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討論與建議 
 

本章彙整研究結果加以討論，並對學前教育機構、小學、家庭、教育單

位以及未來研究人員提出建議。 

 

 

第一節 討論 
 

從研究結果與相關討論中，確實顯現出幼小銜接相關人員會受到不同系

統的影響而可能選擇不同的銜接策略；但會選擇同一個銜接策略的銜接相關

人員，不一定受到同一個系統的影響。以同樣決定要讓大班幼兒提早學習注

音的大班家長來說，有的家長雖然理想上認為不需要提前學習，但在「大家

都在學」的潮流中，也不禁擔心起來，而提前讓幼兒學習注音，這樣的影響

來源是「大系統」；但有的家長則表示自己讓幼兒學注音並不是因為「提前

學注音」的趨勢，而擔心小一老師沒有確實進行十週的注音教學，基於對小

一老師的不信任，而認為必須要提前學習注音，這樣的影響來源則是「中間

系統」；但也有家長因為以前自己學一個學期的注音，而認為現在幼兒才學

十週是不夠的，所以認為要先做預備才行，那麼這樣的影響則來自「外部系

統」。因此，影響幼小銜接相關人員安排銜接策略的因素眾多，可能來自微

系統內的影響(如：大班幼兒有興趣、園長的理念)、中間系統(如：對小學注

音教學的負向觀感與不信任、透過間接連結接收到小學老師對以多數新生程

度調整注音教學進度的訊息等)、或外部系統(如：自己過去的教學/求學經

驗、教育單位政策與規範的影響等)或是大系統(如：感受到「提前學注音」

趨勢的壓力、「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期待等)，皆可能影響幼小銜接相關

人員看待銜接的態度與作法。 

而且，影響銜接人員選擇幼小銜接活動的「系統」，是會「變」的，有

的相關人員的「影響系統」變了，會使其銜接作法也跟著改變，但是有的則

反而因此更增強了其原本的想法與作法。前者如一位公幼大班老師，剛畢業

任教時，受到師資培育機構的影響(外部系統)，認為在學前階段學習注音符

號是「非常不人道」的事，但有機會與小一老師接觸後(中間系統的建立)，

認為如果幼兒可以學，也不排斥的話，好像也沒有必要完全禁止，而且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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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突破後，老師自己也表示對於家長的擔心比較能體會，也因此在作法

上稍做調整；而後者則是大班老師由於自己本身的教育信念認為在銜接過程

中生活能力的培養比認知能力還要重要(個人信念)，因此多年來一直重視生

活能力的養成，而在有機會與小一老師接觸後(中間系統的建立)，發現小一

老師對於自理能力同樣關注，因此更加支持了該大班老師爲幼兒進行生活能

力預備的作法。因此，影響銜接人員的「系統」不是一成不變的。 

藉由生態觀點的提醒，使研究者能更清楚的瞭解到每個銜接相關人員對

於銜接策略的設計與安排，各有其背後的影響因素，而非無緣無故的介入。

也因此，儘管大班老師、小一老師與大班家長在銜接過程中有不同的安排─

可能與每個人心中理想的銜接策略有所差異，但「都是為了幼兒好」的本意，

是不能被抹煞的。所以難以從單向思考的方式(如：家長要求、小一老師不

按進度教、私幼提前學)來評斷幼小銜接相關人員所進行的銜接策略是否失

當，因為相關人員間是彼此影響的。以目前注音符號學習來說，研究者推測

其影響是循環的 

若以私幼教注音符號為起點來說明的話，如：私幼的教學使得提前會注

音的新生增加→因為有較多的人會注音了，而影響部分小一老師在教學稍做

調整→引起部分小一家長的不滿，而這樣的現象引發多數家長的擔心→選擇

有教注音的幼稚園就讀→公私立幼稚園教注音→多數新生會注音→小一老

師難以教學→可能以多數學生之程度來調整進度→引起家長的擔心與焦慮

→要求幼稚園教→…等，因此，這其中的影響是錯綜複雜的，不同的銜接相

關人員皆有其考量與委屈，在目前缺乏平臺，使銜接相關人員能共同對話的

情況下，是難以解決的。 

但能做的，也不得不做的，是建立起彼此間的連結，讓彼此有機會相互

瞭解，進而共同合作。因為所謂的幼小銜接主要是指「幼小場所間的轉換」，

當它涉及到兩個以上的場所時，它的成功就絕不是一個場所能成就的。Kagan

所提出的「經驗連續觀」也須在場所間連結建立起來的前提下，才可能完成，

因為「連續性」概念中重要的基礎就是「哲學的一致性」，在幼小相關人員

哲學觀點尚未能經由交流互動，達到一致或到和諧有共識的狀況時，「教學

的連續性」與「結構一貫性」的完成更是困難，所以即使各自銜接、各自努

力，也會因對彼此的努力方向與程度不瞭解，而出現「重複」或「缺乏」銜

接的情形，而這是連結薄弱、彼此提供不連續銜接經驗的結果。因此，若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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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銜接能順利完成，那麼與其切身有關的微系統間需要能充分的「互補、合

作」，那麼幼兒(發展個體)便能在這些系統中掌握優勢，反之則會居於劣勢，

甚至阻礙發展(Bronfenbrenner, 1998, 引自戴文青，2004)。 

 

整體來說，本研究運用生態系統理論與經驗連續觀這兩個概念來剖析國

內幼小銜接的現況，透過這樣的歷程，確實更清楚瞭解到目前不同場所間進

行銜接工作的人、事、物的運作狀況與如何相互影響、彼此間是如何的交流

互動、相互瞭解的情形、彼此互動的觀感為何等，相信能提供日後國內相關

人員與機構推動銜接工作之重要參考。 

 

 
 

第二節 建議 
 
研究中嘗試從兩個最為人關注的銜接議題深入瞭解銜接相關人員之間

的交流與瞭解情況，單從這兩個議題的探討即可發現相關人員間的連結是薄

弱，而且相關人員的看法以及看待銜接的態度，在在都會影響銜接工作的選

擇。因此，此節針對討論內容與受訪者的看法對學前教育機構、小學、家庭、

教育單位以及未來研究人員提出建議。 

 

壹、 對學前教育機構的建議 
研究顯示大班老師與小一老師進行雙向溝通或個人化溝通的機會較長

子女入小學的之大班家長來的多，而家長方面的擔心也多因為曾與小一老師

直接接觸而對小學感到陌生、不瞭解而產生。因此研究建議學前教育機構(特

別是國小附設幼稚園)應「協助搭起大班家長與小一老師間之連結」，及早主

動提供大班家長與小一老師直接接觸面談的機會，如：在大班上學期(甚至

中班下學期)班親會中邀請小一老師到園所分享教學經驗，並透過與家長的

對談，解除家長內心的焦慮與不安，大班老師本身也能藉由這個機會深入瞭

解小學狀況。特別提醒，邀請的小一老師最好是「該學區內」甚至多數幼兒

即將上的小學(可先做統計)內的小一老師，除了對大班家長較有幫助外，對

大班老師來說，能對自己學區內的小學一年級教學、生活概況有深入瞭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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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相信在幼小銜接專業知能上會更加受到家長的肯定與信賴。 

