉新（2008）研究特殊幼兒家長親職教育需

求指出，家長親職教育需求以「教養知能」最高，也提到親職教育課程應避免教

條式宣導，難免讓無教育背景的家長感到索然無味，另外也提出親職教育對特教

家長自身力量的肯定，不僅能增加父母教養信心，也能提升自我效能感。周依潔

（2011）在教養、親職能力及家庭參與對學前特殊幼兒的生活適應研究指出，家

長是與特殊幼兒互動機會最多的人，與子女互動時間也較長，為促進特殊幼兒的

健全發展，為提供孩子更專業的幼教資源，應多參與親職教育、配合學校或其他

治療的早期介入方案，即早與專業人員建立密切合作，家長透過參與各類家長團

體也可以取得適應教養的同理與親職技能支持。綜合國內的研究可發現，雖然家

長的身分或學前幼兒的身心狀況不同，親職教育的需求或實施的方式有其差別。

做「父母」容易，但做「好父母」卻需要學習，幼兒的父母的親職理念，通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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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到對幼兒教育的內容、態度與方法，進而直接、間接地影響到幼兒的人格與

行為，為人父母不可不慎。 

國外的研究亦指出相同的結果，Hallahan 和 Kauffman(1994)發現家長參與親

職教育方案後，會產生自我對幼兒的覺知與責任感，願意多花時間教導子女，積

極訓練子女語言或認知能力，提高子女的自我概念並促進親子情感，使整個家庭

氣氛更親密，營造適合幼兒成長之家庭環境，具有正向之家庭功能與教養能力。

而提供諮詢、子女教養困難討論、各項訓練的說明等服務，均可增進父母效能，

加速父母藉由實施親職教育方案，來改變父母的教養態度、強化其教養能力與家

庭功能，對幼兒發展深具其必要性。 

在 NASBE(1988)美國幼兒工作協會報告中，曾建議使父母參與成為早期幼兒

基礎教育的一個構成要素，使父母成為孩子教育中的重要夥伴（邱書璇譯，

1995）。依據 Keyes(2000)的理論，家長對孩子是扮演長期與高度情感依附關係的

功能;而幼兒園教師是扮演專業與理性的教育工作者，在角色扮演的功能本身就

不同。因此 Huss-Keeler(1997)指出，親職參與應包含以下概念:家長對於子女課業

的期待、家長與子女學校教師的溝通、學校與家庭的互動關係、家長與子女溝通

學校事務等。另外 Judy Hutchings(2007)的研究團隊針對參與英國 Sure Start 方案中

行為發展具有風險問題的學齡前兒童所做的親職介入研究發現，家長無法有效地

建立親職行為，歸因於照顧者學齡前兒童的學習或發展使用不一致或無效果的親

職技巧，因此該團隊以親職方案介入來提供有效的問題解決，當親職效能有效建

立之後，雙親可更容易影響他們的孩子。 

綜合上述，父母有了正確的親職理念，對幼兒的教育也更加得心應手，不僅

是父母或主要照顧者需努力的方向，也是目前政府與相關單位應更加重視的議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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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從主要照顧者的功能論及主要照顧者照顧學齡前幼兒所會面臨的情緒及教

養方面的議題，可見扮演一個成功的父母，除了受到非正式系統中的祖父母、親

戚、朋友或鄰里等參考對象的影響，正式支持系統中的學校、社福單位或政府機

構又提供哪些資源來協助父母扮演其父職或母職的角色，這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問

題。 

從文獻中也發現初為父母的年輕夫妻在照顧 3 歲以下的幼兒，所面臨的親職

角色轉變及身心壓力遠大於已進入幼兒園的幼兒，其中女性所感受的母職壓力更

重。當幼兒尚未進入幼兒園之前，父母扮演幼兒初級社會化的角色，如何運用周

邊的育兒資源，減輕照顧者初為人父母的焦慮與壓力，協助親子在三歲以前有良

好的依附關係。再者，當幼兒已進入幼兒園就讀後，開始學習適應團體生活，除

了幼兒園促進幼兒身心健全發展的課程外，能否讓幼兒透過課餘的遊戲與活動參

與，學習更多的社會能力，更是當前在友善育兒環境中不可忽略的議題。 

目前公立、公辦民營、私立及婦女中心推動的「育兒友善園」方案，最初期

待是給予 0-3 歲幼兒適宜的活動空間及相關的育兒資訊，但隨著不同承辦單位在

設計相關活動時，考量執行單位的場地限制、人力狀況及招募參與對象的難易等

因素，因此開放參與的幼兒年齡也彈性調整至 3-6 歲，以家長與學前幼兒雙方的

需求，提供多元化的設計元素（ex：蒙特梭利的居家教育、奧福10音樂會）及多

樣性的活動內容（親子成長團體、早療諮詢或親職講座）等方式，提供學齡前幼

兒及照顧者近便性的家庭支持服務措施。 

 

 

                                                        
10
奧福教學法的內涵主要包括律動、歌唱、樂器合奏與即興創作，主要關鍵在於"探索" 及 "經

驗"。奧福教學是藝術教育的基礎，被廣泛運用在幼兒啟蒙期的音樂教學，協助幼兒在學習的過

程中享受創造、合作、互動的樂趣。資料來源:維基百科。2014 年 1月 10 日。取

自:http://zh.wikipedia.org/wiki/奧福教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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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國內外的家庭服務方案背景與發展 

現代家庭因社會變遷之影響，導致單親、繼親、隔代教養及多重問題組合的

高風險家庭因應而生，當某些家庭本身的功能已無法滿足照顧子女任務時，需透

過正式與非正式的系統來補足其家庭功能逐漸式微，因此家庭功能的支持與補充

甚為重要。Kadushin（1998）把兒童福利依其與家庭系統互動的目的，亦即對家

庭功能產生的效果，分成支持性服務、補充性服務與替代性服務三類。 

支持性福利服務是指當兒童雖處於結構完整的家庭，但其家庭關係或親子關

係無法提供適切或和諧的狀態，會導致兒童產生偏差的價值觀或行為，因此應提

供兒童與家庭諮詢服務、親職教育等服務以支持或增強父母親正向教養能力，協

助家庭發會健全的功能運作（王順民、張瓊云，2004；余漢儀，2002；萬育維，

2001；黃俐婷，2009）。 

另相關的概念則為家庭支持，有時也被稱為家庭支援，其所指的是由個別家

庭需求所決定的實際支持，而且這些支持應該有彈性。鼓勵家庭運用自然的社區

支持，以提供便利與重要的服務和資源管道（Karp & Bradley,1991）。家庭支持的

內容相當多元，包含喘息和兒童照顧、環境適應、支持性服務（家長支持團體、

手足團體、家庭諮商）、居家協助、特別或一般的需求、父母與家庭成員訓練、

休閒、系統化協助、經濟協助、倡議、家庭諮商和健康服務(Karp & 

Bradley,1991;Manalo&Meezan,2000)。 

家庭支持為支持性福利服務的延伸範圍，囊括家庭成員的各項需求與服務。

本文將家庭支持方案視為一種政府透過有效的策略或服務供給管道，以預防家庭

在其功能與角色未能完全發揮情形下，影響到兒童本身正常的發展與成長。 

壹、 國內家庭服務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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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研究探討台北市「育兒友善園」方案之服務經驗，因此國內家庭服務

方案以台北市及新北市的托育服務為代表，從國內首善之都的托育服務與國外的

家庭服務方案做比較。 

一、台北市托育服務 

(一)托育福利服務 

台北市社會局針對幼兒則提供各項托育福利服務，內容包含經濟補助、傳染

病防治、家長資訊服務、社區保母系統、辦理各項相關福利據點及特殊幼兒托育

服務等(台北市社會局，2014)。各類別的服務項目如下： 

1、 經濟補助：包括就業者家庭部分托育費用補助、三位子女以上家庭部分托育

費用補助、父母未就業家庭育兒津貼、助妳好孕育兒津貼、危機家庭托育補

助、臨時托育補助、弱勢家庭兒童托育補助等。 

2、 傳染病防治：包括托育機構常見傳染病 Q&A 及防疫資訊、登革熱認識及預

防相關措施問答集、流感防治措施及衛教宣導、保母人員腸病毒防治措施、

保母協助提供停課停托兒童之臨時照顧服務、機構因應 H7N9 流感整備現況

檢查表。 

3、 家長資訊服務：提供保母送托契約範本、選擇托嬰中心資訊、托嬰中心評鑑

結果、托嬰教養刊物、育兒指導諮詢服務、100 本嬰幼兒讀物建議書單暨 0-2

歲親職教育教材等。 

4、 社區保母系統：包括社區保母系統簡介、保母人員如何加入社區保母系統之

說明等。 

5、 相關福利據點：包括公辦民營托嬰中心、兒童托育資源中心、親子館、育兒

友善園。 

6、 特殊幼兒托育服務：提供各年齡層的「兒童發展檢核表」及補助托嬰中心辦

理收托身心障礙及發展遲緩幼兒服務等。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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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親子館 

1、服務源起：為提供學前幼兒及家長可免費享受優質的親子共玩、安全遊戲空

間和育兒資源，自民國 100 年起，積極推動一區一親子館的政策(台北市親子

館及育兒友善園，2014)。 

2、服務對象：0-6 歲幼兒、家長與保母。 

3、服務項目：目前台北 12 個行政區已有 11 個行政區設立親子館，包含中正、

松山、中山、 北投、大 同、文山 、士林、 內湖、萬華、 南港和大 安

區等，親子館內 提供各式 育兒資源 及親職 教養講座課程、親子活動、

親子劇場及外 展服務等 。  

 

二、新北市托育服務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曾委託輔大兒童與家庭學系所做的托育調查指出，學前兒

童家長或照顧者最希望政府能提供多元的托育服務為多元親子活動空間(如親子

館)、平價托育、哺乳室、無障礙嬰兒車動線或親子廁所等友善育兒環境，落實

保母系統與托嬰中心的督導考核，以及嬰幼兒玩具圖書借用服務等。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結合政府與民間資源，積極設置公共托育中心，期待與父

母親共同分擔養育子女的重擔，讓年輕父母無後顧之憂，能夠安心將孩子放在環

境良好的托育場所 (新北市社會局，2014)。目前公共托育中心分為收費式的「日

間托育」及免收費式的「社區親子服務（親子館）」兩部分。 

(一) 日間托育： 

1、服務對象：學前兒童父母或法定代理人其中一方需設籍於新北市，收托之兒

童年齡必須在兩歲以下，其一方的父母必須符合以下條件之一： 

(1)父母（或法定代理人）雙方或單親一方因就業，致無法自行照顧家中未滿

二歲兒童，而有送托需求者。 



 

45 

 

(2)父母（或法定代理人）一方就業，另一方因中重度身心障礙、或服義務役、

或處一年以上之徒刑或受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一年以上且執行中，致無

法自行照顧家中未滿二歲兒童，有送托需求者。 

(3)父母（或法定代理人）一方就業，另一方或單親因求職，致無法自行照顧

家中未滿二歲兒童，而有送托需求者。 

2、服務項目：提供幼兒日間托育服務，收托時間以每日 8 小時為原則，並應依

需要提供延托服務。 

3、收托人數：45-75 名為原則，並依幼兒發展分齡收托。登記人數超過應收名額

時，以公開抽籤方式辦理。 

(二) 社區親子服務(親子館）： 

1、 服務源起：大多數照顧學前幼兒的父母或爺爺、奶奶乃至社區保母僅能帶孩

子至社區公園、市場或一般收費較高的故事屋或親子館，因此新北市政府積

極設立友善社區的親子館，提供優質的空間，有教具、玩具、圖書並辦理各

項社區親子服務、親職教育、幼兒發展篩檢、育兒指導、托育資源連結等，

讓社區家長或保母在照顧學前幼兒能減輕經濟與照顧負擔，不僅能在快樂健

康的環境成長，亦能提昇親子互動關係及親職能力。 

2、 服務對象：0-6 歲兒童及其家長、保母。 

3、 服務項目：結合政府及社區相關資源，辦理如社區健康營造、幼兒成長及親

職教育及兒童健康發展篩檢講座、育兒指導及保母系統等活動，規劃各項友

善社區之親子教育及提供托育資源服務。目前新北市政府委託民間單位開辦

的公共托育中心共有 27 個，除了提供兩歲以下幼兒收托外，也提供相關學前

兒童發展課程、講座及保母系統等活動。 

貳、國外家庭服務方案 

(一)英國的安穩起步計畫(Sure Start)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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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安穩起步計畫源自於美國 1960、1970 年代盛行的「即早啟蒙計畫」(Head 

Start)與「Even Start」計畫，早期語言介入的成效，導致美國政府積極投入這些計

畫(Sylva,1994;Shonkoff&Meisels,2000)。英國於 1997 年進行政府開支檢討後提出有

關幼兒學習教育計畫，1998 年首先提供四歲幼兒免費的學前教育服務，並於 1999

年開展第一個 Sure Start 地方啟蒙教育計畫，提供地方政府五年約十億英鎊，所

有四歲以前的幼兒均有就讀學前教育的機會，由政府提供幼兒及雙親家庭支持及

營養建議的早期教育、遊戲及健康服務，以改善幼兒及其家庭與社區的連結，促

進兒童情緒、社會、健康良好的發展，進一步提升兒童的學習能力。整個啟蒙教

育的焦點擺在強化教育部門與其他相關部會的聯繫與整合、支持並鼓勵父母雙親

的參與幼兒的教育學習（引自葉郁菁，2008，頁 288）。 

Sure Start 以社區發展模式為基礎，這樣的服務是為了提供當地居民特殊的需

求，透過家長與其他居民及該地區的相關政策、非營利組織彼此間形成夥伴關

係，所有的 Sure Start 方案之提供需擴大服務範圍，包含對有新生兒誕生之家庭，

親職及家庭支持服務、健康服務、遊戲、啟蒙學習與兒童照顧能力，政府為達到

具體的目標設定，焦點放在促進兒童之社會與情感發展、健康、學齡前兒童學習

能力及促使幼童與家庭和社區的關係更為緊密(Glass,1999)，除了上述廣泛的家庭

支持服務內容，為確保每名 3-4 歲之幼兒獲得每週 12.5 小時的幼兒照顧及教育，

各區均有價格經濟具有素質的課餘活動，另於貧窮和偏遠地區提供兒童中心、保

健及家庭支援服務等，帶給產婦及孩子家庭支援、養育建議、健康服務及早期學

習（鄭麗珍，2006）。 

對英國當地政府而言，監督及評估此項服務是必要的。從官方的初步報告指

出，英國政府地區性的方案要達成全面性的需求，所需的時間反而比政府所預期

的還要長，主要原因在於尋找合適的社工人員、改變既有的工作模式以及與兒童

的主要照顧者建立良好的夥伴關係是有些難度(Lloyd et al.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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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由 20 份英國當地政府的地區性方案成果也指出，雖然政府低估了

此方案的規模與影響力，部份實務工作者與父母對服務成效尚感滿意;特別對服

務範圍外的使用者來說相當具有挑戰性，可能因此造成非目標人口群的家長與服

務提供者之對立，導致彼此之間的緊張關係(Melhuish et al.2005)。 

 概括而論，無論是尋找合適的社工員、跳脫傳統的工作模式、與兒童主要照

顧者建立夥伴關係亦或 Sure Start 地方性方案的標的服務對象鎖定等因素，皆是

影響英國政府在考量此方案是否要繼續推動的因素，為了解決服務對象過於狹隘

及標籤的問題，也能繼續延伸英國政府的 Sure Start 區域性方案的精神，遂於 2003

年政策轉變以英國的兒童中心為學前兒童照顧政策的主流。 

 

(二)「英國兒童中心(Children’s center)」的源起與服務 

兒童中心的發展主要關注於兒童與家庭的社會照顧，強調早期的介入，他們

透過當地政府組織提供很重要的預防性服務。兒童中心已改變英國學前兒童服務

的里程碑，超過一百萬名的兒童及家庭在一個兒童中心便可獲得全面性、整合性

的服務-包含學前啟蒙教育、健康與家長的就業服務、兒童照顧與家庭支持，協

助兒童在生命的起跑點上便能獲得最好的開始。無關於他們的家庭背景或生活環

境，每個兒童在幼年生活極重要的是建立未來的基礎，應給予他們茁壯成長的機

會。身為一個兒童中心的服務提供者，對兒童應提供持續性的服務，以確保兒童

中心能為需要的兒童及家庭輸送彈性與可回應的服務(Sheppard,2012)。 

兒童中心透過早期介入來促進兒童健康與福祉，其服務對象特別針對學齡前

兒童服務(HM CGovernment,2005)。福祉(well-being)這個詞在「Every child Matters」

的成效中被定義為：生活環境安全無虞、健康成長、喜愛與具有成就感、有正向

的貢獻與經濟生活無虞。 

 像早期的 Sure Start 方案在發展初期，他們著重在達成早期介入的服務成效

的驗證，方案關注的目標在「全面且無縫隙的整合性服務」以及「設計適合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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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照顧、家庭支持與健康照顧的服務供給」(Sure Start,2006)。他們試圖以多

元專業的環境來回應全面性的服務理念，以在當地相關的服務提供者中有其密切

的連結關係。 

 兒童中心是政府照顧 10 歲以下兒童的一個重要政策，對兒童及家庭提供可

負擔、彈性及高品質的兒童照顧。英國政府為兌現政策承諾，在十年發展策略(HM 

Treasury,2004)的報告中提到兒童中心將在兒童生活較貧乏的國家廣泛的設立

(DfCSF,2010)。在 2006 年到 2010 年廣設 3500 家的兒童中心-這些中心會在所有的

社區提供家庭所需的服務，特別是這些很難接觸到的學前兒童。在兒童與青少年

研究中指出，幼兒在出生到三歲前是兒童發展的關鍵，因此研究中指出成人健康

的基礎是奠基於學前時期甚至是在胎兒時期。發展遲緩或缺乏情緒支持，會增加

未來成人身體健康的風險，且會減低生理、認知和情緒功能運作。從上述研究顯

示，可告訴我們兒童中心所扮演的角色與責任在於促進兒童未來能獲得更好的成

年生活。 

事實上，某些兒童中心的使用者也是社會工作服務的個案，而有些社工以兒

童中心作為與個案建立關係的第一個場域(Sheppard,2011)，事實上，以家庭為中

心的支持，聚焦於滿足家庭最大需求為其核心價值。概括而論，當地主要的福利

使用者人數相當多，而兒童與家庭需符合門檻才能進到服務系統內，兒童中心正

好可提供給這些有需求的家庭適時的介入與處遇，讓兒童中心成為一般社工實務

處遇架構下，另一種評估案家需求的參考工具。 

兒童中心是針對兒童及家庭提供"一站式"(one-stop-shop)服務，因此兒童中心

的服務策略被描述為-盡可能地符合當地家庭需求，且與家長與當地社區發展夥

伴情誼，核心的服務方式包含：志願服務方案、與小型非營利組織建立夥伴關係、

親子參與方案、健康服務、家庭暴力防治工作、成年教育（ex：基本技能）、外

展服務、職業訓練與就業支持、親子遊戲課程、親職教育及托兒所設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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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可知，從 Sure Start 到兒童中心的政策性轉變的關鍵在於 2003 年英

國政府欲整合學前教育與照顧、親職教育外展工作、家庭支持、健康服務、其他

兒童照顧輸送系統的資訊與社區服務，這個政策轉變並非是改變，而是一種持續

性且更為有效率的服務方式。從 1998 年到 2003 年，由於 Sure Start 僅針對某些特

定地區的弱勢家庭提供服務，使得英國政府在思考普及性的兒童福利服務的政

策，因此授權地方政府來運作兒童中心，關注的人口群除了是傳統的弱勢家庭，

亦將被排除在主流服務體系外，仍處於風險邊緣的家庭的服務對象也包括在內

(Sure Start,2007b)。因此，兒童中心的服務不僅是提供主要照顧者支持，更應該增

加幼兒主要照顧者的網絡資源，也強調對父母提供就業支持與職業訓練。 

 另外各社區的兒童中心因其居民的種族、社會經濟背景及城鄉差距等因素，

提供服務的類型也有所差異。當地兒童中心的服務供給者根據社區居民的需求，

設計一系列相關的方案。Sheppard 在 2012 年針對英國南方鄉村地區的 4 家兒童

中心進行親職憂鬱的相關研究，發現在 323 名服務使用者中，93%是女性，其中

在親職憂鬱的比例中以單親母親的比例最高，佔 36%，相較於原本已有提供健康

服務的產後憂鬱服務使用者，這一群單親且未提供服務的親職憂鬱家庭反而被忽

視(Puckering,2005)。因此 Gilbody(2006)等人認為在兒童中心其親職憂鬱的使用者

出現如此高的比例時，社工及社會照顧機構應關注到這群服務使用者的需求，而

兒童中心正是協助或預防家庭遭遇親職憂鬱問題的首要單位。 

 

