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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僅就國內外相關資料進行文獻探討，本章內容共分四節：第

一節探討托育服務的的理論基礎；第二節探討幼兒語言發展的內容；

第三節探討幼兒數學能力發展的內容；第四節探討環境托育品質與幼

兒發展之相關研究。 

第一節 托育服務的理論基礎 

壹、托育服務、托育服務品質與幼兒園環境的概念澄清 

早年托育機構的概念，是父母忙碌時替代照顧幼兒的場所。若父

母忙碌時，家中有人協助看管或照顧幼兒，則其幼兒就不需要送進托

育機構。當時托育服務的品質的著眼點，大都是以照顧為原則。但是

近年來，現代父母對教養子女的意識抬頭，為了不讓子女輸在起跑點

上，今日父母們對托育服務的內涵與其品質要求應亦有所改變。本研

究僅先對托育服務與托育服務品質，先做概念澄清，再探討國內外托

育服務品質之衡鑑。 

一、托育服務的意義 

何謂托育服務（day care service）？United Nations (引自馮燕，民

87) 在正式出版的專文中將托育服務定義為：「因環境造成家庭正常照

顧嬰幼兒的功能不足，嬰幼兒每天必須有一段時間離開父母及家庭的

照顧，此時需要有組織化的服務，用以補充父母及家庭照顧不足之

處 。」。Kadushin 與 Martin（1988）也認為托育是一種當家庭照顧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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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功能，在一天中有部份時間需要補充時而提供的兒童福利服務。 

另外，全美兒童福利聯盟（1969）訂定的托育服務標準中，即定

義：「托育是兒童福利中，設計以補充家庭功能的機構。提供日常照顧、

衛生督導，以及完成兒童最佳發展所需的各種經驗。任何形式的托育

服務，都應設計成發展性服務，以培養兒童生理、情緒、智能及社會

發展各方面的潛能。」這項定義廣為兒童福利界接受，同時也成為日

後美加地區政府設計托育規範的依據。 

王順民（民 88）於研究我國托育服務的轉型與賡續中，曾從學理

和政策的觀點，更明確將托育服務的定義區分為狹義與廣義兩種。狹

義的托育服務；主要是強調將托育服務視為一種補充性而非替代性的

幼兒照顧。廣義的托育服務指的是；提供幼兒保育與教育，藉以促進

幼兒發展、家庭支持、社區照顧以及社會福利等各方面的發展性服務。 

馮燕（民 87）認為托育服務除了補充性的功能外，也可延伸出協

助親職角色的支持性功能。更有促進兒童發展，保護兒童免於生長在

不適當環境中的預防性功能。甚至在特殊兒童的處遇計畫中運用托育

服務，讓兒童的特殊需求獲得滿足，發揮其最大能力，因而托育服務

也能被設計成具有治療性功能的服務。 

社會工作百科全書（Lausburgh, 1979）中指出托育服務為補充父母

的照顧與教養，而由父母授權於家庭以外的時間提供一段組織化的幼

兒照顧與督導，父母仍保有養育子女的主要責任，家庭仍是兒童生活

的重心。托育服務的型態是多樣化的，其類型有：兒童發展中心、啟

蒙計畫方案、育兒學園、托兒所、幼稚園、家庭式托兒、課前課後輔

導、假期托育、以及全日托育中心等。 

由以上可得知；托育服務就是在父母親無法親自照顧子女時，為

子女所選擇的日間照顧的各種安排。托育服務扮演的是補充性、支持

性、預防性，或治療性角色。其類型有兒童發展中心，啟蒙計畫方案、

育兒學園、托兒所、幼稚園、保姆照顧、家庭式托兒、課前課後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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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後托育中心、假期托育，以及全日托育中心等各種形式。目前國內

