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分為四個部分：(一)幼小銜接的定義與重要性；(二)幼小銜接的概

況；(三)幼小銜接相關研究與啟示；(四)幼小銜接相關理論。 

 

 

第一節 幼小銜接的定義與重要性 
 

壹、 幼小銜接的定義 
「銜接」(transition)的定義，國內外有多位學者曾經對此提出解釋。其中

國外學者 Bronfenbrenner(1979)提出「生態銜接」(ecological transition)，認為

除了在「場所(setting)轉換」時銜接會發生外，「角色(role)轉換」也是一種銜

接的歷程；Kagan(1991)在提及經驗連續性觀點時，將「銜接」視為一種用

以克服(overcome)不連續性的的策略；而 Neuman(2002)則根據 Kagan的連續

性概念，進一步說明，認為兒童會經驗到許多「垂直的銜接」(vertical 

transitions)，如：從家庭進入學前教育機構，或從學前教育機構進入小學;以

及「水平性的銜接」(horizontal transitions)，而水平的銜接是人在每天的生活

中轉換場所而產生，如早上從家庭離開、進入學校。此外，Fabian和

Dunlop(2002)將「銜接」定義為「一個兒童(與他們的家庭)從一個場所轉換

到另一個場所的轉變過程(process of change)」(p.3)。 

國內學者蔡春美(1993)於其研究中對「銜接」的定義為「兒童在成長發

展的過程中，從一個較基礎的學習場所轉到另一個較高層的學習場所，換言

之，指的就是從一個求學階段轉入另一個求學階段的連接過程。」(p.669)。 

因此，相較於國內學者將銜接定義為「學習場所」的轉換，國外學者的

「銜接」定義中則不僅止於學習階段或學習場所的轉換，仍包含其他「時

間」、「空間」或「角色」的轉換，使其在探究銜接議題時，研究焦點及範圍

非僅止於學校，且將家庭及其成員，甚至社區，納入討論。此觀點提醒本研

究：銜接工作的進行並非僅與學校單位有關，幼兒在不同場所間的轉換，皆

須納入考量。 

本研究所關注的是大班幼兒由幼稚園進入小學一年級間的轉換情形，因

此綜合上述學者的說法，本研究中之「幼小銜接」意指：幼兒從學前教育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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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場所進入小學教育階段的場所間的連續過程及協助幼兒順利渡過此階

段之相關策略。 

 

 

貳、 幼小銜接的重要性 
國內於 1980年代開始正式關注幼小銜接議題，並透過大型的整合型研

究瞭解國內幼小銜接概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992、1993、1994)；美國則

自 1970年代開始逐漸重視「使教育過程中不同階段的銜接平順」(Kagan, 

1991)，且除了關心幼稚園與小學兩階段的銜接問題外，也關注「pre-k」

(prekindergarten to kindergarten從家中或大班前的托兒所進入公立幼稚園大

班)的銜接議題。香港學者Wong Ngai Chun(2003)也關心香港兒童在幼小銜

接上的困難以及幼小教師與父母會提供哪些協助來改善。可見「銜接」是國

際化的議題(Fabian和 Dunlop, 2002)。 

兒童心理學家 Bruner(1960)、Piaget和 Inhelder(1969)、Bloom(1964)等人

曾表示「早期經驗與兒童學習的連續性對未來的發展是很關鍵的」(引自

Marshall, 1988, p.27)；而 Bronfenbrenner(1979)則認為：當一個人從一個場所

進入另一個場所或轉換角色的時候，就會經歷「生態轉銜(ecological 

transition)」，而生態轉銜是否順利，對未來的學習會有決定性的影響。蔡春

美(1993)更清楚表示：「由幼稚園到小學一年級，在大人看來只是換個教室，

換一位老師而已，但對幼兒來說，卻是其人生的一大步而不只在一歲之差」，

再次強調幼小銜接的重要。 

Fabian和 Dunlop(2002)也表示早期的銜接經驗中的適應歷程，會形成一

種形式，而對未來的銜接產生影響，而 Pianta & Kraft-Sayre(2003)則提出幼

兒早期的銜接經驗會奠定幼兒在往後學校適應軌跡。因此，不論是從家庭進

入幼稚園的銜接(prek→k)或是從幼稚園進入小學(K→1)的銜接，學者多認

為：「一個成功的銜接工作，對幼兒來說是重要且會對日後學習產生長久的

影響」(Yeboah, 2002)。 

既然早期銜接經驗的順利與否，對於未來在面對不同階段或角色轉換的

銜接具有長期影響，而且國內最關注的第一個銜接階段，就是「幼小銜接」， 

因此引起研究者的關心，希望透過本研究對其有更深入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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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幼小銜接的概況 
 

鑒於幼小銜接的重要，國內外均從不同層面提出不同的銜接方案與策略

來瞭解與介入銜接過程。本節介紹國內外曾進行的或正在進行的幼小銜接方

案。一般而言幼小相關人員個別策略的使用上無太大差異，但在跨場所間的

合作、參與銜接方案之人員及其作法上則有所不同。在國外方面，選擇日本、

美國、德國、澳洲等等與我國國情不相似或幼小銜接實施已有成效的國家呈

現。 

 

 

壹、 台灣 
而國內目前在幼小銜接的作法大致可以分為兩種：由下而上的銜接小

學、由上而下的銜接幼托園所，說明如下： 

 

一、 幼稚園與托兒所向上銜接小學 
如前述，國內的幼托園所在大班時，通常會進行所謂的「幼小銜接

課程」，內容大致包括：調整作息時間，使其符合小學的課表(如：上課

時間調整為每節 40分鐘)、進行注音符號教學或國語正音班、參觀小學、

使用坊間的幼小銜接的單元教材(如：描字本、數學本)等，增進大班幼

兒對於入小學的常規準備(如：小學有課本、需要帶書包上學、有團體規

範、小學沒有點心、有考試等)(蔡春美，1993；蔡宜珍，2004)，以免幼

兒對小學有「錯誤的期待」，而導致不適應；有的幼托園所教師重視幼

兒生活自理能力的培養，以增進幼兒獨立完成工作或自我情緒控制能

力，使其日後能適應小學的正式學習與團體規範。也有幼托園所舉辦家

長座談會並邀請小學教師來向家長說明小學的狀況，或在平時以書面或

當面溝通的方式讓家長瞭解幼托園所目前的銜接策略，以及提供父母相

關的銜接訊息(陳素月、鄧麗君，1993；蔡宜珍，2004，p33-34)。 

上述的銜接方式，多由幼托園所及教師發起，調整幼托園所原有的

課程或作息環境架構來迎合小學，可稱為「向上銜接」；較偏重由幼托

園所或小學人員單向的進行訊息傳遞，而忽略相關人員在觀念、角色或

作法方面的雙向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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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幼托園所提前教導注音符號的現象並不符合教育部頒布之「幼

稚園課程標準」之規定。根據「幼稚園課程標準」之「實施通則」第一

條課程編製第三項表示：「幼稚教育不得為國民小學課程的預習與熟

練，以免影響幼兒身心的正常發展」(教育部國民教育司，1987，p89)；

此外，在「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之「語文學習領域」中的「國

語文」也明確表示「能正確認念、拼讀及書寫注音符號」為注音符號應

用能力指標之首要學習重點，而其學習內涵包含：(一)能熟習並認念注

音符號；(二)能筆順正確的書寫注音符號；(三)能熟習拼音的方法(教育

部全球資訊網，http://www.edu.tw/EDU_WEB/Web/publicFun 

/dynamic_default2.php?UNITID=5&CATEGORYID=5，2004年 7月 26

日)。由上可知，目前政策規範與幼兒教育實務人員的作法並不一致，

顯示出教育政策虛設的窘境。 

 
二、 小學向下銜接幼稚園與托兒所 
臺北市教育局曾於民國 81-83年進行為期三年的「臺北市幼稚園與

一年級教學銜接之研究」(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992、1993、1994)。其

中第一年的研究工作首先對世界各國幼小銜接教學方式進行文獻探

討，再編制問卷以調查幼教老師、小學行政人員與小一教師對小一學生

各方面適應問題之看法；同時選擇雙連、萬芳、忠義三所小學進行「課

程統整化」的實驗，以做為第二階段 15所小學進行課程實驗之參考。

第二年研究在 15所小學進行「幼小銜接教學實驗」。此階段之實驗班級

與控制班級進行人格、認知與動作技能表現之比較，以評估幼小銜接實

驗課程的成效。此研究在第二年所進行的幼小銜接課程實驗中，以改變

小學原有分科教學方式與情境佈置方式，使小學的學習環境與教學方法

類似幼托園所角落教學的模式，例如：課程統整化及遊戲化、分組教學；

以及改變原來單調、教條與口號規範的教室情境佈置為豐富的「學習區」

(語文區、科學區、美勞等各區)；採用「學習單」進行形成性評量，評

量內容包含認知、情意、技能的多元化內容，並隨時與家長保持密切聯

繫(盧美貴，1994)。除了教學情境的調整外，該實驗課程還設計親師手

冊，簡化小學聯絡簿的抄寫內容，避免幼兒剛進小學就遭受過多執筆的

挫折(盧美貴，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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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實驗係由小學因應幼托園所的課程教學與結構，而調整其課程、

結構與行政事宜，讓剛進入小學的小一新生能在熟悉的環境中慢慢適

應，可謂之「小學向下銜接」。可惜此銜接實驗日後並未被加以推廣與

普遍施行。 

臺北市教育局自民國八十九年下半年起，委託萬芳國民小學及西湖

國小試辦「幼稚園暨國小課程銜接與師資合流之教育研究」(曾淑姿，

2002)，其中萬芳國小利用每週二上午的兩個小時，將幼稚園與小一學生

(民國 91年延伸至小二學生)混合實施混齡教學，以學習區的方式統整課

程。為使幼小的混齡教學進行順利，幼稚園和低年級老師有機會面對面

探討課程內容、活動方式，並透過彼此的關懷與鼓勵，嘗試將國小綜合

活動領域課程的精神、內容大綱及能力指標融入幼小混齡活動的設計。

萬芳國小的作法除了在銜接課程上的突破外，兩階段師資需不斷的進行

互動、討論，也確實發現這樣作法對幼小教師彼此的交流認識以及對於

課程上的安排確實有幫助，但對於幼兒銜接適應是否有所助益，則尚未

加以探討(彭欣怡等人，2001)。西湖國小同樣透過幼小混齡活動設計的

形式來改進幼小學習重疊的問題、促進幼小師資的交流，結果也反應出

幼小教師對幼小階段學習之專業能力的成長，以及「混齡」學習活動引

發幼小學童學習動機的正向效果，但對幼兒「銜接」小學的具體效果，

並無具體陳述(彭新維等人，2003)。近年來在臺北市教育局的推動下仍

持續進行幼小師資交流互動，九十三學年度的「臺北市幼小教師專業互

動試辦計畫」中，除了萬芳國小外，新湖國小、西松國小與信義國小之

小學一年級老師與幼稚園老師也加入此方案，期望在九十三學年中透過

至少二十次的幼小混齡教學活動促成幼小老師的合作關係。 

「車籠埔幼兒實驗學校」是民國八十八年設立並於民國九十年九月

正式開學的全國第一所公立幼兒實驗學校，招收 4-8歲學童，因此車籠

埔幼兒實驗學校之幼稚園與小學教師因處於一所學校內，期望因此兩階

段教師的互動會較一般幼小教師來的密切與頻繁，以有助於彼此對幼小

學童學習能力之瞭解與幼小課程間之銜接(陳淑琴主編，2004)。但目前

尚未有相關報告說明其實施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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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日本 
日本教育界於 1970年代即開始重視幼稚園和小學銜接及其兩者間連續