(三)蒙特梭利 Green House 的緣起與理念 

蒙特梭利教育是由 Dr. Maria Montessori(1870-1952)所開創，她不僅是義大利

首位女醫師，也是二十世紀傑出的幼兒教育學家。蒙特梭利在擔任助理醫師的期

間，他開始和心智遲鈍的孩子共同生活，他不斷的觀察、研究，試著去發掘隱藏

在心智障礙兒童背後的人生，「認為智能不足，主要是教育上而非醫學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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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感官的教育必須先於智能的教育」，而設計出不同的教材，並發展出教學法(薛

莉慧，2004)。 

 蒙特梭利的教育理論是以實際對幼兒發展行為的觀察為基礎，特別強調「專

注力的極點」、「預備好的環境」及「自由選擇及學習敏感期間的吸收性心智」，

簡述如下(引自王秋萍，2012，頁 125-126)： 

(一) 專注力的極點 

蒙特梭利認為，在孩童完全投入注意力做一件事情，且精神達到「專注力的

極點」時，就是他們智慧發展的時候。 

(二) 預備好的環境 

蒙特梭利強調「預備好的環境」的重要性，這個環境包還教室、教具和教師

等三個要素，其中，教室要保持整潔，布置氣氛要舒適；教具硬體外觀要完

整、美麗，不可以破損，內容難度循序漸進；教師更要重視自己優雅的外表，

打扮得體，穿著大方。預備環境也包含：實際操作的生活-對幼兒發展中的專

注力與合作、感官性-意識到感覺分類、數學-發展邏輯思考、語言-與社會中

的孩童做連結、地理與歷史-研讀歷史與世界文化、音樂、藝術與活動-表達

內在生活、心理教育-學習合作和發展全面性的運動技能(Green House,2013)。 

(三) 自由選擇 

蒙特梭利強調，必須讓孩童在「預備好的環境」中有「自由選擇」自己想操

作的教具或活動的權力。根據蒙特梭利的觀察，兒童會在他們自由選擇的情

境下，選擇正好合乎內在發展的活動來操作(Montessori,1996,pp. 102-105)。蒙

特梭利認為「自由選擇」對幼兒而言，是一種生理需要(王秋萍，2012)，因

此在 Green House 的環境中，提倡教室應是一個完全自由快樂活動的地方，讓

幼兒在一個有紀律的自由氛圍中，發現自我，透過發現及創造快樂，對環境

做積極的反應(劉冷琴，2002)。 

(四) 「學習敏感期」間的「吸收性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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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特梭利觀察到，孩童六歲前，明顯呈現出和大人不同的敏感期。孩童在「敏

感期」擁有一種潛意識的，充滿創造力的「吸收的心智」，她觀察到孩童是

人類的「建築大師」，而非像空瓶，任由大人任意填塞知識。處於「學習敏

感期」的孩童的學習是精神肉體與取得周遭環境印象同時進行的，而蒙特梭

利就把這個精神形式稱為「吸收性心智」。 

在蒙特梭利的教學下，幼兒多數時間是以個別化的教具操作為主，教具的

運用是幼兒學習重要的支柱，因此蒙特梭利重視幼兒的自主探索學習，因此在蒙

特梭利 Green House 的教學中，教具的運用是引導幼兒自主學習的最佳工具。對

於如何有效運用教具，蒙特梭利教學已有一套教師訓練課程，老師容易觀察並掌

握下一步的引導方向(邱淑雅，2007)。 

蒙特梭利歸納多年的理論與實務創設了 Green House，多年來人們從孩子身

上看見 Green House 的成效，長遠以來也減少許多社會問題，現今，在法國已超

過兩百家以上的 Green House，世界各地也有類似的團體產生(中華民國蒙特梭利

教師協會，2103)。 

小結: 

 從英國的 Sure Start 方案到 Children’s center，同樣以社區發展的模式為基

礎，針對家庭中有學齡前兒童的家長提供整合性的服務，其相同的地方在於延伸

英國工黨執政時期的旗艦政策，其政策的脈絡與發展具有連貫性;相異的地方在

於，兒童中心將 Sure Start 的服務做得更加精緻化及在地化。精緻化在於服務方

案的規劃關注到目標人口群的需求，在地化在於以目前英國有超過 3500 家的兒

童中心可發現，英國政府尊重區域自主性，讓地方組織發展兒童中心，因地制宜

的設計方案內容，讓兒童中心的服務宗旨不只侷限於弱勢家庭或特定服務對象，

而產生服務使用者被標籤的現象。多元且近便性的服務內涵與目前台北市育兒友

善園方案的目標確有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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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承襲蒙特梭利醫師在法國創設的 Green House，中華民國蒙特梭利教師

協會也在台灣引進蒙特梭利的教學法融入在幼兒園的教學中，提供幼兒照顧者們

相互交流及學前幼兒自由探索的環境，讓幼兒透過感官與知覺去感受環境與自己

的關係，建構幼兒的認知，也非常強調運用簡易可取得的教具來刺激幼兒心智成

長，因此幼兒照顧者的陪伴與引導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相較於台灣典型的家庭支持服務方案，例如跨專業的資源整合或居家關懷，

台北市社會局育兒友善園方案的服務多以育兒指導、兒童發展篩檢、親子共學或

親職講座等課程及活動為主要的規劃方向，亦算是台灣社會面臨社會結構改變及

傳統價值變遷下，一種以支持性兒童福利為核心，但又不完全遵循其核心內容的

服務模式。縱然育兒友善園沒有這麼細緻的方案設計在內，但在社福經費有限的

情況下，仍具備一些潛在的優勢，其優勢在於以幼兒園或婦女中心現有的設施設

備為主，結合現有的專業服務，例如教保服務或社會工作的資源連結等，讓學前

幼兒或家長能多利用社區內的閒置空間，是一種普及性的福利服務，顛覆傳統社

會工作以問題為中心的服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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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探討台北市社會局「助妳好孕」政策下「育兒友善園」的執行機構推

動情形及母機構與其互動的關係，屬探索性研究。而另外，由於執行育兒友善園

之幼兒園或婦女中心彼此的發展歷程有其差異，為深入瞭解從 2010 年 10 月開始

推動至今，公辦民營的幼兒園及婦女中心其對服務經驗的看法及與母機構互動的

關係， 因此本研究以質性研究為導向，使用深入訪談的方法蒐集政策規劃者與

公辦民營機構的想法。 

第一節 研究方法的選擇 

深入訪談是訪談者和受訪者之間的一種互動，訪談者會有一個大概的訪談計

畫，但並非一組特定的問句，必須依照特定字詞、特定順序提出。因此 Rubin 和

Rubin(1995:43)認為：「質性訪談的設計是有彈性、重覆性和連續性的，並非事先

預備好，但不可改變」。訪談是一種研究性的交談，旨在從被研究者蒐集或建構

第一手資料，由於社會科學涉及個人的理念、意義建構和語言表達，因此訪談是

十分有用的研究方法。本研究採取的是半開放型的訪談，也就是事先備有訪談大

綱，根據研究目的對受訪者提出問題，但是在提問的同時也鼓勵研究者提出自己

的問題，並根據現場情況對訪談的程序和內容做靈活的調整（陳向明，2007）。 

深入訪談經常被描述成一種對話的形式(Burgess, 1982a, 1984;Lofland and 

Lofland, 1995)。深入訪談本身重現了一個基礎的過程，透過這個過程，在人們的

互動當中建構關於社會情況的知識(Rorty,1980)。根據研究目的，研究者為了得到

豐富且饒富個別意義的相關資料，透過深入訪談的方法來獲得受訪者對「育兒友

善園」推動過程的認知、構想及服務成效。因此，研究者在資料和意義上扮演主

動的角色。Holstein 和 Gubrium(1997)強調研究者不只是傳輸知識的「管線」，他們

也認為，透過受訪者與研究者之間的合作，可以在訪談中建構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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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目的為探索自 2010 年年底參與「育兒友善園」服務方案之托育機構、

社福機構對「育兒友善園」樣貌的詮釋，並瞭解政策規劃者與公辦民營機構推動

歷程的想法，因此採取深入訪談法。深入訪談分為三種：非正式會談式訪談、導

引式訪談及標準化開放式訪談（簡春安、鄒平儀，2004），由於研究者在先前會

先將研究計畫及訪談大綱（如附件一及附件二）以電話及郵件方式知會受訪單

位，依當時的情境決定問題的次序及詳細的字句，當受訪單位知曉且願意接受訪

談後，在於訪談前簽署訪談同意書（如附件三），此種方式為導引式訪談。此種

方式有助於研究者有系統的整理，整個訪問的結果也顯得較有邏輯性，且這種方

式的訪談不僅能維持訪談時的會話性，也能應用於當時的情境。 

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所篩選的訪談對象分為政策規劃者與政策執行者，政策規劃者從台北

市社會局婦女福利及兒童托育科及兒童托育資源中心兩方面來探討育兒友善園

最初的脈絡;政策執行者則以 2010 年年底從公辦民營的幼兒園及婦女中心開始試

辦的單位為主，其原因有二：第一，公辦民營單位在「育兒友善園」推動過程中，

具有非營利組織的服務使命與獨特的角色，因此研究者特別重視公辦民營推動

「過程」的意義；第二，為求質性訪談的資料飽和性與豐富性，篩選訪談的對象

必需能凸顯出「育兒友善園」從構思到執行過程的歷史脈絡，基於上述兩點，研

究者以公辦民營的執行單位為主，從他們個別的服務經驗為基礎，進而探討不同

公辦民營單位與母機構之間的角色分工，期待藉由上述的整理能提供相關單位在

規劃服務方案的建議。 

基於上述以公辦民營單位為研究對象篩選的理由，研究者向育兒友善園承辦

人詢問目前方案執行的狀況，並請承辦人推薦適合訪談的園所或社福機構，根據

園所執行的時間、經費申請的情形及活動辦理的成效等面向，向推薦單位說明本

研究的目的及詢問其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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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本研究的訪談進行的時間從 102 年 11 至 12 月，訪談地點在受訪者工作

單位的會談室，訪談對象分為政策規劃者與政策執行者，政策規劃者部分，訪談

台北市政府股長及托育資源中心的主任及親子館的教保督導，共計 3 位；而政策

執行者部分則公辦民營機構的主管或承辦人或主要訪談對象(婦女暨家庭服務中

心以主任、督導或執行育兒友善園方案的社工；幼兒園以園長或教保組長為主)，

總共訪談 7 家育兒友善園執行單位，其中公辦民營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 4 家，公

辦民營幼兒園 3 家。其中有兩家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及一家幼兒園同時訪談主任

及承辦人員，公辦民營機構共計 10 位，因此本研究總共訪談 13 位。 

表 1 受訪者與訪談代碼 

(一) 政策規劃者 

代碼 服務單位 職稱 任職時間 

A 台北市政府 股長 4 年 

B 兒童托育資源中心 主任 15 年 

C 親子館 督導 8 年 

(二)政策執行者 

代碼 機構名稱 職稱 任職時間 

D1 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 主任 1 年半 

D2 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 承辦社工 1 年半 

E1 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 主任 3 年 

E2 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 承辦社工 2 年半 

F 公辦民營☆☆幼兒園 園長 11 年 

G 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 承辦社工 4 年半 

H1 公辦民營□□幼兒園 園長 11 年 

H2 公辦民營□□幼兒園 主任 2 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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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 主任 3 年 

J 公辦民營★★幼兒園 園長 1 年半 

 

 

 

第三節  研究工具 

質的研究其目的在於對所蒐集的資料作分析、詮釋以及呈現所發現的結果，

研究過程研究者本身即是工具（潘淑滿，2003；陳向明，2002）。研究者先前在

育兒友善園開辦之初，曾在公立幼兒園及婦女中心參與觀察，對於育兒友善園之

執行與運作有初步瞭解，也曾與執行單位分享與交換想法，這樣的觀察經驗與實

務場域交談過程，讓研究者能以謙卑與互信互重的原則進行資料蒐集。 

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與文獻探討設計訪談大綱。為確保訪談大綱能確切蒐集

到多元且豐富的資料，因此本訪談大綱針對政策執行者進行兩次試訪，第一次試

訪時間為 102 年 8 月 8 日，訪談對象為 OO 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的主任；第二次

試訪時間為 102 年 8 月 26 日，訪談對象為台北市公辦民營 OO 幼兒園的教保組

長。 

經試訪後調整與修改訪談大綱，最後訪談大綱分為兩個版本，針對政策規劃

者與政策執行者設計兩種版本，訪談大綱請見附件二與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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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陳向明（2006）指出，科學研究應從大量的事實證據中抽象關於事物本質的

知識，意即質的研究者雖然不一定「抽象」出關於事物「本質」的知識，但是對

資料的整理和分析的確是研究者的一種加工，是通過一定的資料分析手段，將資

料「打散」、「重組」、「濃縮」的一個過程。 

潘淑滿（2003）認為質性研究之資料分析過程，其實就是一個概念化的過程。

研究者從資料分析中，將一般性觀念逐步發展出具體的概念(concepts)或主題

(themes)，進而運用對照、歸納、比較方式，將這些概念逐步發展成主軸概念，

作為理論建構的基礎，這就是所謂「概念化的過程」。 

  質性的原始資料有各種形式，但最常見的是逐字逐句的紀錄訪談或討論

的錄音稿、觀察筆記或其他種類的書面文件。研究者透過下面五個步驟，勾勒出

「育兒友善園」在公私幼兒園及婦女中心等單位推動的脈絡中，與母機構及其他

單位的交互影響下，所呈現出在學前幼兒照顧的服務樣貌。 

步驟一：逐字稿及觀察筆記 

本研究經受訪者同意後，全程錄音，依錄音檔內容打成文本資料，並輔以觀

察筆記輔助訪談過程。將所有資料謄為文字後，研究者將文本資料進行總閱讀，

以確認訪談內容完整性。首先進行資料處理工作：(1)將受訪者編號；(2)將受訪

者的各份逐字稿之頁次編碼；(3)將受訪者與訪問者的對話編號(徐宗國譯，2005)。 

步驟二：進行開放編碼工作 

(1) 謄寫逐字稿：研究者根據個案訪談所進行之錄音，完整的陳述出受訪者

的口語表達，以逐字謄寫的方式整理成逐字稿。 

(2) 檢視分析逐字稿：詳細閱讀每份訪談之逐字稿資料，再依據研究目的決

定所應分析的重點，進行開放編碼工作，亦即逐句或小段落檢視資料內

容，找出資料內容所涵蓋之主題，並予以命名，記錄在旁邊的空白處。 

(3) 進行開放式編碼：依受訪者與問題之編號，再將逐字稿依題序加入在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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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問題之後，完成逐步資料整理編碼工作，再採跨個案分析方式，將逐

字稿資料按題目順序做分類，每一題目之下，放入相同觀點。 

步驟三：進行分類、比較、概念化 

 全部編碼完畢，將編碼的資料文件，重新加以分類、檢視、比較、概念化，

將屬性相近的概念組成「範疇」，發展核心範疇，將受訪者自我陳述的實際語言

列出，以佐證並說明研究者自創之概念或架構。 

步驟四：建立概念間的脈絡 

主軸編碼是將不同類屬做連結（徐宗國譯，2005）。研究者將所分析現象的

條件、脈絡、行動或互動的策略和結果放在一起，藉著譯碼典範把各範疇之間的

聯繫起來，以找出「主軸譯碼」，於是資料又被組合在一起，可以更清楚看到各

項概念之間的脈絡，由研究者根據對其意義內容的思考或創造力，賦予一個適當

的概念化名稱，再從中建立屬於研究者的理論架構。 

步驟五：進行詮釋  

 最後一個步驟是以「理論觸覺」或「意義詮釋」將所蒐集的資料試用理論來

說明，或更深入解釋其意義。 

第五節  研究倫理 

 研究歷程中須遵守研究倫理，事必躬親且隨時反思，珍惜研究對象所提供的

經驗、意見與想法，以維持好的關係品質。遵守研究倫理，不僅可以使研究者本

人「良心安穩」，而且可以提高研究本身的質量（陳向明，2004）。研究者帶著好

奇心進入公立、公辦民營、私立幼兒園及婦女中心等場域，瞭解其推動育兒友善

園過程之經驗與想法，為避免落入不同單位推動過程之比較及受訪者較不願意公

開分享個人觀感，可能包含與政府單位互動的經驗、抱怨埋怨等敏感議題，因此

研究者遵循以下原則進行資料蒐集： 

（一）告知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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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研究開始前，研究者會充分告知研究參與者關於研究的目的與細節，同時

附上書面的研究同意書，在訪談開始前研究者回答研究參與者對於研究相關之疑

慮與問題，並再次澄清彼此的疑問，因此研究參與者清楚在研究過程中的權益，

像是在研究過程中若感到不舒服，仍可隨時終止研究關係。本研究皆在自願且告

知後同意進行。 

 

（二）隱私、匿名與保密 

 本研究在進行訪談前，研究者先主動向受訪者允諾保密原則，告知對方一切

有關的資料會使用代號呈現，並不會在公開場合討論研究對象提供的資料，以確

保研究對象匿名。若以全名(ex:兒童托育資源中心)呈現於論文紙本中，亦有經過

受訪單位之主管同意，才呈現於文本中，以達到研究者與受訪者雙方的責信關

係。另外逐字稿會完整保留到研究論文完成後，此亦是尊重研究對象有權利在資

料蒐集過程隨時檢視訪談資料，以及最後的研究報告僅供學術或實務參考之用。 

（三）潛在傷害或風險 

 研究者不能為了達成研究結果而剝削受訪者，亦要考量研究進行是否會對受

訪者產生風險或傷害。尤其在資料蒐集的過程，必需讓受訪者在充分意願下表達

個人意見，不能勉強其不願討論的內容，亦不可因研究者個人好奇而偏離研究主

題，由於主題在探討台北市育兒友善園推動的過程與執行成效初探，受訪者代表

執行單位發言，研究者需注意避免對不同單位之執行經驗進行批判或褒貶，造成

受訪者不可預知的傷害。 

 

（四）互惠關係 

 質性研究過程中，研究參與者需投入較長時間分享自身機構執行的經驗及想

法，為感謝及肯定研究參與者的付出，本研究在訪談結束後會贈送研究參與者便

利商店禮券，以表示感謝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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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資料分析與詮釋 

本研究從方案規劃者(社會局及兒童托育資源中心)及方案執行者(公辦民營

幼兒園及婦女中心)的角度，探討他們對於育兒友善園服務經驗的看法，藉以了

解整個推動的歷程。因此本文分三節。第一節介紹育兒友善園的推動歷程；第二

節呈現育兒友善園的服務樣貌，內容包含政策執行者(托育機構與社福機構)對於

育兒友善園方案目標的認知、方案的經營方針與準備、社區關係建立與資源連

結、活動設計及母機構的角色；第三節整理育兒友善園的執行成果、困境與對未

來的建議。 

第一節 育兒友善園的推動歷程 

 