 

 

貳、 對家庭的建議 

一、 慎選接收資訊的管道 
研究資料中，發現「其他小一家長」是長子女入小學父母的主要

資訊來源，在未有足夠訊息以做正確判斷時，家長需要主動出擊，以

透過更直接的方式取得相關資訊。如：研究顯示部分小學或附設幼稚

園在暑假階段有開設暑期課程以協助大班幼兒銜接小學，其中多會邀

請小一老師來班上上課或分享經驗。雖然公立小學在制度上有所限制

無法承辦暑期課程，不過可從附設幼稚園方面(有時會有家長發起辦理)

打聽相關的消息，以儘早與小學方面建立連結，消除憂慮。 

 

二、 做好協助幼兒適應小學的心理準備 
銜接過程中，需要適應與做好心理準備的不只是大班幼兒，家長

也同樣需要先做好準備。從課業學習方面來看，就如同多數受訪老師

所表示，學習是長久的，也不僅在注音符號的學習，更重要的是學習

動機。因此，家長應重視幼兒的學習動機，經常給予鼓勵，相信幼兒

的能力，仔細觀察幼兒在學習過程中的改變與成長，而非單以成績或

過於理想的標準(如：注音符號要寫的跟練習本範例一樣的工整，寫不

好就擦掉)來衡量幼兒的學習表現。總之，在正式學習前讓幼兒感受到

學習的樂趣，將是幼兒未來學習的動力來源；在生活方面，主要面臨

的改變就是小一學生作息時間的提早，二位受訪者提到父母本身作息

尚未調整好，而使得幼兒上學遲到必須接受處罰的例子，是所有父母

的借鏡。因此父母應要能作為幼兒的榜樣，養成好的作息習慣，陪伴

幼兒一同度過銜接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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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對小學的建議 

一、 及早與新生/新生家長建立聯繫 
國內外研究之小一老師皆反應「太晚拿到新生名單」以致無法提

早對新生/新生家長進行瞭解。本研究受訪的一所私立小學與一所公立

小學能設法在八月提供小一老師新生名單，讓小一老師能及早開始與

新生家長建立關係，瞭解與解除新生家長的擔心與焦慮，也有學校在

開學前即辦理家長座談會，早些讓新生家長能對小一老師有所瞭解。

有鑒於彼此的瞭解對於銜接的重要性，因此研究建議小學行政單位能

及早提供小一新生名單，並要求小一老師提早與新生家長建立合作關

係與彼此間的信任；或提早辦理新生座談會，在教學理念、教法、生

活培養等各方面詳細說明，在過程中鼓勵新生家長參與互動，以瞭解

家長的需求與擔憂。 

 

二、 行政人員積極建立幼小之間的連結 
研究顯示，幼小銜接交流活動多由幼稚園大班老師主動邀約、安

排，小一老師多是「受邀」的角色，角色關係上似乎有些失衡。因此，

幼小教師忙於教學工作之際，學校行政人員若能辦理相關活動，鼓勵

幼小教師參與，建立起幼小教師間的平等關係，將有助於幼小銜接工

作的進行。如：幼小銜接座談；安排小一老師參與大班親師座談會(公

幼、附近私幼)；鼓勵小一老師進大班教室分享、說故事、或以聊天方

式分享小一的例行活動或會有的常規要求；大班老師主動提供幼兒學

前經驗檔案與相關資訊等，建立起彼此間的連結。甚至主動對外表示

歡迎附近幼稚園參觀小學，以縮短私立學前教育機構與公立小學間的

距離。 

 

三、 提供大班家長參與幼小銜接會議的機會 
由受訪者方面得知，部分小學在銜接過程中會進行幼小銜接相關

活動的討論會議，如新生座談會的籌備會議、幼小教師座談會等。研

究建議類似的會議可以邀請該校附設幼稚園之大班家長(或代表)出

席，讓大班家長有機會提出自己的疑問(這可能也是其他家長的問題)

與擔心，作為小學行政單位籌備新生座談會等相關會議的參考，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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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雙向溝通，想必能讓相關活動的內涵更貼近大班家長的需求，而非

只是小學方面單向的資訊傳遞。 

四、 對新生建立適當的期望 
由受訪小一老師的資料中顯示，小一老師對於新生生活能力有些

期待，如：會如廁、會整理書包、會自己吃飯不挑食、綁鞋帶(或綁垃

圾帶)等，甚至將其認為是基本能力。但新生學前經驗不可能完全一

致，而且很多事物仍在學習與熟悉的階段，根據皮亞傑認知發展階段

的分期，六、七歲幼兒其實並沒有太大的差別，不太可能因穿上小學

制服後就「什麼都會」。因此，研究建議小一老師先不要投入過多的

期望，或先瞭解新生之學前教育階段與家庭經驗，再給予的適當期

待，以免師生關係在一開始就陷入「緊張」。 

 

 

肆、 對教育單位(含教育部、各縣市教育局)的建議 

一、 舉辦幼小銜接相關研習活動 
研究受訪者皆表示目前少有幼小銜接相關的研習活動，也缺少彼

此對談的機會，而難以取得相關資訊，因此需要公部門的力量，搭起

幼小間交流的平台，提供彼此相互瞭解與建立正向情感關係的機會。

故研究建議教育相關單位(如教育部、各縣市教育局等)能舉辦幼小銜

接研討會、座談。但在會議議程設計上，應多安排幼小教師等實務工

作者、新生家長與教育單位進行直接與雙向溝通的機會，而非僅是相

關研究或論述的學術發表。此外，若相關的會議或座談若能由各縣市

之行政區或鄉鎮市個別於假日辦理(分區舉辦)，並透過學校宣傳、鼓

勵新生家長參與，藉此可讓家長獲得較為正確且客觀的資訊，也十分

有意義。 

 

二、 將幼小銜接議題納入幼小師資培育課程 
本研究之幼小教師其實皆認同銜接的重要性，但由於彼此交流機

會少、瞭解有限、甚至可能有些誤解。鑒於幼小銜接的成功對幼兒未

來的學習有長期的影響(Yeboah, 2002)，因此建議師資培育機構將「幼

小銜接議題」正式納入課程安排，如：在教材教法、幼兒教育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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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等教育導論等課程或教科書中，探討幼小銜接的意義與內含、相關

策略的進行等，以建立起幼小教師對於銜接工作的正確認知。 

 

 

伍、 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一、 繼續探討其他系統人員對幼小銜接工作的影響 
本研究首次嘗試以生態系統理論與經驗連續觀對國內幼小銜接

之問題進行探究。從研究結果發現國內幼小銜接人員間在銜接過程中

因交流不足而引起的問題，以及阻礙彼此交流的可能原因，牽涉到工

作時間、就讀學區的分散、沒有辦法及早取得新生名單、大班家長在

「小學開學前」，對未來小一老師的一切皆無從瞭解、幼小上課時間

重疊，以及沒有管道等。因此，建議未來在研究此議題的研究人員，

可擴大研究對象之範圍，而包含教育局、小學行政單位等。以及對其

他系統的影響做更深入的瞭解，例如：師資培育機構(外部系統)對幼

小銜接相關人員的影響。 

 