與否的問題。雖日本在學前教育方面，分為兩個系統：幼稚園和保育園，與

我國現階段分為幼稚園與托兒所相似，且同樣有在課程方面「向上銜接小學」

的現象，但日本小學在幼小銜接上的努力，是值得我國小學參考的部分。大

部分的日本小學都體認幼稚園與小學銜接的重要性，因此各小學或多或少會

設計銜接相關活動，可能的作法包括：(一)迎新活動的籌畫：在行政組織上，

教職員會組成「入學對策委員會」，負責籌備迎新工作(如：新生家長會等)。

(二)邀請幼托園所參與小學活動：入學前一年會邀請幼托園所幼兒參加小學

運動或展覽會等活動，有時也請幼托園所參與表演，除了讓幼兒明瞭小學的

相關活動，預做心理準備外，也藉此引發幼兒對於即將上小學的期待。(三)

在入學前的體檢後，會先召開一次家長會，鼓勵親子一同參加，預先體驗入

學感受，並於會後安排小一學生一同遊戲。(四)入學後的歡迎儀式：開學第

一天舉辦隆重的開學典禮，透過「見面儀式」有機會與其他年級的學童相互

認識；此外，在新生入學後，會舉辦新生歡迎會，使全校學生與教師藉機彼

此認識(楊思偉，1994)。 

 
 
參、 美國 
美國因幼稚園大班與小學一、二年級在學制上為一個單位，且許多州早

已建立幼教老師與小學低年級老師(甚至至小學四年級)合流培育與同一證照

制度，使幼稚園與小學低年級老師瞭解幼小兩階段的教學內容與方法(蔡春

美、林育瑋，1994)。此作法有助於教師同時瞭解幼小階段真實之發展，以

選擇合適的教學方式，從教學連續的觀點來看，對於幼小銜接是有具體幫助

的。 

而近年來，美國的全國早期學習與發展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Early 

Develpoment and Learning，簡稱 NCEDL)所設計的銜接模式從生態觀點出

發，關注在銜接過程中會對幼兒產生影響的場所，以及這隨時隨地所發生的

跨場所間的聯繫會如何的影響銜接歷程(Pinata & Cox, 1999)。因此，該中心

所發展出來的銜接模式主要在增加幼兒熟悉小學的機會，以及提供家庭與學

校交流的機會。具體的方式包含：(一)家庭與學校間的聯繫：安排幼小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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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對幼兒的期望以及瞭解幼兒特別的需求、鼓勵家長和幼兒一同進行讀寫

活動、安排幼兒進入以前自己兄姊的教師班級，以延續原有的親師關係。(二)

學童與學校間的聯繫：安排小學老師參觀幼稚園的時間，提供幼兒能直接和

將來的老師互動的機會、引導幼兒期待 K年級且討論一些學習常規。(三)

同儕間的聯繫：安排幼兒在學前學校或其他場所與未來的 K年級同學提前

進行交流、透過目前就讀K年級的學童跟幼兒介紹未來K年級的人事物。(四)

課程間的聯繫：安排教育人員共同討論教學實務與瞭解幼兒的個別需求

(Pinata & Kraft-Sayre, 2001，引自蔡宜珍，2004)。 

美國 Berkeley Unified School District的 Early Childhood Program做的

pre-k的銜接工作則透過與社區(大學)合作的方式來推動，主要活動有三：(一)

提供學校相關資訊(如：選校、繳交註冊表格)讓家長選擇園所或小學；(二)

在春天舉辦三次聯合家長座談以利家長瞭解未來入學的情況；(三)學校參觀

活動，鼓勵幼小教師、父母、幼兒一同參加。經由銜接策略的進行，父母方

面可以獲得更多有關未來小學的資訊，也有機會與未來學校的老師與校長進

行對談，使得父母能熟悉學校的註冊程序及學校對幼兒的一些期待；學校方

面也能更明白父母對銜接資訊的需求，因而提供可以幫助父母協助他們的幼

兒渡過銜接過程的資料(Daniel & Alex, 1999)。透過這樣的方案搭起教育者、

行政管理者與所有幼兒週遭社會(early childhood community)中的成員(如：幼

兒、老師、行政管理者以及父母)間的橋樑。 

 
 
肆、 德國 
從幼稚園到小學的過渡問題，自 1950到 1980年，在德國低年級教育中

就一直被討論。自 1960年代末開始嘗試多種模式，如：「1+4模式」的提前

班、「2+2模式」的入門時期、「2+3模式」的入門時期，以解決孩子的銜接

過度問題；這些模式共同的特徵是其主要教學工作多由幼托園所教師擔任，

而由小學教師負責輔導工作。德國政府經過三到五年的嘗試後，發現這樣的

方式並非最佳的，認為若要真正減輕幼兒過渡問題，需要透過幼小教師間的

密切合作，或幼托園所與小學兩方的密切合作才得以完成(陳素月、鄧麗君，

1992)。因此接續由各邦政府提出「合作建議案」，以改善過去銜接模式的不

足。各邦提出的作法大同小異，如(一)小學老師每週定期拜訪幼稚園；(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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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新生家長座談會；(三)安排新生參觀即將就讀的小學。但至 1980年代以

巴伐利亞邦最有成效，主要原因在於該邦政府對於合作方案的落實全力輔導

和監督，因此克服許多組織(如：缺乏經費、幼教師時間與空間上的限制等)

與人為因素(如：幼小教師間的成見、教育觀點的不同、缺乏互動興趣等)上

的困難(陳素月、鄧麗君，1992)。由德國銜接經驗除了提醒我國若繼續透過

「幼托園所由下而上銜接小學」，將無法徹底解決銜接問題外，巴伐利亞邦

政府重視銜接且確實督促合作方案實施的魄力，也可作為我國「幼稚園課程

標準」確實落實之借鏡。 

 
 
伍、 澳洲 
在澳洲維多利亞州的一些學區，會組織所謂的「銜接網絡」(transition 

networks)，其成員來自於小學、學前教育機構、地方議會(local council)，會

與父母至少聚會一次來共同討論幼小銜接議題以及計畫相關的銜接課程

(Margetts, 2002)。在小學內也進行的不同程度的銜接活動，如：有小學在下

學期期末的一個月，舉辦為期四週的銜接課程，包括安排幼兒與家長參觀每

週參觀一次小學、提供家長相關的資訊、歡迎家長進教室參觀以及與小學老

師聊天；也有小學提供至少十次的機會讓幼兒與家長有機會與小學接觸與彼

此熟悉，從下學期期中後開始安排家長與幼兒參觀小學，甚至在期末的時

候，每週五上午幼兒能進入小學參與經常性活動事務；還有一些小學在第二

學期期中開始提供新生家長書面資料與相關的親職座談來協助家長瞭解幼

兒是否做好入學的準備，且在小學開學後仍持續提供相關的對談機會來協助

家長瞭解幼兒目前在小學內的學習與發展情形(Margetts, 2002)。可見這些策

略十分強調幼小學校人員、家長、與其他社會網絡人員間的相互交流與參觀。 

  

 
小結 
在國內的幼小銜接策略不論是幼托園所單方面向上銜接或小學單方面

向下銜接，均屬短期且呈點狀(如：家長座談會、銜接專題演講、書面資料

的提供)，少將「家庭系統」與「社區資源」納入銜接方案，或將銜接方案

規劃成一個系列的課程，而幼小師資彼此間鮮少交流與瞭解(蔡宜珍，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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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4)。上述這些狀況，使得幼小間對彼此的瞭解甚少，合作關係難以建立。 

相較於國內幼小階段各自獨立的情形，國外則強調不同場所間成員的

「夥伴關係」(partnerships)是非常重要的，且認為好的銜接計畫與方案必須

在有良好的合作與夥伴關係的前提下，才可能產生(Pianta & Kraft-Sayre, 

2003)；並在生態觀點的提醒下，肯定跨場所間的連結(linkage)可以促進不同

學科間運作的方式，將彼此間重疊的工作內容降到最低，協助父母運用身邊

的資源等，以使得幼兒能順利度過銜接過程(Neuman, 2002)。 

 

 

 

第三節 幼小銜接相關研究與啟示 
 
本節針對相關研究與相關研究對本研究之啟示進行說明。 

 

壹、 幼小銜接相關研究 
其中國內外有關幼小銜接的研究依其研究焦點可歸納為下列主題：(一)

對幼小銜接看法與作法的瞭解；(二)幼小銜接活動/策略實施成效；(三)適應

問題；(四)師資的交流。本子節從相關研究的關注焦點、對象、方法等面向

予以呈現。 

 

一、 幼小銜接的看法與作法 

許多相關研究探討幼小銜接相關人員(幼小老師、家長、小學行政

人員等)對於幼小銜接應注意之事項或需要進行之銜接策略的看法，或

對其實際作法進行瞭解。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對幼稚園教師及園長、小學教師、小學行政人員

對於幼稚園與小學一年級教學該如何銜接的意見調查(臺北市政府教育

局，1992)。研究結果發現：(一)對於「幼稚園大班最後一個月與小一小

朋友一起上課」及「幼教師與小一教師交換教學」兩個項目中，小學行

政人員、小學教師與幼稚園教師與園長的看法不同，66.9%以上的幼稚

園人員在這兩個項目上皆有表示「需要」，卻 63.6%以上的小學人員則

表示「不需要」；(二)在「幼教師到小學低年級參觀教學」、「小學低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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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參觀幼稚園教學」、「幼教師與小學低年級教師共同研究教學課程」

以及「定期舉辦幼稚園老師與小學低年級老師座談會」等項目中，多數

小學教師以及幼稚園園長與教師都表示「需要」，但是在比例上，幼稚

園園長與教師皆遠高於小學教師(兩者最少相差 27.9%，最多達 39.9%)；

(三)在「把幼稚園畢業生的各項資料移轉至國小輔導室」方面，小學與

幼稚園教師皆表示「需要」(前者 81.6%，後者 89.4%)。前述結果整體

說來，小學教師與幼稚園教師對幼小在教學銜接的看法不一，以幼教人

員較關注幼小銜接問題，相較之下，小學人員似乎表現出較不在意的態

度。 

蔡春美(1993)也以問卷調查方式，瞭解小一教師、公私立幼稚園教

師與小一學生家長三者對幼小銜接問題之看法，結果發現：(一)三者都

認為銜接時應特別注意「銜接準備工作」、「生活常規的訓練」、「幼兒人

際關係」等三方面的銜接；(二)小一老師及幼稚園老師一致認定幼小銜

接中最優先要做的是「教家長正確的觀念」，且都同意「幼小師資課程

相互認識與觀摩」、「大班畢業生資料轉銜」、「師資培育的幼教科系也應

該開設小學低年級教材教法的課程」與「在師院的小學師資培育科系也

應開設幼兒教育課程，增進小學老師對幼教的認識」等項目。(三)幼小

師資對於「一年級的課程內容、教材、教學方式、情境佈置能類似幼稚

園，再逐漸轉變為小學型態」的看法有些出入，超過 66.7%的幼稚園老

師認為需要，但只有 40.7%的小一老師表示需要。 

孫扶志(2003)在十年後的研究中參考蔡春美(1993)的問卷設計，調

查低年級老師、幼兒教師、小二家長三者對「幼小銜接應先加強之事項」

的看法，其結果與蔡春美(1993)之結果相似，包括：(一)三者都認為銜

接時應先加強之事項為「建立家長正確的幼小銜接教育觀念與適度的期

望」、「讓剛進入小學的小一新生，有一段學習與生活適應的彈性調整

期」、「在師院及其他小學師資培育的科系，也應開設『幼兒教育』課程

與教學，增進小學老師對幼教的認識」與「在師資培育的幼教科系也應

開設小學低年級課程與教材教法之學分」等；(二)但在「讓幼稚園老師

和國小一年級老師能定期開會座談」、「讓剛進入小學的教室規劃與情境

佈置，更接近幼托園所」、「讓剛進入小學的課程設計與教學內容，更接

近幼托園所」等三項，幼兒教師與低年級教師在看法上產生差異，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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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差異最大的是「讓剛進入小學的課程設計與教學內容，更接近幼托