壹、 序幕：將需求轉化為服務（2008 -2009 年） 

育兒友善園推動過程可追溯至 2007 年至 2008 年 B 中心開辦親子諮詢專線，

旗下所承接的 J 幼兒園開始在社區內推動親子教室，將社區內學前幼兒的需求轉

化為美術、體能及繪本導讀；另外，2009 年台北市社會局在四年一次的兒童及

少年生活狀況的調查中發現，約有 30%的六歲以下的幼兒照顧者希望有更多方

便、安全及可帶孩子玩樂的地方，B 中心結合的托育友善園服務計畫及社會局的

兒少需求調查，遂將社區實務經驗搭配兒童及少年生活需求調查，發展成為 2010

年托育兒友善園計畫。 

一、兒童托育資源中心：從實務經驗與實驗方案看見服務需求 

(一)親子諮詢 

兒童福利聯盟長期以來致力兒童福利工作的推廣，除了法令政策的修訂與

倡導外，亦因應社會變遷與問題，開展了許多新興的直接服務方案，包括收出養

服務、失蹤兒童協尋服務、棄兒保護服務、托育諮詢服務等(兒童福利聯盟，2013)，

目前承接社會局委託的 B 中心、C 單位及兩家公辦民營幼兒園。受訪者 B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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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長期的幼托整合研議中，B 中心不斷的在思考如何能將當時供不應求的服務內

容(電話諮詢、圖書租借及遊戲室開放)向外推廣，又 B 中心先天的地理環境限制，

無法服務到社區中的其他家庭，因此在構思透過那些管道可達到社區化之可能

性，服務到 0-3 歲的學步幼兒，免去台北市民舟車勞頓的尋求育兒資源。 

「因為幼托整合，整個業務的切割是非常的明顯，因此我們在思考如何與

幼兒教育與照顧法做銜接，於是開始預備做嘗試性的方案。當時提供圖書的租借

及遊戲室開放，人數從96年 1,542人到97年 2,684人…接觸家長的機率是大的，

有非常多的諮詢，每年的諮詢量非常的高，所以我們發現，家長的一些育兒問題

是需要被解決，而當時全台北就只有我們這邊有這樣服務，他沒有社區化，很遠

的地方怎麼享用。(B)」 

(二)親子教室 

在公辦民營幼兒園的招標計畫中，社會局會期待幼兒園需盡到社區服務的責

任，B 中心在 2006 年標到 J 幼兒園後，開始嘗試將美術、體能及說故事活動穿

插在教保老師的教學中，但發現將社區的孩子帶進教室活動會干擾到老師的現場

教學及其他孩子的生活常規，經過兩年的調整與評估後，將親子教室的概念轉化

成獨立於園所例行性教學的方案活動，以服務更多社區內弱勢家庭的學前幼兒及

主要照顧者。 

「當初我們會開始在 J 幼兒園做親子教室，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們在社區

看到許多弱勢的家庭，那時候 B中心就在想如何在承接的公辦民營幼兒園中做些

創新的服務，於是經過評估後，在不干擾老師進行教學的前提下，我們就把美術

活動、體能活動及老師說故事她轉形成一個獨立型的方案活動。(B)」 

提到親子教室的源起，受訪者 B 亦提到，會將美勞、說故事、藝術性及肢

體性等兒童發展相關的活動包裝在服務方案，除了根據兒童發展的概念來運作，

也開始思考如何結合園所內既有的課程與活動做社區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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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年我們從美勞、說故事、藝術性、肢體性的活動來做親子教室，當初

在設計親子教室是以兒童發展為出發，是以幼保人的專長，因為社區是屬於社工

的領域，那以前的教保人並沒有做社區推廣，社區推廣以親職講座邀請家長進來

參加，漸漸地發現家長的理念是需要跟著孩子一起去執行，所以社區推廣這部分

不僅對成人也對幼兒做。(B)」 

 

二、社會局：回應兒童及少年生活狀況調查的發現 

另外受訪者 A 亦提到，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在 2009 年兒童及少年生活調查11狀

況亦發現針對六歲以下的父母在照顧及養育孩子方面，父母本身最大的問題以

「工作太忙」及「經濟不夠充裕」比例最高，最需要協助項目以「每個月補助

2,500 元」比例最高，約佔三成左右，而「有人幫忙照顧」及「有方便、安全、

好玩的地方可帶孩子去玩」的比例約佔兩成。 

「在 98年時社會局做兒童及少年生活狀況 1的調查結果發現，台北市的家

長對六歲以下兒童的托育問題，調查出來的結果是希望有 2,500 元的經濟補助，

第二個好像是說沒有地方可以玩，所以針對那部份我們會做一個政策的規劃，再

加上那時候出生率下降的問題，我們就在構思一個新興的政策來解決這樣的問

題。(A)」 

 當社會局透過兒童及少年生活狀況調查得知台北市六歲以下兒童主要照顧

者普遍面臨托育費用昂貴，可帶學前兒童遊戲的場所普遍以公園及速食店為主，

但不見得是符合消防或安檢的環境，因而參考 B 中心在承接的公辦民營幼兒園

中推動親子諮詢與親子教室的成功經驗，將托育友善園的構想向公辦民營幼兒園

分享。 

 

三、托育友善園的成形 

                                                        
11
根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13 條規定，主管機關應每四年對兒童及少年身心發展、

社會參與、生活及需求現況進行調查、統計及分析，並公布結果(全國法規資料處，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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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托育友善園的源起 

兒童托育資源中心於 2010 年 3 月將 2007 年至 2008 年中心內所做的親子諮詢

專線與親子教室之實務經驗，再者台北市政府社會局於 2009 年的兒童及少年生

活狀況調查也發現台北市六歲以下幼兒家長之需求，遂將機構內的服務成果彙整

為托育友善園服務方案的雛型。因為有了托育友善園的計畫，兒童托育資源中心

開始向其他公辦民營的幼兒園宣傳，有鑑於此兒童托育資源中心在其承辦的 J 幼

兒園下運作親子教室實驗方案，以小型、例行性且長期的親子活動勾勒出托育友

善園的雛型。 

「兒童托育資源中心承辦的 J幼兒園應該算是第九家創立的公辦民營，前面

幾家承接公辦民營的幼兒園還是有做社區，只是大概就是我前面所講的親職講座

或社區園遊會、大型的親子活動讓他們進來參加，比較沒有小型的、例行性的、

長期可以給社區的孩子來玩，所以我們才會想可以怎麼做…(C)」 

（二）召開說明會 

受訪者 C 也表示，兒童托育資源中心藉由「托兒所推展社區親子活動」說

明會，將兒童托育資源中心試辦兩年的社區親子活動工作模式與各公私立托兒所

經驗分享，並編印工作手冊提供給各公私立托兒所更清楚且實用的資訊，及了解

托兒所與社區結合的真正用意。試圖說服幼兒園廣開大門，讓社區居民享用幼兒

園的資源。 

「在民國 99年 03 月 18 日，我們就以「托兒所推展社區親子活動」說明會

的形式跟公辦民營的幼兒園做分享，因應這兩年的試辦經驗就建置了一個這樣的

工作手冊，我們就敢說這樣的活動在社區中是辦得起來，社會局有這樣的經費也

可以進到社區內的團體…這個說明會獲得各公私立托兒所的熱烈迴響，報名人數

高達 95人，超出預期名額 2倍。(C)」 

 

（三）撰寫服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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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育友善園最初實施的概念源自於托兒所是兒少福利機構的一環，兒童托育

資源中心希望可利用托兒所在社區中的地緣關係，進一步的提供社區更多元的親

子活動，但坊間的托兒所無論是公辦民營或私立幼兒園的從業人員僅熟悉所內教

保課程的執行，對於如何踏入社區進行多元化的親子活動，往往不知如何著手，

有鑑於此，率先與台北市公辦民營 J 幼兒園合作，嘗試建立出一種教保與社工結

合的社區工作模式，一方面提供幼兒主要照顧者喘息的機會，另一方面也藉由老

師與孩子的專業互動，讓其他社區居民學習適宜的幼兒教育能力進而提升其親職

能力。 

受訪者 B 表示，當社會局的婦女福利及兒童托育科在思考如何解決台北市

出生率降低的問題，一方面兒童托育資源中心與社會局分享建置托育友善園計畫 

的概念，協助 14 家公辦民營托兒所從計畫撰寫、活動推廣、經費編列與核銷的

方案設計架構建置友善園的服務計畫。 

「托育友善園在我們年度計劃裡這就是一個新方案，評估起來就發現這個效

益是好的，所以社會局就看重這一塊，才會找到這樣一個年度經費，因為公辦民

營是社會局統管的，是比較容易推展的，所以他才會希望要在這 14家公辦民營

托兒所要廣設與執行，因為有前置經驗，告知他們可以怎樣做，哪些類型是可以

做進來，可以怎麼去寫計畫，可以去編列社會局給的經費。(B)」 

 

貳、方案實驗期：公辦民營機構上場（2010-2011 年） 

一、方案規劃者的考量 

從受訪者（A、B）分別談到最初合作對象選定公辦民營幼兒園及社區保母

系統開始，最主要的原因是公辦民營的契約中有規定需提供社區服務，而當時 B

中心也接社會局的托兒所評鑑，因此對於掌管的幼兒園有相當的熟悉度，另外，

婦女中心會加入，也與其服務對象不脫婦女與幼兒，因此以策略聯盟的方式帶出

更多弱勢家庭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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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在推這個方案的時候，是先跟公辦民營與社區保母系統合作(B)」 

 

「公辦民營本來就有被規定要做社區服務的活動，社區工作是他們的要務之

一！(B)」  

 

「B中心也接台北市托兒所評鑑，跟我們最熟的是幼兒園。(B)」 

 

「以婦女中心而言，他們與婦女一起工作，而托育也是婦女工作的一塊，所

以若它可以開放場地給婦女來使用，進行親子活動，透過策略聯盟，透過自己本

業的東西再跟異業結合，讓更多需要的弱勢家庭走出來。(A)」 

 

當 B 中心與公辦民營幼兒園因著評鑑緣故，培養出長期的互動關係後，社

會局以篩選機制選出最理想的合作對象。受訪者 A 表示公辦民營機構承接社會

局的委託，以公開招標或選擇性招標的徵選機制，委託有意經營社會福利單位的

非營利組織提供專業的服務，婦女中心與社會局存在上對下的隸屬關係與方案合

作的夥伴關係，因為這一層的權利與義務的關係，致使公辦民營機構與社會局之

間存在著微妙的互動關係。 

「公辦民營就字面上，他們本來就是我們社會局甄選出來的團隊來經營的

場所，它在甄選的過程中就已經有篩選的機制，而我們婦幼這邊不是婦女就是兒

童，服務對象本來就是一致，透過育兒友善園服務達到一種相輔相成的效果。(A)」 

 

二、公辦民營幼兒園及婦女中心的反應 

(一)初期的想法與因應作為 

1、想法 

（1）不知道該提供哪些服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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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H 表示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婦幼科在 2010 年底開始邀請婦女中心提供

育兒友善園服務，對於原本已在執行的年度方案中又必需因應社會局的要求，額

外增加一個創新卻又無法具體化的服務方案，由於以前只需負責既有的個案群及

方案的婦女中心，普遍對「友善園」這個詞是沒有概念。 

「我們是 99年底接到要做育兒友善園，第一次我們聽到育兒友善園的時

候，我們是不知道育兒友善園到底在幹麼，這個服務的對象群是誰、到底要提供

什麼服務，這些都不知道，社會局只有告訴我們可以去觀摩兒童托育資源中心12或

Green House13。(H)」 

 

（2）缺乏法規或配套措施的參考依據 

   而 H 也提到最初接到育兒友善園的訊息，因為他沒有法規依據或是相關配

套的服務，婦女中心該朝什麼方向做預備、規劃的方向是否適當等因素皆是考量

的因素。 

「如果今天社會局叫我做一個臨托的服務，至少現行的法規在那邊，我們可能

知道相關的服務規定是什麼、需要的配套是什麼，但是育兒友善園並不是。(H)」 

 

（3）政策的不確定性 

 受訪者 H 表示，對初啼試聲的婦女中心而言是一大考驗，也造成婦女中心私

下會擔憂，因為公辦民營的關係，所以政府交辦事項下來就必須配合政策，倘若

                                                        
12
早期兒童托育資源中心成立之初是因應家庭結構改變，父母皆須外出工作的雙薪家庭愈趨增

加，在都會區的學齡前兒童需要請保母照顧，然而台北市尚無單一機構提供托育資訊或轉介服

務，更加深父母茫然無助，兒童福利聯盟在 1995 年 9 月接受社會局委託，設立國內第一家以托

育服務為主軸的兒童托育資源中心，提供「托育資源及轉介」服務，為廣大的父母減輕托育的負

擔，同時也提升兒童托育的品質(兒福聯盟網站，2014)。 
13全世界第一家 Green House 於 1979 年成立於法國，創始人 Dr. FranciseDolto 女士是一名成功

的兒童精神分析治療師，Dr. Dolto 認為孩子需要足夠的生活經驗。也就是說有使用手和身

體的機會；能自己做事，也能和別的孩子一起玩；能幫媽媽做簡單家事，一起去買東西。

這些種種才能夠幫助孩子走出家庭的藩籬，建立更多樣的社交關係。Green House 是媽媽們

溝通交流的好所在，也是提供機會讓孩子與同儕相處的環境(中華民國蒙特梭利教師協

會，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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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政策關注的議題又改變，那婦女中心是否也只能照單全收，前面建置的設施

設備及人力規劃，該如何處理及運用。  

「當時我們也會怕一件事，第一次跟政府打交道，今天政府在意這件事情要

你做，但兩三年過後，如果他跟你說要換另一個服務方向的時候，那我們現有的

服務該怎麼辦。(H)」 

另外尚有對於未來政府推動育兒友善園的方向也充滿許多擔憂，包含服務年

齡的設定、服務內容的主要架構等。 

「其實我們比較 care 的是說這樣做的方向對不對，因為現在社會局是比較沒

有限制我們在服務年齡層，萬一他們推的就是 Green House，前面建置的東西你

就不能浪費。(D)」 

 

（4）服務資源重疊 

雖然前者提到婦女中心在初期得知這樣的訊息，多半是錯愕及一知半解的心

態下面對，但在推動過程中，婦女暨(家庭)中心也開始思考社區周邊幼兒園是否

有推動育兒友善園的活動而造成資源重疊，因此婦女中心在規畫育兒友善園的活

動會考量將服務對象群的年齡向上提升，以區辨不同的服務內容。其中 F 即表示: 

「那我們中心的案家不是國小居多就是學齡前居多，就學齡前兒童而言，他

們在托兒所上課，有時候托兒所會辦一些友善園的活動，因此我認為有點資源重

疊。(F)」 

（5）找到在社區的定位，以在都會區推展社區工作 

I 提到在台北市這樣的都市叢林中要推展社區工作無法遵循傳統的社區工作

技巧去推動，特別對於第一次接受社會局委託經營婦女中心的公辦民營機構而

言，如何在社區中尋找自我定位是需要長期的摸索與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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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行政區內要做社區跟我們想像中的社區工作不一樣，我們這附近是

商業大樓，真正是屬於住家的就沒那麼多…我們很難找到一個定位，但有這個服

務的利多是我們可以找到社區的定位。(I)」 

 

2、因應 

（1）重新包裝原有的服務方案 

F 亦提到大部分的婦女中心，只能將中心與育兒相關的服務方案做包裝，以

減少額外要設計與規劃方案的工作。 

「其實那時後我們被告知的時候有點趕鴨子上架，那一年大概 5月還 6月被

告知要做友善園，可是我們的方案已經執行到中間了，我們也只能把當年的一些

方案以及一些與育兒友善園有關的拿出來做一些包裝，所以我們並沒有為了育兒

友善園額外再增加一些方案。(F)」 

 

（2）不受外在事件影響，自行推動 

2010 年的腸病毒事件，讓 H 幼兒園的園長開始思考，若是政府因為社會觀

感及輿論壓力無法給予幼兒園育兒友善園補助，幼兒園就自力救濟推動育兒友善

園。 

「2010 年我們幼兒園爆發腸病毒事件，原本腸病毒不是法定傳染病，被通報

後所有任何與育兒友善園相關申請都不具資格，之後的育兒友善園計畫上面就有

寫，若 2010 年育兒友善園有重大違規或疏失就不得申請，因為我送過去很多件

都沒有核准，所以就不想送！我就自己做了！。(H)」 

H 提到這一段被媒體抹黑及無法得到社會局善意回應的歷程時，研究者很好

奇地想瞭解，園長為何能在腸病毒事件中樂觀面對外界批評聲浪，甚至勇於對社

會局提出育兒友善園計畫腸病毒通報處理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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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友善園計畫不是為了我們 H幼兒園申請，我是為了所有公辦民營的托

兒所或幼兒園以後會碰到的議題做討論，其實教育局與社會局都會有一個申請的

資格限制，但那個資格限制到底算不算是一個合理的規定。(H)」 

 

（3）善用園內閒置空間 

J 幼兒園提到母機構本身承接兩家公辦民營幼兒園，在兒童福利與兒童托育

的背景下，受訪者 J 提到曾在母機構承辦的另一間幼兒園擔任副所長，因之前的

工作經驗，發現社區親子的需求及學校空間的活化，因此她提到育兒友善園的概

念也是一種社區服務的觀念。 

「一開始其實因為這個學校的坪數空間夠大，對這個社區居民來說就是多了

一個就近可以享受的空間，它不用舟車勞頓跑到很遠的地方，另一個部分是公設

民營學校是從社會局手中開始開辦出來，他一直在推的就是社區服務的觀念。

(J)」 

 

（二）服務推動的策略 

隨著方案的持續推動，各公辦民營機構也開始思考如何推行育兒友善園。

歸納訪談者(H、D 及 F)在政策實驗期的推動策略為善用機構內部優勢、以學校系

統為主軸連結周邊的公共資源及登門拜訪三種。 

1、善用機構內部優勢 

另一個受訪者 H 提到機構內部的優勢能力亦能協助推動過程中潛在人口群

的設定，該婦女中心原本提供未婚懷孕女性的支持性服務，在服務輸送過程也看

見這群女性與孩子的互動及育兒知識方面的需求，因此希望藉由育兒友善園的服

務，將服務的範圍延伸至中心既有的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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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自己中心的服務，不管是單親的婦女或未婚懷孕的婦女，也回應當時

我們在案的個案量 0-3 歲數量占 1/3，藉由這個服務我們也可以服務更多社區民

眾，藉由這個方案也可以回應我們服務的家庭。(H)」 

 

2、以學校系統為主軸連結周邊的公共資源 

受訪者 D1 也表示，會考量志工來源為鄰近的國民小學，透過學校系統對外

連結其他公共資源，針對服務使用者使用資源的特性來設計育兒友善園的服務內

容。 

「剛開始推動時就在想…托兒樓下幼兒園就有在做，就開始想這個場域可以

提供怎樣的服務，對我們來說最近的就是△△國小，我們小朋友與家長的來源大

部分來自△△國小，如何善用這個學校的志工媽媽及小朋友來推展服務是我們重

視的，因此我們會考量能如何透過學校系統的資源，再對外連結其他公共資源。

(D)」 

 

3、登門拜訪：友善形象塑造 

當幼兒園真正意識到與社區的關係是緊張且又充滿些許敵對氛圍時，園長利

用假日時間與教保組長及老師們進行社區調查，開始思考如何讓社區居民接納幼

兒園的進駐，從公共關係的維護拉近幼兒園與社區居民的友善關係。 

「以前我們的角色只要把工作做好就好了，後來我就努力去思考，要怎樣讓

居民去認識我們、了解我們，所以那時我們有去做一些友善關係，例如我開始做

市場調查，帶著我們老師利用假日時間去按門鈴拜訪。(F)」 

 

叁、蓬勃發展期：育兒友善園的社區化（2011-2013 年） 

一、私立幼兒園據點迅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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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搭配建國百年的『助妳好孕』政策，已推展至私立幼兒園，私立幼

