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根據研究動機與文獻探討之結果，本研究欲瞭解國內幼小銜接的現況與

問題，並從生態系統理論與連續性兩個角度加以剖析，為此目的，以個別訪

談法進行。本章呈現本研究之研究議題的選定、研究方法的選擇、研究程序

及研究限制。 

 

 

第一節 研究議題之設定 
 
鑒於幼小銜接所牽涉的範圍廣大，若全部涵蓋，不易對每一層面做深入

的探討，擔心流於點狀的探索。因此在口試委員與指導教授的建議下，為能

深入瞭解幼小銜接的真正問題，以兩種方法凝聚本研究之焦點。首先，詳讀

近年來國內有關幼小銜接之研究，分析其所揭發的問題，凝聚出最受關注的

議題，以此方式發現三個最受關注的議題為：「注音符號學習」、「生活常規

學習」、「考試規則不瞭解(不熟悉)」。其次，初擬一個主要開場問題進行預試，

訪談 8位人員，包含二位幼教園所大班老師、二位幼教園所大班家長、二位

公立國小一年級老師、二位公立國小一年級家長，瞭解其所關注的議題(詳

細程序於第三章第三節「壹、預試」呈現)，以此方式，發現他們一再提及

的議題有二：「注音符號學習」、「生活能力適應」。比對這二種方式的結果，

得出「注音符號學習」與「生活能力適應」二個共同的議題。本研究遂以此

二議題為研究主要焦點，進行正式研究。 

 

 

第二節 研究方法的選擇 
 
本研究原預定以問卷調查法進行，計畫口試時口試委員建議採「焦點團

體訪談」以期更瞭解幼小銜接的深度與面向。但在幾次嘗試與幼稚園大班老

師、小學一年級老師與幼稚園大班家長聯絡後，多數受邀者表表示沒有意願

或無法參與焦點團體訪談，致使原計畫受阻。本研究乃退而求其次，探討以

「個人訪談」進行資料蒐集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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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是研究者運用口語敘述的形式，針對特別對象收集與研究有關

的資料，以便對研究的現象或行動有全面性瞭解的方法(潘淑滿，民 92)，而

本研究欲獲取幼小銜接相關人員對幼小銜接較為深層的看法與意見，因此，

訪談是進行本研究適當的方法。訪談的類型依「結構程度」可分為三類 

(Babbie，1998，引自潘淑滿，民 92)：(一)結構式訪談(又稱為「標準化訪談」

或「正式訪談」)：指研究者在訪談過程中，運用一系列預先設定的問題，

且對所有的受訪者依標準化的訪問程式與問題的順序進行資料收集的工

作；(二)無結構式的訪談(又稱為「非標準化訪談」或「開放式訪談」)：運

用於研究者無法正確掌握應詢問哪些問題，而無法先發展出完整的訪談問題

時；(三)半結構式的訪談(又稱為「半標準化的訪談」或「引導式的訪談」)：

通常在進行此類型的訪談時，訪談大綱的的作用在於要讓訪問進行更順暢，

在訪談的過程中，會在提出引導式的問題之後緊跟著提供受訪者開放說明的

問題(引導→開放)，用以詢問受訪者的感受、認知與內在想法。半結構式訪

談的假設是：雖然訪談的問題相同，但由於受訪者對於問題本身的認知及個

人生活經驗不同，受訪者的反應會有很大差異。鑒於結構式訪談的問題設計

與訪談方式較無彈性，難以探究幼小銜接的複雜性，也難以呈現受訪者個人

的深層看法；而完全開放的訪談方式，似乎又難以使研究問題聚焦。此二種

方法皆不適合本研究，半結構式訪談「引導→開放」的問法，能彌補結構式

訪談標準化流程無法蒐集到的深層資料，也能避免開放式訪談可能導致的失

焦問題，又能反應受訪者個人的感受與認知，因此，在本研究中主要採用半

結構式訪談方法進行研究。 

訪談過程全程錄音(事先已告知受訪者)。爲了避免一問一答，使得訪談

氣氛過於僵化，研究者以聊天的方式，儘量以貼近大班老師、小一老師或家

長生活的內容提問，如以大班家長為例：「小孩接下來就要進入大班下學期，再來

就要進入小學。不知道媽媽在這過程中，有沒有特別安排什麼活動或對孩子有什麼特別的

要求呢？」希望以這樣的開場問題，能減輕教師與家長受訪的壓力與引起討

論的動機與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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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設計 
 