二、 深入探究幼小銜接相關人員之不同連結程度對大班幼兒/
小一新生銜接適應的影響 
本研究主要呈現目前幼小銜接相關人員之看法與作法，以及彼此

之交流情形與可能影響銜接之因素。建議未來繼續研究幼小銜接相關

人員之連結程度對小一學生銜接適應之影響，如：幼小教師與大班家

長彼此有交流、對銜接策略有共識者，其幼兒之小學學校適應是否較

其他幼小教師與大班家長彼此沒有交流、各自安排銜接活動之幼兒的

學校適應狀況來的好，以考驗 Bronfenbrenner與 Kagan之理論。 

 

三、 以配對樣本探究銜接現象 

本研究中並未針對大班老師、大班家長與依幼兒未來會進入的學

校之小一老師做配對的研究，僅呈現目前幼小銜接相關人員間看法與

作法的概況。建議未來研究可能採取配對方式，以更能瞭解不同區域

或不同特質之幼小教師與大班家長的合作情形可能如何影響幼兒的

銜接適應。建議剛開始可從班級數較少且有附設幼稚園之小學進行(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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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教師接觸的機會較大)、透過小學愛心媽媽從中協助找尋研究對象

(部分愛心媽媽會同時熟識幼稚園與小學兩方的愛心媽媽，藉由幼小兩

方愛心媽媽的推薦，來詢問幼小教師的意願)或透過小學教務處主管協

助尋找有意願之幼小教師，再由該幼稚園大班老師推薦大班家長，以

取得配對樣本。 

 

四、 對不同社經地區分割進行幼小銜接議題之研究 

本研究中，有兩位分別來自台北縣市教育程度在平均值以下地區

之公幼大班老師，皆提及當地社經文化背景對其銜接活動安排之影

響，隱約透露出社經程度不同之區域在銜接策略的選擇上略有差異。

但因樣本數不足，不適合加以歸因或推論。但 Bronfenbrenner認為應

對不同的生態環境中的人群進行研究，探索其發展歷程，而不只將其

視為簡單的背景資料。因此建議未來研究可針對不同區域之銜接現象

進行探究。 

 

五、 探究幼小銜接相關人員之教育信念 
從研究結果得知幼小銜接相關人員之幼小兒童教育觀的不同將

直接影響相關人員選擇銜接策略的結果，但研究中僅從訪談資料中歸

納出可能影響之教育觀，尚未透過深入的後設分析，探究可能形成這

些教育信念的原因與其形成之歷程。因此建議未來研究可嘗試瞭解影

響幼小銜接相關人員之教育信念的成因，以作為幼小教師或相關人員

之培育或親職教育相關課程安排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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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心情手札 

 

剛剛跟一位今年長子女即將入小學的媽媽做完補訪談，過程中感覺跟第一次

和媽媽訪談的感覺不大一樣：覺得媽媽對於小朋友即將上小學比較不會那麼慌

張，相關資訊的瞭解也更加豐富，對於一些銜接活動取捨的原因也較能明確的回

答。將這樣的感覺與媽媽在訪談的最後做分享後，媽媽也感覺到自己的改變，他

覺得可能的原因有：有帶孩子去參觀過小學(在第一次訪談前並未計畫進行)，對於
環境比較瞭解，所以也比較放心。還有這段時間(距第一次訪談有兩個月的時間)
的調整，他更清楚的表示希望不要給孩子壓力，不然自己壓力也會很大，也認為

這樣的壓力會影響孩子，所以他做了這樣的調整；另外媽媽也提到對研究者的感

激，因為研究者在第一次訪談時答應媽媽會寄些相關的資料給他看，而媽媽表示

我們當天的對談與分享，以及一些書面資料對他在這個過程中是有幫助的：因為

有開始嘗試多方面的去接受其他的資訊(原本多是透過工作同事的分享取得資
訊)，加上自己的判斷，所以對於一些策略選擇也更有把握。 
聽到媽媽這樣的回應，真是非常開心，因為我認為研究應該是要對「人」有

幫助的。在第二次的訪談中，發現自己上次給媽媽的一些建議，如：可以帶孩子

去看看小學，媽媽在這兩個月的時間裡嘗試去做，也確實獲得相關的收穫，而且

對於一些銜接工作的安排也更加的有自信，與第一次的談話中不斷呈現「因為某

某說，所以…」或「就是聽一些小一的家長說」的感覺有明顯差別；同時也看到
媽媽對孩子學習注音符號態度的轉變，相較於第一次的談話中經常提到孩子目前

程度不佳的情形；第二次的訪談中，媽媽不斷提到「他就會在家裡自己唸給我聽

啊」、「學習的情況也比較跟的上了」等等正向的描述，我想媽媽已經慢慢調整自

己的角度，努力的看見孩子表現不錯的那一面，而且對於孩子的表現也更能包容。

或許除了研究者提供的資源外，孩子本身的成熟度、或兩個月中媽媽對相關資訊

的接觸都是可能的影響因素。但能在研究過程中，感受到媽媽的改變，而且可能

因為研究者的介入而產生轉變，是令研究者喜悅的部分。 
在第二次訪談一位私幼大班老師時也獲得同樣的肯定。當詢問到老師對於這

樣的內容(逐字稿與初步分析表)有什麼問題或建議時，老師的回應是：「我是有畫
一些記號，但不是問題，只是看了這個東西，覺得有些東西是我以前沒有去注意

到的部分，那在看了這個以後，我會去留意這個部分…」，類似這樣的回應，讓研
究者覺得除了自己在研究中透過受訪者的參與吸收相關資訊而有所成長外，對參

與這個研究的受訪者來說，也同樣的有所獲得。我想這就是這個研究更重要的價

值與意義吧！ 
這樣的肯定是研究者意想不到的寶貴收穫，也因此更讓研究者更有動力繼續

爲這個研究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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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研究真相的揭露 

 
能想像一篇原本計畫以「問卷調查法」進行的研究，最後會以這樣的形式呈

現嗎？一年前的自己「作夢也沒想到」會有這樣的結果。 
其實自己是一個喜歡照著「計畫」走的人，但由於計畫未能考慮周嚴，最後

「在爲了研究好」的情況下，未能依「計畫(研究計畫)」走！因此在過程中，自己
是自己最大的敵人，但也因為這樣的歷程，而讓自己有所成長，借用口委們論文

口試時說的話「在 proposal的時候，其實我們不知道你最後會寫成這樣(笑)，…，
那時候我們還有點擔心…」、「就是小小女孩、醜八怪…女大十八變！」，但真的有
「十八變」？以下嘗試將研究歷程做個紀錄，至於「有沒有變」？又「怎麼變」？