兒園從 2011 年初 81 個到同年底 118 個，一年當中增加 37 個私立幼兒園。 

「在 100 年時推出，其實有一些經濟性補助及台北市要建構一個友善的育兒

環境，我們不僅要在經濟上提供補助，也要有一些適當的服務，現在服務已經到

位，接下來我們就是把數量擴大，搭配長期性的經濟補助就是有『助妳好孕』的

部分，提供台北市民優質的生養環境。(A)」 

二、服務人次不斷攀升 

台北市社會局擴大補助私立托育機構辦理育兒友善園計畫從 2010 年開始到

2013 年，服務計畫目的由最初利用托育機構既有托育場地、活動及服務並與社

區保母系統照顧網配合，提升家長或其他照顧者共享社區托育資源，到了 2011

年「助妳好孕政策」開始推動，在計畫中已沒有社區保母系統，取而代之的是結

合幼托機構、民間團體既有的托育場地、活動及服務，由此可知台北市社會局將

可申請育兒友善園計畫的對象條件放寬，以鼓勵社區內的非營利團體及托育機構

能響應育兒友善園的計畫，藉由服務據點的擴增，讓社區內更多的親子受益。 

A 表示育兒友善園從 2008 年只是兒童托育資源中心在幼兒園內部實驗的小

方案，到 2010 年的政策實驗階段，從公立、公辦民營托兒所及婦女中心成功推

展的經驗可得知，從原先 2010 年建置的 27 個據點，至 2011 年底迅速增加至 156

個友善園服務據點，私立幼兒園大幅加入育兒友善園方案的結果，服務人次從

2010 年開辦至 2011 年已累積 221,251 人次，這樣的服務數據證實質的政策推動仍

有其效益存在。 

「這個政策其實算一個新興政策，確實有看到有些民眾對這個政策還不是那

麼的清楚，不過從我們每個月的服務人次中可以看出我們服務的量還是有的，尤

其是據點的數量與服務人次增加，從這些數據上的變化觀察到民眾到這個政策的

需求。(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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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穩中求變期：據點與親子館同時並進（2013-2014 年） 

一、轉型為假日也開放的據點：滿足雙薪家庭周末使用的需求 

育兒友善園服務計畫從方案友善園逐漸轉型至據點友善園的形式，受訪者 A

認為以往的方案補助只開放在周間，且開放活動的次數也僅達到社會局的規定，

對於平日需上班的父母來說無法達到服務資源的可及性，因此為突破雙薪家庭周

間無法參與活動的限制，在 2013 年年初，先提供四間公辦民機構以服務據點的

方式承辦育兒友善園，預計在 2014 年以據點友善園的服務模式擴大辦理。 

「第一年、第二年我們都是採方案補助，提供那些幼托園所，閒置的空間，

可能只要辦些活動，我們就提供它補助，到了 102 年友善園的補助就分方案友善

園與據點友善園，那據點友善園就比較像是小型的親子館，所以在 103 年育兒友

善園的實施辦法就提到一定要在假日辦活動，你的場次一定要擴大，一定要有假

日辦活動的部分，然後我們也透過今年據點友善園的試辦，也發現對我們社政推

廣的部分比較符合我們的期待。(A)」 

「之前的做法是只要有辦活動就好，我們沒有限定你一定要平日或假日辦，

未來會鼓勵一些單位來申請據點，我們會規定你一個禮拜至少辦兩場，那一場一

定要在假日，因為平常父母親都在上班，一定只有假日才會帶小朋友出來玩。(A)」 

 

二、發展親子館 

B 表示育兒友善園的未來長期目標是朝向建立親子館的方向努力。 

「育兒友善園只是我的短期的目標，現在轉型做創新的方案就是作親子

館。(B)」 

 

三、整合社工與教保兩種專業 

受訪者 C 認為從友善園發展到親子館的服務歷程中看到弱勢家庭的在教養

子女的需要，因此需要教保人員來協助弱勢家庭提升教養觀念，從各自的專長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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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來協助弱勢家庭解決問題。只是目前育兒友善園仍處於個別單位單打獨鬥的狀

態，尚未將社工與教保專業融合，所能看見的成效有限。因此其中心企圖在育兒

友善園的服務計畫中融合教保與社工的專業服務內涵，運用英國兒童中心的概念

達到學前兒童的教育與保育、福利、健康與家庭支持的目標。 

「從友善園演進到親子館的歷程，我們更是知道弱勢家庭需要帶離家庭跟社

會團體互動，支持他們讓他們出來，很多弱勢家庭的問題出現在教養問題的弱

勢，所以更是需要在那個單位有一個會教保的人，從教育觀點，從幼兒發展的觀

點告訴家長你的孩子是可以做到。(C)」 

「友善園其實就是做社工與教保的融合，教保是要把家庭教育這一塊運用到

大家共有的概念，社工在做企劃與社區的連結，它其實是往英國兒童中心的概念

在走，他是時代趨勢，也是重視幼兒歷程，所以前瞻性是被看重。(C)」 

B 則表示兒童福利聯盟在推動育兒友善園服務持續嘗試將社工與教保的專

業融合，但教保與社工的差異不僅是服務的出發點與人格特質，與社區不同社會

階層的居民互動的接受度也能顯現出各自專業的核心價值。因此未來在人力的專

業訓練上，要整合社工與教保的服務架構及專業服務。 

「我們發現社工跟教保的特質完全不一樣，社工的強項是方案設計與評估，

教保的訓練是現場突發狀況處理，兩個出發點跟專業的特質就有落差，何況社區

中有多少人要去互動，不同專業如何在社區整合就有困難度。(B)」 

「我們要整合社工跟教保兩塊專業的 KNOW HOW，大家的一些共識，在整個

專業 training 的內涵的部份。(B)」 

 

四、補助社工或教保人力 

A 亦提到社會局這邊負責經費的控管與計畫審核的角色，預計明年在據點友

善園的服務中會評估補助專職人力或兼職人力，對於公辦民營機構在推動服務

上，帶來正面的效益。 



 

74 

 

 

「我們會希望他聘來的人具有社工或教保的背景，這樣的人才可以留住，會

參考局裡面補助的標準作調整，除了根據他提報一個據點的空間大小，還有他提

供服務的量，評估補助專職人力或兼職人力。(A)」 

 

伍、小結 

 綜合上述，從育兒友善園發展的脈絡可發現不同階段，社會局、兒童托育資

源中心及公辦民營機構各自扮演的角色。在育兒友善園的序幕，社會局從兒童及

少年生活狀況調查中發現台北市六歲以下的父母對於學齡前兒童的需求除了為

經濟補助外，普遍希望有人協助照顧及提供安全及適合兒童玩樂的地方，因此開

啟兒童托育資源中心將承辦幼兒園內所提供的托育友善園服務轉化為育兒友善

園的契機；再者，政策實驗期，歷經幼托整合，主管單位的改變致使社會局開始

思索育兒友善園的社會福利價值，而另一方面兒童托育資源中心掌管公辦民營幼

兒園的評鑑，與公辦民營幼兒園保持良好的互動關係，因此廣邀公辦民營幼兒園

加入育兒友善園的服務，亦協助公辦民營幼兒園在幼托整合的過渡時期找到園所

在社區中的定位，婦女中心則隸屬於婦幼科，透過政策的配合與宣導在育兒友善

園中找到社區工作中的價值；進入蓬勃發展期，兒童托育資源中心及公辦民營幼

兒園及婦女中心在各自的專業角色中，試圖跳脫過去僅服務自己園所或機構內的

兒童或家庭，開始敞開園所或機構大門，接納更多有需求的家庭，無論與社區草

根人物及團體建立關係或透過母機構連結其他外部資源，都呈現出育兒友善園朝

向多元發展邁進；最後，育兒友善園進入穩中求變期，假日據點與親子館同時並

進，是目前育兒友善園的發展走向，如何融合教保知能與社工專業，服務使用者

更近便性的使用此項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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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穩中求變期的發展脈絡，社工與教保人力的朝向融合之際，亦可將學前

兒童福利服務關注重心由「問題解決」轉變為「預防執行」，避免學前兒童落入

兒保系統之際，社會工作才進行緊急救援。 

 

第二節  公辦民營機構的服務樣貌 

 服務方案推動過程的順利與否除了與執行時間、經費申請的狀況及辦理成效

有密切關係外，還會受組織領導者的支持與溝通協調能力的影響（林燕慧，

2005）。育兒友善園在推動的過程中，政府提供公辦民營的幼兒園及婦女中心自

由發揮的舞台，不同的單位因其服務性質與組織發展的背景的差異，呈現出的服

務方案樣貌也相當多元。以下將從公辦民營幼兒園及婦女中心對方案目標的認

知、方案的經營方針與準備、社區關係建立與資源連結、活動內容設計及母機構

的角色來呈現育兒友善園的服務樣貌。 

 

壹、 對方案目標的認知：何謂友善？ 

在訪談過程中，受訪者普遍對於育兒友善園的概念是抽象，僅能從社會局的

方案目標中概念化與操作化育兒友善園服務實際執行的內容。其中受訪者(D、E、

H、F)對於育兒友善園的雛型提出看法分別為「回應社區需求、「吸引民眾使用服

務」、「去標籤化的服務空間」及「充分了解社區居民需求」。 

一、回應社區需求 

由於社會局在育兒友善園的計畫中未具體的陳述友善的定義，僅在計畫目標

提到「開放幼兒園及婦女中心現有的設施設備，達到社區托育資源的近便性」，

對執行機構在詮釋育兒友善園服務的樣貌，也呈現托育機構與社福機構的差異。

在研究者訪談過程中，H 則認為友善的概念應以社區為基礎，無論政府是否有提

供方案經費，執行單位都應善盡公辦民營單位的角色與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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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友善』應該是在社區裡頭，哪裡有需要往哪裡去。是我跟你申請

錢，國家要我去做，那如果你沒有給我錢，我還是照樣去做阿！我覺得友善是這

個意思！(H)」 

 

二、吸引民眾使用服務 

受訪者 F 則回憶起育兒友善園萌芽時期，與社區居民關係建立的艱辛過程，

需不斷的實驗與執行不同的服務來贏得社區居民的認同。 

「我們比育兒友善園還更早有這個『友善』的概念，我們就一直不斷的再想

辦法，想辦法讓你的居民怎麼樣的角度願意踏進來，怎麼樣的過程他們是願意接

納你的，所以這些過程中不斷在做實驗，所以公共關係非常重要。(F)」 

 

三、去標籤化的服務空間 

D1 認為友善的概念是空間的開放，應在去標籤化的前提下，營造一個社區

親子共享的空間，進而落實社會工作的預防性思維。 

「我認為『友善』就是空間上的開放，社會局要打破一個給民眾的印象，我

覺得在推預防性工作非常重要!基本上服務使用者都會認為自己沒什麼問題，何

必進來，因為進來，他會認為自己有問題，會被標籤化。(D1)」 

 

四、充分了解社區居民需求 

E1 考量到社區資源連結及需求評估的部分，因此服務若要到位，需要思考

的問題是針對那些服務對象群提供臨托服務及預期效益的評估。 

「我的想法就是說希望結合社區的人力資源及社區居民的需求，如果說你要

做『友善』的話就一定要做臨托…那東西就是怎麼界定，要幫哪些人做臨托以及

這資源到底會不會浪費等是當初要開放的時候，設定條件的問題，可是要不要做

又是另一個層次的問題。(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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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從執行單位在推動育兒友善園的服務經驗中發現，「友善」一詞

可從公辦民營機構在社區扮演的角色、與社區的關係維繫、兒童福利的預防性思

維及回應服務使用者的需求等四個面向來探討。從幼兒園與婦女中心對「友善」

兩個字所下的定義，與執行單位經營社區工作的淵源有密切相關。幼兒園在執行

社會局的「托育服務品質提升計畫」14及教育部的「友善教保服務計畫」15中已蘊

含社區教保資源中心的精神，提供幼兒園辦理社區性育兒指導服務及親子支持服

務方案的經費與資源，因此在育兒友善園的推動上，其認知與執行較有方向與連

貫性；而婦女中心與幼兒園發展的脈絡不同，也沒有前面的實施計畫可參考，對

「友善」的概念從服務方案設計與評估的角度思考，多半會思考到服務空間開放

的目的是為了去除使用者標籤化的刻板印象，以落實社會工作的預防性服務，另

外方案設計前的需求評估、預期效益與方案結束後的成效評估都是婦女中心在定

義「友善」時所考量的面向。 

 

貳、 育兒友善園的經營方針與準備 

一、方案目標：兒童福利服務的初級預防 

 受訪者（D、I）表示公辦民營幼兒園及婦女中心在推動初期的目標以社區落

實初級預防理念及延伸機構本身預防性服務的宗旨。 

（一）在社區落實初級預防理念 

受訪者 D1 指出平常的工作內容都在協助個案解決問題，對個案負荷量沉重

的社工而言，頗消耗工作的能量，但透過育兒友善園的推動，可達到兒童福利的

三級預防工作。 

                                                        
14鼓勵民間機構及團體辦理提昇托嬰服務品質之方案與活動、創新性托嬰服務以及社區性或移動

式親子遊戲及活動等相關支持性與服務性服務，以共同提昇整體托嬰服務與照顧品質。 
15教育部自 96 學年度開始小規模推展，係利用公部門閒置空間，結合公部門與民間力量共同參

與，試著以非營利的經營理念在現行公立與私立之外建構一種，在幼兒教育與照顧服務供應上

能滿足家長需要而且又具幼教品質的服務類型(教育部，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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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開放了場地，有沒有更深化的服務，因為我們都 focus 在我們主要的

服務對象嘛，然後解決的都是他們的問題，那其實 loading 還滿重，育兒友善園

這個概念把中心設計成一個讓社區居民來參與的環境，這對於我們要做一個宣傳

及預防的理念是還滿重要!(D1)」 

 

（二）延伸機構本身預防性服務的宗旨 

I 認為母機構的背景以婚姻與家庭服務為宗旨，首重預防性的概念，期待在

問題尚未發生之前，先讓參與育兒友善園的家庭能普遍感受到家庭關係的維繫，

進而增強參與家庭使用中心資源的頻率。 

「就我們中心來說，因為我們的背景是做婚姻與家庭，那我們是不是能夠在

他們使用我們中心資源的過程中，對他們的家庭關係是有些幫忙，特別是預防性

的服務。(I)」 

 

二、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的經營 

受訪者(D1、G)提到婦女暨家庭婦女中心經營的重點為引進教保專業資源及

充實機構器材。  

（一）引進教保專業資源 

D1 提到，在服務現場也發現單親或隔代教養的家長缺乏玩玩具的概念，而

社工在過去的養成教育也缺乏幼保的背景知識，導致服務輸送過程會遇到服務使

用者的需求無法滿足的情況，因此有進一步考量連結教保專業的實習生或老師進

入育兒友善園提供服務。 

「幼保有些專業我們社工沒有涉獵太多，譬如說玩具要怎麼玩有啟發性，教

家長怎麼透過玩具與孩子有互動，我覺得我們社工比較少學這一塊，所以我們想

借重他們的專業。(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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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充實機構器材 

G 認為育兒友善園服務能開始在社區中較具規模的推展，除了社會局最初給

予婦女中心一筆經費裝潢服務場地外，另外也會想辦法利用其他方案經費來補足

育兒友善園不足或欠缺的器材或設備，不僅能活化服務的資源，也能提高器材重

覆使用的頻率。 

「設施設備除了社會局最初給一筆經費添購，我們會用另一筆方案費買些繪

本、球池，會盡量買友善園用得到，而且中心也用到的器材。(G)」 

 

三、公辦民營幼兒園的經營 

受訪者(F、H2、J)提到幼兒園在推動過程的經營重點為建立假日據點或成立

社區圖書館、提供多樣化課程以促進親子共樂及以教保人員駐點服務為主。 

（一）建立假日據點或成立社區圖書館 

幼兒園在 2010-2011 年的籌備期間，受訪者 F 開始思考將不同的元素加入育

兒友善園的服務中，F 表示在育兒友善園執行之初，針對社區現有資源進行盤

點，發現社區離圖書館有段距離，為了便利居民的需求與活化幼兒園的閒置空

間，幼兒園除了自行添購書籍外也陸續跟社區募集二手書。 

「其實在 2011 年前，我們有去觀察我們這邊的圖書館，離我們這邊還真的

有點遠，我就想說我們這個社區這麼大，為什麼不能有一個讓孩子假日可以去的

地方，所以那時候除了學校自己掏腰包買了一批書，也開始跟社區募捐 0-12 歲

書籍，2011 年後補助出現，我們就將社區圖書館的規模擴大!(F)」 

 

（二）提供多樣化課程以促進親子共樂 

受訪者 H2 提到當時開辦育兒友善園時，為了吸引更多非園所內的親子願意

進來使用園所的空間，因此腦力激盪的運用不同的媒材及時間安排來達到親子共

樂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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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的時候希望服務更多非園所內的孩子，達到親子共樂的部分，我

們辦育兒友善園活動時，那時候我是分一個月四周，剛開始是做前三周，然後第

四周讓老師跟家長都休息，都是這樣然後連續三個月。第一周、第二周與第三周

都安排不一樣的課程，譬如說第一周是美勞、第二周就會是邏輯思考(闖關的遊

戲)，第三周就是造型氣球，讓課程比較多樣性。(H2)」 

 

（三）教保人員駐點服務 

而較為特殊的是育兒友善園在 2012 年開放據點形式申請，亦即符合社會局

規定的樓層限制及一周常態性開放五天以上的時間，才能以政策性補助申請服務

據點，對於幼兒園欲跳脫以往友善園主要以不同的主題活動來呈現的方式，是另

一項新的嘗試與轉型。受訪者 J 則提到 2012 年 6 月開始嘗試以據點形式來運作

育兒友善園方案，看見幼兒園與社區家長自然流動樣貌，也透過教保老師駐點的

關懷，讓家長與孩子獲得一個正向的互動管道。 

「我一年的觀察下來，以前如果我們沒有辦活動，那一天一定沒有人，可是

今年我們已經有 1-2 位家長是固定的，或者不固定的也好，你會看到它流動的樣

貌就是很自然。我們資深的老師就是做這個空間常態性的關懷，跟家長做一下互

動，認識一下孩子，可能在家長與孩子互動的過程中有那些事做得不錯，或是我

們就是真的看到某些問題，讓家長去關注孩子的需求。(J)」 

 

參、社區關係建立與資源連結：凝聚社區共識的手段 

幼兒園或婦女中心身處在社區內，不僅與學前兒童及家長有緊密的互動，也

擔負社區中教保及社福資源傳遞的主要角色，以生態系統的觀點來看幼兒園與婦

女中心在社區的定位，劉佩榕（2003）指出幼兒除了與父母、家人其同儕互動外，

家庭、社區與學校扮演中間系統角色，換言之，在此情境與脈絡下，幼兒園及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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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中心在推動育兒友善園的過程，如何與社區建立友善關係及善用社區資源顯得

相當重要。在研究者訪談過程中，有五家執行機構分別提到與社區草根領袖建立

關係的過程（D、E、F、J、G、H），研究者將其整理歸納為「鄰里關係的經營」、

「建立合作默契」及「善用媒體曝光，增加宣傳效果」。 

一、鄰里關係的經營：放下身段，與社區草根人物搏感情 

在社區中無論是幼兒園或婦女中心，與里長互動關係之建立與經營，攸關公

辦民營機構在社區中是否能順利的獲取資源或者打通與其他草根領袖的關係。 

受訪者 F 提到派系意味著社區中草根組織的角力運作，里長是無條件的協助

亦或中間路線，觀望社區居民此公辦民營機構的評價。 

「因為這個里長愛嚼檳榔，那如果你說嚼檳榔跟抽菸這是我沒有辦法辦到

的，當然我們做的是嘗試去跟這個社區的各個派系去溝通，我指的派系不是政治

立場，而是每個人與每個人都是獨立個體，甚至他們有小團體。(F)」 

（一）積極參加社區里幹事會議：打通社區關係的策略 

受訪者 F 表示幼兒園坐落在富有的國宅內，與社區內的居民要建立關係並沒

有想像中的容易，為了跨出第一步，園長與園所老師利用下班時間挨家挨戶拜

訪，以實際行動讓社區居民感受到園所的善意，另外也積極的加入里幹事會議，

從旁與社區的草根領袖搏感情。 

「這個國宅太有錢了，其實愈有錢愈拿不出來，為了打好關係，所以我們也

加入了里幹事會議，我們都說人要相互回饋，我們花了三天的時間收集一些我們

不認識的家長，她提的一個育兒的問題，由聖誕老公公的方式跟孩子講講話，要

去改善叫做育兒關係，所以那時我們都是下了班才做這個。(F)」 

（二）協力聯盟：服務資訊宣導的平台 

在研究者訪談四間婦女中心中，僅有在△△區的婦女中心聽到協力聯盟的概

念，一方面源自該行政區傳統老舊的社區形式普遍存在，不同社福單位為連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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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領域的資源，也維繫社福單位間橫向關係的互動頻率，每個月都有其固定的開