園所」，兩者間的差異達 39.5%(有 95.7%的幼兒教師「同意/非常同意」，

但卻只有 56.2%的低年級老師表示認同)。由上述研究可見，這十年來我

國幼小銜接相關人員對於課程與教法的看法仍不一致，且幼兒教師傾向

小學向下銜接幼托園所，但小學低年級教師的態度似乎未如幼兒教師所

期待(蔡春美與孫扶志之研究結果相似)。 

美國的全國早期學習與發展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Early 

Develpoment and Learning，簡稱 NCEDL)以生態發展理論為架構

(ecological/developmental conceptual framework)，進行相關研究(Pianta, 

Cox, Taylor & Early, 1999)。於 1996-1997年，針對 3,595位幼稚園老師

進行問卷調查，瞭解 K年級老師常用的銜接策略與認為可能造成銜接策

略難以執行的原因。結果顯示：(一)經常使用的前五項銜接策略依序為：

開學後與家長的溝通(94.67%)、開學後給家長的一封信(88.08%)、舉辦

座談會(81.5%)、開學後發宣傳單給家長(76.58%)，以及閱讀書面檔案

(73.51%)。(二)較不常使用的五項策略多為偏向個人溝通或是需要在正

式開學前進行的銜接活動，如：開學前的家庭訪問(4.8%)、開學後的家

庭訪問(7.69%)、開學前與幼兒進行電話訪談(11%)、開學後與幼兒進行

電話訪談(13.89%)以及參觀學前教育機構(17.3%)；但 K年級老師仍肯定

這些策略對於銜接工作的幫助，只是較難執行；(三)造成銜接難以執行

的主要阻礙依序為：「太晚接到學生名單」(56%)、「暑假工作沒有薪資」

(47%)、「銜接策略在自己的學區中不適用」(43%)、「需要花費太多時間」

(37%)以及「經費不足」(35%)等。可見有許多 K年級老師認為不錯的銜

接策略，卻因時間、精力與一些個人的考量，而選擇較容易執行的策略

(如寫信或設計傳單給家長和閱讀檔案等)進行。Pianta等人認為上述的

阻礙，並非不能被克服，如學校單位可調整註冊時間或在整合新生名單

時程方面多做努力、與其他相關人員(如幼稚園老師、家長等)共同擬定

銜接計畫或取得其他可用的資源…等即可改善。但對於因教師個人信念

而影響銜接工作選擇的部分，則較不樂觀，由於在都市地區、高貧窮

(high-poverty)、高少數民族(high-minorty)地區的老師，反應出擔心與家

長聯繫或進行面訪、或對於家長能否陪伴幼兒渡過銜接過程、與閱讀相

關書面資料的能力感到質疑，Pianta等人表示這樣負向的觀感會造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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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與學校間化解不開的誤會，並建議在家庭與學校間的緊張關係與不信

任感尚未形成前，及早建立起家庭與學校間的良好關係，以免這樣的僵

局成為擬定銜接計畫與策略執行時的阻礙。 

香港學者Wong Ngai Chun(2003)透過焦點團體(對小一學生與小一

導師)與問卷調查(對家長)的方式，蒐集香港兒童在幼小銜接上是否有困

難的資料，且希望能進一步知道「如果有困難」，是「哪些」困難，以

及幼小教師與父母會提供哪些協助來改善。該研究分別於 1998年 10月

及 1999年 6月對小一學生與小一老師分別進行兩次訪問，家長部分則

以問卷調查進行。他的研究發現： 

(一) 小一學生的看法：幾乎全部在第一次訪談的時候都表示喜歡

小學生活，但在第二次訪談時，有一些人表示希望能回到沒

有考試與課業壓力的幼稚園。不過小一學生在兩次訪談中都

表示「同儕的需求」與「交朋友的意願」二者都表示肯定，

可見「同儕」對於小一學生的重要。 

(二) 小一老師的看法：分別針對學生的學校適應、與老師所採用

的銜接策略兩方面進行說明：1.學生的學校適應：小一教師

表示多數的學生在適應規則與例行工作方面(如：坐好、發

言前先舉手、離開位置前先取得同意、抄寫回家作業、攜帶

規定的物品以及繳交功課等)會有困難，而教師將適應情況

有差異的原因歸於學生的自我控制、成熟度、智力、個人努

力程度、性別、專注力等。2.所採用的銜接策略：小一老師

表示她們會採用的策略包括(1)教學速度的調整：小一老師瞭

解兩個教育階段上的差異，一開始會減少課業量與配合學生

的速度調整教學的步調，再漸漸提高工作標準與加快學習速

度；(2)在有附設幼稚園的小學內，幼小間的溝通偏重在行政

事務方面，而非幼兒的學習發展或適應銜接方面；沒有附設

幼稚園的小學則安排參訪日，讓小一學生與家長參觀小學校

園，由老師解釋學校規則與教室常規，並請高年級學生協助

小一學生的課業。雖然學校本身有附設幼稚園的小一教師表

示：來自於附設幼稚園的小一學生在適應上較一般非就讀附

設幼稚園的小一學生來說較為容易，但也有兩所小學的小一

 18



老師表示從未接觸過他們學校的附設幼稚園。(3)家長參與：

教師一致認同家長的陪伴會影響他們的孩子是否能適應小

學的新環境，因此入學會以家長手冊(handbook)以及家長座

談方式與家長保持溝通與聯繫。 

(三) 家長方面：分「學校適應」與「所採用的銜接策略」兩方面

說明：1.學生的學校適應：有 62.5%的家長認為自己的孩子

有銜接的問題，40.6%的家長表示孩子對於新的學習模式難

以適應。31.3%指出小學中缺乏熟悉的同儕，是孩子難以適

應原因，28.1%表示他們的孩子在新環境的適應上有困難。

2.所採用的銜接策略：大部分的家長會透過與孩子討論

(65.6%)、與老師聯絡(31.3%)的方式來協助小一學生，且希

望可以預先接收到小學學習模式、作息時間表以及如何協助

他們的孩子適應學校功課等相關訊息， 但 50%以上的家長

表示幼稚園與小學老師間應該有更多的溝通機會，而且有

40%以上的家長認為應該安排幼稚園老師參觀小學。雖然家

長認為學校應能給予相關協助，不過卻有約三分之一的家長

反應從未接收到學校的任何協助；當小一學生有銜接問題

時，多數家長認小一老師應該在第一時間與家長聯絡，共同

合作協助孩子適應。 

研究中不同於過去研究透過成人瞭解兒童的在銜接過程中的內在知覺

與感受，而直接訪問小一新生來瞭解在銜接過程中兒童本身關心的事物

為何，再藉由小一新生與家長訪談資料的前後對照，發現小一老師未如

家長般瞭解小一新生適應狀況，例如：小一老師認為學生在適應規則與

例行工作上有困難；但家長卻認為「新的學習方式」和「缺乏熟悉的人」

是較大的銜接問題，對應小一學生自己表示有「同儕的需求」與「交朋

友的意願」，可見小一家長對於小一學生在銜接過程中的「需求」(同

儕)，較小一老師正確。 

 

小結 
綜合上述研究，有關幼小銜接問題的看法的研究仍多採用問卷調查

進行，並從研究結果發現幼小銜接相關人員對銜接作法態度不一致或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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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新生適應問題觀察不一的現象，顯示出相關人員彼此間對此缺乏共

識，與透露出應提早建立彼此溝通管道的需求。也因此，上述研究中，

多在其「研究建議」的部分，鼓勵幼小銜接相關人員及早進行交流與聯

繫，以增進彼此的瞭解與合作的可能(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992；蔡春

美，1993；孫扶志，2003)，可見得國內研究人員認為相關人員間交流

互動是銜接工作中重要的環節。但國內目前尚未有相關研究對幼小銜接

相關人員間的連結情形進行瞭解與探討，故本研究嘗試對此進行探究。 

以國內研究來說，雖然早期研究(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992；蔡春

美，1993)與近年來的相關研究(孫扶志，2003)在年代相差將近十年，但

作法與問卷「內容」的設計上，仍在銜接應注意的事項或該進行何銜接

策略等看法上的「呈現」，對於可能影響其看法或作法的原因仍無深入

的探討。在國外研究中，NCEDL在瞭解銜接策略的使用概況的同時，

針對老師「爲什麼不用」其他策略的「原因」也進行瞭解，這樣的研究

結果相較於僅將「呈現問題」，更有助於銜接工作的改善與調整。香港

學者的研究中，不同於其他研究僅以問卷調查方式進行資料蒐集，嘗試

透過訪談蒐集香港兒童在幼小銜接上是否有困難的資料，且進一步探究

「如果有困難」，又是「哪些」困難，而幼小教師與父母又透過什麼樣

的方式來協助改善，該研究中除了將「問題呈現」外，更進一步瞭解銜

接相關人員「如何解決問題」。可見儘管國外研究也以「各自表述」的

方式瞭解現況及呈現問題，但不同的是，國外近期對「對幼小銜接看法

與作法」相關研究已逐漸對可能影響銜接工作進行的「原因」進行探究。

但目前國內的相關研究卻仍止於相關人員對銜接議題的問題或看法的

「呈現」，尚未有較大的突破。有鑑於此，本研究決定蒐集可能影響銜

接看法與作法的「原因」，以彌補目前國內研究之不足。 

另外，美國 NCEDL透過生態發展觀點，更周延的關注到幼小銜接

所牽涉到的不同場所(如：學校、家庭、社區等)間正在發展中和持續存

在的關係為何、以及這些關係如何影響銜接，使研究焦點不僅侷限於教

師身上(Paro, Pianta & Cox, 2000)，也包括家長、學校行政單位、社區等，

更將可能影響銜接活動的事件或人際關係(如：負向觀感的影響)等一同

考量進來，並對其可能如何影響銜接進行探討與研究。他們的作法，在

國內目前做幼小銜接研究少有理論觀點、架構的狀況的下，是一值得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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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之方向。故本研究亦嘗試以生態觀點的內涵(第二章第四節)及論點評

析本研究結果。 

 