最常見的托育服務有家庭式托兒、托兒所、幼稚園、課後托育中心等

四種類型。 

二、托育服務品質內涵 

何謂托育服務品質（day care quality）？自從管理科學成為「顯學」

之後，重視顧客滿意度的概念，逐漸受到各界重視。「品質」的觀念也

由此而生。從服務的角度來看，責任與信用制度的建立，更是迫切，

所以各行各業有此體會者紛紛致力於服務品質的提升（Skidmore, 

1995）。 

戴永九（民 86）更進一步指出：「品質」為度量一個產品水準參考

點的「理想品質」，目地在使顧客滿意。馮燕（民 86）表示提高托育品

質最基本的策略就是建立品質標準，然後執行品質管制，其目的在確

保受托兒童的安全、健康、促進社會、認知、情緒的發展。 

Children’s Defense Fund （1991）認為一個高品質的托育環境應具

備有下列條件： 

1.訓練有素的工作人員，具穩定性、溫暖的情感，有充分時間與幼

兒互動，發展他們正向的依附關係。 

2.提供健康、衛生的環境和滿足幼兒對營養的需求。 

3.提供安全且適合孩子年齡的硬體環境。 

4.提供適當且有助於幼兒發展的學習活動。 

5.鼓勵家園互動。 

6.照顧者具有文化敏度感。 

高員仙（民 76）與高幸聰（民 82）的研究中均指出專業照顧者的

托育服務品質會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照顧者人格特質的穩定度。 

2.與幼兒的互動關係良好。 



 12

3.能立即反應幼兒及家長的需求。 

4.樂於接受政府與專家的評鑑。 

Naberu對高品質的兒童照顧分成六大指標（引自丁文生，民 83）。 

1.能提供兒童健康及安全的環境。 

2.能促進兒童生理、智能的成長與發展，以及創造性的經驗。 

3.能協助兒童建立正向的自尊心與個人的責任感。 

4.能與兒童及成人維持良好的互動關係。 

5.能與家庭及團體建立合作溝通關係。 

6.能維持人事間的溝通效能以及實務管理的效能。 

NICHD Early Care Research Network（1996）指出判斷兒童托育中

心之照顧品質的準則如下所示： 

1.該托育機構有證照嗎？是否符合衛生、防火、與安全的最低標

準？  

2.機構內整潔與安全的情形如何？是否有足夠的室內、外空間？ 

3.此機構是否為適合幼兒的小團體？成人與幼兒比例是否適當？

是否擁有穩定、能勝任、高度投入工作的人員？ 

4.照顧者是否受過與幼兒發展相關的訓練？ 

5.照顧者是否有親和力、慈愛性、容忍性、回應性、與敏感度？他

們具有權威，但不過度限制或嚴厲控制幼兒，也不僅僅只是看管

兒童而已？ 

6.教育計畫是否有助於促進良好的健康習慣？ 

7.課程上是否均衡提供結構性活動與自由探索活動？所進行的活

動是否適合幼兒年齡？ 

8.幼兒是否能使用到具教育性的玩具，以協助他們用自己的節奏，

精熟認知與溝通技巧？ 

9.教育計畫是否能夠培養兒的自信心、好奇心、創造力、與獨立性？ 

10.是否會鼓勵幼兒提問、解決問題、表達情感與想法，並做出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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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11.會培養幼兒的自尊心、用尊重的態度對待他人以及社交技能？ 

12.是否能夠幫助家長改善他們教養幼兒的技能？ 

13.是否能夠促進公私立學校與社區的合作？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AAP), 1986；Clarke-Stewart, 

1987；NICHD Early Child Care Research Network, 1996；Olds, 

1989； Scarr, 1998） 

Pacific Oaks College（引自蘇怡之，民 89）提出托育品質的參考指

標如下： 

1.Softness－指孩子活動的軟、硬體設備都具舒適溫暖的特性。 

2.Safety and daring－活動空間要有安全的防護，也要教導幼兒安全

教育的知識。 

3.Privacy－幼兒擁有獨處權以及與他人互動的機會。 

4.Clarity－設計明確的環境，並引導幼兒學習規範的行為。 

5.Varity of activities－安排開放、探索性的活動，讓幼兒自我學習，

促進認知發展。 

6.Varity of people－幼兒能和不同年齡、職業、種族的人互動。 

7.Love－在充滿關愛的環境中與他人互動。 

   胡倩瑜（民92）曾指出：高品質的托育服務應包含四大因素： 

1.規劃環境的品質：照顧者能安排安全、適宜、健康的托育環境。 

2.人際互動的品質：照顧者能與幼兒及家長建立良性的互動，並促

進幼兒健全的社會發展。 

3.活動安排的品質：能進行多元且有利幼兒發展的學習活動。 

4.人格倫理的品質：照顧者情緒穩定、具專業度、信守職業道德。 

Carolle Howes 和 Lesllie Ponciano（Roopnarine & Johonson, 2000/ 

2003）曾提出另一個分類的概念，將托育品質概念分為「結構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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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過程品質」二種。結構品質（structural quality）指的就是一般可控