會時間，協力聯盟對受訪者 D 宣傳與推動育兒友善園的相關服務有其助益。 

「我們有一個協力聯盟，協力聯盟就是所有△△區的社福單位都一起聚集，

然後每個月都會有一個開會的時間，然後區公所會有定期的會議，所以其實我們

就是藉由這種方式在做宣傳。(D)」 

 

（三）行銷服務理念：增加認同感 

社會服務或福利服務背後推動的原因，除了因應社會環境與社會問題的需

要，也在倡導一種理念或服務策略。育兒友善園的推動，對公辦民營的執行機構

而言，要如何透過理念的宣廣，讓社區居民瞭解並認同這樣的服務，除了多走訪

社區不同鄰里辦公室，也需以他們熟悉的語言，行銷育兒友善園的服務理念，因

此受訪者 J 認為幼兒園的管理者怎麼維繫與看待鄰里關係也相當重要。 

「公設民營的幼兒園，對里長來說都不陌生，因為他畢竟就是一個半政府的

單位，而且當初要開辦一個學校在這裡，里長其實都會瞭解，我們會利用不同時

段與各里的鄰里長拜訪，宣傳友善園的理念，若他們認同也看重我們的理念，其

實合作起來就不會那麼困難!(J)」 

 

二、建立合作默契：人力資源與財力資源雙管齊下 

（一）與鄰里長合作辦理活動：提高執行機構的能見度 

受訪者 G 則認為最常見的方式是與里長共同合作辦理活動，借助里長動員

社區居民參與的能力，婦女中心搭配育兒友善園活動，一方面宣傳婦女中心的服

務內容，一方面也讓社區親子更瞭解政府目前在推動友善園的服務。 

「我們也有跟這個里的里長合辦講座，就是我們這裡有請講師到○○里的里

辦公室來上課，用他們的場地跟他們一起辦活動，辦一些像親子創作工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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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我們是社會局下的所屬單位，協助宣傳政策，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中心的位

置不是那麼顯而易見，也算是提高我們中心的能見度。(G)」 

 

（二）贊助社區活動：建立關係的弦外之音 

訪談對象（H、F）在社區中與里長辦公室合辦活動或參與里幹事會議，背

後的目的除了推動育兒友善園在社區中的能見度，也讓鄰里看到公辦民營機構在

社區存在的價值。受訪者 H 到幼兒園所在的社區特性，彼此之間的關係維繫涉

及到公辦民營機構能為這個社區提供多少實質的貢獻，因此這樣的互惠關係來自

於幼兒園贊助經費的能力。 

「多了育兒友善園後，可以跟社區有更多的連結，包括里長辦活動也都會來

找我們，有些活動會牽扯到經費問題，原則上學校也會贊助鄰里長這部分，如果

說需要支援的話，學校可以的話也會盡量參與這部分。(H)」 

 

三、善用媒體曝光，增加宣傳的效果 

受訪者 E1 亦提到透過媒體記者的宣傳，間接增加育兒友善園在社區中的曝

光率，無形之中也拉近社區居民與婦女中心的互動關係。 

「我跟部份媒體的關係不錯，由媒體曝光後，他們可能發現居然這邊藏了一

個 OO婦女服務中心，還有提供育兒友善園的服務。(E1)」 

 

 從執行單位的服務經驗中可發現，育兒友善園在推動過程中並未如想像中那

麼簡單，只要將服務的相關資源引入便能順利的推展出去，無論就幼兒園或婦女

中心而言，是以社區為基礎的單位，因此服務推動的過程前置作業便相當重要。

在社區中的關鍵人物不外乎里長及管委會等，要確保服務輸送能順利，除了執行

單位的主管需構思如何與社區草根人物建立友善的關係，另外在媒體資源用的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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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與運用更是不可或缺的手段，透過彼此之間的互惠關係，搭起未來公辦民營單

位與其他單位合作的橋梁。 

 

肆、 活動內容設計：服務提供的核心目標 

    在育兒友善園的活動設計中，研究者將訪談對象(C、E、H、I、J、G、F)在

執行服務時考量的因素歸納為下列三點，分別是刺激兒童發展、提升親子互動的

機會、增權照顧者親職能力三個層面進行論述。 

 

一、刺激兒童發展：學前兒童的需求與生活經驗的擴展 

（一）幼兒生活常規的建立及學習能力培養 

蒙特梭利特別強調環境對幼兒發展的重要性，在<<生命重要的前三年>>一

書中，提到動作心理層面與知識兩者之間的交互關係時指出，幼兒透過有目的性

的動作訓練，整合了自身機體動作的協調，藉由這些動作學會組織所有益處的動

作，具體活動內容包含:日常生活基本訓練、兒童之家環境的維護與整理、園藝

及手工、體操及律動等(曹湘玲，2010；李德高，1997)。其中 F 提到根據幼兒大

小肌肉與認知能力的發展，設計符合其年齡層的美術、體能與繪本導讀內容。 

「我們當初設計是以幼兒發展為出發，以美術、體能及老師說故事等各式各

樣類型的活動來執行，我們重視的是孩子的生活常規及學習能力。(F)」 

 

（二）簡易的生活媒材及幼兒發展狀態 

受訪者 J 亦提到活動的設計應是以不同年齡層的幼兒發展為考量，因此為達

到教材取得的便利性，以幼兒家中隨手可得的材料為主要的設計元素。 

「我們活動設計分兩個面向，第一點，在家就可以拿到的素材，妳不需要去

買坊間既有的教具，讓家長知道帶孩子做東西其實沒有那麼困難;另外一個主要

是會回到孩子能力發展狀態的部分，這個年齡的孩子適合做什麼樣的活動。(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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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受訪者 F 與 J 相似的尚有 H，透過遊戲刺激幼兒的學習能力，從幼兒發展

的階段灌輸主要照顧者幼兒時期均衡飲食的重要性。 

「要看活動設計的主題，除了帶孩子從遊戲中學習，也會帶與嬰幼兒發展有

關的，像是飲食的概念，不挑食之類的課程。(H)」 

從上述三個訪談對象(F、H、J)可發現，其活動設計的年齡前偏向 1-3 歲幼兒，

皆有提到幼兒在心智發展上吸收與環境有密切的關係，因此除了在環境預備上，

盡量選擇符合 1-3 歲幼兒發展所需的教具，另外在課程設計，以肢體、律動或正

確飲食來促進幼兒發展，透過後天經驗累積與學習形成促進學前幼兒自我概念的

發展（吳淑惠，2009）。 

 

（三）增進幼兒主要照顧者之交流 

I 則認為提供這樣的設施設備給家長，對家長而言是分享與教養經驗的交

流，對幼兒而言是一種友誼關係的展現。 

「因為現在孩子又生得少，透過我們中心得到育兒知識也好、或是友伴關係

也好，他們可以來到這邊互相分享孩子不同的教養經驗，對他們也是一些幫忙，

所以我們就從這個角度去看、去整理那個空間，然後把相關的設施設備處理好。

(I)」 

 

二、 提升親子互動的機會 

林惠雅（2005）認為除了以親職分工等取向探討實際參與親職工作外，應從

「親子互動時間」面向思考，『遊戲』為其中之一面向，亦即以孩子為主的互動，

和孩子共同進行以孩子為主的遊戲、休閒活動。 

（一）以心靈牌卡與桌遊作為活動輔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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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對象（D、E、G）普遍將提升親子互動的目標放入課程設計的元素中，

其中 E 婦女中心是針對 5-12 歲的學齡兒童提供育兒友善園服務，因此透過桌遊

及心靈牌卡等媒介達到親子共學目的。 

「早期我們有繪本導讀，但後來想要加入其它元素，所以就轉型成親子共學

方案，主要是在做教養的部分，透過一些牌卡及桌遊為媒介協助父母與子女有一

個交流的空間。(E)」 

（二）親子創作工坊 

其他四個受訪對象提到活動參與對象為 1-6 歲的學前兒童，除了考量家長普

遍對於教育及知識性的活動參與度不高，另外以進行活動的場地為考量，為觀察

離開家庭環境束縛的親子之間的互動差異，因此增加娛樂及互動性質高的親子遊

戲及律動課程來吸引家長目光。其中受訪者 G 提到親職講座開辦的成效不彰，

因此透過家長與孩子共同完成一項作品，達成親子間良性的互動關係。 

「第一年我們就開辦講座，不過坦白講講座的成效不太好，在隔年(2012 年)

會把它弄成創作工坊，會做成創作工坊是因為想讓他們免費的來參加這個活動，

然後有作品可以拿回去，又可以改善親子間互動關係。(G)」 

（三）引進幼保資源，提供育兒諮詢 

受訪者 D 提到，從 2011 年開辦到現在以親子繪本為育兒友善園的主

軸，也想嘗試在既有的服務下結合幼保的專業做轉型。 

「我們親子英文繪本做了兩年多，教育與學習性的成分比較多，想說做個轉

型推推看親子律動與教養諮詢，透過幼保系的實習生來這邊，不僅可以傳遞一些

育兒的知識或解決他們一些在教養上的困擾，另外也可以去看親子的互動，我們

想看到的是那種親子互動的差異性。(D)」 

（四）親子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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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對象（H、J）則是透過課程前的需求調查來了解社區家長的期待與課程

可再調整的部分。其中 H 提到以社區家長的角度設計活動，想要帶給家長新穎

的親子互動的體驗，透過蒐集家長的需求及從網路上資訊得到課程設計的靈感。 

「我們比較想給家長跟社區不一樣的東西，我之前在網路上看到親子烹飪的

課程，大家很喜歡，透過製作餐點的部分，也可促進親子共同完成一個餐點的喜

悅與成就感。(H)」 

（五）親子音樂律動 

受訪者 J 亦表示，設計友善園的課程會先針對家長做需求調查，因此在規劃

課程方面，講師費的價碼或許是個考量，但只要能符合家長的需求，且達到預期

目標，公辦民營機構都滿樂意為活動付出。 

「我們會事先瞭解家長的期待在哪裡，另一方面母會對我們的活動品質也有

一定的要求。去年就找了◇◇音樂中心的老師，他是鑽研 1-3 歲這個年齡層的孩

子，專長是透過音樂去達到親職教養、親子互動的區塊。(J)」 

（六）舉辦親子互動的活動 

D1 則提到因為機構本身所服務的單親家庭的母親因忙於生計，在現實考量

下無法帶孩子來到中心使用育兒友善園的資源，而社區的居民以隔代教養的家庭

偏多，在評估服務對象的家庭狀態後，發現親子互動是目前隔代教養家庭需要被

重新建構的認知，因此在活動中設計此類的課程。 

「來我們中心使用友善園的孩子年齡落在 3到 5歲居多，而弱勢家庭或單親

媽媽忙於工作少有時間，大部分都是爺爺奶奶帶來，我們比較想增加親子互動的

部分。(D1)」 

 

三、增權照顧者的親職能力 

（一）情緒支持：專業關係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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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清惠(2003)指出社會支持與母親從事育兒有正面的關連，因此有助於父母

親在面對長時間持續壓力的調適歷程。高瑜璟(2008)也指出社會支持的程度可能

影響母親的育嬰知識、照護行為及母職壓力，對嬰兒的生長與發展可能產生影

響。對於初為父母的年輕夫妻而言，因為對孩子生心理發展的階段不甚瞭解或孩

子陰晴不定的情緒表現而感到焦慮、挫折，給予適時的社會支持有助於勝任母職

角色。受訪者 J 認為在友善園的活動過程中，透過幼兒園教保老師專業的分享與

教育，降低服務使用者在育兒過程的焦慮，間接給予這位新手媽媽正向的情緒支

持。 

「像有一個一歲四個月大的孩子，他的媽媽是第一次當父母，他媽媽會固

定參加友善園活動，某次親職講座結束後，一直跟我們園所老師道歉，她認為自

己不是一個適任的媽媽，我們就要一直跟媽媽說不要把焦點放在道歉上，每個人

都是會遇到第一次的狀態，這個情緒支持就會轉出來變成老師給予家長的部分，

就家長本身，一般家長給予跟老師給予的方式不太一樣，會看見的是關係的不

同。(J)」 

 

（二）喘息服務：從放鬆的過程獲得經驗交流 

受訪者 C 也提到，特別是母親在育兒的過程中，孩子不僅可在開放的空間

裡使用符合發展階段的教玩具，另外亦可透過喘息服務與其他的家長交流教養資

訊。 

「媽媽在這邊也是一個喘息，那他們開始互動就會討論一個孩子的教養問

題，他甚至有專責的人在做教養的這一塊，有點像家庭支持服務的策略。(C)」 

H 亦提到在活動的過程中，在中場休息或結束時間，經常會看到社區內的

家長因為育兒的問題或經驗而有了新的關係連結，那樣的互動不僅是暫時與孩子

分開的放鬆，亦是一種促進幼兒照顧者自我重新檢視親職教養的機會。 



 

89 

 

「家長跟家長對於育兒的部分也可以互相交流，因為家長在教室裡面休息

的時候就會互相交談，爸爸帶著孩子去後面玩，媽媽坐在教室裡交流，我想這就

是父母達到喘息外的另一種收穫。(H)」 

 

綜合以上所述，發現公辦民營的幼兒園及婦女中心在構思、設計育兒友善園

服務中，除了幼兒園本身就提供學前兒童教保課程教學，在活動設計會考量到幼

兒的發展狀況，包含手工藝課程會思考幼兒的小肌肉發展，律動及體操活動會考

量幼兒的大肌肉的力量等；而婦女中心在設計相關服務考量到的是主要照顧者的

情緒支持與幼兒友伴關係的增加，一方面，婦女中心在承辦與學前幼兒相關的服

務，在專業人力與活動教具上相較於幼兒園不足，因此多半就中心現有的學前幼

兒繪本共讀方案或親職教育成長團體等，加以包裝在育兒友善園服務活動內容。 

另外綜合整理後亦發現，公辦民營幼兒園及婦女中心以提升親子互動機會為服務

設計的共同想法。執行單位普遍在活動設計中加入親子共樂的課程，或者由教保

老師或社工在活動帶領過程時，觀察親子之間的互動。 

 

伍、母機構的角色：服務推動的幕後功臣 

在訪談過程中，研究對象提到公辦民營機構無論在運作機構內的方案或對整

個組織經營發展，母機構對執行單位在運作育兒友善園方案有些功能與角色的影

響。將母機構的角色歸納為內部提供與外部連結，其中內部提供又分為人力支

援、財務協助及物力連結；外部連結包含公共關係維護及友好企業或廠商提供贊

助。 

 

一、 內部提供 

（一）人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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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專業人員諮詢服務 

（1）服務工作人員：提升專業的敏銳度 

母機構背後的專業資源對於直接與服務使用者互動的執行單位而言，提供的

協助不僅是本身承辦單位的專業諮詢服務，也能確保母機構與承辦單位之間保持

雙向的互動關係。H 則提到母會本身的資源，對幼兒園在執行與社區相關活動之

際，也可以間接搭起承辦單位與母會之間的溝通橋樑。 

 「我們母會與兒童福利有關，其實我們在經營育兒友善園方案時，母會不定

時都會來關心，有時若遇到服務對象有申請育兒補助的相關問題，我們只會跟母

會分享一些案例，除非是很複雜的補助問題，才會詢問母會。(H)」 

（2）服務使用對象：便利社區民居的需求 

受訪者 F 表示母會本身具有法律協助的背景，針對社區內的民眾若遇到親子

問題需要諮詢，或是有相關福利需求的申請，母會可運用專業的資源做媒介，進

一步連結福利資源。 

「我們平常就開放親子諮詢專線，若在育兒過程有什麼困擾或者行為問題或

是需申請什麼補助或家裡有什麼危機，你可以打這支專線或親自來我們學校，我

們母會有一個法律顧問，可協助你做社會資源的請領或引薦相關資源。(F)」 

2、專業師資協助  

（1）重視社工專業的自主性 

受訪者 D 表示母機構除了提供育兒友善園的相關師資，另外也會期待社工

員發揮本身的專業特長，既能達到育兒友善園的課程目的，又能尊重社工專業的

自主性。 

「之前的師資都是從母機構來的啊!然後母機構那邊的主管私底下會要求我

們自己去帶，主管自己也會下去帶。我覺得母機構在這部分是滿支持的啦!也滿

尊重我們自主性或是專業的安排。(D)」 

（2）尊重母機構的宗教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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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民間組織具有特殊性的服務功能(韋淑娟，1998)，彌補地方性的需求，

可能由相同的職業或政治背景的專業人士組成，或由相同的宗教信仰組成的社會

福利團體。Tangenberg(2005)將宗教組織在社會福利組織的角色提到，宗教與一般

社會福利合作的組織，通常由社會福利工作人員扮演領導者角色，但是必須尊重

宗教機構的工作人員，宗教機構可能是整體合作關係中經費或其他支持的來源

(引自劉珠利，2009，頁 177)。 

受訪者 I 提到，在育兒友善園的專業師資尋找上，依循隱性組織文化中的價

值觀念，必須尊重母機構的想法，因此在師資的安排會傾向以母機構推薦的人選

為優先考量。 

「因為有一些信仰上的考量，我們還是會希望找有共同信仰背景的老師。譬

如說我們要邀一個主題的課程，母機構人才濟濟，我們可能就去問母會，有沒有

這樣的一個人或講師可以來我們中心上課。(I)」 

 

3、志願服務支援：無酬勞動，拉近執行單位與使用者的關係 

 （1）提高志願服務的使用率 

許多公辦民營組織在人力資源運用上會考量以志願服務人力來提高服務的

品質與效益，雖然參與志願服務不需太多的專業背景，但在服務過程中，講求方

法的運用、工作技巧的使用，憑著一股奉獻的熱忱，無為無求，踴躍投入志願服

務的行列(陳武雄，2004;邱朝基，2007)。在推動育兒友善園的過程中，志願服務

人力的協助對執行單位的運作是一股無形的助力，受訪者 E 則提到因為運作育兒

友善園的緣故，特別招募的一批志工協助親子共學方案的運作，透過繪本閱讀的

引導，拉進參與的父母親與孩子之間的距離。 

「以前我們沒有育兒友善園時沒有特別招募志工，現在招募一批育兒友善園

的志工，志工的服務內容主要是協助親子共學方案，引導及協助父母與孩子參與

的過程及幫忙借閱書籍等。(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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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家長身兼志工，回饋園所 

受訪者 J 亦提到志工的協助，增加育兒友善園在人力調度與活動規劃的機動

性，她認為母機構承辦兩間幼兒園，彼此之間有些資源互惠，例如園所內的家長

本身具有繪本導讀的專業背景，當小朋友畢業後，對這群家長說是回饋幼兒園也

好，奉獻社區也罷，常不計報酬回到幼兒園提供育兒友善園服務。 

「我們學校與△△幼兒園都是○○單位承辦的姊妹校，△△幼兒園有一些畢

業生的家長，是某讀書會裡頭的成員，他們都很願意在這個社區的空間裡，以志

工的身分來帶孩子做一些律動或是怎麼跟孩子講故事、繪本分享。(J)」 

 

4、母機構的支持或兼職人力補助 

I 則提到從萌芽到蓬勃發展階段時期，看到服務使用者人數逐漸增加，代表

這樣的服務是被看重，因此一直在思考如何能透過管理與陪伴的過程更貼近社區

居民育兒相關的專業諮詢及情感支持，此時若社會局的補助無法提供兼職人力費

用，必須依賴母機構的經費聘請兼職的人力進到友善園提供專業的服務。 

「如果你今天開放一個區域給社區民眾，沒有去經營、管理及陪伴在裡頭，

沒有這樣的人力來這裡做管理或建立關係的動作，雖然我們有這個區域，但會覺

得跟我是沒有關係，那東西是沒有連結…就婦女中心而言，我們很清楚服務的對

象群是弱勢家庭的孩子，不太可能有精力額外去經營、管理友善園，今天要開辦

這樣一個服務，若有些經費是補助裡無法 cover 到，需要由母會來支持，譬如說

需要一個兼職人力。(I)」 

 