二、 幼小銜接活動與策略的實施成效 
另有一些研究探討幼小銜接課程/方案或策略的成效。美國兒童、

青少年、家庭部(Administration for Children, Youth, Families)在 1980年代

所進行的 Project Development Continuity(PDC)方案，強調機構間的協

調、課程、教師職前與在職訓練、家長的參與以及提供身心殘障、雙語、

或來自不同文化幼兒的相關服務，希望能促使幼兒在從幼托園所進入小

學的過程中的「連續性」。該方案的成效，因為研究進行時部份控制組

學校對 PDC方案的內容感到興趣，而自己施行 PDC策略，使得實驗組

與控制組幼兒的表現無顯著差異；但在其他控制組學校未自行施行 PDC

策略的地區，實驗組幼兒的學習態度與方式則顯著優於未參與 PDC幼

兒的表現，可見方案仍有其功效(Kagan，1991)。 

平恩博士依據其「銜接」(articulation)觀念發展出「銜接方案

(articulation program)」，其作法主要包含：(一)提供幼兒與小一學生互動

的機會；(二)讓家長參與整個課程活動；(三)教師針對教育理念與教學

方式進行溝通、一同參與計畫擬定與實施；(四)學校校長、主任們積極

參與銜接方案，並明瞭幼稚園與小學一年級所實施的各種銜接活動內

容。該方案除對於學生之後學校適應表現有顯著影響外，對幼小教師也

有助益，具體的實施成效包含：(一)小一學生較能適應一年級的課程與

生活，也較能明白學校與家庭對他們的期望；(二)由於銜接課程的體驗，

讓小一學生對於小學活動稍有瞭解，不會因新的制度與規範而感到挫

折；(三)有機會接觸到未來的學校，讓幼兒在對未來學校不感到陌生，

而有安全感；(四)對幼小教師而言，透過方案的進行，彼此溝通機會增

加，讓幼小教學內容與方式上避免孤立，減少兩階段教學不連續的情形

(Pain, 1984，引自蔡春美，1993)。由上述兩個美國的銜接方案可見，跨

場所(學校與家庭)與跨階段(幼稚園與小學)是其共同的特點。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於民國 81-83進行「臺北市幼稚園與國小一年級

教學銜接之研究」，在研究第二年以準實驗研究方式，比較幼小銜接實

驗班(479人)與普通班(593人)學生的在認知與人格適應情形。結果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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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一)除了在寫字、注音符號及照樣造句等少數項目外，實驗組與普

通組的表現並無顯著差異；(二)在國語社會分測驗與數學自然的分測驗

方面，實驗班學生的平均數皆高於普通班學生，在數學自然分測驗的部

分，兩組之差異更達顯著水準。因此，該研究指出幼小銜接實驗班的學

生在學業成就方面並未低於普通班的學生，甚至較一般學生的認知成就

表現為佳(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993)。 

另外，孫扶志(2003)根據其調查與訪談結果設計「幼小銜接課程與

教學因應策略」之教學方案，於一所學校內的兩個小一班級進行實驗。

實驗組一進行該教學方案，並於實驗組二(一般所謂的「控制組」)實施

一般小學一年級課程與教學模式，並分別於一年級上學期(簡稱一上)期

初進行前測、一上期末施予後測與一年級下學期期初進行延宕後測，以

比較該實驗方案施行之成效。他的研究結果顯示，該教學方案對實驗組

一小一學生的生活銜接適應能力有顯著影響(尤其在生活自理能力、溝

通表達與遵守常規表現上的提升)，在「注音符號期中測驗成績」上，

兩組則未達顯著差異。孫扶志認為造成期中與期末的差異，是因為小一

注音符號前十週的學習可能受到幼托園所階段舊經驗學習的影響，對於

小一學生而言，前十週的學習可說是「複習」，因此期中注音符號學習

成績未能顯現差異；但「國語科期末測驗」成績上，實驗組一的成績優

於實驗組二的學生，主要原因是在該教學方案中，鼓勵透過語文閱讀及

語文學習角的多元探索活動，提供小一學生更多語文學習的機會，因

此，在期末的國語評量中可顯見該方案成效之展現。研究結果似乎顯示

「小學向下銜接幼托園所」之作法的確有其正向成果。 

蔡宜珍(2004)瞭解台東一所國小附設幼稚園(以下簡稱國小附幼)和

一所私立幼稚園(以下簡稱私幼)所進行的幼小銜接活動，並追蹤上小學

後，小一學生生活適應與學習表現情形(其活動前段在附幼進行，後段

在小學進行)。她的研究結果顯示：兩園進行幼小銜接活動雖有差異，

但進入小一後，大部分的小一學生在社會適應和情緒表現均佳；以國語

和數學段考成績來看，雖然畢業於私幼的小一學生均較附幼學生表現

佳，但在比較第二次和第三次段考成績時發現：畢業於附幼的小一學生

有逐漸進步的趨勢，但私幼學童維持相同表現。顯示畢業於私幼之小一

學生位因提早學習注音符號，而有更佳的學習表現。蔡宜珍因此認為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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稚園教學無須提早進行國小課程的學習內容。除了瞭解小一學生的適應

情形外，蔡宜珍也透過訪談大班老師與小一老師發現：幼小兩階段教師

對於彼此的瞭解僅止於一些刻版印象的描述，對於實際教學活動及生活

作息等情況並沒有深入的瞭解。在銜接活動進行後，彼此的瞭解是否增

加或調整，該研究並未對此進行資料蒐集與說明。 

 

小結 
綜合上述研究，近幾年的研究逐漸將研究場所從「小學」延伸至「幼

稚園」，延續過去學前教育經驗，探究舊經驗如何影響銜接策略的成效，

且非單以小學之測驗分數衡量銜接策略的好壞。特別是國外銜接方案關

懷了更多與銜接工作有關的機構內的人事物，以及考量到幼兒於不同機

構內的經驗或機構的人看待銜接的態度對於銜接進行順利與否的影

響，如此重視「跨場所」、「跨階段」間的交流與資源整合的銜接方案，

對於多止於「小學」實驗階段的國內銜接方案來說(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993；孫扶志，2003)，確實具有其參考價值。 

目前國內在銜接策略成效相關研究中，最大的突破則是蔡宜珍

(2004)嘗試針對同一群大班幼兒施行銜接活動，並追蹤這群大班幼兒至

小一的適應狀況，這是目前國內幼小銜接論文研究中，研究人員首次做

「跨年度」(跨階段)的銜接策略！相較於過去國內研究探究小一學習適

應的時機，多在學生「已經」進入小學後，直接在小一進行銜接策略的

介入，或再回頭尋找其過去大班老師蒐集過去學習經驗的相關資訊以解

釋可能影響小一新生適應的原因的作法，蔡宜珍對同一群幼兒進行銜接

活動，陪伴同一群幼兒進行場所與角色轉換，是目前國內幼小銜接策略

成效相關研究中之重要突破。 

整體而言，在「幼小銜接活動/策略實施成效」相關研究中可見研

究人員嘗試改變過去單一的研究方式，蒐集相關資料，透過描述性資料

的反覆閱讀與分析，以解釋統計數據；或在連續性概念的提醒下，嘗試

連結不同場所的經驗來設計可行的銜接策略。也使得近幾年的相關研究

中，不在只是「顯著與否」等統計結果的呈現(孫扶志，2003；蔡宜珍，

2004)，而更能從不同場所內的人事物可能對銜接策略產生的影響，來

進一歩對銜接策略的設計提出較有實質意義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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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小一適應問題 
小一學生的適應問題也同樣受到許多研究人員的關注。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992)針對小學低年級教師、小學行政人員與小

學低年級學生家長為對象，調查三者對幼兒進入小學一年級在課程與教

材(僅針對教師與行政人員)、學習適應、生活適應、學習環境、家庭適

應(僅針對家長)等五方面困擾情形的看法。結果發現：(一)小一學生適

應問題的部分：小學行政人員與低年級教師看法相似，多認為小一學生

在國語課程與健康課程困擾較多，在「教室常規」、「行為處理方式」、「上

課時間」、「點心問題」與「每節課時間」等項目也有較多的問題；但家

長多數認為沒有這樣的困擾。(二)影響小一學生的學校適應因素方面：

小學的行政人員與小一教師認為是因「家長期望過高」、「課業壓力」、「學

習評量」、「教學方法」、「國語課程」而造成小一學生的困擾，但大多數

家長並不認為如此。由上可發現小學人員(行政人員、小學教師)與家庭

對於小一學生入學適應的看法相當不同，可見家庭與學校兩個場所內之

人員對此並未曾進行討論與分享，顯示出彼此間的交流與連結是微弱

的。 

蔡春美(1993)調查小一教師及小一家長對於小一學生進入小學後

適應情況之看法。結果發現二者都同意「早上起不來」、「上課不能自由

走動」(小一老師認為最難適應)與「注音符號太難」等三項是小一學生

難以適應的事項；但二者也有看法不同之處：小一老師認為小一學生不

適應的有「上課時間每節長達 40分鐘」、「每班只有一位老師，(小一學

生)無法時時受到照顧」，家長卻認為「回家要做功課」是小一學生最難

適應的項目。由上述結果明顯可見二者所認為小一學生「最難適應的項

目」，皆在呈現小一學生在「各自」場所中難以適應的部分，對於小一

學生在對方場所中可能產生的不適應表現並不瞭解。再次顯示學校與家

庭在銜接過程中連結強度的不足。 

前述研究所提的適應問題在一些探討小一學生學校適應的質性研

究中獲得驗證。孫良誠(1995)研究一個小一班級之學生(32位)在常規、

學習、人際關係三方面適應的情形。他的研究結果顯示：(一)在常規適

應方面：大多數小一學生皆能聽從老師的指示，表現出應有的行為(研

究中將這樣的表現視為「能適應小學」)，只有少數小一學生會出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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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常規情形(如：上課說話、吃東西、隨意走動、玩玩具(文具)、不專

心聽講、會打架、安全與整潔問題等)。(二)學習適應方面：多數學生不

喜歡「國語課」，因為該科目負擔過大，幾乎佔了一週所有課程的三分

之一，而且回家又有抄寫、背書等作業，以及學校作業與測驗，學生比

較喜歡藝能科(如美勞、唱遊、團體活動)。(三)人際關係適應方面：多

數學生都喜歡該班導師，少數不喜歡者是因為老師很兇、會出很多作業

還有考試。在同儕關係部分，該研究中只表示該班中有些學生原先就讀

該校之附設幼稚園，所以部分學生在班上已有認識的同學，但並未對同

儕關係的適應情形多做說明。 

同樣關心小一學生適應問題的何家儀(2003)以自身已擔任低年級

導師多年之經驗，對一年級兒童之適應問題頗有關注，故以教育行動研

究探討自己班上小一學生(37位)在「人際關係」、「常規」、與「學習」

等方面的適應。她的研究發現與孫良誠(1995)相似：(一)人際適應方面：

大部分學生因「老師會教我們讀書」、「對我們很好」、「讓我們下課時能

做許多活動」而喜歡老師；少數不喜歡老師者是因為「老師很兇、很嚴

格」。至於同儕互動對小一學生的學校適應有何影響，文中並未多加說

明。(二)常規適應方面：何家儀表示小一學生進入小學十週後會較熟悉

小學的生活作息和學習方式。(三)學習適應方面：大部分的學生對於生

活倫理(33位)、國語(30位)、數學(29位)等科目多表示喜歡。小一學生

對於自己覺得「較難」或「很難」的學習項目會表示「不喜歡」，如：

國語因國字筆劃較多難寫，感到困難而不喜歡國語，可見學習項目的難

易程度會影響幼兒的喜好，進而影響學習適應結果，此說法與孫良誠

(1995)的看法相似。但該研究之學習適應結果與孫良誠有所不同(孫良誠

發現多數小一學生不喜歡國語)，何家儀推論原因可能與「九年一貫教

學制度」(統整學習)的改變有關。 

余思靜(1999)的研究探討小一學生的同儕關係(特別是友誼發展)和

適應狀況，以及兩者間之關係。結果發現小一學生喜不喜歡學校與他和

同儕相處情形(如：在學校有沒有好朋友)有關。陳俞余(1999)以個案研

究，觀察一位小一學生的適應情形並試圖瞭解可能影響其適應之因素。

該研究採取「主動」的觀點，認為「適應」應是學生在「滿足自我需求」

與「回應環境要求」間所做的努力，所以適應應是自我與環境達成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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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的狀態。根據此觀點，陳俞余指出該個案的適應屬於「消極適應」，