制的變項，諸如成人/兒童比、班級大小、照護者的教育與訓練情況等。

至於過程品質（process quality）就是指在機構內是否有適合發展活動

的提供、溫暖及敏銳的照料等。結構品質因為它的特性清楚，通常在

機構中容易被觀察、記錄、研究，甚至改善。而真正能代表托育品質

內涵者，如提供適合幼兒發展的活動、溫暖及敏銳照顧的內在條件，

才是影響幼兒成長，顯示托育品質的重點。 

由以上得知，各個專家學者在提出對托育服務品質內涵的看法

時，雖然意見都相當精闢，但是比較偏向個人角度的思考，周延度略

嫌不足。研究者認為將托育品質之內涵以「結構品質」以及「過程品

質」二者加以區分時，可相當精準區隔出外在形式品質和內在條件品

質。當進行品質評估時才能明確瞭解托育機構服務品質優缺點之所

在，進而能提供家長、專家學者、社會大眾，甚至托育機構本身一個

清楚的托育服務品質輪廓。 

三、國內外托育服務品質之衡鑑 

我國幼兒教育機構主要指的是幼稚園和托兒所，兩者在法定功能

上不盡相同，但在實質意義上都為幼兒提供保育和教育的內容（蔡春

美、張翠娥和陳素珍，民 89）。國內目前對於托育服務品質之衡鑑，並

無足以昭信社會的研究單位或民間團體為之。目前以各縣市政府教育

局、社會局所主導之幼稚園、托兒所評鑑最具公信力。故本研究以臺

北市幼稚園評鑑手冊之評分標準（吳國基、楊柳淳和林淑慧，民 93）

及台北市公私立托兒所機構之評鑑（馮燕，民 91）內容為其規準，分

析國內托育服務品質之內涵。至於國外的部分則使用由 Harms 和 

Clifford （1980, 1984）從 1980 年開始著手發展的幼兒環境評估量表

（ECERS–R）內容，分析國外托育服務品質的評定要項；此量表在國

外行之有年，信效度獲得普遍性的肯定，近幾年來更為許多研究所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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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一）國內幼稚園評鑑量表 

國內幼稚園評鑑評分表之內容分為幼教行政、教學與保育、教學

設施與公共安全等三大類別。各類別中又分為數個項目及評分重點。

評分等級由 1分到 5分。其內容如下所示： 

1、幼教行政（含園務行政）（佔總分之 40%）之評分重點 

（1）經營理念 

a.落實執行符合《幼稚教育法》之宗旨與目標。 

b.展現園所特色與創意。 

（2）園務領導 

a.聘用合法之園長。 

b.園長行政與領導方式適切，以使園務順暢運作。 

（3）園務發展 

a.董事會制度健全並依《幼稚教育法》運作。 

b.落實、執行具體之園務發展計畫。 

（4）行政運作 

a.訂定符合園所需求、職務分工合理之行政組織表，且落實執行。 

b.訂定召集園務會議之辦法，以民主方式運作，並有評估機制。 

c.師生比例符合規定。 

d.對身心障礙幼兒的教育符合特教理念。 

e.運用資訊科技協助行政運作之效率。 

f.有良好效能之行政分工與運作，注意各項職務交接時之延續性。 

（5）人事制度 

a.聘用合格師資。 

b.訂定合法遴聘教職員工辦法與流程，並與受聘者簽訂約。 

c.教職員工之薪資、工作時間等均能依聘約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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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依聘約確實執行合理之休假辦法。 