本節首先呈現本研究之研究流程，說明研究之步驟，然後依序呈現(一)

預試，包括預試時間與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研究結果；(二)正式研究，包

括：取樣方式、研究時間與研究對象、研究程序；(三)資料分析與處理；(四)

信度考驗。 

 

壹、 研究流程 
根據研究動機蒐集國內外幼小銜接相關文獻資料，擬定研究目的與問

題，接著進行預試(見第三節之「貳、預試」)與正式研究(見第三節之「參、

正式研究」)。圖 3-1呈現本研究之研究流程： 
 

依預試結果擬定正式訪談大綱

進行正式訪談

研究報告撰寫

正式訪談資料分析 

擬定研究目的與問題

預試訪談整理與分析

預試訪談

擬定預試訪談大綱

幼小銜接相關文獻探討

經驗 
連續觀 

生態系

統理論 

圖 3-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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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預試 
 

一、預試研究時間與對象 
於民國 94年 1月 16日至 2月 1日期間進行預試。 

預試之研究對象包含四種關係人，分別為：小一家長 2人、小一老

師 2人、幼稚園或托兒所大班家長 2人、幼稚園或托兒所大班老師 2人，

一共 8位人。研究對象的選擇為便利取樣，但儘量涵蓋不同行政區域或

不同類型(公私立)學校內的相關人員。預試研究對象之編號有四碼，第

一碼代表場所，其中「K」表示幼稚園與托兒所、「E」表示小學；第二

碼代表身分，「T」表示老師、「P」表示家長；第三、四碼表示序號。

例如：KP01代表「編號 1號的幼稚園或托兒所大班家長」。預試研究對

象基本資料呈現於表 3-1。 
 

一、 預試研究設計 
由於預試的目的在於蒐集受訪者對於幼小銜接主要關注的議題，及

測試半結構式訪談能否蒐集本研究所須之資料，研究者針對不同類別的

受訪者擬定一些主要的開場問題詢問受訪者關注哪些幼小銜接議題、是

否有為其進行一些準備或有所行動，以及是否之到其他關係人對於幼小

銜接的看法與作法。訪談問題不依原先擬定題目之順序，依訪談過程中

受訪者之回應情形彈性調整。開場問題如下： 
訪問大班老師：「下學期過後就要升小一了，不曉得老師在課程設計上，會

不會有什麼樣的調整？」 

表 3-1   
預試研究對象一覽表(N=8) 
編號 受訪者類型 稱呼 任教學校類型 教學年資/育兒數 

KT01 幼稚園大班老師 遊老師 臺北市 公立 幼稚園(內湖區) 4年 

KT02 托兒所大班老師 謝老師 臺北縣 私立 托兒所(汐止市) 10年 

KP01 幼稚園大班家長 李先生 臺北市 私立 幼稚園(大同區) 大班男/小二男 

KP02 托兒所大班家長 陳小姐 臺北市 私立 托兒所(士林區) 大班男/小四女 

ET01 小一老師 李老師 臺北市 公立 國民小學(大同區) 30年 

ET02 小一老師 邱老師 臺北市 公立 國民小學(信義區) 無資料 

EP01 小一家長 王小姐 臺北縣 公立 國民小學(無資料) 小一女/3歲男 

EP02 小一家長 黃小姐 臺北市 市立 國民小學(松山區) 小一男/中班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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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小一老師：「因為我們目前已經開學一個學期，那不曉得老師覺得開學

以來，我們班的適應情況怎麼樣？」 
訪問大班家長：「不曉得您對他在學習上有什麼樣的期望，因為他就快要升

小一了嘛？」 

訪問小一家長：「我想知道媽媽的小孩已經上小一，目前已經一個學期，那

你覺得這一個學期他在學校適應的情況怎麼樣？」 

 