我想就留給讀者們批評與指教吧！ 
 

●研究方向的確定 
由於對於幼小銜接議題的好奇，讓我在研究所一年級時即決定要以該議題為

論文的研究方向。但在瀏覽相關文獻以及將自己對幼小銜接議題的好奇和系上老

師分享的過程中，發現目前的銜接工作似乎偏重在探討銜接課程的教法或作法，

而適應問題也經常被其他研究者所討論，因此，要如何選擇一個能突顯出自己研

究之研究價值的議題來探究，是自己一直在思考的問題。 
因此，在修習不同研究所課程的過程中，則嘗試透過兩種方式來協助自己找

出可能的研究方向，分別為(一)與授課老師對談：經常與授課老師分享自己的研究
興趣或討論可能的研究方向，如：當談到自己對於幼小銜接有興趣時，老師們經

常反問：「你為什麼想要做這個？」，此外也建議自己應當找尋不同於過去研究方

向以支持自己研究的價值與意義。或是當自己有些想法卻難以突破時，主動尋求

老師的協助，如：曾想過從「幼小資料轉銜」切入(像是設計檔案格式，提供幼小
老師使用，再評估其功效…等)，但經由老師的提醒，發現在目前幼小老師鮮少交
流的情況下，這樣的表格能否對雙方產生助益，仍有待探究；(二)選擇相關議題撰
寫期末報告：也就是透過期末報告的撰寫來尋求可能的研究方向，如：在研究所

一年級上學期「幼兒教育課程研究」課程的期末報告中，強迫自己擬一份「研究

計畫書」，一方面是及早開始蒐集可能的參考文獻，另一方面則是透過撰寫的過

程，試圖找到可能的研究方向。爲配合該課程之內容(介紹不同的幼教課程模式)
與自己對於蒙特梭利教學的偏好，當時該研究計畫內容則以蒙特梭利幼兒園(以下
簡稱非蒙式幼兒園)與非蒙式幼兒園之大班幼兒為研究對象，嘗試追蹤不同幼教課
程模式之大班幼兒在進入小學後之學校適應情形，以瞭解學前教育經驗對小一新

生適應的影響。 
在不斷尋尋覓覓的過程中，一年級下學期旁聽「幼兒與家庭研究」課堂討論

後，似乎漸漸稍有「想定下來」的感覺。當天的課程從生態系統理論與連續性概

念探討幼小銜接議題，其中談論到幼小教師交流的情形，彼此對於幼兒期待的差

 138



異等可能如何影響銜接工作，在旁聽同學與老師彼此對談的過程中，也回想著過

去相關研究的方向，似乎較少探究幼小親師間的交流情形，多是彼此對於對方需

要或不需要進行何種銜接議題的看法，因而認為這樣的研究方向或許是可嘗試

的。這樣的想法在與指導教授討論後，也受到支持，終於稍微敲定可能的研究方

向。 
儘管在確定研究主題與方向前，經過一段「磨合期」，但在與多位老師對談過

程中，老師的提醒與刺激讓自己有機會不斷的自我辨正、強迫自己撰寫期末報告

時所蒐集的相關文獻與整理文獻時的「練習」，以及自己在研究方法上的思考與嘗

試等，現在回想起來，在在都爲目前的研究撰寫與研究者個人的反省與檢討奠定

基礎。所謂「凡走過必留下痕跡」，在這次的研究歷程中深刻體驗到其中的道理。 
 
●研究計畫的撰寫 
由於當時希望能透過生態系統理論與連續性概念的提醒，蒐集大量的研究資

料，來瞭解國內幼小銜接相關人員對於幼小銜接議題的看法以及彼此間的交流情

形，因此在研究計畫撰寫過程中，傾向以五點分數的問卷調查進行資料的蒐集。

在自行擬定「研究架構」後，則開始設計問題。因希望問項的設計能不僅止於瞭

解幼小銜接相關人員或對某策略的贊成與否，如：「讓幼稚園老師和國小一年級老師

互相觀摩彼此的教學方式情境佈置」(五點評分)，而希望能探究生態系統理論所關注
的互動要素(如：情感關係、有無共識、雙向溝通等)對於幼小銜接的影響，因此爲

了藉由生態系統理論的提醒以明確的瞭解研究對象的實際作法與看法，除了在文

字的用詞調整外，問題設計也決定以第一人稱呈現，並以五點評分為填答方式，

如：以小一教師版本為例，與「作法」相關的問項為「我會參觀幼兒園教學情形以

瞭解大班幼兒的學習情形」、與「看法」相關的問項為「我肯定大班老師的教學專業能

力」(瞭解小一老師對大班老師教學專業的信任與支持情形)。 
看到這裡，不知道讀者會不會對原本問卷問項的設計產生疑惑，老實說，當

初自己對於這個問項的擬定沒有十足的把握，也感覺到要透過問卷調查方式取得

幼小銜接相關人員「彼此交流方式/情形」、「相互瞭解程度」、「對彼此觀感」等資
料的困難，但因為「想蒐集大量資料」的強烈意念，讓我仍希望以「問卷調查法」

蒐集資料，因而在「問卷調查」的大帽子底下，努力嘗試不同的描述方式，希望

能「克服困難」以擬出適切的問項。然而在過於關注與擔心問項與生態系統理論

及連續性概念如何相呼應的情況下，卻忽略了「研究架構」的正當性，也爲後來

研究計畫的破局留下伏筆 
 
●研究計畫的破局 

2004.12.8的「研究計畫口試」是這個研究「重生」的關鍵。 
在計畫口試評論的一個小時內，口試委員與指導教授分別針對研究架構、研

究價值、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等四方面提出問題與建議，如：研究架構如何與理

論呼應、如何能證明依變項能與理論相呼應、如何突顯研究價值、研究目的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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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事實還是瞭解原因、以及是否可能透過問卷調查方式瞭解深入的原因等。嚇

到了吧！^_____^ 
首先，自以為「依照理論」擬定的研究架構，在口試一開始即受到挑戰，如：

「你是說依變項這邊是從理論來的，可不可以在給我看清楚脈絡？」、「你依變項，對幼

小銜接的看法，將理論前面四項歸因於後面的向度『看法』，下面兩項就歸因於『作法』，…，
是你自己做的，所以上面是看法，下面是作法，但理論上這樣的轉化，為什麼會這樣子規

劃？」，結果發現，這樣的架構是依自己的認知建構出來的，但理論與依變項的間

關係不如自己所想像的單純，而當時的架構似乎過於「空泛」，如：在原本的架構

圖中，將「雙向溝通」歸因於「幼小銜接實際作法」，但「雙向溝通」不見得單指

在作法上的溝通，在看法或觀念上也同樣會進行交流。所以，「研究架構如何與理

論呼應」是第一大問題，而從研究架構衍生出來的第二大問題就是「如何證明依

變項能與理論相呼應」，如：「怎麼樣證明編出來工具是符合生態系統理論的，這次好

像有增加第五個目標，很明顯的是要看合乎生態系統與連續性概念的作法，所以變成這兩

個理論對你來講是很重要的，○老師的意思是你怎麼樣能夠說我所做的就是那個理論的東

西，不是跟他無關的，怎麼樣證明？」，所謂「上樑不正下樑歪」就是這個意思… 
接著，由於過去已有許多研究以幼小銜接為議題進行探究，那麼，我的研究

的「開創性」為何？我個人在這個研究中如何「現身」，也就是我自己的觀點在哪

裡？其實這個問題是我也經常反問自己的。那我自己心中的答案是：目前研究多

在探究適應問題，但探究出的結果似乎大同小異，可見銜接問題並未解決，那爲

什麼這些問題會一直存在？是我主要希望瞭解的部分，而由於目前國內的研究缺

乏相關理論架構，因此希望自己能透過理論的提醒與應用來支持研究結果。口試

委員在瞭解我的想法後，對於「其他研究缺乏理論」這部分，給予中肯的提醒：「…
就是你不能說他們都沒有用理論，那會不會太淺，你必須可能很細的分析[相關文獻]，將
來回頭扣到你這邊，才突顯出你這個研究的價值性，因為什麼，我不曉得這樣說對不對，