因為學生並非以積極方式克服現況，雖然成績仍能為持優等，但卻是以

「得過且過」、「敷衍了事」的態度來維持和諧。該研究者以如此貼近小

一學生個體的角度來看待其適應情況，是目前國內銜接適應研究中少見

的。也因此呈現出當幼小之間的不連續過大而雙方又沒有做好銜接工作

時，則可能迫使小一學生無奈的接受現況，而產生消極的學習與適應情

形。 

Ramey, Lanzi, Phillips和 Ramey (1998)分析 National Head Start / 

Public School Early Childhood Transition Demonstration Project透過訪談

兒童與家長蒐集到的資料，探討過去曾接受 Head Start方案的小一學生

及其家長，進入小學一年後的適應情形。結果顯示：(一)有 76%的 Head 

Start兒童表示喜歡小學，僅有 12%表示「沒有那麼喜歡」小學。(二)

他們對於自己學習表現的評價方面，有 68%的表示「不錯(great)」，24%

表示「還可以(sort of good)」，但也有 8%表示「沒有很好(not very 

good)」。(三)對於小學老師教導他們認識新事物的感受，則有 81%表示

「非常好(very good)」、13%表示「還可以(sort of good)」，而有 6%則反

應「沒有很好(not very good)。(四)在人際適應的部分，78%表示與老師

相處的不錯，此外也有 70%表示與同儕有良好的互動。這樣結果顯示多

數的 Head Start兒童對於小學的感受是正向的─他們表示喜歡學校、願

意認真學習、對於老師在協助課業方面感覺不錯、也認為他們和老師之

間關係是好的，且同意在學校認真求學(doing well in school)是件重要的

事。這樣正向的反應，不同於過去對於低社經家庭幼兒進入學校後會產

生負面評價的刻板印象，也肯定了 Head Start在以社會生態與銜接架構

(social ecological and transitional framework)、透過多元化的方式、考量

許多影響因素、建立不同場所間的連結(家庭與學校)而進行的銜接策

略，確實有不錯的成效。也發現對學校的正向態度是影響其學習與適應

的因素之一。 

不同於一般學校適應(如生活適應、學業適應、常規適應)的探討，

Podmore(2003)從社會文化的觀點探討紐西蘭五個太平洋亞裔家庭的幼

兒從幼兒中心(位於太平洋島，主要語文非英文)進入小學(以英文為主要

語言)的銜接經驗。從與父母、兒童、幼托園所老師與小學老師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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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資料發現，幼兒因英語能力的限制而造成閱讀困難，因此教師需要

瞭解太平洋島語言(幼兒母語)才能與幼兒進行溝通與提供協助。受訪的

父母則表示小學裡缺乏太平洋島的語言與文化，因此希望小學可以保留

與重視他們的文化與語言。至於在上小學的準備方面，家長表示他們的

孩子因為有兄弟姊妹在同一個學校，所以沒有問題，顯示家長認為「有

熟悉的人」在小學對於小一學生的適應是有幫助的。Podmore的研究突

顯出幼小銜接過程中可能存在著因社會文化背景與語言的不同而產生

的適應問題，對於目前國內存在著不同文化與語言(如：台語、客語、

原住民語)的幼兒與家庭的小學銜接具有重要的啟示。 

 

小結 
國內早期的相關研究，多單純以量表或問卷方式調查不同場所內的

人員(如：父母、小一老師、幼稚園老師等)以瞭解小一學生的適應情形，

未將該場所內的交互作用情形如何影響銜接活動這個部分納入考量，或

建立起不同場所間的連結，以全面瞭解銜接適應的情形。近年來孫良誠

(1995)與何家儀(2003)逐漸以質性研究的方式，將單一場所(小學)內成員

的互動狀況、情感關係與權力關係加以呈現，但仍僅以蒐集小一學生於

小學中的「行為表現」為主，而未考量其他可能影響小一學生的學校適

應的因素；相較於此，陳俞余(1999)於研究中嘗試從「經驗連續」的觀

點，將小一學生在不同場所間的經驗進行串聯，如：將小一新生過去在

不同場所內的舊經驗、與小一老師與父母間的交流如何對研究個案之學

校適應產生直接或間接影響加以連結，並透過訪談個案的方式，瞭解其

內心的感受與知覺，以更全面的瞭解個案的適應情形，與揭露可能影響

其適應良好與否的原因。 

國外研究透過訪談方式瞭解曾接受Head Start教育之兒童進入小學

後的適應情形。不同於國內研究多透過成人反應兒童銜接適應情形的方

式，National Head Start/Public School Early Childhood 

TransitionDemonstration Project藉由小一學生的自我表述，瞭解其對於

小學、小學老師、自我學習表現的評價，以及其在學習與同儕適應的概

況，也發現對學校的正向態度是影響其學習與適應的因素之一。可見得

小一學生對學校的「觀感」(Ramey, Lanzi, Phillips & Ramey, 1998)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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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對於家長的信任與否(Pianta, Cox, Taylor & Early, 1999)皆分別對學校

適應與銜接活動之進行產生影響，是進行銜接相關研究時不可忽視的影

響因素。因此在本研究中，將對幼小銜接相關人員對其他相關人員(或

其所安排之銜接策略)的觀感進行瞭解。 

目前國內對於適應問題的處理仍多在的「作法」上調整(如：調整

教學方式、使用獎懲或叮嚀)，忽視了教師或家長處理問題背後的影響

信念，以及如何「預防」適應問題產生的可能。因此更加強本研究欲瞭

解可能影響幼小銜接相關人員選擇銜接策略或看法之因素的動機。 

此外，適應問題相關研究中，除了余靜思(1999)與 Podmore(2003)

的訪問研究中有呈現出同儕關係對小一學生學校適應的正向幫助外，其

他則未將兩者之關係納入研究範圍(孫良誠，1995；何家儀，2003)，但

在「幼小銜接看法與作法」相關研究中得知小一學生對於「同儕」的需

求，故此適應議題仍有繼續探究的價值。Podmore(2003)則以更大的視

野─社會文化─來瞭解在銜接過程中可能產生的語言適應問題，可作為

國內未來進行銜接工作時的另一個新的切入點。 

 
四、 師資的交流 

此外，也有研究人員從師資培育的角度探究幼小師資對幼小銜接的

影響。盧美貴與蕭美華(2001)探索實施幼稚園與小學低年級師資合流培

育制度的可行性，結果發現有八成以上教師(公私立幼稚園教師與小學

低年級教師)認為目前幼稚園與小學低年級的教學銜接有問題，而六成

認為教學銜接問題是因幼小銜接分流培育制度所造成；其中有七成以上

教師認為幼小師資合流制度可行。但盧美貴與蕭美華提出幼小師資合流

培育可能會使得幼稚園教學與小學一致化，形成幼托園所成為小學預備

班的缺失，而公私部門間教師如何合流，也是幼小師資合流培育須考慮

的問題，顯示出一個制度改變的過程是複雜的，需要搭配許多的配套法

令或支援。 

張孝筠等人(2002)在探討我國設立幼兒學校可行性的相關研究

中，多數填答者(包括：全台灣教育行政機關人員、大學院校教師、國

小校長、國小教師、國小家長、幼稚園園長、幼稚園教師、幼稚園家長、

民間團體負責人、幼稚園經營者、托兒所所長、托兒所家長，共計 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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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認為 4-6歲教師「具幼稚園教師資格即可」(47.3%)，而 6-8歲學童

的教師應「同時具國民小學及幼稚園教師資格」(50.8%)，如果將 4-8

歲教育合為一階段時，則教授 4-8歲學童之教師應「同時具國民小學及

幼稚園教師資格」(54.4%)，顯示擔任幼小銜接階段之教師最好同時具

有幼小兩階段之教育專業知能。 

 

小結 
由上可知，為促使幼小銜接順利進行，大部分的學校行政人員、幼

小教師、家長、教育專家等都認為幼小老師最好兼具幼兒教育與初等教

育(至少低年級)之知能，或需要透過進修或彼此交流的方式使兩階段教

師瞭解彼此的學習方式、教學對象特質與發展狀況。如此的考量，最終

是為了避免 Dockett和 Perry(2002)所提出的「兩階段教育工作者彼此缺

乏瞭解的結果常會導致彼此間的不信任與不尊重，而成為銜接工作的主

要障礙」的問題。交流的目的在於增進場所間的連結、場所間知識的相

互瞭解，除了瞭解課程設計或教學方法的不同外，更重要的是能增進對

「人」的瞭解，進而才能尊重彼此的工作、相信彼此的專業能力，最後

才有可能合作推動幼小銜接工作。但目前國內幼小銜接相關人員對於彼

此的瞭解情形為何？雖有研究指出彼此並不十分瞭解(蔡其珍，2004)，

但實際瞭解內容為何？研究者欲在本研究中蒐集相關資料，並透過實證

資料的分析與呈現，進一步提出幼小銜接相關人員是否需要建立連結的

證據。 

 

 

貳、 幼小銜接相關研究之啟示 
綜合上述文獻探討，發現過去國內幼小銜接相關研究主要針對「對幼小

銜接看法與作法」、「幼小銜接活動與策略的實施成效」、「適應問題」及「師

資交流」等部份著手(見表 2-1)，其中與「適應問題」相關的研究又更受到

關注。近十年來，銜接「適應問題」相關的研究焦點，大致可整理為四類，

分別為：學習適應、生活常規適應、同儕適應與學習環境等(見表 2-2)。其

中研究參與者(如：幼小教師、家長等)經常關注的適應問題或認為小一新生

最常面臨的適應問題大致包含「注音符號學習」(臺北市教育局，1992；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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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美，1993；孫良誠，1995；孫扶志，2003)、「生活常規學習」(臺北市教育