瞭解受訪者對其他關係人之瞭解的問題如下： 
訪談大班家長對大班教學的瞭解： 
「那像現在幼稚園的注音符號，依媽媽的瞭解會上到什麼樣的程啊？」 

訪談大班老師對大班家長的瞭解： 
「所以小一老師回來分享也有提到這個部分(自理能力)，那家長的反應

呢？」 
訪談大班老師對小一老師教學的瞭解： 
「所以像這樣的教材…應該說老師對於小一老師怎麼教，了不瞭解？」 

 

二、 預試結果 
訪談完成後，將受訪者的回答進行內容分析，整理出各受訪者對幼

小銜接所關注的議題，表 3-2呈現所有受訪者主動提出的關注點。由表

3-2資料可見「注音符號學習」與「生活適應」為最受關注的議題，其

中各有 7位其 5位受訪者提出。因此本研究決定以「注音符號學習」與

「生活適應」為研究焦點。 
 
 
表 3-2   
預試受訪者主動提出的幼小銜接關注議題一覽表(N=8) 
受訪編號 注音學習 學科學習 生活能力適應 同儕適應 環境適應 其他 

KT01 注音練習  自理能力、作息銜接    
KT02 注音銜接  自理能力、上課常規    
ET01 國語  自理能力 衝突處理   
ET02   自理能力、常規  設置學習角  
KP01 注音     師資溝通

KP02 注音 英文、數學     
EP01 有教注音     品格 
EP02 握筆訓練 閱讀刺激 生活獨立 衝突處理   
小計 7 2 5 2 1 2 
合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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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方法方面，首先，依預試中受訪者的回應與回應內容的情況

看來，發現原來的訪談問題只到問受訪者目前的作法與看法，未能深入

探究他們作法與看法背後的原因與理由，舉一對話為例： 

 
受：我們有，我們就是到的五月到六月，就有六個禮拜的模擬課程，我們也叫

他幼小銜接，就是試辦一些國小怎麼去上課，40分鐘，下課十分鐘，那
個方式。   

訪：就是在那六個禮拜裡面每天都是這樣子 
受：我們就，對就模擬國小上課，就請他們早一點到學校，早上就有早 習，

那早上點心就改掉，就沒有點心，就是以前幼稚園部就是有點心嘛，(介
紹銜接作法…(略))  [KT02-p1] 

 

由上述對話中，研究者得知大班老師「有」進行銜接活動後，並未繼續

瞭解大班老師做此安排的原因與動機。為了能進一步瞭解促使受訪者選

擇銜接活動的原因，故於正式研究訪談，遇到類似情形時，研究者會提

醒自己繼續探究其可能的影響原因。以大班老師為例，：「爲什麼老師會

想要進行這樣的活動？」、「那不知道老師這樣的作法是從一開始任教就這樣做了

嗎？」等類似的問題或分享其他受訪者的經驗，試圖引出可能影響老師

安排策略的主要原因，舉一正式訪談之實例，如： 

 
受：(模擬小學模式)大概預計五月開始會這樣子… 
訪：那為什麼老師會想說在五月的時候開始做像這樣子一個課程，或類似說作

息時間上的調整？ 
受：可能跟我以前的經驗有關，因為我之前也有在公幼代課啦！那我在公幼的

時候大家就討論覺得好像是五月比較恰當。 [KT縣私 2-1-p2] 

 

由上可知，過去在其他園所的教學經驗會影響現在大班老師銜接活動的

安排。 

其次，訪談的問題有些用詞對於受訪者可能不容易瞭解，例如：「不

知道媽媽對於小朋友的注音學習有什麼期待？」，家長對於「期待」一詞似乎

一時難以理解，而無法給予回應。因此，在正式研究時，本研究在用詞

上會改採用具體且口語的辭彙，如：「不知道媽媽會希望小朋友在上小學前，

注音符號學到什麼樣的程度？像是會認就好？還是要會拚會寫？」。 

個人的半結構式訪談可以獲得個人對於幼小銜接的關注點、看法與

作法，以及對其他關係人作法的瞭解或看法。不過，為了能儘量收取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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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團體訪談中參與者相互辯論之效，正式研究中會對受訪者提出其他受