（二）財務協助：經費挹注，服務得以順利推動 

1、善用母會募款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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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門補助機構經營的核定標準出現偏低或不足的狀況，使委託的民間機

構有時需承擔經營的壓力與財務的風險(劉思吟，2013)。特別對公辦民營幼兒園

及婦女中心而言，在運作過程中政府提供運作業務之硬體設施及相關設備，換言

之可節省場地及設施設備費用外，其餘大部分的經費來源必須由執行機構本身撰

寫方案計畫申請經費，另外母機構也必需對外募款或自籌來維持委託經營單位的

運作。受訪者 F 則表示幼兒園本身除了需提供母機構相關方案作為募款之用，另

一方面也需為母機構節省園所支出，因此在 2011 年社會局提供育兒友善園計畫

申請時，不僅減少母機構的財務支出，同時也回饋園所孩子及社區親子。 

「其實母會也是在外面募款的，我們當然也要提出一些具體的方案，我們□

□幼兒園是取之於小朋友，用之於小朋友，因為開源節流，很多東西都自己做，

節省這些金額回饋給我們孩子，所以在 2011 年當有友善園進來的時候，我們就

發現太好了，怎麼有這個東西。(F)」 

 

2、使用自籌款的彈性 

而另一個受訪者 J 認為，母機構本身在協助推動育兒友善園方案是認真看

待，由於母機構本身有一個專門負責審查計畫的組別，對於幼兒園提出申請計畫

時，財務方面的支持給予相當大的支配空間。 

「其實母機構在這個區塊上是真的很認真，我們其實就是自己自貼，今天社

會局能給我多少，我就申請到多少，剩下的就是用我們自己的經費運作，在整個

母機構的脈絡下，他是認真且全面的看待這個運作，所以他同意把經費做這樣的

使用。(J)」 

受訪者 I 亦表示在初期規劃育兒友善園時，社會局的經費補助項目僅以補助

大型的設施設備器材，空間內的圖書與雜誌皆需要公辦民營機構自行籌措經費購

買，母機構經常會協助執行單位填補經費的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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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開始在整理這個場地時要添購親職育兒的書、學前雜誌及繪本，政府又

沒給這部份的錢，都要自籌，母機構給我們很大的幫忙就是在經費上，尤其是這

是教具及書籍的協助。(I)」 

 

（三）物力連結：善用會內社區服務工作站 

母機構在協助推動育兒友善園過程中，依其母機構背後在某些領域深耕的足

跡，可提供執行機構運作過程中豐富的社會資源連結。受訪者 D 則認為母機構

潛在的優勢即是在台北市十二個行政區皆有社區工作的據點，這樣的社區資源，

對於婦女中心在尋找活動講師或志願服務人力而言，具有相當的優勢。 

「我們母會也有一個社區服務單位，他在 12 個行政中心都有一個服務據

點，以前早期叫做母姊會、媽媽教室，延伸到社區學苑，有點像是社區大學的一

個小單位，我們有一塊在做社區，我們耕耘社區工作滿久一段時間!(D)」 

 

二、外部資源 

（一）公共關係維護 

 另外 F 則提到母會協助連結活動相關的贊助資源，這對平常以幼兒保育與教

育為主要服務範疇的幼兒園來說，其實也是一種工具性的支持，意味實質接受到

的援助或協助，如提供物質與經濟上的協助或尋求社會資源的支援(黃繼慶，1994;

林惠琦，1997;吳佳賢，2001)。 

「我們母會很幫忙就是跟一些圖書公司有合作，我最記得就是○○出版社，

他們來幫我們連結礦泉水及電腦的周邊商品，像一些附的背包或贈品，我們母會

也有些做雨傘等贈品，我們就大概投資在這一塊公共關係的維護。(F)」 

 

（二）友好企業或廠商提供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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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J 表示，母會長期與某些社會企業有合作關係，每到特定的節日或歲

末寒冬之際，企業會捐贈母機構一些民生必需品，若剛好有幼兒園孩子可使用的

教玩具，執行單位也受惠其中。 

「母機構與一些善心企業有合作關係，他們每一年會有他們自己的產品，也

會做所謂社會服務，如果適合幼兒園所，也適合這個年齡層，他們其實會很主動

的提供給我們，以今年來講就有手指膏跟安全黏土。(J)」 

 

綜合上述，公辦民營單位在承接社會局的服務計畫時，因為補助經費不足或

執行單位在服務提供過程，發現需要額外增添經費使活動進行更順利，母機構此

時財務支持的角色便顯得相當重要；再者，承接公辦民營幼兒園或婦女中心的單

位，普遍與兒童福利或婦女福利領域相關，當執行單位在育兒友善園的服務過程

中，發現家長有相關專業問題並非執行單位能協助，可借重母機構的專業諮詢;

另外，母機構本身若有社區工作的背景或資源，亦能增加執行單位在規劃、設計

服務內容或連結贊助資源的可近性；在人群服務的組織中，志願服務扮演服務輸

送的輔助角色，透過招募志工或幼兒園中的志工媽媽，瞭解社區居民的特性，貼

近服務使用者生活的場域，協助執行單位在推動育兒友善園服務；最後，母機構

協助執行連結育兒友善園活動的專業師資，同時也期待社工員能發揮專業所長，

並尊重社工的自主性。 

 

伍、小結 

 在育兒友善園的服務樣貌中，首先由實務場域的工作人員對「友善」這個詞

做概念的澄清與定義，普遍從回應社區需求、吸引民眾使用服務、去標籤化的服

務空間及將既有資源與社區居民需求結合四個面向來界定友善的意涵。從社福機

構的角度認為友善的服務不僅是去標籤福利服務的內涵，更應該落實預防性的兒

童福利工作；從托育機構的角度則以社區的需求及積極主動邀請居民走進園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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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學前兒童的軟硬體資源為目標。在社區關係建立與資源連結的過程，公辦民

營機構透過社區內的協力聯盟運作機制，將育兒友善園的資訊傳達至不同社福單

位及鄰里，亦在鄰里關係的經營中，看見社福機構及托育機構，必須積極拓展社

區人脈，無論與鄰里長用他們建立關係的方式或語言搏感情，或者合作的基礎是

建立在雙方經費贊助的互惠關係上，會發現在凝聚共識的過程需要花費的不僅是

時間也需對社區文化存有一定的認同與接納。 

活動內容的設計也是育兒友善園服務的核心目標，從學前兒童的需求擴展他

們的生活經驗，刺激孩子的身心發展；而因為面臨少子女化的衝擊，透過育兒友

善園的活動讓獨生子女的家庭，增加許多孩童建立友伴互動的機會；另外親子互

動的過程，以創作工坊、英文繪本、烹飪及律動等方式達到親子之間的互動關係、

肢體接觸及教養關係改善的目標；最後則是學前兒童照顧者的社會支持，從專業

人員的情緒支持減緩新手媽媽養兒育女的焦慮與緊張，從喘息服務的過程，搭起

主要照顧者之間經驗交流的橋樑，從非正式支持系統的連結，亦建立這群育兒友

善園家長的情感聯繫。 

 公辦民營的母機構在協助推動育兒友善園過程亦扮演相當重要的推手，諸如

財務協助、專業知識的諮詢、服務資源連結、志工支援及專業師資協助等角色。

對承接政府委託的公辦民營機構而言，方案經費的充足與否關係到後許服務輸送

的品質，若母機構有這樣的財力也認同執行機構推動的理念，是相當有力的後

盾；專業知識的諮詢分執行機構的工作人員及服務使用者，母機構有相關兒童及

婦女背景的專業，對推動過程中何者面臨社工或教保專業問題，母機構亦能給予

工具性支持；服務資源連結是運用母機構本身公關及行銷的策略，協助執行機構

推展服務更順利；母機構本身若有培訓專業的志工可協助執行機構人力支援的部

分，又或者執行機構因著育兒友善園方案，建議母機構可以如何培訓志工人力，

協助服務推動；最後則是專業師資的部份，透過母機構內部引薦，對執行機構整

體的服務宗旨及價值信念有其正面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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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育兒友善園的執行成效與困境 

 在社會服務方案中，若將服務方案視為一個系統，則我們可以進一步將其分

解成：輸入、運作過程、輸出以及成果等四個構成要素。輸入包括五個次要素：

案主群、工作人員、物質資源、設施以及器材設備(高迪理，1999)。公辦民營幼

兒園與婦女中心在育兒友善園的執行過程中發現了一些服務效益，但也遭遇一些

執行困境，以下將從執行成效、執行困境與對於未來的努力方向與期待三部分進

行探討。 

壹、 執行成效 

在訪談過程中，發現受訪者(D、E、H、I、J)對於育兒友善園執行成效分別

為促進關係發展、擴展幼兒主要照顧者之非正式支持系統、強化父職參與的育兒

概念。縱然在推動過程中，受訪者主觀的談到非預期性的成效如上所述，但另一

方面亦有受訪者(I、J、G)提到服務量與滿意度該如何客觀的呈現。 

一、 促進關係發展 

（一）協助幼兒認識朋友 

受訪者 H 在原本育兒友善園的服務中，僅是單純提供場地與活動供親子有

休憩的場合，卻在服務過程中非預期的觀察到幼兒友伴關係在慢慢萌芽。 

「除了是提供活動與空間給親子共樂，我們意料外的是，他們久而久之變

成好朋友，小孩在遊戲區盡情的奔跑、交交朋友，然後家長在教室裡就可以交流

一些育兒資訊，我覺得最大的部分是友伴關係。(H)」 

 

（二）發展長期性的關係 

國人生得少的三大主因為小孩教育、養育及經濟負擔（國民健康署，2013），

生得少就會對孩子很呵護，易造成家長溺愛及過度保護，孩子缺少同儕之間的社

會互動及語言互動，令人堪慮，甚至有愈來愈多的父母選擇只生一個孩子（袁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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綺，2002）形成獨生子女家庭。育兒友善園的服務提供幼兒可以盡情的在安全的

環境與空間中認識其他的同伴，而家長在幼兒玩樂過程，與其他家長分享及交流

育兒資訊，不僅達到幼兒友伴關係的目的，進而也增進家長的喘息機會與情緒支

持。其中 D 表示獨生子女家庭增加，透過育兒友善園服務的機制，間接提升幼

兒之間的互動關係，而這樣的友伴關係甚至持續到進入幼兒園。 

「我們中心很好玩，前一陣子有三四個家庭，他們小孩都差不多年紀，然後

他們就會固定約一個禮拜來這邊玩個幾天…現在大家小孩子都生的少，然後小孩

子也愛一起玩，然後玩到了他們剛好要入幼兒園的年紀，然後就一起入學了，那

幼兒園的放學時間還滿早，放學之後他們還會約一約去國小玩，就很像青梅竹馬

這樣長大。(D)」 

 

二、擴展幼兒主要照顧者之非正式支持系統 

受訪者 J 提到育兒友善園的活動在無形中串連起家長之間的互動橋樑，從 

初期活動友善園到近期據點友善園的形式，吸引一群固定長參與活動，這樣的效

應評價兩極。從正面的觀點看，家長之間形成非正式的支持網絡，互相分享友善

園的課程或活動；反之，因為這一群家長而限縮本地家長的參與權利。 

「育兒友善園發展至今，我們園所出現一群跑幫式的家長，像是一個組織， 

他們會到台北市各個友善園參加活動，就是哪裡有活動哪裡去，家長就會一個告

訴一個。(J)」 

另外受訪者 I 則表示一般社福單位提供給弱勢或單親女性的服務個別或到

宅訪視服務為主，致使接受服務的案家缺乏與中心其它服務對象或社區民眾接觸

管道，透過育兒友善園的空間，間接也增加服務對象社會參與的機會，擴展單親

母親的社會支持網絡。 

「我們服務的對象需要與其他的父母或媽媽去結交新的朋友，發展夥伴的關

係，這個部分是我們把服務帶進家裡比較不容易去找出來的，如果我們能提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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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空間能讓他們來這邊，讓他們發展支持系統網絡，才有辦法去結交友伴的關

係。(I)」 

 

三、強化父職參與的育兒概念：重新定位夫妻的育兒責任 

 （一）提倡男性共同參與育兒的過程 

王舒芸(2003)認為，現代父親對於育兒角色的新主觀詮釋，仍擺盪、遊走於

傳統與現代之間，新好爸爸的意識形態的確開始在男人間萌芽，但在剛柔並濟的

新好男人時代，似乎尚未真正成為這個社會的典範。無可厚非的是，台灣長期受

到傳統的價值觀與社會期待的影響，使得男性在扮演父親的角色往往與經濟支持

及孩子的玩伴等角色聯想在一起，因此父親在育兒工作的分攤較為缺乏。受訪者 

I 認為育兒友善園服務開放的時間從周間調整到周末，最大的感動與改變是

父親願意陪伴另一半及小孩參與其中，也形塑男性在性別平權的時代中，新好爸

爸的正面形象。 

「現在把課程時間放在星期六，很開心看到有爸爸願意來，就是爸爸一塊

來，全家一起來參加課程，我覺得這個東西是我們比較會想看到，至少我們也開

創一個空間跟機會，讓爸爸一起承擔教養孩子的責任。(I)」 

 

（二）男性家長參與人數逐漸增加 

另外 D 也提到父親或祖父等男性家長願意參與在育兒友善園的活動當中，

不僅表示活動受到社區親子的歡迎，更深一層的看見是男性在陪同孩子的過程，

發揮父親在孩子成長過程中的重要意義。 

「這麼多年下來，男性的家長愈來愈多，從剛開始的一對，到現在有時候一

次來四對，不會因為是父親就不來，表示我們的活動是很受社區內的家庭跟小孩

肯定，也能鼓勵他們多與孩子互動。(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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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服務的量與滿意度 

規劃福利服務方案的首要考慮，應該是要設法確定他們的確是在滿足尚未被

照顧到的需求。Speer 和 Trapp(1976)也提到我們不能理所當然的認為有人在做服

務就等於送出了服務，更不能假設一旦送出服務就等於送出了優質的服務(引自

羅國英、張紉譯，2007，頁 5)。受訪者 I 與 G 則認為量化的數據或滿意度調查結

果評定服務的優劣，對實務工作者而言，的確可呈現出對此服務的喜好。 

「從參與的量、參與度來看家長還滿喜歡這個空間，或從滿意度及服務的使

用率。(I)」 

 

「如果用量來分的話，你參加的愈多，好像給人的感覺就愈好，是無庸置疑！

(G)」 

另外受訪者 J 則認為成效評估的標準只看表面上的服務人次，卻未考量不同

執行機構空間大小的侷限，這樣的申請及評估方式無法達到公平及合理性，間接

也失去當初社會局期待運用民間團體的創新與活力的能量，激發出多元的服務特

色。 

「如果成效就只有以服務人次來看，大家都要達成那個目標的狀況，你乾脆

就告訴我們到底要多少人次才能去申請這個方案，我認為不同單位服務據點的空

間大小也有差，怎麼可以用一定的量來做評估呢？其實就失去據點辦理的意

義…(J)」 

 

貳、執行過程的困境 

公辦民營機構在推動社會局委託的育兒友善園服務過程中，同樣也會面臨私

部門契約外包的問題，劉思吟（2013）指出財源的依賴效應、自主性的危機、政

府補助經費偏低或不足、政府部門核銷作業繁複、契約的不平等及責任歸屬不清

等是政府機關以契約委託的形式與民間組織協力合作，提供公共服務會遇到的困



 

101 

 

境。在 2010 年底育兒友善園實施計畫在醞釀之初，規定隸屬於社會局下面的公

立、公辦民營幼兒園及婦女中心需一併加入協助推動，對於受委託單位而言，在

這三年多來的參與過程中，公辦民營的委託契約規範了彼此的權利與義務，政府

無可厚非的扮演監督與控管服務品質的角色，但也間接箝制公辦民營機構在推動

過程的自主性與選擇權。Lewis(1993)亦指出，決定何種服務要付諸於契約中，大

多數由政府主導決定，況且育兒友善園當時推動的背景為因應 2009 年的兒少生

活狀況調查的需求，對公辦民營婦女中心而言，在契約規範中並未羅列，這也凸

顯出公辦民營機構在執行政府方案的自主性危機，而這樣的自主性危機在探討社

會福利公辦民營過程中會遭遇的問題（劉淑瓊，1997；韋淑娟，1998；江家霖，

2001；李婉瑄，2007；劉思吟，2013），但不在本研究執行困境的討論。研究者

歸納訪談對象的資料，本章節僅以公辦民營機構執行育兒友善園服務遭遇的困境

進行探討，以下將人力問題、行政管理問題及與主管單位配合問題等三個面向來

探討。 

一、 人力問題 

（一） 專業師資不足 

1、熟悉的專業師資不多 

在開辦育兒友善園的過程中，師資良窳是影響整個活動辦理情況的關鍵。H

則認為在辦理過程中，通常會先尋找熟悉及品質值得信賴的師資，但通常要符合

上述兩項條件的師資並不容易尋找。 

「我們想給孩子更專業的老師，其實除了看跟這個老師熟不熟，他的教學品

質我們信不信賴，所以我們也不希望找些老師進來，他的教學品質讓我們覺得不

ok，因此要尋找符合我們條件的師資，通常不好找!(H)」 

 

2、預設條件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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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受訪者 J 則認為需具備 1-3 歲嬰幼兒發展階段的教保知識及親職教養能

力雙重條件才能成為育兒友善園預設需求的師資，對幼兒園而言尋找並不容易。 

「較難克服的點是你要找到這樣活動的師資，具備 1-3 歲的教保知識、孩子

教養能力的師資，他才能開得出來符合這個年齡層的孩子及家長的課程需求，我

們要找的比較像是我們預設需求的師資，不是說隨隨便便找個老師來帶唱唱跳跳

部分。(J)」 

 

（二）兼職人力的成本過高 

社工需付出相當大的能量繁重的個案處理個案問題、服務方案執行及外界招

待的活動，因要另外花時間與精力承辦育兒友善園計畫時，經常感到心力交瘁，

若能使用兼職人力對婦女中心在推動育兒友善園的服務有相對的助益。H 表示會 

利用婦女福利與兒童托育科提供的「單親家庭暨婦女福利支持性服務計畫」

申請兼職人力經費補助。 

「我們有些經費確實是補助裡無法 cover 到，譬如說需要一個兼職人力，一

個是育兒友善園的人事費，但是他們的規定就需要開放全天候，另一個就是成立

育兒友善園的據點有一個樓層的規定，我們中心不符合他們規定所以無法成立據

點。我們都是用『單親家庭暨婦女福利支持性服務計畫』去申請兼職人力，可是

申請的經費是有個相對自籌款的概念。(H)」 

 

（三）志工人力不足 

回顧第三節育兒友善園的服務樣貌中的母機構角色，其中受訪者 E 與 J 皆提

到志工支援對育兒友善園服務的推動扮演輔助的角色，雖然有志願服務人力支援

可減輕執行機構的工作負擔，但接下來要面臨的問題即是如何培訓招募來的志

工。謝國楨(2006)指出要支援志工組織的運作，需要經費的支持，有的組織其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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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有限，無法招募到適任與足夠的志工，因此，對志工的組織運作，可能產生問

題。 

E 有提到育兒友善園所需的志工人力都已陸續招募，應該如何規劃與培訓志

工，避免因為志工的流失影響到服務品質。 

「其實我現在的困境就是志工培訓了…以前我們沒有育兒友善園時沒有特

別招募，現在招募這個是給友善園，我們招募了一批志工，但我們現在比較不能

動是因為人力不是那麼多。(E)」 

 