局，1992；蔡春美，1993；孫良誠，1995；陳俞余，1999；孫扶志，2003；

何家儀，2003)、「考試規則不瞭解(不熟悉)」(陳俞余，1999；孫扶志，2003；

何家儀，2003)等。 

從上述問題在近十年銜接適應相關研究中不斷出現的現象可知，同樣的

問題迄今尚未獲得解決(見表 2-2)。以注音符號學習為例，許多園所表示爲

了「銜接」小學，會加入注音符號認識課程；擔心注音符號學習的家長，也

多將幼兒送至暑期正音班、安親班等機構學習注音符號。雖然學前教育提早

預備注音符號學習，但小一新生注音符號學習問題並未因此而解決，只是從

早期「注音符號學習太難」的問題(蔡春美，1993)，逐漸轉移到「注音符號

學習內容重複，導致上課不專心」(陳俞余，1999)，而目前則是「注音符號

學習能力個別差異大」的問題(孫扶志，2003)，對於近十年來在眾多關注與

努力的情況下，注音符號學習問題與適應問題的「焦點轉移」，而無根除，

研究者頗有感慨，也對於問題無法徹底解決的原因感到好奇。  

另外生活常規適應中，包含上課規則(如：舉手後發言、不能交談、不

能隨意走動等)、生活作息時間適應(早上起不來、會遲到，上下課時間限制

等)、生活常規適應(不注意安全、不遵守下課規定、打架等)等，是經常被提

及的適應問題。近年來較為特別的是，孫扶志(2003)於研究中提到的「生活

自理能力個別差異大」的現象(如：用餐習慣、偏食、個人物品的檢查與收

拾等)，是過去研究中較少提出討論的。 

有感於適應問題的持續存在，研究者認為繼續呈現適應問題對於目前銜

接工作之進行可能無太大幫助，應對問題形成的可能原因進行瞭解，才是當

務之急。因此研究者不滿足於繼續瞭解目前適應問題為何、銜接策略的使用

情形、或根據過去研究所反應出適應問題擬定可能的銜接方案，因為根據多

年研究結果發現這些「表面」、「外顯」的「作法」上的調整無法根除銜接問

題，可見有必要深入對一些「內隱」的、卻確實影響銜接工作進行的原因，

進行探究。那到底是什麼樣的因素使得現在進行的「銜接活動」無法確實發

揮功效以解決銜接問題呢？是銜接策略本身的問題嗎？還是執行銜接策略

的「人」有執行上的困難呢？從「銜接策略」多年來已備受討論，但卻仍無

法根治銜接適應問題，研究者大膽猜測，可能的原因應該是在「執行策略的

人」身上。因此，研究者開始思考是否可能與幼小銜接相關人員對於銜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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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期待或態度不同、對於彼此的不瞭解等因素有關，或有其他原因使多年

來許多研究人員鼓勵相關人員交流之建議(如：建議幼小教師建立溝通平

臺、鼓勵幼小教師溝通或相互參觀、呼籲家長重視兒童發展不要擔心注音學

習等)難以落實？但這些建議對於國內銜接相關人員來說是否在實際執行上

有其困難(國外研究顯示有其阻礙)？總總的疑問，因目前國內相關實證資料

缺乏，難以說明。加上目前國內對於幼小銜接人員看法與作法瞭解的研究，

多以問卷調查蒐集資料，其研究結果多只能瞭解銜接人員執行了什麼策略或

對該策略的看法(如：有多少百分比的家長同意/不同意幼托園所提前學習注

音符號)，卻無法得知影響銜接人員選擇該銜接策略之原因為何。因此，在

整理相關文獻後，發現透過結構式問卷調查研究所獲得的資訊，似乎難以滿

足研究者希望探究可能影響幼小銜接相關人員選擇銜接策略之原因的好奇。 

但藉由國外研究的提醒，如：美國的全國早期學習與發展中心(NCEDL)

透過生態發展概念的架構(ecological/developmental conceptual framework)關

注銜接相關議題與進行相關研究，瞭解 K年級老師常用的銜接策略與認為

可能造成銜接策略難以執行的原因分別為何，得知 K年級老師選擇銜接策

略時的考量(銜接工作中的阻礙)；Head Start也透過社會生態與銜接架構

(social ecological and transitional framework)為其銜接策略的基礎；而其他學

者如 Pianta(1999、2000、2002)、Cox(1999、2000、2002、2003)、

Kraft-Sayre(1999、2003)、Neuman(2002)、Fabian(2002)、Brostrom(2002)等

人的研究中，皆多以「生態模式」(ecological model)、「生態觀點(ecological 

perspective)、「經驗連續觀」作為研究論點或論述的支持。可見國外研究與

銜接策略有受到「生態觀點」影響的趨勢，因而逐漸重視不同場所間人員的

交流與連結，以合力「緩和」(smooth)幼小階段間的不連續與不一致。目前

國內的幼小銜接研究中，僅有鄭麗娟(2004)一篇(探究長子女入小學之父母親

職經驗)於其文獻中稍微描述「生態系統觀」，但也未以該觀點對研究結果行

討論；而影響 PDC銜接方案的「經驗連續性」概念，也僅有陳俞余一人於

該研究中加以運用與討論。 

由文獻探討發現國內研究多僅止於研究對象之看法或作法的表述、小一

新生適應之行為表現的描述、銜接策略也多在小一階段「忽然介入」，研究

至今，適應問題大同小異，似乎也難有突破。國外逐漸有以生態觀點與經驗

連續觀為基礎，來探究銜接議題的趨勢，也因此普遍就不同場所間之人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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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相互影響銜接工作，或幼小經驗連續與否如何影響銜接適應等層面做深

入探討。有鑑於此，研究者嘗試透過幼小銜接主要關係人─幼稚園大班老

師、小學一年級老師、幼稚園大班家長─蒐集其對幼小銜接之看法與作法，

並引用受到國外學者重視與肯定的經驗連續性觀點與生態觀點進行討論，以

期盼有不同於過去研究的發現與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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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近年來國內幼小銜接相關研究之研究目的與方法整理 

 研究者 研究題目 研究目的 研究對象 研究方式 
臺北市

教育局 
(1992) 

臺北市幼

稚園與一

年級教學

銜接之研

究 
(第一年) 

1. 瞭解幼稚園與國小一年級教學銜
接的意義與重要性。 

2. 比較說明現行臺北市幼稚園級國
小一年級的教學方式。 

3. 探討臺北市幼兒園入國民小學一
年及時，教學銜接方面的各種問

題，提供有關單位參考。 
4. 分析調查問卷結果，並評估實驗
之可行性與否，做為第二、三階

段國小一年集集幼稚園編製教

材級進行教學實驗之參考。 

小學行政人

員、小學低

年級教師與

家長、幼稚

園園長與教

師 

蒐集相關文獻，並以開

放式問卷詢問專家、學

者、小學行政人員、小

學低年級教師、小學低

年級家長、幼稚園園長

與教師等人小學一年級

學生的上課學習及生活

適應問題，然後決定研

究範圍、研究變項、編

製問卷，進行調查與訪

視。分析調查統計結果。

蔡春美

(1993) 
幼稚園與

小學銜接

問題調查

研究 

1. 瞭解幼稚園教師對幼小銜接工作
的措施與意見。 

2. 瞭解國小一年級教師對幼小銜接
問題的看法。 

3. 探討家長對幼小銜接問題的意
見。 

4. 分析公私立幼稚園教師、國小一
年級老師與家長對幼小銜接問

題的看法有何不同。 
5. 研擬建議，提供教育決策參考。

小一教師、

公私立幼稚

園教師與小

一學生家長

問卷調查 

 
 

 
 
 
 
 
 
 
 
 
 
 
幼

小

銜

接

看

法

與

作

法 

孫扶志

(2003) 
幼小銜接

中課程與

教學的問

題與因應

策略效果

之研究 
(博士論
文) 

1. 瞭解目前幼托園所大班學童在進
入國小就讀時，因「課程與教學」

上的不同，而產生的學習與生活

適應問題。 
2. 探討目前家長、幼兒教師、小學
低年級教師為解決幼小銜接適

應問題所介入的因應策略。 
3. 綜合文獻分析，以九年一貫課程
為基礎，提出一般小學在幼小銜

接課程與教學之學習與生活適

應問題的因應策略，進行銜接適

應的教學方案設計。 
4. 針對現行國小一年級之課程，結
合「幼小銜接課程與教學因應策

略」之教學方案，進行實驗教

學，以分析此教學方案的可行性

與有效性。 
5. 依據實驗教學之結果，提出具
體、適切、可行的「幼小銜接課

程與教學因應策略」，以提供教

育行政主管機關、幼托園所及一

般國民小學低年級教師在幼小

銜接相關問題與政策上之參考。

調查研究中

以幼托員所

教師、小二

家長、小一

教師為研究

對象；實驗

研究法的研

究對象為小

一學生。 

包含質化和量化研究

法。質化研究方法包

括：文獻分析、深入訪

談、觀察法；量化研究

包括：問卷調查(幼托員
所教師、小二家長、小

一教師)、實驗研究法，
來進行幼小銜接課程與

教學問題及因應策略的

意見調查，以及銜接因

應策略教學實驗效果的

驗證研究。 

 33



 
表 2-1   
近年來國內幼小銜接相關研究之研究目的與方法整理(續) 

 研究者 研究題目 研究目的 研究對象 研究方式 
臺北市

教育局

(1993) 

臺北市幼

稚園與一

年級教學

銜接之研

究 
(第二年) 

1. 深入瞭解世界重要國家幼小銜接
問題。 

2. 比較實驗組與控制組在人格適應
與認知、動作技能方面的表現。

3. 請參與實驗學校的校長、教師及
家長發表撰寫心得感想，以做為

第三年研究之參考。 

臺北市 15所
國民小學一

年級學生，

共 1072位，
其中實驗班

479人、普通
班 593人。

文獻探討、準實驗研究

法 

孫扶志 
(2003) 

 如上述 如上述 如上述 

 
幼

小

銜

接

活

動 
與 
策

略 
的 
實

施

成

效 

蔡宜珍

(2004) 
幼小銜接

中課程與

教學的問

題與因應

策略效果

之研究(博
士論文) 

1. 探討「幼小銜接活動」對小一學
童學校生活適應與學習表現之

情況。 
2. 分析幼小兩階段教師對幼小銜接
活動與學童生活適應關聯之觀

點。 
3. 提出「幼小銜接活動」在實施包
括之面向及其可能的問題，提供

各校實施幼小銜接活動之參考。

以台東縣某

國小附幼與

私幼為研究

對象 

進行質化研究，透過訪

談、文件資料分析、研

究者手札，並輔以問卷

調查蒐集量化資料。 
 
(●探討孩童由幼稚園到
國小的過程) 

臺北市

教育局 
(1992) 

 如上述 如上述 如上述 

蔡春美

(1993) 
 如上述 如上述 如上述 

孫良誠

(1995) 
國小一年

級學童學

校生活適

應之研

究：一個國

小教育的

觀察 

1. 瞭解國小一年級學童入學後在校
生活的情形，以及學校生活適應

問題。 
2. 探索影響國小一年及學童學校生
活適應的因素。 

3. 瞭解老師及學校對國小一年及學
童之學校生活適應的輔導方式。

4. 歸納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以供家
長、教師、學校行政人員及學術

參考之用。 

一個小一教

室的小一學

生與老師。

(研究方法中
有提到會對

家長與學校

行政人員進

行調查，但

論文中未呈

現，故不列

入分析) 