訪者對相同議題的看法與作法，詢問其意見。舉一正式訪談之實例，如： 

 
訪：因為之前有老師會提到他們覺得幼稚園就是要教生活自理能力，那注音符

號的部分就交給小一老師來負責，老師覺得這個，這樣子的方法怎麼樣？ 
受：我是覺得要溝通啦！…(略)  [ET縣公 2-1-p11]  

 

基於上述考量，本研究正式研究以個人半結構式訪談進行，訪談大

綱如下： 

(一) 

(二) 

(三) 

幼兒即將進入小學，您目前有為此做什麼樣的準備或進行什

麼樣的活動？(研究問題二：「幼稚園大班老師、小學一年級老師及

幼稚園大班家長如何協助幼稚園大班幼兒銜接的看法與作法？」) 

為何會想要做這樣的準備或進行這類的活動？有何目的？理

由為何？(回應研究問題一：「幼稚園大班老師、小學一年級老師與

幼稚園大班家長對於幼小銜接的看法與關注點為何？」) 

是什麼樣的因素影響您在銜接過程中銜接活動的安排？對於

注音符號/生活適應的看法是長期以來皆是如此嗎？還是其中

曾經有過什麼樣的轉變？爲什麼？與幼小教師與家長的交流

與瞭解情況為何？(回答研究問題三：「幼小銜接過程中，幼稚園

大班老師、小學一年級老師及幼稚園大班家長在幼小銜接看法與作法的

連結情形如何？」) 

 

 

參、 正式研究 
本子節呈現正式研究的取樣方式、研究時間與對象、資料處理與分

析、信度等進行說明。 

 

一、 研究取樣對象 
本研究之範圍包括臺北市(12行政區)、臺北縣(合計 29個鄉鎮市)

之公私立幼稚園大班教師與家長(以下簡稱大班老師、大班家長)，以及

公私立小學一年級導師(以下簡稱小一老師)為對象。爲能收取不同區域

之受訪者之意見，本研究以分層便利抽樣(臺北縣市→教育程度→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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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方式，以儘量讓不同縣市(臺北市、台北縣)、不同教育程度之行政