就是開創性弱一點，因為前面已經很多人做了，因為如果前面沒有人做，那就開創性高，

那你前面已經很多人做了，那你這個可能要特別強調你的價值，為什麼人家做了，我還要

做呢？我覺得這個部分可能要加強…」，也就是說需要從相關文獻中分析出能支持這
個的論點的證據，而且從中突顯出自己研究的價值；不過口委對於「目前銜接研

究未能切中問題的成因或可能影響因素」這部分的想法則是給予肯定，並表示可

以呈現在文本中，但仍有重要的提醒：「但不能只都是想法，或一言以蔽之說他們都沒

有理論基礎，但就是因為這樣，你有理論基礎，那就問了，『那你這個理論基礎是怎麼扣

的？』、『那你為什麼會把這幾個叫做看法？』，[你若說]我認為…，那你這樣也會讓人家

覺得你也是『認為』囉，[別人說]我不承認你這個理論應用，那你也說不清囉…」。問的
真好！點出了當時文獻整理與研究架構和方法間關係薄弱，而難以說服他人的缺

失，也讓我確實感受到文獻整理應能與整個研究相呼應，非僅是文獻「報導」，且

其間的「脈絡關係」該如何一一帶出、彼此緊扣的重要性。這也是後來不從理論

直接切入，而先從文獻探討與本研究結果找出幼小銜接相關人員需要相互交流的

支持與證據，最後再引出理論為評析基礎之脈絡安排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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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呈接上述「研究價值」的問題，那麼我的研究究竟要瞭解銜接的什麼？

是要看做了什麼(what)？還是瞭解原因(why)？在資料回收後，最後是要透過資料
反應目前概況(fact)、還是要再進一步的提出具體建議(opinion)？如：「這牽涉到你自
己的立場，你是要展現這個問題，還是要批判。那要看你的觀點…」。一連串的問題，
只能用「刺激」來形容。在當下，其實我自己尚未能立刻分清楚 what與 why兩者
間的差異，應該說我之前並未思考過這樣的問題。儘管我知道自己想看的不只是

策略或作法，還包含背後的影響因素，因為後者才是突顯研究價值的主要關鍵，

但當時的我並未能直覺的將自己所關注的作法和影響因素與口委所提及的 what和
why加以連結，而對於兩者間的資料該如何呈現？我並未實際模擬過。又我所關
注的幼小銜接議題範圍為何？是所有的相關議題(如：學習問題、生活適應、同儕
適應、親師溝通…等)都要探究嗎？由於之前並未對這種種問題做過深入的思考，
所以當下的我正在想這些問題，也因此未能有較多或明確的回應。但口委與指導

教授從我片斷而簡短的描述中嘗試幫我做了統整，也給了許多重要且寶貴的建

議，如：「將一些比較大的問題，還沒解決的問題，從生態觀點去看，針對這幾個問題設

計問卷就好了，不需要全面…」、「從文獻中分析出，那些問題是比較焦點的，這樣題目
就會清楚，如：幼小銜接什麼問題調查研究…，要不然光師資合流培育就可以很大了…我

是覺得你什麼都要做會很難做，…」、「因為其實你在想的是為什麼沒有辦法解決，你如
果用生態理論看，就用生態系統理論去看把他們很細的，他們都提到的共同提到的問題，

到現在還是問題的，去看看他們所提出的策略是什麼，你從你的理論去看他的策略有什麼

缺失，所以不能解決問題，所以你先破，先破再立，這就是我的想法。」 
而上述的研究目的或自己立場不明，則直接影響到第三章「研究方法」的選

擇。根據口委的提醒與建議，若我想要瞭解 why的話，透過問卷調查的方式想要
蒐集到相關的資料是有困難的。從口試過程中也可看出口委與指導教授三人絞盡

腦汁希望讓我釐清問題與幫我想辦法(研究方法)的努力與用心，如：「有沒有要看原
因，還是只是看現象，要看你的立場，要呈現大家的看法，針對比較大的問題做三者的看

法作法，還是要追原因，因為這樣一來問題的寫法都會不一樣，那就看看現階段你想要做

什麼，然後大家看看…(口委：幫你想辦法…)」、「你要訪談嗎？要挖到『為什麼』，不訪
談可能問不出為什麼…」、「我有在想具體的策略，整理過去文獻後，將歷年來的焦點問
題，重要議題，用焦點團體做，可能連研究方法都會變…，資料出來價值也比較高…」。
要改採用訪談或焦點團體方式進行資料蒐集嗎？在口試的最後並沒有一個很明確

的決定。但由於自己之前「想要蒐集大量資料」的強烈意念，讓我對於研究方法

的選擇─調查研究法─一直未曾改變，壓根也沒有想過要用別的方法。也因此讓

我在口試之後陷入掙扎。 
整體說來，計畫口試的過程可以說是刺激到不行，說沒被嚇到是騙人的，但是

除了驚嚇，還有更多的是感激與滿足；若比喻為一場激戰，我自己到還蠻享受在

其中一直被「點醒」的感覺。很多問題確實是我自己事前沒有想清楚，甚至根本

沒有意識到這是問題的，但卻是一個嚴謹的研究「必須」考量的。三位高手在短

短的一個小時中，就能把它整理出來，一一點出，對我來說真是獲益良多！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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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試前，我就相信老師們都是一番好意，希望能給我最大的幫助，一切的問題或

質疑都是為了我的研究好，絕不是來找麻煩的，抱著這樣的心態，對於一切的質

疑其實我都能欣然接受，面對眾多的問題也不會太感覺挫折。倒是花這麼多時間

皺眉頭來幫這篇漏洞百出的計畫「補洞」，想必口委與指導教授們腦細胞又傷亡不

少，真是辛苦大家了！ 
後來回家反覆聽口試錄音，漸漸釐清自己的問題，發現計畫口試當天除了「被

嚇到」而難以立即反應外，口試前的準備不足與考慮不周嚴是口委對於研究計畫

會有眾多疑問與質疑的主因。在口試過程中，除了自己的腦袋不斷思考外，也感

受到口委與指導教授和我一起腦力激盪，幫我想辦法的用心，真的是很感激。 
 

●破釜以成舟 
越堅定的信念，越需要更大的外力才能使其轉變。我想這次的論文研究，就

是老天爺給我的考驗。 
計畫口試結束後，知道自己的問題不少，但我特別擔心的是研究方法的部分，

「是不是真的不能用問卷調查法？」是我口試結束後一開始最在意的問題。因為

我「想要蒐集大量資料」的問卷調查計畫，可能需要做大幅度的調整，改為面對

個案進行個別性的資料蒐集，由於原本沒有準備要和這麼多人直接對談，所以在

心理上的調適是一大挑戰；而且對於一個喜歡照計畫走的我來說，感覺也非常不

踏實。 
可是在反覆思考以及指導教授的提醒下，漸漸發現，「研究方法的選擇」好像

不是最大的問題，因為「這樣的研究方法能否達到我的研究目的」絕對是我下一

個要面對的難題，所以不論我選擇了什麼方法，到頭來我都要問自己：「這樣的方

法能不能達到我的研究目的？」。因此我原先的思考方向(先選研究方法→再看看這
個方法能不能達到研究目的)似乎錯了，應該是要倒過來的，也就是應該先想清楚
「我究竟想要瞭解什麼」，當研究目的「確定」後，再來選擇合適的方法進行資料