俗民誌研究法，以觀察

形式蒐集資料。觀察過

程中，隨時進行非正式

的訪談，以瞭解觀察過

程中的疑點。於觀察將

結束時，對學校行政人

員、學生家長及學生進

行正式訪談或以問卷進

行調查。問卷調查資料

未於論文中呈現，故不

列入分析。 

 
 
 
 
 
 
 
小

一

適

應

問

題 

蔡其蓁 
(1997) 

幼稚園課

程類型與

小一新生

生活適應

及學業成

就關係之

研究 
 

1. 探討幼稚園課程類型與小一新生
生活適應之關係。 

2. 探討幼稚園課程類型與小一新生
學業成就之關係。 

3. 結合學者、行政人員及教師探究
本校(指嘉義師範學院附設實驗
國民小學)幼稚園課程成效，以
提升教師研究能力。 

139名小一
新生之家長

採用問卷調查法蒐集資

料。資料中包含幼兒基

本資料、家長對幼兒學

習的信念(家長學習信念
問卷，黃幸美自編，

1992)、兒童行為檢核表
(CBCL)及生活適應量表
(徐享良，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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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近年來國內幼小銜接相關研究之研究目的與方法整理(續) 

 研究者 研究題目 研究目的 研究對象 研究方式 
余思靜 
(1999) 

幼稚園大

班的畢業

生真的準

備好上一

年級了嗎?
─國小新

生的同儕

關係與學

校適應 

1. 探討現今幼稚園大班幼兒進入國
小一年及後如何發展其同儕關

係和結交朋友。 
2. 探究國小一年級新生的學校適應
和友誼發展之間的關係。 

追蹤上一研

究的五位研

究對象進入

小學一年級

後在同儕關

係與學校適

應上的發展

質化研究。透過訪談和

觀察。蒐集相關學校文

件(如：學校評量)，以不
同時間、不同方式所蒐

集到的資料來驗證資料

間的一致性與可信度。

陳俞余

(1999) 
國小一年

級兒童學

校適應之

個案研究 

1. 探討剛從托兒所畢業的兒童進入
小學一年級後，如何適應與因應

學校經驗。 
2. 探討何種因素影響該小一學生的
學校適應。 

觀察一位小

一學生、小

一老師教

學。並訪談

該小一學生

之家長與幼

稚園大班老

師 

資料蒐集的方式以教室

觀察並在現場紀錄教室

內活動為主，輔以訪談

及相關文件蒐集等方

式。 

 
 
 
 
 
 
 
 
 
小

一

適

應

問

題 

何家儀

(2003) 
國小一年

級新生學

校適應之

研究 

1. 探討國小一年級新生進入小學所
面臨到的適應情形，包含：人際

關係、常規、學習三方面。 
2. 探討影響國小一年級新生學校適
應的因素。 

3. 探討教師和校方對國小一年級新
生學校適應的輔導方式。 

4. 研究結果提供教師、家長、學校
及關心國小教育者做為教育兒

童之參考。 

小一學生、

小一老師、

科任教師、

小一家長(家
長部分文中

尚未呈現，

故不列入分

析) 

質化研究。資料蒐集方

式包含：觀察、訪談(對
小一家長、小一學生、

科任教師)、問卷調查(對
家長與小一學生)、文件
蒐集、研究反省。 

盧美貴 
蕭美華 
(2001) 

我國實施

幼稚園與

小學低年

級師資合

流培育制

度可行性

之探究 

瞭解我國幼稚園與小學低年級師資

實施合流培育制度之需求性與可行

性，並對該制度之培育機構、培育

課程、教育實習方式提出初步建

構，以提供教育決策參考。 
 

與 24位師資
培育機構學

者進行焦點

座談；與三

位教育行政

人員、四位

幼小教師進

行半結構式

訪談。 

透過文獻分析、座談、

訪談等方式蒐集專家、

幼小教師看法；彙整上

述資料編製「幼稚園與

小學低年級師資合流培

育制度研究調查問

卷」，對幼托園所與小學

低年級教師進行調查。

 
 

 
師

資

交

流 
 
 

張孝筠 
鍾任琴 
陳正蕙 
王為國 
李英端 
蘇傳臣 
(2002) 

我國設立

幼兒學校

之可行性

研究 
(教育部專
案研究) 

1. 瞭解我國教育界及家長設立幼兒
學校之看法。 

2. 探討適合我國之幼兒學校型態。
3. 探討實施幼兒學校之課程、教
學、師資之配套措施。 

4. 探討實施幼兒學校之法源基礎。
5. 研析公辦民營之條件、社區融合
性、幼小銜接的契機，以及分析幼

兒學校設立之可行性。 

(略) 焦點團體訪談、個人訪

談、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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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近年來國內幼小銜接研究之小一學生適應問題一覽表(研究者整理) 
研究者 研究名稱 學習適應 生活常規 同儕適應 學習環境
臺北市

教育局 
(1992) 

臺北市幼稚園與

一年級教學銜接

之研究(第一年) 

1最困擾的課程與教
材：國語、健康教育

2最困擾的學習適應
問題：家長期望、課業

壓力、學習評量、國

語 

教室常規        
行為處理方式 
上課時間 
家庭作業 

(未探討) 班級人數
教室資源

蔡春美 
(1993) 

幼稚園與小學銜

接問題調查研究 
學注音符號太難 上課不能走動 

早上起不來，會遲到

(未探討)  

孫良誠 
(1995) 

國小一年級學童

學校生活適應之

研究：一個國小教

育的觀察 
(碩士論文) 

國語、數學 
(上課不專心、發呆) 

愛大聲喧鬧 
不守秩序 
動作慢 
上課好動 

(未探討) (未探討) 

余思靜 
(1999) 

幼稚園大班的畢

業生真的準備好

上一年級了嗎?─
國小新生的同儕

關係與學校適應 

(未探討) 
 

(未探討) 「有好朋

友」會影響

喜歡學校

與否 

(未探討) 

陳俞余 
(1999) 

國小一年級兒童

學校適應之個案

研究(碩士論文) 

1注音內容重複學習
(導致上課不專心) 
2對考試規則不熟悉
(考試時，和同學講話)

1要遵守新班規 
2上課遲到，與老師
起爭執 

(未探討) (未探討) 

孫扶志 
(2003) 

幼小銜接中課程

與教學的問題與

因應策略效果之

研究(博士論文) 

1課程內容的設計與
教學方式與幼兒園有

落差 
2評量方式不熟悉，不
知如何作答 
3注音符號學習能力
個別差異太大 

1生活自理能力個別
差異大★ 
2上課不能自由交
談、走動 

只有一位

教師無法

隨時照顧

小一學

生，感覺和

老師有些

距離 

教室中缺

乏多元的

學習角落

可以自由

活動 

何家儀 
(2003) 

國小一年級新生

學校適應之研究

(碩士論文) 

1最不喜歡「台語」 
2上課不專心 
3未依教師指導學習 
4沒有遵守考試規則 
5沒有自動訂正錯誤 
6不會自行安排學習
時間和內容 

舉手後才可發言、坐

姿要端正、進教室後

要趴下、沒用到的東

西不放在桌上、上課

玩文具或玩其他東

西、同儕相處、不注

意安全、不維持整

潔、不遵守下課規矩

(未探討) (未探討) 

蔡宜珍 
(2004) 

小一學童學校生

活適應與學習表

現研究─以台東

縣某國小幼小銜

接活動為例 
(碩士論文) 

生活適應之學習適應

(包含注音符號學習、
數學學習) 

生活適應之社會適

應、情緒表現 
(未探討) (未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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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幼小銜接相關理論 
 
有鑒於國外在探討幼小銜接議題即進行幼小銜接實施方式或研究經常

採用生態觀點與經驗連續觀，而能探究不同場所間之人事物如何相互影響銜

接工作或幼小經驗連續與否如何影響銜接適應，本研究有意引用此二理論觀

點作為研究結果討論的論點。本節將對「生態觀點」與「經驗連續觀」進行

說明。 

 

壹、 生態系統理論 
上述國外文獻所提之「生態觀點」、「生態模式」、「生態發展概念」等論

點與 Urie Bronfenbrenner所提出的生態系統理論有關，故在本子節中針對該

理論進行說明。 

生態系統理論起源於 1970年代時，因 Bronfenbrenner反對當時「大部

分的發展心理學是在儘可能最短的時間內，在一處有陌生成人的陌生情境

裡，去蒐集兒童的陌生行為」這一現象，而提出此一理論(Bronfenbrenner, 

1977，引自王美方，2004)。Bronfenbrenner(1979)所提出的「生態系統理論」

中曾對於當個體經歷角色(role)或場所(setting)上的轉換相當重視稱之為「生

態轉銜(ecological transition)」，並針對此概念發展出有關場所間應該如何銜

接的看法與作法。 

Bronfenbrenner認為當一個人進入一個新的環境時，「場所銜接(settings 

transitions)」就會發生，中間系統(mesosystem)也會因此而產生。所謂「中間

系統」指的是「個體積極參與的兩個或兩個以上場所(settings)之間的相互關

係(interrelations) (Bronfenbrenner, 1979, p.25)」。對於場所之間應該如何建立

關係以利於銜接個體，Bronfenbrenner提出四個可能的互動形式(types)與十

六個假設來說明，互動時雙方應持有的態度與作法，本研究以王美方(民 93)

將此十六個假設歸納為六個「互動要素/特質」，說明如下： 

互動形式包含下列四種： 

(一) 多重場所的參與(multisetting participation)：是中間系統中必須

存在的互動模式，表示發展中的個體主動且直接參與多個場所；

而多重場合的參與包含「主要連結(primary link)」與「補足性連

結(supplementary link)兩種型式。「主要連結」指的是發展個體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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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直接參與兩個以上不同場所，如：幼兒在家裡會告訴家長學校

發生的事，到了學校，也會告訴老師家裡發生的事，此時幼兒就

是主要連結者。除了主要連結者外，二個場所內的人員的相互參

與皆稱為「補足性連結」，如家長參與學校座談會、老師進行家

庭訪問，其中家長和老師皆為「補足性連結者」。當補足性連結

存在時，會增進中間系統的發展；補足性連結不足或甚至缺乏

時，中間系統的連接則是微弱的。 

(二) 間接聯結(indirect linkage)：指的是透過第三者建立連結，這樣的

互動方式其中必存在著一個仲介者(intermediate link)來協助發展

個體連結兩個不同的場所，如：家長未能親自參與親師座談會(家

庭與學校未能直接產生連結)，而透過「其他家長」(即為仲介者)

瞭解當天在學校的討論內容。 

(三) 場所間的溝通(intersetting communication)：表示有目的的將一

些特別的資訊由一個場所傳遞到另一個場所，方式有很多種，

如：面對面的對談、電話聯絡、通知單、公佈欄訊息的張貼等。 

(四) 場所間的知識(intersetting knowledge)：意指存在於某一個場所

(如：媽媽到圖書館借有關學校的書籍來閱讀)，但卻與另一個場

所有關的資訊或經驗。 

 