區(平均值以上與平均值以下)及不同類型場所內(公私立幼稚園、公私立

小學、家庭)的關係人都有代表。 

其中，行政區之「教育程度」之計算，係以臺北市政府與台北縣政

府網站公告的「民國 92年 15歲以上人口教育程度」統計資料(臺北市

政府主計處，http://www.dbas.taipei.gov.tw/NEWS_WEEKLY/ 

abstract/population.htm，2005年 3月 9日；台北縣政府主計室，

http://www.juji.tpc.gov.tw/statistic/statistic_set.htm，2005年 3月 9日)，

分別計算出臺北市及台北縣各行政區或各鄉鎮市的 15歲以上人口中教

育程度為大學以上者之比例，而分別求出臺北市及台北縣 15歲以上人

口教育程度之平均比例(臺北市 28.21%，台北縣 12.01%)。最後，依此

平均值將臺北市 9個行政區與臺北縣 29個鄉鎮市依其教育程度之平均

值劃分為「教育程度平均值以上」與「教育程度平均值以下」。代表各

區教育程度的相對高低，鑒於教育程度是社經水準計算指表之一，本研

究以此間接代表各區之社經地位。 

臺北市教育程度在「平均值以上」的行政區依序為(遞減排列)：大

安區、松山區、中正區、文山區、中山區、信義區；「平均值以下」的

行政區依序(遞減排列)為：內湖區、士林區、北投區、大同區、南港區、

萬華區。臺北縣教育程度在「平均值以上」的鄉鎮市依序為(遞減排列)：

永和市、新店市、淡水鎮、中和市、汐止市、板橋市、深坑鄉、林口鄉、

新莊市、泰山鄉、三重市；「平均值以下」的鄉鎮市依序(遞減排列)為：

土城市、樹林市、蘆洲市、八里鄉、五股鄉、鶯歌鎮、三峽鎮、三芝鄉、

烏來鄉、金山鄉、瑞芳鎮、雙溪鄉、萬里鄉、貢寮鄉、石門鄉、坪林鄉、

石碇鄉、平溪鄉。 

依前述之抽樣方式，本研究之研究對象共有 22人，其所在地區、

教育程度及學校類型呈現於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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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正式研究研究對象一覽表 
縣市 臺北市 臺北縣 
行政區教育程度 平均值以上 平均值以下 平均值以上 平均值以下 
學校類型 公立 私立 私立 公立 公立 私立 私立 公立 
大班老師 1 

(中山區) 
1 

(大安區)
1 

(大同區)
1 

(大同區)
1 

(中和市)
1 

(新店市) 
1 

(蘆洲市) 
1 

(三芝鄉)
大班家長 1 

(信義區) 
1 

(大安區)
1 

(大同區)
1 

(大同區)
1 

(中和市)
1 

(新店市) 
1 

(蘆洲市) 
1 

(三芝鄉)
小一老師 1 

(信義區) 
1 1 

(大同區)
1 

(新店市)
1 1 

(三芝鄉)
合計 22人 

 
正式訪談對象之編碼有六碼，第一碼代表場所，「K」表示幼托園

所、「E」表示小學；第二碼代表身分，「T」表示老師、「P」表示家長；

第三碼表示臺北縣市，「市」表示臺北市、「縣」表示臺北縣；第四碼表

示學校類型，「公」表示公立、「私」表示私立；第五碼表示教育程度，

「1」表示在教育程度平均以上、「2」表示在教育程度平均以下；第六

碼表示訪談次數，「1」表示第一次的正式訪談、「2」表示第二次進行參

與者稽核的補訪。如：「KT市公 1-1」表示與臺北市教育程度在平均值

以上行政區內之公立幼稚園的大班老師所進行的第一次正式訪談。 

 

二、 資料蒐集 
正式研究於民國 94年 3月 14日至 4月 8日進行。訪談內容依「半

結構式訪談大綱」(見第三章第三節「壹、預試」之三)進行，但訪談時

並不依固定之順序，而依訪談過程中研究對象之回應情形彈性調整。訪

談資料進行整理與分析時，因覺有些問題未能在有限的訪談時間內做詳

盡的討論與澄清，或當受訪者盡情分享其銜接經驗時，研究者未能做出

有效的引導，使得部份問題未獲得清楚的解釋，例如：受訪者鮮少主動

提及對其他關係人的觀感、或多分享自己目前的作法或看法而少談論到

對其他關係人的瞭解等。但由於這些資料是本研究所關心的，因此，針

對這些問題，研究者再次以電話訪問或面談的方式收集受訪者的意見與

看法。每次訪談時間平均約費時 1-1.5小時，最長 2個小時。訪談過程

取得受訪者同意全程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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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資料處理 
研究者於資料蒐集過程中，同時進行錄音資料逐字稿的撰寫。逐字

稿完成後，本研究對逐字稿內容進行依序的處理：編碼、歸納。 

 

(一) 編碼 
訪談逐字稿完成後，本研究先針對逐字稿內容進行開放編碼。

所謂編碼(coding)是指把資料轉移成概念的過程。開放編碼是透過
密集的閱讀、檢查資料，而將資料分類、命名的工作(胡幼慧主編，
民 85；Strauss，1990，引自萊素珠，民 85)。因此，分析過程中對
逐字稿資料進行反覆閱讀，將訪談者的描述做初步的編碼，並經常

來回的比較與對照，進行分類。表 3-4呈現本研究開放式編碼之例)。 
開放編碼完成後，接著進行主軸編碼(axial coding)。主軸編碼

是在開放編碼後，將資料進行重組，連結類別的工作(Strauss，
1990：98，引自萊素珠，民 85)。本研究因此將開逐字稿所得開放
式編碼結果重新整併得出 70個主軸(見圖 3-3)。以表 3-4的內容為
例，其中「大班幼兒參觀小學瞭解小學制度」與「大班幼兒直接接觸小學」