蒐集才是合理的。沒錯！應該是要這樣！或許對於讀者來說，這樣的邏輯思考「本

來應當如此」，而認為這樣的學習分享沒有意義。但是對我來說，過去我也曾經上

過研究方法的課，對此也並不完全沒有概念，不過尚未實際投入一個研究時，對

於這樣的概念似乎未能有深刻的體會。但在自己經歷「對計畫難以割捨」有所眷

戀而遲遲不願放棄問卷調查方式的掙扎後，才真正感受到「確立研究目標」對一

個研究的超級重要性！ 
因此，儘管時間已經到了 12月底(如按原定的”甘特圖”，現在應該快要準備發

問卷了…>__<)，若要能如期畢業，僅剩半年時間，在時間壓力與自我要求下，仍
下定「破釜成舟」的決心，一切歸零，重新思考我的研究方向！ 

 
●各位幼小老師與家長！我來了~~ 
繼續反覆聽口試錄音整理口委建議後，認為自己希望瞭解的是「幼小銜接相

關人員選擇銜接策略的原因與影響因素，如交流情形、對彼此的觀感等，以及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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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目前策略使用情形瞭解相關人員在銜接過程中的分別在哪些方面努力，並藉此

再繼續探究彼此在銜接過程中的交流與對彼此是否有瞭解等，以及這些交流與瞭

解如何影響銜接人員選擇銜接策略」等問題，而再經過文獻整理後，發現這樣的

方向也是目前國內幼小銜接相關研究中較少探究的部分。因此，若希望讓研究有

其價值，我想這個方向是可以嘗試的。那麼可以用什麼樣的方法達到這個目的呢？

在希望能透過幾個重要卻多年來仍是問題的議題來「加深」探討的層面、且難以

生態系統理論與經驗連續觀建立出一個能說服自己與老師的研究架構的情況下，

原先傾向的問卷調查法，可說是難以採用。因此終於確定要調整研究方法了！ 
最後，選擇以半結構式的訪談進行資料蒐集(詳細內容請參考第三章第二節)。

正式向我的訪談之路邁進！ 
 
●新手上路 
這是我第一次以訪談方式進行正式研究。所以剛開始訪談時，我會主動跟受

訪者說，其實我跟他們一樣緊張，藉此緩和一下彼此的焦慮與緊張。 
為了讓受訪者在訪談過程中，能感覺輕鬆自在、不會感覺受到挑戰而難堪，

決定以聊天方式進行訪談；且在對談中，時時提醒自己儘量以受訪者的角度來思

考銜接議題，避免以「幼兒教育」的角度來檢視小學教師的看法或作法；由於自

己缺乏實務經驗，因此抱著學習的態度來聆聽受訪者的經驗分享，並適時對受訪

者的努力給予肯定。 
而爲能更深入瞭解相關人員之看法或選擇該作法背後的原因，也不斷思考怎

麼樣的問話方式較能蒐集到相關的資料，一開始的問法類似為「那不知道老師/媽媽
會有這樣的想法是受到什麼因素影響？」，但發現這樣的方式，似乎過於籠統，受訪

者一時難以意會而不易回答。那應該再多給予什麼樣的引導呢？後來漸漸找到較

可行的方式，如：「是從一開始任教(或長期以來)皆是這樣的看法嗎？」、或「從任教一
來就一直進行這樣的銜接策略嗎？」等，也就是嘗試將受訪者思考的時間點從現在拉

到過去，將時間歷程拉長，讓受訪者有機會「回想」自己對於銜接的看法或作法

是「始終如一」還是其中曾經過轉折才有今天這樣的看法與作法，如有轉折，又

是受到什麼樣的事件或刺激而產生改變，透過這樣的思考，一些可能的影響因素

則能一一引出。嘗試幾次後，發現透過這樣的方式，確實較能有效瞭解到可能影

響受訪者看待幼小銜接的態度與選擇銜接策略作法的具體原因。 
 
●訪談後的反省 
剛開始進行訪談時，會特別希望能瞭解受訪者「有做」什麼銜接活動，認為

一些具體的作法或看法，對我的研究來說才是有幫助的。所以在回家謄稿的過程

中，對於一些受訪者因為沒有經驗而出現較多情緒發洩的描述時，會因覺得沒有

蒐集到具體作法或看法而感到有些失望。但是，在反覆思考後，對於自己曾經有

過這樣的偏見，對受訪者感到愧疚。因為，經驗少的受訪者，其實就是幼小銜接

過程中最需要幫助的人，他們因為沒有管道瞭解更多的資訊而感到不安，所以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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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這個訪談的機會與我分享他們的緊張與焦慮，希望有人能聽聽他們的心聲，或

提供他們一些資訊。但我一開始卻只想要從受訪者身上「挖寶」而沒有想到要付

出，真是不應該！這樣的經驗，讓我在之後的訪談中會特別注意自己的心態。不

過，在訪談過程中若感受到受訪者的疑問或不安，爲能先釐清不瞭解或焦慮的原

因(如：過去經驗的影響、未能與幼小老師直接對談、多透過間接連接取得相關資
訊等)仍不直接給予回應，但在這個話題將告一段落或訪談將結束時，會嘗試針對
受訪者的問題，提出其他受訪者的作法或自己的瞭解給予回饋。如： 

受：是因為我覺得現在，就他們進來，…，我是覺得他們還沒有辦法去習慣說，坐在位
置上然後遠遠地看到老師在那邊上課，然後黑板啊有東西，…，還沒有辦法說他們
一開始就專注地可以看 

訪：那個模式他們還不是很習慣這樣子 
受：對對，模式還沒有非常地習慣，幼稚園他是怎麼他是怎麼上課的？ 
訪：老師的瞭解是什麼，我很好奇老師對幼稚園的瞭解是？(不直接給予回饋，先瞭解小
一老師對幼稚園的瞭解為何) 

受：我在想說他們是上課是不是就是小朋友坐在那兒，比如說，他有什麼東西就是大家

圍在旁邊就是一起看這樣子。 
訪：老師的瞭解是這樣子嗎？ 
受：我是在想是不是，還是… 
訪：那老師有去看過他們還是？(瞭解原因) 
受：還沒有，還沒有，我就是從來沒看過，所以我比較好奇啦！ 
訪：有點類似吧，因為他們比較常坐在地板上，然後可能就，老師就在前面做分享或是