二、 行政管理問題 

（一）服務開放的時段無法配合 

1、周末時段工作人員經費補貼不足 

2014 年度育兒友善園計畫申請計畫與 2013 年度的計畫相較，增加一些補助

條件上的限制，例如 2013 年度機構評鑑為丙、丁等不得再次提出申請，活動辦

理的時段除了平日開放外，必須有一個時段是假日對社區親子開放，這樣的規定

也反映在財源捉襟見肘的公辦民營機構及私立幼兒園。基於上述新年度申請辦法

的改變，執行機構也提出自己的看法。其中受訪者 F 表示，友善園活動辦在假日，

確實是提供雙薪家庭之家長許多的便利性，服務費的核銷項目僅補助 1 名兼職專

業人員的鐘點費，前來協助或支援的人力無法獲得加班費的補貼，造福了服務使

用者卻間接增加執行機構的財務負擔。 

「今年我們園所老師去參加 103 年度育兒友善園的說明會有聽到很多私立

園所對於新的規定頗有微詞，如果要辦在假日其實還滿困擾，它補助只有補一個

人，我覺得那對園所來說會比較吃緊一點，因為一次來兩個老師，但只能補一位

老師的鐘點費，多少會減低他們承辦的意願。(F)」 

2、工作人員的身心負荷過重 



 

104 

 

另外亦有研究對象提到活動辦在周末無形之間是增加承辦人的身心壓力，H

就提到教保老師普遍需要利用休假或周末時間參加研習活動，若為了辦理 103 年

度育兒友善園方案，需犧牲周末可休息或參與教師研習的時間，無法在鐘點費與

付出的時間與精力之間取得對等的報酬，無法增加執行機構承辦的意願。 

「對於社會局而言，他們的訴求是希望不要利用到平常的上班時間，他們的

用意是要家長一起來，但他們不太知道幼教人周末有多少事情要做，就像是教保

人員研習，還要連續三個月每個周末都要來，他們沒有想到這些身心負荷的壓

力!(H2)」 

 

3、干擾園所內幼兒的上下學作息 

受訪者 J 提到，目前以據點形式承辦育兒友善園，在 103 年度的申請規定中

明訂執行機構必需加長服務空間開放的時間，從原先每天開放 2 小時增加到 8 小

時(含 2 小時的消毒時間)，這樣的規定對原先有申請據點的執行機構而言不僅影

響到園所內幼兒進出學校的時間，也難以控管社區親子參與的安全性。 

「我們是以據點的方式承辦，現在規定一天要 8小時，含消毒要兩個小時，

像我們學校本來是用上午的時段，但現在又要求要一天的狀態，這樣會影響我們

原本幼兒園的上下學的作息，對我們來說幼兒園本身的主體就是就讀的幼兒，並

不是做社區服務，社區服務只是在可以的範圍之內提供的服務，這樣的綁法必須

是學校有獨立的出入口或空間才能這樣做!(J)」 

 

三、與主管單位配合的問題 

1、社政單位無法全面掌握幼兒園的實際狀況 

幼托整合後，幼兒園主管機關轉變為教育局，不僅考驗著教育主管機關對育

兒友善園服務推動的看法，也攸關社會局掌管經費使用權的審核與評估。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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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提到社福與教育對幼兒園在推動社區服務的態度有其差異，對社會局而言，如

何確實掌握幼兒園辦理育兒友善園的實際狀況，的確增加操作層面的難度。 

「幼托整合後幼兒園跟我們申請經費辦活動，但我們沒辦法管到他，變成他

有辦活動時，我們去做一個查核，他的主管機關已經變成教育局而不是社會局，

我們對這個園所的掌握度確實不像之前掌握度那個高。(A)」 

2、教育單位缺乏連結社會資源的概念 

另外 B 則從兒童托育資源中心的角度來看，幼托整合後，教育單位思考的

是如何從幼兒教育的觀點提升幼兒的學習能力，社政單位不僅看重個別差異性，

更著重全體幼兒的福祉，因此如何將服務資源深化到每個社區是考量的關鍵，兩

者不同的專業背景所認知的育兒友善園其功能與理念有其差異，在這樣的困境

下，社會局也只能竭盡輔導幼兒園在推動服務上的做法，而幼兒園是否願意配合

或執行的狀況是否符合期待，端視幼兒園對社區服務的理念與初衷。 

「幼托整合從 2012 年 6月才開始，所以很多園所就自動退出，幼兒園的主

管單位已經不是在做社福這一塊，而是在做教育這一塊，教育人又沒有所謂社福

觀念，所謂社會資源運用的概念，只想專注做教育的工作，所以又回到本位主義。

(B)」 

3、機構與不同主管機關合作的瓶頸 

呼應上述的想法，J 從民間公辦民營機構的角度也看見幼托整合後，管轄單

位改變帶來的影響是幼兒園必須在教育局的法令規定下，進行幼兒教育與保育的

工作，對於長久以來與社會局建立密切互動關係的幼兒園而言，需要重新調整合

作的步調與理念。 

「我們從改制到現在，跟教育局的合作裡，比較多看見的是我們必須得依法

行事，就是在他們的法規裡玩他們的方式，以前在社會局的時候，立場抓得很契

合，我們就是一起合作做社區。(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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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所述，綜合公辦民營機構的執行困境中發現，103 年度育兒友善園

計畫申請標準較去年更嚴苛，在服務開放時段方面，未考量不同執行機構的個別

差異，僅用同一套標準來規範時，會衍生執行機構在推動上的困難點，包含工作

人員鐘點費、工作負荷量及幼兒園所內孩子的生活作息。 

再者，籌備育兒友善園服務計畫前，活動如何設計及具有專業背景的師資如

何尋找與邀約也是執行單位必須面臨的問題，目前社會局有委託兒童托育資源中

心建立育兒友善園的師資資料庫，或許能解決新承辦單位難以尋找適合師資的瓶

頸，但對於要求標準較高的執行單位仍傾向於利用私人關係來尋找可靠的師資。 

第三，在研究者訪談的婦女中心有提到，社工無法時時都在育兒友善園的現

場，提供服務使用者立即性的需要，若在服務現場沒有相關背景的兼職人力在其

中，育兒友善園只是一個閒置空間的開放而已，而目前婦女中心為了額外的兼職

人力，必須挪用社會局其他項目的補助經費，才有完整的人事費用可運用。 

第四，成效評估是社會福利服務方案在執行過後的重要工作之一，不僅可提

供執行單位未來再設計相關服務方案的建議，也可客觀且完整的呈現出服務的必

要性，從育兒友善園推動到現在，僅能從服務人次的數量與滿意度調查等瞭解表

面的執行狀況，也不免有執行單位會提出成效難以具體評估的困境。 

第五，志工培訓的議題目前在育兒友善園的計畫中未有相關的配套措施，多

半回歸到各別單位執行上的需求與志願服務人力的規畫，但從執行單位在實務現

場看見志工培訓的困境，也可讓政策規劃者可深入且細緻的思考志願服務在公辦

民營機構推行服務方案的效益；最後，幼托整合在育兒友善園發展的脈絡中，是

服務推動歷程的分水嶺，對社會局而言，不再是幼兒園的直接管轄機關，因此難

以控管幼兒園承辦的情形，對幼兒園而言，直接隸屬機關與經費補助機關不一，

也間接影響執行單位開始思考服務的價值何在，兩權相害之下，社會局僅能做到

訪視輔導的職責，而幼兒園是否要申請，得視單位主管的理念與服務的熱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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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對於未來的努力方向與期待 

一、方案的努力方向 

（一）促進社工與教保人力的專業合作 

要談到跨專業的合作的前提，需要先思考不同專業之間是否有融合的可能

性存在。在幼托整合之前，在托兒所設置辦法16第 11 條規定托兒所得視需要狀況

設置社工員，因應幼托整合後主管機關權限改變，托兒所走入歷史，目前改制為

幼兒園後，在幼兒教育與照顧法的脈絡少了社工在幼教實務的現場，而社工與教

保人力整合的想法也因為缺乏合作的舞台，一度跟著托兒所併入幼兒園不再被重

視，然而在育兒友善園的服務脈絡中，看見社工與教保共同推展學前幼兒照顧服

務的可行性。 

受訪者 C 認為，對兒童托育資源中心而言，其服務的核心是如何融合教保

與社工的觀點，是非常有趣也值得深入探究的歷程。 

「在我們的團隊裡頭有非常多的社工，也有非常多的教保，但在討論機制

裡，教保的觀點跟社工的觀點怎麼去融合，我覺得這是在育兒友善園裡一個有趣

的地方。(C)」 

 

另外 A 則認為社會局是育兒友善園推動的官方代表單位，在構思推動過程

中，對於有心推廣育兒友善園的婦女中心而言，環境上的設施設備可以靠技術團

隊的協助來建置，但缺乏教保人力卻是服務推動過程的阻礙，因此委託兒童福利

聯盟承接的兒童托育資源中心提供教保專業輔導團隊，試圖在社福組織中注入一

股教保的思維。 

                                                        
16
托兒所設置辦法於民國 44年 10 月 4日公布，依據兒童福利法第十一條及第十五條第一款規定

訂之，在民國 95年 11 月 1日廢止(內政部法規內容，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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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塊就變成我們會有一個輔導機制，針對婦女中心提供服務的過程中

若教保這一塊有需求的話，兒福聯盟就扮演那個資源連結與輔導的角色。(A)」 

 

綜合以上所述，無論是政策規劃者(社會局及兒童托育資源中心)或政策執行

者(婦女中心及幼兒園)在思考育兒友善園未來發展的可能性，普遍在課程設計的

內容、專職人力提供及教保與社工人力融合的想法納入未來可規劃的方向，這部

分仍舊回歸到不同單位如何看待育兒友善園的功能，當執行單位將這樣的服務使

命放置在自己服務對象需求面向，在推動服務的過程主觀意識便覺得是重要且必

需，暫且不談幼兒園有招生的意涵或婦女中心是因為公辦民營契約的規定等組織

生存的因素才加入育兒友善園的推動，的確是看得到幼兒園或婦女中心在本身業

務工作外，與潛在服務對象或社區居民相輔相成的互惠過程。 

（二）提升隔代教養家庭的教養能力 

研究者訪談三間幼兒園中，其中一個受訪者 J 在 2012 年年初將方案友善園

轉為據點友善園經營，在服務的過程中看見社區內隔代教養的家庭的需求，也發

現在台北市普遍以雙薪家庭為主，阿公阿嬤帶著學齡前幼兒在公園裡玩樂，在體

力不足與教養觀念缺乏正向的引導，因此以常態性的空間開放及固定的活動開

放，滿足社區隔代教養家庭的需求。 

「隔代教養的部分，爺爺奶奶的體力就是有限，那他在外面公園玩，可能時

間到了就回家，但孩子可能覺得我還想要什麼，也是因為這個區塊，我們開放這

個空間是希望把他們引進來，引進來就可以從平日的看見去分享一些正確的教養

方式。(J)」 

 

（三）規劃技巧性的課程：提高服務使用者參與的誘因 

幼兒尚未進入幼兒園前，幼兒主要照顧者的親職教養觀念多半來自於有育兒

經驗的長輩、親戚、鄰居、朋友與同事等，對家長來說，擁有愈多的非正式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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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育兒知識的獲取來源也愈充足。幼兒時期，如果父母與子女未能建立親密

的感情，往後子女會在不安定的情緒中成長，不良的行為或適應問題將會不斷出

現，因此建議為人父母可從身體接觸、遊戲及生活教育層面，促進親子間親密的

互動(龔美娟，1994)。其中受訪者 I 認為與親職教養的相關資料取得對家長並不

困難，應著重在親職技巧的能力開發，因此在新一年度開辦的育兒友善園課程，

調整為親子肢體互動及繪本導讀，增進主要照顧者在教養能力的提升。 

「我們發現知識的東西對家長來說，不見得是一個缺乏的地方，明年度在開

辦課程方面，會偏重技巧上的學習，譬如說老師就直接來帶一個律動，或直接來

說故事，教家長如何帶孩子來說故事，學習怎麼樣透過肢體的互動，促進孩子各

項身體上的發展。(I)」 

 

二、 對方案經費使用的期待 

（一）增加服務經費申請的彈性 

從 2011 年 9 月正式推動育兒友善園，服務執行至現在已兩年多，因應開辦

以來，不同園所回報的辦理情形，實施計畫的經費補助項目與標準做些許調整。

剛開辦時補助每所每年 3 萬元的上限，直到 2013 年補助私立托育機構及民間團

體辦理育兒友善園實施計畫將補助分為一般性補助與政策性補助，而一般性補助

最高補助 5 萬元，另外也增加團體偕同講師鐘點費與工作人員加班費的名目，對

執行單位而言，的確有利於服務的運作與推動，但隨著實施辦法每年度的變動，

也讓幼兒園在幼托整合後，因隸屬單位為教育局，經常在申請不同局處的經費。 

受訪者 F 提到核銷項目中分攤表的自籌款部分，讓幼兒園面臨既有活動經費

支出外，尚需另外挪用學校其他經費來填補自籌部分。 

「我覺得空間要給大，我指的空間是指經費申請的彈性，我覺得第一次他剛

要開辦的時候還不錯，以前不用什麼分攤表，但計畫改到後來變成學校需要自

籌。(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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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H 亦提到 102 年度已將育兒友善園相關活動計畫書、經費申請表都送件至

社會局申請，而因為設施設備的核銷項目未准許補助烤箱，幼兒園這部分也僅能

自行吸收，她認為補助的項目應有更多的彈性空間。 

「以之前申請的案件來說，社會局不會補助全部，有些是學校要自籌的，102

年要辦理育兒友善園，師資都已經安排好了，然後送件以後回來的訊息是設施設

備裡不補助烤箱跟器材的部分，後來跟園長討論後發現還是需要，所以就想說自

行吸收，但我要表達的意思是在設施設備部分可以放寬一點，畢竟我們也是用在

與我們所辦活動相關的部分。(H)」 

 

（二）核銷項目應更貼近服務方案的需求 

受訪者 J 則提到在育兒友善園服務據點的核定項目中未明列空間整修的費

用，例如木質地板的費用，對有心想經營友善園服務據點的幼兒園而言，財務狀

況會局限服務據點發展的可能性。 

「在社會局的補助項目，比較多是偏教具類，可是今天有一個新的據點要開

辦時，這些點都沒有在他的核定項目，園所可能必須先準備一筆款項，協助這個

環境先建置起來，透過社會局經費教具採買的補充，讓他整個可以做運作，但後

續空間整修的經費呢?(J)」 

 

三、對方案人力使用的期待 

 對公辦民營機構而言，不同於一般的非營利組織，受限於公部門的契約委

託，在相關政府法令的規定下，改變的幅度也受到限制（陳柏烱，2013）。公辦

民營機構承接公部門委託的服務方案，專職人力的薪資條件與工作人力配給也必

須比照公部門的規定，因此雖然公辦民營機構本質上屬於半政府單位，但實質上

仍屬於非營利組織，其組織營運的經費來源主要為社會捐款、政府補助，少部分

採取收費服務（黃彥仁，2010）。對公辦民營婦女中心的社工而言，與一般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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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的社工面臨相同的勞動條件，工作環境充斥著四高(個案量高、人力負擔高、

工時高及流動率高)跟四低(薪資普遍批、安全保障低、補休使用率低及專業自主

低)，是所有社工人員的痛（黃盈豪、陳俊諺，2008）。 

（一）增加工作人力抑或減少個案量 

受訪者 D 認為育兒友善園服務方案要長久發展下去，專職人力的配給應該

要再增加，以補足婦女中心發揮社區工作的價值與功能。 

「育兒友善園要長久的發展下去，若政府預算 ok 的話，多給一些人力，如

果人力不要增多的話，那可不可以個案量減少，因為我不想放棄社區工作這一

塊。(D)」 

I 則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待婦女中心的專業使命，她認為社工花費許多時間與

精力在處理個案工作，若無法提供專職人力協助育兒友善園運作，也會影響未來

育兒友善園服務推動的品質與開放的天數。 

「就婦女中心而言，我們很清楚服務的對象群是弱勢家庭的孩子，每一年都

有很多的個案量，還有很多訪視要處理，光是個案就要花很多精力在處理，在沒

有專職人力的情況下，我們很難經營管理!(I)」 

 

（二）提供符合勞基法的薪資福利以留住專業人才 

 受訪者 J 提到公辦民營幼兒園亦提到目前育兒友善園發展的方向朝據點友

善園的形式，專職人力在服務據點的管理與運作方面愈顯重要，特別需具備專業

的教保或親職教育背景的人才，若社會局未能給予勞基法保障的基本權益，要找

到符合期待的專職人力有其難度。 

「今天要做的據點的專職人力一定要有教保與親職背景的理解，你要找到能

力比較相當，不含勞健保、不含年終、不含績效加班，這些都沒有，就很單純的

時薪計算的話，對於一個據點的管理與運作，我是覺得比較難找到貼切的人力。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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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以上所述，將未來推動的建議歸納為對方案努力的方向、對方案經費使

用的期待及對方案人力使用的期待等三點。從目前執行機構的活動內容設計發

現，對幼兒園而言，兒童發展及親子互動課程即是他們本身業務範圍內的強項，

而婦女中心反而在這一塊的規劃與設計上沒有像幼兒園有如此豐沛的資源，因此

在課程設計方面，多規劃技巧性的課程取代教育及知識性等靜態課程為考量；在

方案經費的申請空間方面，受訪者普遍感受到社會局所補助的經費有相對自籌款

的運作機制，讓執行機構承擔活動經費的壓力，可能間接削弱執行機構的承辦意

願，顯示政府撥給委託經營管理或專案服務的經費補助往往補足或偏低，致使公

辦民營機構本身需承擔財務虧損的風險（江佳霖，2001），亦是考驗執行單位經

費調度的能力；專職人力部分，許多訪談對象提到友善園的經營應是一個獨立的

專業服務空間，並非僅是一個服務方案而已，要達到專業服務的目標，能否提供

具有教保或社工背景的工作人員便顯得相當重要；社工與教保人力的融合是育兒

友善園長期努力的目標，政策規劃者在思考不同專業提供服務過程，以兒童托育

資源中心的工作團隊為平台，促進社工與教保思想的交流；服務據點化是為了貼

近不同族群及不同時段的學前兒童照顧者使用育兒友善園的可及性，這也是政策

規劃者未來規劃據點友善園的用意。 

小結： 

從育兒友善園的執行困境到未來推動的建議，發現其服務方案設計的過程，

不外乎相關資源投入是否滿足方案最初的構想，機構做了多少？資源是如何取得?