合併為「大班幼兒參觀小學」主軸；將「大班幼兒回家分享學校銜接策略」

與「大班幼兒回家告知大班開始要準時到校(銜接作息)」合併為「透過大班

幼兒瞭解家園的銜接策略」主軸；「新生(原大班幼兒)參加小學暑期銜接活動」

與「新生(原大班幼兒)參加幼稚園暑期銜接活動」合併為「入學前的銜接活

動」主軸。 

主軸編碼完成後，進行主題選擇編碼(selective coding)。主題

選擇編碼指決定核心類別，並有系統的連結其他類別的過程。這個

過程與主軸編碼相似，但不同的是，研究者開始選擇可以彰顯研究

主題的概念，以作為之後回應研究問題的根據(潘淑滿，2003)。以

前述所得之「大班幼兒參觀小學」、「透過大班幼兒瞭解家園的銜接策略」與

「入學前的銜接活動」主軸編碼為例，三者同樣是透過「大班幼兒」

來銜接，故合併而命名為「透過大班幼兒進行銜接活動與傳遞資訊」主

題。表 3-4之訪談內容的開放式編碼、主軸編碼至主題選擇編碼之

流程呈現於圖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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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開放式編碼舉例 

描述性資料(正式訪談資料) 開放式編碼 研究者備註 
那通常他們(大班幼兒)到他們教室(參觀小學)，因為小
一老師也有經驗了，他會告訴我們大班孩子說，小孩  
以後你們來這邊啊，哥哥姊姊有什麼東西是你們沒有

的，或你們沒有的，比如說你們有點心，哥哥姊姊沒

有。  [KT市公 1-1-p3] 

大班幼兒參觀

小學瞭解小學

制度 

瞭解幼小階段的差

異 

訪：那不曉得老師有嘗試跟他們小一老師做瞭解嗎？

受：沒有這樣的機會，不過我們在大班會有一個課程，

讓他們去小學裡面(參觀)。  [KT縣私 1-1-p8]  

大班幼兒直接

接觸小學 

提供幼兒接觸小學

的機會 

像我老二這個，我聽她每次回來轉述，她說，啊老師

就有跟她們講說，以後就沒有什麼點心，就我剛剛講

的那些，她們現在的老師就會跟她們講…  [KP市私
1-1-p4] 

大班幼兒回家

分享學校銜接

策略 

大班幼兒回家分

享，家長透過幼兒的

分享瞭解學校目前

的銜接策略 

訪：因為像那個老師她也是到大班上學期，我訪問過

的老師，好像有的是從大班上，有的是大班下學

期的時候就開始要求(準時到校)，那不曉得媽媽的
園所是什麼時候開始做這樣的提醒呢？ 

受：嗯，好像，我印象中應該是大班的時候，就有在

提醒了，因為我小朋友會講啊！就老師說九點以

前特別，我記得小班中班反而沒有，對，到了大

班，老師會提醒，然後那個小朋友自己自理能力

也，她會，咦，可能是老師常常叮嚀…  [KP市私
1-1-p13] 

大班幼兒回家

告知大班開始

要準時到校

(銜接作息) 

大班幼兒回家分

享，讓家長瞭解學校

的銜接策略，大班幼

兒告知學校教學與

常規要求的狀況 

而且我們小學收小一新生的時候，在暑假會有一段時

間的銜接訓練，三到五個禮拜不等，每年辦的時間不

一樣，那一段的訓練是幫助小孩適應小學的生活，那

那個時間就是由小學老師來上課。  [ET市私-1-p5] 

到了要升小一的那個暑假，一般來講我們學校有開正

音班。  [ET縣私-1-p14] 

新生(原大班

幼兒)參加小

學暑期銜接活

動 

入學前直接體驗小

學生活 

我們暑假的時候有所謂的夏令營，那個夏令營我們是

有請小一的老師來教我們現在大班要升小一的小朋友

他們注音符號，一個禮拜會有三節課。  [KT市公
2-1-p1] 

新生(原大班

幼兒)參加幼

稚園暑期銜接

活動 

入學前體驗小學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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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 