坐著跟小朋友做討論，大概類似這樣子…(給予回饋)  [ET縣公 2-1-p3] 

 
●資料蒐集 V.S資料分析  
開始進行訪談後，同時思考著接下來的「分析」該如何進行。當時我又陷入苦

思，因為我把「訪談」等同於「質化研究」，但生態系統理論與經驗連續觀是我希

望帶入的觀點，而在「有框架」的情況下，如何能進行質化分析，困擾了我許久。

在與學姊和指導老師討論後，發現自己的觀念是錯誤的，因為「訪談不等於質化

研究」，「訪談」只是一種「資料蒐集」的方式，至於透過訪談方式蒐集回來的資

料要如何分析與呈現，則依研究目的來決定。所以，「資料蒐集」的方式與「資料

分析」的方法不應被混為一談。在澄清這個盲點後，接下來資料處理則不會因自

己採用訪談方式蒐集資料而限制了分析方法的選擇。 
由於研究目的在於瞭解幼小銜接相關人員的銜接作法與看法，並希望瞭解可

能影響其作法與看法的因素，所以一開始以兩個最受關注的銜接議題─注音符號

學習與生活適應─來引發對談(議題選擇原因請參考第三章第一節)，依訪談大綱，
儘量蒐集相關資訊。在大量的訪談資料回收後，則開始進行編碼(詳細內容請參考
第三章第三節之「三、編碼」)。在編碼過程中，與指導教授討論後，決定計算受
訪者在各個主題中的反應次數，藉由統計數字呈現本研究之受訪者在銜接策略、

銜接看法以及可能的影響因素(如：交流方式、彼此瞭解、彼此觀感、其他場所之
影響等)等概況，以讓讀者能清楚瞭解 22位受訪者的作法、看法與其他影響因素，
因此藉由編碼結果完成「幼小銜接分析表」(附錄一)，為本研究之主要分析工具。
描述性資料的部分，則協助我解釋該統計數據之意義，也讓讀者在閱讀過程中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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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體知道受訪者當時的說法，以說服讀者支持研究者之論述。 
從編碼到分析表的產生，雖然上面僅以五句話簡短描述，但卻整整花了我將

近兩個月的時間(四月初即結束訪談，卻至六月初才完成分析表)，這段期間分析表
的一修再修，可說是越修改越挫折(原本一開始還蠻有信心的)，加上口試時間的逼
近，這段時間只能說真的是「笑不出來」。 
 
●最後衝刺 
好不容易將分析表完成，馬上接著將受訪者的描述一一歸類，進行統計分析，

並立刻著手進行其他章節的修整，與第四、五章的撰寫工作。 
其中特別是第四章的撰寫，更是寫到「連哭的時間都沒有」(在不到十天的時

間內，整章重新撰寫三次)。第一次不能自拔的寫了 140多頁(光第四章>__<)，結
果描述過多(如：因為覺得受訪者的回應很棒，每個都想要放進來)、脈絡撰寫不明
(如：統計數據的呈現與自己的論述混在一起)，讓指導老師看的很辛苦(其實我自
己也覺得太多了，但又不知道問題在哪裡)。因此，指導老師建議：「先客觀的整理
統計資料，再進行評析與論述」，故依據這樣的原則修了第二次。在第二次重新撰

寫的過程中，確實感到整個脈絡更為清楚。 
雖然第二次修改後，各段落在統計數據與文字論述的安排上，有較為清晰了，

不過由於三類受訪者的相關描述未能依序出現(如：上個段落大班老師先描述，到
下個段落變成小一老師先描述)，跳來跳去的，容易混淆，不易閱讀；此外，由於
「主軸」(如圖 3-3)過多，一個一個這樣描述下來，讓指導老師難以在短時間內抓
到整個研究結果的「藍圖/輪廓」(相信其他讀者也會有同樣的感覺)，似乎抓不到
研究結果的重點。前者「三類受訪者之看法撰寫順序」的問題，在老師建議「統

一與固定先呈現某一種關係人的意見、再呈現第二種關係人、再呈現第三種關係

人」後，則立刻改善；但「難以想像研究結果輪廓」的部分，真是讓我非常非常

的挫折，已經七月初，眼看十四日就要口試了，原以為之前花了兩個月設計的分

析表，已能將這個部分做個完整的說明，結果似乎還有所不足，到底是哪裡出了

問題？當天晚上我一直在想這個問題。當時真的不只「笑不出來」，簡直快要「飆

淚」，可是已經沒有時間哭了，而且哭也不能解決問題！那問題到底出在哪

裡？……誰能告訴我啊！---- 
最後，決定將幼小銜接分析表中的定義、問項刪除，連夜趕了一張「分析綱

要圖」，將多個表格改以「一張圖」的形式，希望能呈現出在我腦袋裡存在很久的

「輪廓」，讓老師和其他讀者「一目瞭然」。凌晨三四點將圖以附加檔案寄到老師

信箱後，就上床睡覺，其實身心都累了，但腦袋還是停不下來，一直擔心這個圖

能不能派上用場，心想：若再不行，我也不知道要怎麼辦了…只能求眾神明保佑
了(真的一點也不誇張，人到「絕境」，心靈慰藉真是不能少啊)！漫長的一晚，早
上不到八點就起床「收信」準備看結果。一看，忍不住「喜極而泣」，終於可以了！

終於可以了！感謝老天爺啊！─這就是第 57頁圖 3-3「分析綱要圖」的「悲情身
世」。後來，在指導老師的建議下，除了在第三章研究方法中將這張圖放入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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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四章研究結果各節的一開始，將屬於這個章節的架構圖先呈現出來，以讓讀

者能在閱讀該節前，能先對該節的架構有個印象，而不至於迷失在「文字迷宮」

中。最後，整個文本在老師大力協助下，終於有了今天「清晰」的樣貌。 
為了讓讀者能瞭解原本的「混亂場面」，以「對幼稚園大班老師的瞭解」之部

分論述，舉例如下： 
修改前 修改後(參考本論文第四章) 

…分別蒐集受訪者對於另外兩類銜接相關
人員的瞭解狀況，並嘗試以另一方的描述性資料

對照其間的異同。 
 

壹、對幼稚園大班老師的瞭解 
其中在「大班注音符號課程教法/內容的瞭

解」這部分，83.3%的小一老師表示有瞭解，而
小一老師則多從「不同類型(公私立)的幼稚園」
加以區分其二者在教法與內容上的差異，多表示

私立幼稚園所教的教公立幼稚園來的多，如：「舉

例(略)」；而所有的大班家長則對目前大班老師注
音教學進度有瞭解，多針對自己孩子目前就讀幼

稚園的狀況做說明，而從就讀不同類型(公私立)
幼稚園的大班家長的描述中，似乎也可稍微反應

出小一老師對於公私立幼稚園大班老師在注音

符號教學內容上的瞭解與大班家長的描述相

似，如：「舉例(略)」。 
而大班家長與小一老師對於「大班老師畢業

前希望大班幼兒具備的注音能力的期待」，有

62.5%的大班家長與 83.3%的小一老師表示「有瞭
解」。其中對大班老師的注音教學期待表示不知

道或不清楚的大班家長(佔 37.5%)，則是因為目
前學期尚未結束，對於老師原先承諾的教學內容

目前無法確定是否會達到理想的目標，如「舉例

(略)」；而小一老師表示不知道的原因，則是因
為對於大班老師的教學期待表示「無所謂」，因

此也不會加以留意。 
……(略) 