是否達到最初所訴求的目標？所投入的資源、金錢和時間是否值得？服務使用者

的滿意度？服務效益為何？（引自黃源協，2008，頁 436）。在執行困境中看到訪

談者提到財務部分為服務經費申請的空間及兼職人力成本過高；專業師資不足與

志工人力不足是當前思考育兒友善園人力資源投入的部分；目前成效評估方式無

法以量化及質性並重的方式呈現服務使用者的滿意度及服務的效益，僅能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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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呈現友善園的執行狀況；最後則是育兒友善園發展過程中與主管單位配合的

問題，使得育兒友善園的執行機構面臨直屬主管機構與經費補助機關不同的狀

況，間接造成政策規劃者與執行機構無法達到服務推動的共識。 

在未方案努力方向的部分，課程設計可朝向父親參與的育兒概念及增加技巧

性課程方向設計，一方面提高男性家長參與的動機，另一方面也讓更多不同社會

階層的服務使用者的接受度增加；專職人力的部份分對社福機構而言，期待在既

有的個案量中，下修婦女中心社工的個案量或增加機構的專職人力以分攤相關業

務，而托育機構則提出應擬定專業人力的薪資福利，才能讓具備社福與親職教養

的人才留住。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的目的以方案規劃者(社會局婦幼科及兒童托育資源中心)與方案執

行者(公辦民營幼兒園及婦女中心)探討對於育兒友善園服務經驗，進一步瞭解推

動過程中公辦民營幼兒園及婦女中心的看法，期待整合各公辦民營機構之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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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長或承辦人員的服務經驗供未來推動育兒友善園之托育機構與社福機構參

考，經由第四章之資料分析與詮釋所得之研究結果與發現，本研究之結論如下： 

第一節 研究結論 

壹、 育兒友善園階段性的推動過程 

在育兒友善園服務推動歷程可發現，最初的源起來自於 2007 年至 2008 年在

兒童托育資源中心承辦的 J 幼兒園開始推動親子教育，同年也在托育資源中心內

試辦親子諮詢專線，從實務經驗中發現社區居民的需求，在 2009 年因應台北市

社會局的兒童及少年生活狀況調查，兒童托育資源中心先以「托育友善園」的形

式向公辦民營幼兒園推廣，直到 2011 年社會局搭配助妳好孕的政策，定名為「育

兒友善園」，隨著方案推動，參與家數及服務人數隨之增加，如今已有超過 180

家的公立、公辦民營及私立幼兒園執行育兒友善園方案，未來將朝向親子館的方

向發展，更全面的落實學前幼兒的福利服務。 

 

貳、初期的想法與作為  

起初幼兒園及婦女中心獲知承辦的想法，除了不知道該提供那些內容外，亦

覺得政策並不確定，且認為缺乏法規或配套措施的參考，甚至懷疑有資源重疊的

現象，但也有受訪者卻認為，可讓執行機構在社區找到服務的定位。而在因應的

方式上，積極的像是善用園所內閒置空間或不受外在事件影響下自行推動，消極

的則是重新包裝原有的服務方案。最後則以善用機構內部優勢、以學校為主軸連

結周邊公共資源及登門拜訪等策略來推動。 

參、公辦民營機構的服務樣貌 

 本研究發現育兒友善園經營方針以兒童福利的初期預防作為方案目標，如何

在社區內落實初級預防的概念，執行單位以延伸本身預防性服務宗旨來操作，其

中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較缺乏教保專業，因此引進教保資源及充實機構器材，幼

兒園則以建立假日據點或成立社區圖書館、提供多樣化課程以促進親子共樂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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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人員駐點服務等方式運作。社區關係建立與資源連結是公辦民營機構服務執行

很重要的推手，其注重鄰里關係的經營，透過人力資源與財力資源合作與社區間

建立默契，並善用媒體的曝光度來增加宣傳效果。至於育兒友善園活動內容的設

計則與服務目標緊密的扣連，包括透過擴展學前兒童的需求與生活經驗來刺激兒

童發展，提供心靈牌卡與桌遊、親子創作工坊、育兒諮詢、親子廚房、親子音樂

律動及親子互動的活動來促進親子關係，及透過情緒支持與喘息服務來增強主要

照顧者的親職權能。 

 

肆、公辦民營機構與母機構的互動關係 

本研究發現委託的民間機構與母機構存在不同的互動樣貌，母機構普遍扮演

內部資源與外部資源的角色。在內部資源中，受訪者普遍認為人力支援、物力連

結及財務協助最為重要。其中人力支援又分為執行機構內部提供專業人員諮詢、

提供機構內部符合資格的專業師資及志工人力的協助等；外部資源不外乎母機構

本身與社區鄰里或草根組織間公共關係的維護，另外還有長期與企業或廠商之間

的贊助關係，使得執行機構在推動服務方案得以更順利。 

伍、育兒友善園的服務成效 

本研究發現從育兒友善園開辦至今，受訪者認為服務成效呈現在「協助幼兒

認識朋友」，促進其關係發展；建立學前幼兒長期性的友伴關係；及「擴展幼兒

主要照顧者之非正式支持系統」及「強化父職參與的育兒概念」三個層面。不過，

亦有受訪者認為，從服務量的數字來看，似乎有其成效，但若僅重視服務人次的

數據化資料顯得不夠客觀或具說服力。 

 

陸、育兒友善園的執行困境 

整理執行機構在承辦育兒友善園服務的困境可分為人力問題、行政管理問題

及與主管單位配合的問題。人力問題普遍為專業師資不足、兼職人力成本過高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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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服務人力不足；行政管理問題則為服務開放的時段無法配合；主管單位配合

則為社政單位無法全面掌握幼兒園的實際狀況、教育單位缺乏連結社會資源的概

念及機構與不同主管機關合作的瓶頸。 

 

柒、育兒友善園未來可努力的方向 

有鑑於執行過程的困境，研究對象對於未來育兒友善園的推動也提出改善或

調整的建議。其中對於「課程設計」、「方案經費申請的空間」、「專職人力提供」、

「社工與教保人力的融合」及「服務據點化」提出看法。在課程設計方面，應規

劃技巧性的課程來提升服務使用者的誘因；在方案經費申請部分，除了增加服務

經費申請的彈性外，也認為核銷項目應更貼近方案的需求；專職人力提供部分，

普遍以「增加工作人力抑或減少個案量」、「提供符合勞基法的薪資福利以留住專

業人才」、「母機構應給予專業支持」及「具備相關背景的專業人才，以降低工作

上的挫折感」；社工與教保人力的融合部分，包含「運用團隊的動力來推動不同

專業合作」、「服務轉型須具備的基礎」及「兒福聯盟扮演中間角色」。 

 

第二節  研究討論 

壹、 教保與社工的融合 

根據幼兒教育照顧法中對教保人員在幼兒園的服務內容為提供幼兒生理、心

理及社會需求滿足之相關服務，並在園所內發展適宜之學習環境，藉由園所內定

期舉辦之活動來促進親子關係，以利刺激幼兒社會發展(台北市政府教育局，

2013)；而社會工作則是一門人類的潛能與社會資源去幫助個人、家庭、團體乃

至於社區解決問題，滿足需求的一種方法與技術(李增祿，2012)，無論是教保或

社會工作都有其專業的發展性與不可取代性，由於服務對象不同，其著重的面向

也不同。 



 

117 

 

近年來的台灣社會中，由於攜子自殺或兒虐事件頻傳，社會大眾對社工之工

作內容與通報宣導之觀念愈來愈了解與重視，在王偉玉(2011)的研究中指出，兒

童教育照顧法草案中針對增設社工人員一條例，表明主要為因應社會之兒童事

件、外籍家庭等等，似乎是政府欲在幼兒園中奠定「早期預防之措施，並能適時

提供協助，並連結其所需之資源」的美意，但現在通過之「幼照法」中，已將增

設社工之條例，改為「得視園所之需求」，這也代表幼兒園將可視其所需求，再

評估是否需增設社工，因此從法規的脈絡中可見教保與社工的融合在幼兒園中仍

有一段努力的空間。 

在研究者訪談的資料中，育兒友善園進入蓬勃發展期階段，方案規畫者拋出

未來的長遠規劃為教保與社工融合的親子館服務概念，然，方案執行者並未有如

此想法，僅停留在各職其掌的關係，或許未來在一區一親子館的政策規劃下，應

多邀集學前兒童相關的社福團體參加討論，並設立相關的法令規範，以保障幼兒

教育、保育及福利工作之從業人員的工作權益，讓學前兒童的托育福利服務更臻

完備。 

研究者認為社工與教保兩種專業要融合的先決條件應有法規的保障，以協助

不同專業在服務學前兒童時，有更多對話的機會與合作的空間。以目前台北市社

會局長遠推動親子館為例，執行單位的人力架構除了教保人員提供相關幼教課

程，尚有社工人員可針對弱勢家庭的學前幼兒提供福利資源的連結，從實務場域

的合作中，激發教保與社工人的多元思考。 

 

貳、 育兒友善園的服務成效 

在談到育兒友善園的服務成效之前，應先檢視方案設計與評估，在此包含服

務量與品質之測量。數量或服務量的部分應由執行單位之界定來加以測量，而服

務品質應藉由所建立的標準來予以衡量。然而在研究者的訪談資料中，方案執行

者在成效評估中也提出服務量與滿意度的部份確實可從使用人次反映對此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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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但服務品質的測量卻無法有客觀的標準或評估工具。因此，我們期待服

務方案能發展出一套「共同的語言」，可客觀測量其服務的品質，這標準通常是

由認證組織、專業組織協會，或有政府機關部門所發展提出(高迪理，1999)，研

究者除了建議方案規畫者未來可委託學術相關單位進行育兒友善園服務品質調

查外，也應盡速建立一套具有政府機關認證的服務品質評估標準。另外研究者認

為可在服務品質的成效中增加不同發展階段幼兒之基礎能力指標，以實際測試參

與育兒友善園方案後，學前幼兒有哪些能力的提升或促進。  

 

叁、據點假日開放的可行性 

 隨著育兒友善園進入穩定發展階段，因應服務使用者多元化的需求，服務據

點假日開放也成為一股趨勢。然而在研究的訪談資料中，卻呈現出方案規畫者與

執行者對於據點假日開放同曲不同調的現象。以方案規劃者的觀點認為周末開

放，可滿足雙薪家庭的服務需求，且未來親子館的開放時間除了週間，週末搭配

親子活動或設施設備開放亦成為趨勢；而方案執行者則認為假日開放若沒有相關

人力補助(教保與社工)，變相加重承辦人的工作負荷，然而問題否出在周末加班

的鐘點費補助不足而工作人員不願意加班？還是凸顯出相關人力對周末開放是

否能提升育兒友善園的使用率仍舊抱持存疑態度，這是一個值得討論的議題。 

研究者認為除了應給予周末的加班費外，也可在每學期的育兒友善園成效評

估中加入有提供假日服務的執行單位，方案經費申請的額度可較多，此舉也間接

鼓勵更多私立幼兒園加入育兒友善園的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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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建議 

壹、對社會局的建議 

(一)建構教保與社工專業對話的橋樑 

在幼托整合後，幼兒園的主管機關從社會局轉變為教育局，縱然教保與社工

的專業取向與功能有所不同，但回歸兒童最佳利益的基礎，如何在教保與社工潛

藏本位主義的思想下，找到一個共同合作及對話的平台，剛好育兒友善園在其中

扮演關鍵性的連結角色。當這把開啟不同專業對話的鑰匙被啟動後，未來社會局

在親子館的規劃與運作朝向教保與社工專業融合之路邁進。 

(二)跨局處合作應建立溝通協調機制 

社會局在財政資源上握有分配權，教育局在幼兒園的活動場地佈點及設計上

握有規劃權，而各局處僅需負責份內的工作未達到跨局處間的溝通聯繫，造成育

兒友善園服務成為社會局與教育局管轄的灰色地帶，因此研究者認為兩者的合作

關係不應只是畫地自限，目前育兒友善園發展朝親子館的方向規劃，周邊育兒友

善園的據點應有良好且綿密的網絡串聯起來，提供學齡前兒童早期療育篩檢與諮

詢、高風險家庭服務與轉介、兒童托育與喘息服務及親子活動的空間等。 

 

貳、對兒童托育資源中心建議 

(一)推動「一站式」(one-stop-shop)的學前兒童照顧服務據點 

 育兒友善園最初的目的除了回應 2009 年兒少生活需求調查中「台北市民六

歲以下兒童主要照顧者對於學前幼兒遊戲空間」的需求外，也期待利用近便性的

社區托育資源，提供更多的管道滿足弱勢家庭的幼兒擁有與一般家庭幼兒一樣的

學習資源，因此蘊含著社會福利的價值。兒童托育資源中心扮演服務輸送中的輔

導整合與資源連結的角色，未來育兒友善園的發展可朝向親子館的方向經營與管

理，將同一區域內的公私立幼兒園、婦女中心及民間團體的育兒友善園服務整合

成有系統且不同專業分工的服務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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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協助執行機構激盪學前幼兒服務架構 

目前兒童托育資源中心有提供育兒友善園相關的師資資料庫，提供初次辦理

或對於幼兒發展或親職教養專任師資不甚了解的執行機構，能更精準的掌握服務

內容與方向，但仍有部分執行單位對友善園的服務內容與學前幼兒才藝課程畫上

等號，而這也導致方案規劃者在審核執行機構的計畫書時，經常需要額外再花時

間向執行機構做輔導，不僅浪費稽核人員時間，也間接削弱民間單位承辦育兒友

善園的初衷，因此未來兒童托育資源中心在辦理育兒友善園說明會或成果報告

時，能提供第一線執行之專業人員更多服務內容設計的原則與方向。 

 

叁、對方案執行者之建議 

(一)增加實際操作性的育兒課程 

在倡導性別平權的時代，扮演陪伴者與照顧者的角色已不再是女性的天職，

應將男性共同分攤育兒責任及增加技巧性的課程放入未來課程活動的設計，以提

高服務使用者參與的誘因。 

(二)提高兼職工作人員鐘點費 

育兒友善園從 2011 年正式推動至今，社福機構與托育機構普遍遇到方案管

理人力不足，服務過程中志願服務人力培訓與實際發揮效用之間仍有一段差距等

問題，兼職人力負責育兒友善園的活動設計、志願服務人力培訓、經費核銷與活

動成果評估，提高其兼職人力的鐘點費，不僅可以減輕社工員或教保老師原有的

工作負荷，也能提升服務的品質。 

(三)加強對方案與服務內容的宣導 

 為加強社區民眾對育兒友善園的瞭解，在執行面上應增加宣傳的管道，除了

在幼兒園及婦女中心張貼宣傳海報外，也應於公開場所進行方案及服務內容宣

導，讓民眾了解相關服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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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本研究是從方案規劃者(社會局婦幼科與兒童托育資源中心)及方案執行者

(公辦民營幼兒園與婦女中心)角度來瞭解育兒友善園服務推動經驗的初探性研

究，相信未來的相關研究者，還有更大的成長空間，以下幾點建議供未來的研究

者當參考： 

(一)對尋找研究對象、議題的建議 

在研究對象上，本研究僅訪談承辦育兒友善園的公辦民營幼兒園及婦女中心

的主管及承辦人員，如果未來能將私立幼兒園在推動育兒友善園的觀點及看法納

入，呈現出來的服務樣貌勢必更加多元。此外，本研究僅探討公辦民營機構與母

機構的互動關係，未探討執行機構與服務使用者的互動，建議未來的研究對象也

可加入服務使用者的面向，相信這會是很棒的研究方向。 

在研究議題上，目前育兒友善園僅是「助妳好孕」的短程目標，目前正朝向

一區一親子館的方向努力，而親子館運作的目標是融合教保與社工的專業，以早

期療育、高風險服務、兒童托育及親子活動等面向融入服務的架構，建議未來的

研究議題可朝向各區親子館如何整合兩大專業的議題進行。 

 

(二)對未來研究方法的建議 

本研究以質性研究的深度訪談法進行育兒友善園服務經驗的初探，訪談對象

從社會局婦幼科育兒友善園承辦人根據執行時間、經費申請的情形及活動辦理成

效等面向推薦符合條件的執行機構，然而育兒友善園從 2011 年正式推動至今已

三年多，協助推動的執行單位已高達 186 家，如果未來能以量化研究的問卷調查

法來進行，勢必更能呈現出不同屬性(公立、公辦民營、私立)及性質(社福機構與

托育機構)之單位的服務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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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限制 

一、研究對象的限制 

本研究對象以公辦民營機構為主，訪談對象以公辦民營幼兒園及婦女中心的

園長、主任及承辦人員，而缺乏其他執行育兒友善園的公立、私立及民間團體的

觀點，一方面沒有足夠的時間，另一方面礙於自己的能力，所以未納入其他屬性

及性質的執行單位，而僅侷限在「公辦民營」的幼兒園及婦女中心的主管及承辦

人員。另外，我想若有育兒友善園的服務使用者的參與，在服務經驗的討論上會

有更不同的樣貌或思考方向出現，那也會多元且客觀的呈現出此服務方案的執行

成效。 

 

二、研究者本身的限制 

(一)專業不足 

在本研究中，在論文撰寫的過程中不斷面臨社工與教保兩個不同專業位置看

待育兒友善園服務的拉扯，會有這樣的矛盾，一方面源自於我是一名社工，我必

須從我的專業所學中來看待育兒友善園的服務經驗，另一方面，當我的受訪者是

幼兒園的園長或主任時，又必須學習跳脫社工人對社區工作的思維，從教育體系

來理解他們為何有這樣的認知及看法，因此研究者的角色需要隨著不同性質的訪

談對象及情境來調整自我的角色。 

(二)專業認同的影響 

在研究中，我是一個局外人的角色，對於從未實際在幼兒園或婦女中心工作

的研究者而言，當受訪者接到研究者來電詢問訪談意願時，都不約而同的回應

我：「你是社工所學生，怎麼會想了解這個議題呢?」，這讓我驚覺到，我並非在

此領域工作的一份子，如何能以他們的角度來進行研究，然而，研究參與者對研

究者角色認同，也是在研究者在整個研究過程中被挑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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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研究同意書 

您好, 

 我是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的研究生張惠慈，為了瞭解有關『臺北市育兒友善園服務

經驗初探~以公辦民營機構為例』，想從育兒友善園這個概念在兒福聯盟最初的構想到社會局應用於公

私立幼兒園及婦女中心的發展過程為探討基礎，進而瞭解公辦民營機構在推動過程中的想法與其母機

構互動的關係。 

訪談的時間在 60-90 分鐘之內。訪談進行中作文字的紀錄及全程錄音。錄音內容僅作學術研究使

用，文章謄寫將以匿名方式處裡，若您在接受訪談過程中感到不舒服而想終止訪談的進行，您也有權

利向研究者提出終止訪談或暫停錄音的要求。 

在訪談結束後若您需要相關訪談內容，研究者將於訪談內容整理過後寄給貴單位，若貴單位有其

收發公文先行告知所屬單位或學校之規定，研究者會依照該單位之行政流程進行研究資料蒐集。也感

謝您對本研究提供個人/所屬單位寶貴的想法，希望藉此研究提供關心國家未來主人翁之公私部門對

於前兒童照顧政策及實務工作的落實，有其完善的建置。訪談結束後會致贈便利商店的禮券以感謝您

提供寶貴的意見與想法。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研究生 

張惠慈 謹致 

指導教授:沈慶盈博士 

聯絡電話：0988xxxxxx 

 受訪者_______，同意參與「臺北市育兒友善園服務經驗初探~以公辦民營機構為例」的研究，並

同意訪談過程全程錄音。經解釋後能瞭解 1.研究者對本研究的說明；2.參與意願是自願的；3.參加

此研究不須繳納任何費用；4.訪談內容僅供學術參考之用，且個人身分資料等相關資料是保密的；5.

若有問題或希望退出研究是隨時都可以的，並且可就聯絡電話與研究者進行聯絡；6.本研究同意書一

式兩份，一份由受訪者保存，一份由研究者保存。 

                                    同意人簽名： 

                                     研究者簽名：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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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政策規劃者訪談大綱 

1. 台北市社會局/兒童托育資源中心從何時開始規劃育兒友善園方

案? 政策規劃的背景為何? 

2. 請您說明從 2011 年剛開始推動育兒友善園，其第一年(2011)、第

二年(2012)及第三年(2013)，不同時期的目標與過程? 

3. 社會局推動育兒友善園的過程中，遇到那些狀況或困難? 

 4.在推動育兒友善園的過程中，社會局、兒童托育資源中心、婦女

中心及公辦民營幼兒園各自扮演的角色為何? 

5.承 4. 彼此之間（或社會局/兒童托育資源中心與其他單位間）的

互動關係又是如何？ 

6.您認為推動至今，育兒友善園的執行狀況為何  

7.您對於育兒友善園未來發展的看法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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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政策執行者訪談大綱 

壹、基本資料 

(一)請問您現在服務單位的職稱? 

(二)請問您目前在服務單位中擔任什麼角色? 

(三)您現任的服務單位任職的時間有多久? 

(四)若是社福單位，提供的服務內容與對象有哪些? 

 

 

貳、 育兒友善園服務現況 

1. 您服務的單位從何時開始發展「育兒友善園」? 

2. 您服務的單位當初加入「育兒友善園」時，期待達到的目標是什麼？ 

3. 您服務的單位在推動「育兒友善園」的過程中遇到那些狀況或困難? 

4. 請您談談貴單位舉辦育兒友善園的活動有哪些? 

5. 您服務的單位在推動「育兒友善園」的過程中需要或曾經與哪些單位有資源

的聯繫或經驗分享？ 

6. 您認為自己的單位在執行「育兒友善園」的過程中，與母機構互動的情形？ 

7.「育兒友善園」執行到現在，您認為服務執行的狀況如何? 

8. 有哪些因素會影響貴單位評估服務執行狀況？ 

9. 貴單位明年度繼續參與「育兒友善園」的意願或可能性為何? 

10. 您對於育兒友善園未來發展的看法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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