入學前的 

銜接活動
新生(原大班幼兒)參

加幼稚園暑期銜接活

新生(原大班幼兒)參

加小學暑期銜接活動 

透過大班幼兒

進行銜接活動

與傳遞資

透過大班幼

兒瞭解家園

的銜接策略大班幼兒回家告知大班開

始要準時到校(銜接作息) 

大班幼兒回家分

享學校銜接策略 

大班幼兒 

參觀小學大班幼兒直接接觸小學 

大班幼兒瞭解小學制度 

圖3-2  編碼流程例圖 

主題選擇編碼 主軸編碼開放式編碼 

 
依此方式，本研究共得 19個主題(見圖 3-3)。第四章研究結果

依圖 3-3之分析綱要逐一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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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開放編碼(略)主軸

對即將上小學的感受 
對銜接活動的感受 
運筆練習
拚音練習 
單音的認讀 
寫字練習 
協助注音學習策略的使用
例行書寫活動的體驗
幼小教學法/態度/教材的使用 
加強自理能力的養成
常規銜接 
幼小作息銜接 

大班幼兒的知覺與感受

 注音符號教學內容銜接 

 單方面進行

的銜接策略 
 幼小教學方式與態度的銜接

 生活能力的銜接 ……
 環境銜接

其他 學習環境銜接與其他

 大班幼兒參觀小學
透過大班幼兒瞭解家園銜接策略 
入學前的銜接活動

透過大班幼兒進行銜

接活動與傳遞資訊  合作進行的

銜接活動 

……

幼小教師或家長參觀幼小學校而獲得相關銜接訊息
傳遞小學訊息給幼兒 
透過家中學齡幼兒瞭解/交流幼小銜接相關資訊 
參與幼稚園學校日
新生入學前(暑期)幼小教師與家長資訊交流 
 

藉由幼小教師與大班

家長的互動進行銜接

活動與資訊交流 

與大班老師溝通的方式
與小一老師溝通的方式
與大班家長溝通的方式

交流方式 
溝通方式使用的概況 

……

對幼稚園作息時間(作息銜接)的瞭解 
對大班自理能力要求的瞭解 
對大班老師對幼兒注音學習期待的瞭解 
對大班注音符號教學的瞭解 

對大班老師關注的銜接議題的瞭解 

對小一老師目前拚音教法的瞭解 
對小一新生自理能力要求的瞭解 
對小學作息時間的瞭解

對小一老師關注銜接議題的瞭解 
對大班家長在家注音教學情形的瞭解 
對家長對大班幼兒注音程度期待的瞭解 

對大搬家長關注銜接議題的瞭解 

對大班家長在家中自理能力訓練的瞭解 
對大班家長在家作息銜接情形的瞭解 

對小一新生常規要求的瞭解 

對小一老師對新生注音程度期待的瞭解 
對小一老師注音符號教學進度的瞭解 

對大班銜接相關事務的瞭解
……

對彼此相關

事務的瞭解 對小一銜接相關事務的瞭解

對家長銜接相關事務的瞭解
……

對幼稚園銜接活動的感受 
對幼稚園生活能力要求/教導的感受 
對幼稚園課程教學/專業程度的感受 

對幼稚園非銜接活動/事物的整體感受 
對小學注音符號教學的感受 
對小學生活能力要求/教導的感受 
對小學銜接活動的感受
對小學非銜接相關活動/事物的整體感受 
對家長自行安排注音課程的感受 

對大班家長在銜接階段的整體感受 
對家長在家中生活能力要求/教導的感受 

對幼稚園/大班老師的觀感 

對彼此與所

進行的銜接

活動的觀感 
對小學/小一老師的觀感

對大班或新生家長的觀感

對教育單位注音符號進度安排的
對教育單位的其他感受 

對教育單位的觀感 ……
對銜接權力

平衡狀況的

看法 

對幼小銜接工作權力平衡狀

況的看法 對目前幼小銜接工作權力平衡狀況的看法 

……

…圖3-3  分析綱要圖 

家庭經驗的影響

其他活動或工作場所內人員的影響 

中國傳統觀念的影響
其他：社經文化、獨生子女 
發展合宜
小學預備說
幼小階段各有其學習重心
重視常規/生活能力
理想的白紙說
親職角色的種要

學習趨勢的影響

教育主觀機關政策或課程規定的影響 

過去學校教學/求學經驗的影響 

…

其他場所人事物的影響 

影響因素 
價值觀與學習趨勢的影響

個人幼小兒童學習觀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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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訪談資料的量化分析 
訪談逐字稿完成編碼後，研究者為每一編碼各自定義、舉例並