…分別蒐集受訪者對於另外兩類銜接相關
人員的瞭解狀況，並嘗試以另一方的描述性資料

對照其間的異同。…分析架構呈現於圖 4-4。 
 
 

 
 
 
壹、 稚園大班老師的瞭解 
由表 4-4-1可知，100%的大班家長表示對大

班老師注音教學進度有瞭解，而有 62.5%的表示
對於大班老師的注音符號學習期待有瞭解。從幼

兒就讀不同類型(公私立)幼稚園的大班家長描述
中，可見公私立幼稚園在注音教學進度或要求上

的差異，私立幼稚園較公立幼稚園更強調注音能

力的預備，如：「舉例(略)」；而其中對大班老師
的注音教學期待表示不知道或不清楚的大班家

長(佔 37.5%)，則是因為目前學期尚未結束，對
於老師原先承諾的教學內容目前無法確定是否

會達到理想的目標，如：「舉例(略)」。 
而小一老師有 83.3%對於注音符號教學進度

與注音程度期待表示有瞭解，其瞭解多以「不同

類型(公私立)的幼稚園」區分其二者在教法與內
容上的差異，多表示私立幼稚園所教的教公立幼

稚園來的多，如：「舉例(略)」，而其描述與公私
立幼稚園大班家長的反應相似。可見對大班家長

與小一老師來說公私立幼稚園的注音教學進度

與內容確實有差距。但也有 16.7%的小一老師對
此並不瞭解，因為該小一老師對於大班老師的教

學期待表示「無所謂」，因此也不會加以留意。

……(略) 

 
 
 

 
對大班銜接相關事務的了解

對幼稚園作息時間(作息銜接)的瞭解 
對大班老師關注的銜接議題的了解 

對大班自理能力要求的了解 
對大班老師對幼兒注音學習期待的了解 
對大班注音符號教學的了解 

對小一老師目前拚音教法的了解 
對小一老師對新生注音程度期待的了解 
對小一老師注音符號教學進度的了解 

對小一新生自理能力要求的了解 
對小學作息時間的了解 

對小一老師關注銜接議題的了解 
對小一新生常規要求的了解 

對小一銜接相關事務的了解

對大班家長在家注音教學情形的了解 
對家長對大班幼兒注音程度期待的了解 

對大搬家長關注銜接議題的了解 

對大班家長在家中自理能力訓練的了解 
對大班家長在家作息銜接情形的了解 

對家長銜接相關事務的了解

幼稚園大班

老師、小一

老師與幼稚

園大班家長

對彼此銜接

相關事宜的

瞭解 

圖4-4  幼稚園大班老師、小一老師與幼稚園大班家長

對彼此銜接相關事宜的瞭解之分析架構 

 
●終點 
說到這裡，對整個研究從何而來、又為何而變的歷程做了大致的描述。把我

的研究歷程在這裡分享的目的，除了口委建議能再次回想自己在研究過程中的收

穫與感受外，更希望能將這樣「曲折」的研究經驗與日後的研究人員分享，讓大

家對於研究過程中的「轉變」或「調整」能更加釋懷，因為，重要的是能從經驗

中學習應對的方式！回頭想想，很高興自己嘗試最後以訪談方式蒐集資料，因為

最後在撰寫研究結果時深刻感受到訪談資料能夠彌補自己「缺乏實際教學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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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足，讓自己更知道要怎麼解釋統計數字，若當初真的以調查方式蒐集資料，

在缺乏實務經驗的情況下，統計資料的解釋想必會是一大問題吧！ 
研究告一段落，很大的體會是不要怕變化(特別是對習慣照計畫走的自己)，只

若這樣的改變能讓我有所成長，過去的努力也就有其價值！因此，這次研究方法

雖然未如計畫以問卷調查進行，但也讓我更深刻的瞭解到：「其實任何一種研究方

法的運用，都是希望能藉由「方法」來完成研究者所欲探究的事實或現象，所以

最重要的應當是釐清自己的研究目的，再來「設『法』」取得最能達到該目的之資

料，而不應是爲「迎合」某某研究方法而迷失了原本的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只是

個「工具」，應能讓研究人員靈活運用，而非成為研究人員的枷鎖。」，若研究過

程中未曾經歷方法的轉變，我對此絕不會有這麼深的體會！ 
 
●萬分的感謝 
做研究真的是件苦差事…，謝謝所有曾經幫助過我的人… 
在這過程中，感謝一開始給我「震撼教育」的兩位口委，讓我意識到許多問

題是必須考慮的，真的是很棒的學習！雖然到最後的結果不見得達到完美，但也

盡力完成口委們對我的期待。 
另外要感謝的是 22位受訪者，因為希望能更清楚的瞭解受訪者的看法與作

法，耽誤了受訪者不少時間。我的家人看到我在連絡與訪談受訪者的過程中，不

禁爲我的受訪者叫屈，還說：「被你訪談的人還真辛苦耶！」。確實，在研究中麻

煩了許多人，謝謝您們的分享與鼓勵！ 
謝謝同學、學姊與朋友的加油與支持，一確定要進行訪談後，許多同學、學

姊與朋友竭力幫我尋找受訪對象，真是感激！除此之外，幫我做評分者一致性考

驗的學姊也給我很大的鼓舞，當我在分析表遲遲「難產」而讓評分者檢定進度落

後，一度想要放棄以統計數據呈現概況，直接以編碼結果做描述性資料的呈現與

分析，當時學姊說：「就是難做，才有價值啊！」，嗯！那還是要追求價值才是！ 
當然一定要感謝研究過程中的「曙光」─我的指導教授廖老師。覺得自己是

個麻煩又容易焦慮的學生，光是研究取向的確定就問了好幾次，而針對抽樣樣本

數會不會受人質疑、分析表的問項從一開始的 120多個一直刪到 85個、對於要不
要回去補訪談也一直在猶豫…等問題一直在麻煩老師，而老師也一直陪著我解決
問題、在我絕望的時候給我希望，每當自己挫折到不行時，看到老師的來信，幫

我加油，就超感動！第一次做研究的自己就像個黑夜裡的小船一樣，一直需要一

座燈塔來指引「正途」，謝謝老師的支持與鼓勵！而在這摸索的過程中受到老師的

照顧，讓我提醒自己往後也不能忘記一個研究新手會有的擔心與焦慮，若有一天

我也成為人師或從事其他的工作，要記得我過去也曾有過這樣的心情，而在當時

有人扶我一把，讓我平安渡過，因此我也要竭力給予他人支持！ 
最後，我只是個新手，一切論述請多批評指教。以這本論文與各位分享我的

努力與收穫，希望未來有更多人願意繼續為銜接工作付出心力，謝謝！ 

怡君 2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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