「互動要素」包括下列六個： 

(一) 相互信任(mutual trust)：指場所間的參與者彼此相互信任對方。 

(二) 正向情感關係(positive orientation)：指的是參與者對於彼此能有

正向積極的感覺，如彼此欣賞、願意相互尊重、擁有愉快的相處

經驗等。 

(三) 場所間目標共識(goal consensus between settings)：所謂共識指的

是彼此達成共通的體認或相當的默契，而非彼此完全一致。因

此，「對目標的共識」則表示不同場所間的參與者對同一事物或

議題有相似的見解與期望。 

(四) 權力平衡(evolving balance of power)：指的是「在兩個人的關係

裡，一個人支配著另一個人的程度」，但其權力平衡並沒有固定

的模式，完全以發展中個體之福祉為考量。也就是說當幼兒─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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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的個體─處於最佳狀態時，其家長與老師間的權力關係即使

不完全相等，也是兩者間權力達到平衡狀態的表現。 

(五) 雙向溝通(two-way communication)：溝通是需要有「互動」的，

也就是需要是一來一往的，彼此有回應的，才能稱為「雙向」溝

通。一般所謂的專題講座，只是講者「單方面」的講述，若聽眾

沒有反應或提問，則僅能稱為單向溝通。至於學校常用來與家長

傳遞資訊的「聯絡簿」，若家長沒有給予回饋，或老師對於家長

的提問也沒有給予回應，那這樣的溝通方式是單向的。

Bronfenbrenner(1979)認為若場所間的參與者彼此能進行雙向且

開放的溝通，那麼就能提高這些參與者願意繼續參與溝通的意

願，也能促使幼兒在兩個場所內的發展更加順利。 

(六) 個人化溝通(personal communication)：鼓勵個別的(一對一)溝通

方式，如：面對面的溝通，此方式的個人化程度最高；其他透過

書信往返或電話聯絡等方式其「個人化」程度較低。 

 

除了上述原則之外，Bronfenbrenner還針對發展個體進入新環境可進行

的連結形式提出說明。他認為若兒童在開學第一天獨自前往小學，則表示學

校與家庭間的連結透過自己一個人進行「單一的連結」(single direct link、

solitary link)；若兒童有哥哥或同儕陪伴，那麼兩個場所間就會是「雙重的連

結」(dual link)；如果在不同場所間有多個個體或人員同時直接參與相關場

所，這樣的連結稱為「多重連結」。如果場所間的聯結是單一連結、間接的

(indirect)或是沒有連結，這樣的連結情形則稱為「微弱的連結(weakly 

linked)」，將不利於發展中個體的發展。 

從 Bronfenbrenner的生態系統及生態轉銜的觀點來看，幼兒從幼托園所

大班進入小學一年級(新環境)時，不僅場所轉換，身分(角色)也從「大班幼

兒」轉變為「小一學生」，幼兒生態上的轉銜就自然出現；因此家庭、幼托

園所與小學一年級這幾個與此轉銜有關的場所此時則必須採取必要的連

結，以因應幼兒在面臨角色與場所突然轉換時所發生的不適應情形，緩和這

突然的轉變所帶來的衝擊，為幼兒未來的學習奠定良好的基礎。與銜接有關

的人事物，包含學前教育機構、小學、家庭等三個場所內的人員與外部的社

區、教育單位等其他場所內的人員，則必須在銜接目標、策略等方面存有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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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且彼此需要在「相互信任」且「正向情感關係」的基礎上建立良性且雙

向的溝通，並理解銜接應以幼兒的最佳福祉(順利的發展與學習)為主要目

標，而沒有所謂的絕對的權力支配方式(王美方，民 93)。 

其次，生態系統理論強調個體的發展除了會受到與其直接接觸場所及其

內人事物(即微系統)的影響外，也會受到其未直接參與場所與其內人事物(即

外部系統)的影響，及文化或次文化(即大系統)的影響。以大班幼兒為發展中

的個體時，幼兒所處的大班幼托園所或家庭即為微系統(直接接觸)；而幼托

園所與家庭間的連結即屬於中間系統(幼兒同時參與的兩個微系統間的關

係)；小學(幼兒尚未進入)、政府(幼兒未直接參與)或學術機構之銜接態度或

策略會對幼兒所處的幼托園所產生影響(如：銜接課程的安排與設計)，故此

時的小學與政府對幼兒來說屬於外部系統。最後，整個社會的教育觀、幼兒

教育哲學或價值觀(如：幼兒上小學前應先做準備？大班是小學預備班？幼

兒能自己適應新環境嗎？)，就像個無形的推手般，影響著其他三個系統中

的運作，故此可稱為大系統。由上可知，生態系統理論重視銜接過程中發展

個體與各相關人員所擔任的角色(roles)、從事的活動(activities)與彼此間的關

係(relationships)或連結(links)，而且除了強調人員間互動時是否建立起兩者

間的連結外，整個連結間的相互性(reciprocity)、情感關係(affection relation)、

權力關係(balance of power)等三項主要特質也需要同時被關注

(Bronfenbrenner，1979)。 

上述的觀點對於幼小銜接議題的探究，不論是在涉及的層面上或應用上

皆相當周延，但在目前國內著重呈現適應問題(孫良誠，1995；余思靜，1999；

何家儀，2003；孫扶志，2003)、發展銜接活動/策略(張孝筠等，2002；孫扶

志，2003；蔡宜珍，2004)的研究中鮮少被突顯出來。因此本研究中希望以

生態系統理論的提醒，對國內幼小銜接相關人員間各自從事的活動、彼此間

交流互動及相互瞭解的情況做進一步的探究，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能爲長

期以來在國內受到關注的幼小銜接議題注入新的思考層面。 

 
 
貳、 經驗連續性 
在參與美國幼小銜接方案的經驗中，Kagan(1991)有感於幼兒參與的各

機構間(家庭、幼兒保育機構、幼托園所、小學)存在著多種不連續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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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各機構單方面的努力無法滿足兒童與家庭的需求，而提出「連續性」的

概念，主張以跨場所間的合作，提供一貫且連續的服務來進行銜接。Kagan

表示「連續性」的概念是一個人類發展的原則，它存在於人一生中的各階段

及各層面，但相較於成人而言，幼兒是一個較不成熟的個體，學習跑道的轉

換(幼稚園進入小學)對幼兒來說並非一件易事，需要成人的協助。 

Kagan表示過去對於銜接，多致力於調整課程或設計一些銜接的策略，

這樣的作法只是在教學方法上不斷調整，卻「缺乏一個指導的概念架構」

(Kagan, 1991, p.145)；而他認為銜接工作若只是短暫的密集課程或訓練，缺

乏有系統與理念的規劃，銜接工作的成效令人質疑。Kagan因此提出「連續

性」的概念做為指引銜接的架構，指出當幼兒的經驗或週遭事物出現不連續

的現象時(例如：幼小階段的課程設計)，銜接工作必須介入以克服不連續性

(Kagan, 1991, p.136)。 

Kagan接著說明單單將焦點放在課程連續性上是不夠的，因幼小的不連

續不僅僅是課程方面的問題，而是源自於普及於所有早期照顧與幼兒教育中

的不同哲學思想與基礎上的不同，因此不會因為將不一致的課程標準加以根

除而獲得解決。他進而建議若要著手進行有效的銜接活動，就必須從哲學的

一致性(congruence of philosophy)、教學的連續性(continuity of pedagogy)與結

構的一貫性(consistency of structure)三方面著手。以下說明之： 

 

一、 哲學的一致性 
「一致性」指的是跨系統間有共識或達到和諧的狀態。在哲學的一

致性部分，Kagan主要認為幼小銜接會發生問題，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家

庭與學校間對於各階段的教育目標、各方的角色等理念缺乏和諧與一

致。但他指出，每一位幼兒、家庭及其學校皆有其各自的文化、語言和

傳統，因此所謂的一致，並不是要大家在教學理念上完全相同，而能對

教育目標、教育發展與學習原則、及對彼此的角色有共通的期望或看

法。這種哲學上的一致，並無法在單次的在職課程或親師座談會就可以

培養得出來，必須推動跨年級(grades)與跨領域(settings)間的瞭解，且還

會涉及師資培育課程中對兒童出生到八歲間教育與保育哲學瞭解與認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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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學的連續性 
「連續性」指的是兩個系統間的一個連續狀態，而不是並不需完全

相同。學前教育與小學教育在教育的內容與教學方法上不須相同，但兩

者之間要能連續。幼兒在不同學習階段中不應該用完全相同的方法來學

習相同的事物，而在學習的內容與過程方面，儘管不一樣會改變，但剛

開始的經驗仍需保留部分是的延續，也就是需要保留部分的舊經驗，進

而學習新經驗。因此，在哲學一致的根基上，教學是需要在教學內容、

教學方法上的連續，而非完全相同。 

 

三、 結構的一貫性 
「一貫性」指的是不同單位間或系統間在結構上的一致，這個概念

承認不同單位在結構上的不同，但強調彼此須努力以取得彼此間的一致

(而非結合)。 

一般而言，結構指的是機構的主管單位、機構立案或遵循的法規

(如：師生比、班級大小、空間大小、教師資格等)。幼兒教育機構設立

與運作的法規由於機構的種類眾多，且法規與人員資格也不同，因此特

別容易產生結構上的不連續性，加上跨系統或系統間的結構連續性往往

鮮少被提及，因而經常被忽視。為了矯正結構上的不連續性，Kagan建

議透過單位間的(interagency)會議、社區合作、整合性的服務以及個案管

理等方式，彙整各方意見，並相互參觀，以降低彼此間的不一貫性。 

 

Knotos與 Peter(1987)也表示許多研究結果經常強調：「若要早期介入的

良好效果能繼續維持下去，就必須重視經驗的連續」。因此，為協助幼兒轉

銜，相關的各方人員與機構需要顧及哲學一致性、教學連續性、結構一貫性

三個層面。前面文獻探討已顯示，我國幼小階段在課程內容、教學方式、班

級氣氛、上課時間、作業規定、情境佈置、教師年齡、學習評量與其他各方

面仍存許多差異(蔡春美，1993；盧美貴，1993；何家儀，2003)，而幼小間

的各方落差就是一個不連續現象的表徵。因此，本研究認為 Kagan所提出的

「連續性」概念，對於國內銜接工作有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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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生態系統理論與經驗連續觀皆強調幼兒從幼托園所進入小學的過程，是

人生一個重要的轉銜接段，需要家庭、幼托園所及小學三個場所(微系統)以

及其他相關系統(如：外部系統、大系統)間的相互連結，以使發展中個體(幼

兒)能順利銜接，引發良性的早期學習經驗。這些看法也都獲得其他學者的

認同，例如：Spodek(1992)認為讓幼稚園像小學一年級並不是好主意，讓一

年級像幼稚園則比較好一些，可能兩邊都要做些努力才對(引自臺北市政府

教育局，1993)。同樣的，孫良誠(1995)也表示幼稚園和小學間的差異情形是

兩方面共同造成的，與其要幼稚園適應小學或小學來適應幼稚園，不如兩方

面共同努力以減少彼此間的落差情形。 

鑒於目前國內對於不同場所內進行銜接工作人員如何進行連結的狀況

多止於一般性的論述文章，做非正式的探討，很少有正式研究對此提出說

明，故本研究運用生態系統理論與連續性這兩個概念來瞭解國內幼小銜接的

現況，期許透過這樣的歷程，可以更清楚的呈現目前不同場所間內進行銜接

工作的人、事、物的運作狀況、彼此間是如何的交流互動、相互瞭解的情形、

以及其互動的品質為何等，以作為日後國內相關人員與機構推動銜接工作之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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