決定選項，完成本研究分析之題目(如「幼小銜接分析表」，見附錄

一)，再將研究對象之回應加以歸類。 

 

四、 資料分析 
本研究將利用社會科學統計套裝軟體（Statistical Package for the 

Social Sciences，SPSS，11.5版）作為統計分析工具。以描述性統計分

析(次數、百分比)呈現研究對象對於對幼小銜接的看法、實際作法、及

對其他人的作法與看法的瞭解。嘗試進行卡方考驗，但因細格人數不足

(80%以上的細格期望值小於 5)，故不進行。 

最後，以生態系統理論與經驗連續觀剖析研究結果，如：將研究結

果中，研究對象對其他關係人之看法與作法的瞭解或彼此間連結的情

形，與生態系統理論的中間系統所指之互動要素與形式相互對照，藉由

一個完整的理論架構的提醒，來檢示目前銜接工作的利與弊，以作為日

後規劃幼小銜接之參考。 

 
五、 信度檢定 
考驗本研究資料蒐集的信效度，本研究以參與者稽核評分者一至性

進行考驗： 

(一) 參與者稽核 
參與者稽核指將研究過程中所得之研究資料，經由研究參與者

進行查核、認定與批評(黃政傑，1987)。本研究在逐字稿一一謄寫

完成，並加以編碼歸納後，以郵寄或親自拜訪的方式提供複本資料

給研究對象，請其針對逐字稿內容及資料處理之結果加以檢核或補

充。絕大部分研究對象對於逐字稿內容與資料處理之結果沒有意

見，但由於第一次訪談時間為大班下學期期初，少數大班老師與大

班家長對銜接作法尚無明確規劃，因此藉此機會對其後來規劃的銜

接活動略做補充與說明。 

 

 

 58



(二) 評分者一致性 
評分者間一致性信度的考驗，由研究者與一位同樣關心幼小銜

接議題且熟悉生態系統理論之博士班研究生一同進行。針對 5份訪

談資料(訪談份數之 80%)，研究者與評分者先個別將訪談資料依本

研究之分析題目與選項加以歸類，再依下列公式計算一致性係數： 

 
評分者一致題數 

一致題數+不一致題數 
評分者一致性= 

 

        依此方式計算五篇訪談資料之平均數如下： 

 

評分者一致性信度係數=                               = 0.738       
0.68+0.74+0.77+0.72+0.78 

5 
 

        故本研究之評分者信度為.74。 

 
 
 

第四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之研究限制如下： 

 

壹、 研究範圍有限 
本研究僅以大臺北地區(臺北市、臺北縣)內已立案公私立幼稚園與公私

立小學為主要研究範圍，故研究結果無法推論至全國幼小教師與大班幼兒家

長對幼小銜接議題之看法。 

 
貳、 研究樣本有限 
本研究雖嘗試進行卡方考驗，但由於僅抽取 22位受訪對象，使得細格

人數不足(80%以上的細格期望值小於 5)，故無法進行檢定。 

 

參、 沒有採取配對樣本 
本研究原計畫以配對方式進行，希望能藉此瞭解在同一國小學區內幼小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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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大班家長在幼小銜接看法與作法上的相似與瞭解、交流的程度。但此意圖

因在詢問時，無法找到同一學校內的一年級、附幼老師與大班家長都有意願

的研究對象。因此，本研究之結果說明大台北地區幼稚園大班老師、小學一

年級老師及幼稚園大班家長對幼小銜接的一般看法、作法與交流狀況，並無

法根據三類研究對象之描述推論彼此的實際交流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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