e.依《幼稚教育法》辦理教職員工之退輔與福利制度。 

f.依聘約辦理各項考核、獎勵與輔導制度。 

（6）財務制度 

a.詳列具體可行之預算制度。 

b.詳實編製內容相符之決算書與預算書。 

c.依《幼稚教育法》辦理園內各項收支帳目，並經主管機關核定。 

d.依會計法執行健全之會計制度。 

e.依《幼稚教育法》之規定辦理幼兒保險、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 

（7）總務制度 

a.依《幼稚教育法》規定，合法使用土地及房屋。園所財產詳細列

管、妥善運用。 

b.公幼並應依《事務管理規則》辦理收發文管理制度。 

c. 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之規範管理幼童專用車輛。 

（8）接送制度 

a. 訂定各項接送方式之安全管理制度及合理辦法。 

2、教學與保育（佔總分之 30%）之評分重點 

（1）課程與教學 

a.課程依循幼兒發展需求、園所願景、課程標準及園務計畫規劃之。 

b.教師適切規劃課程結構、促使課程活動進行順暢、師生之間有良

好的互動、教師間能協調互相協助。  

c.評量內容能反應幼兒在園內的學習及進步之情形。 

d.教師能省思與評量自己教學的優劣之情形。 

（2）家園與社區互動 

a.幼稚園提供各種幼教資訊、舉辦親子活動，達到親師互動之目的。 

b.善用社區資源、關懷社區活動，以及提供社區服務。 

（3）衛生保健與餐點營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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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幼兒能定期做健康檢查。 

b.教師能適切處理幼兒疾病及意外事件。 

c.老師與幼兒有良好衛生保健習慣。 

d.老師隨機進行健康教學，且參加健康知能相關活動。 

e.幼兒有良好用餐禮儀，餐點能注重謍養均衡多樣等。 

f.教師能察覺特殊需求幼兒的健康和營養。 

（4）園長與教師成長 

a.園長和老師有專業成長計畫，並參與專業成長活動。 

b.教師能進行教學省思、分享研習心得，並能定期舉行教學檢討會。

c.提供其它幼稚園及學生參觀及學習。 

d.協助幼教相關專案研究，並能有研究發展，提昇幼稚園專業品質。 

3、教學設施與公共安全（佔總分之 30%）之評分重點 

（1）園地面積與園舍建築 

a.依規定提供幼兒室內外活動及建築設施，以確保幼兒安全。 

（2）教學情境與規畫理念 

a.依幼教理念、辦園特色規劃環境及設備，以發揮環境教育之功能。 

b.空間規劃及情境佈置，能滿足不同活動型態之需求。 

c.提供教師及幼兒個人足夠的教學空間，促進教學活動順利進行。 

（3）教學設施與使用管理 

a.提供適幼兒發展的教材，讓幼兒有操作的機會，以達成教學目標。 

b.提供適合幼兒使用之桌椅，且桌面明度不低於 3501ux。 

c.提供多樣、數量足夠的圖書並能配合教學主題，以發揮教學效果。 

d.提供多樣的教具並善用教學媒體，以達成教學目標。 

e.提供地點適中、空間足夠、設施多元的戶外活動空間。 

（4）公共安全 

a.依建築及消防法規按期完成築物及消防設施之簽證申報。 

b.廚工應定期實施胸部 X光及 A型肝炎之健康檢查，確保餐點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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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依飲用水設備及維護管理辦法規定定期辦理飲用水檢驗。 

d.規劃設施齊全、地點適當之廚房空間，並訓練員工具防災知能。 

e.提供整潔、舒適、衛生及功能齊全之衛浴、午休及健保設施。 

f.定期辦理防災疏散演習，以確保全園師生具有緊急應變之能力。 

g.定期消毒園舍及設備，並擬定妥善的傳染病防治機制。 

（二）國內托兒所評鑑量表 

國內托兒所評鑑量表主要分為行政管理、教保活動、衛生保健等

三大項。其主要目的、評分標準及評鑑項目分述如下所示： 

1、行政管理評鑑 

行政管理評鑑主要目的，是為了解托兒所行政管理的狀況。每一

項是以「非常符合」、「部份符合」與「不符合」為評分尺度，「非常符

合」為 4或 5分，「部份符合」為 1、2或 3分，「不符合」為 0分。 

（1）托兒所立案 

托兒所立案評鑑包含：「設立理念符合托兒所市立宗旨」、「托兒所

名稱」、「懸掛立案證書及立案標誌圖案」、「樓層使用」、「收托幼兒人

數」等項目。(評鑑標準只有完全符合或不符合，5分或 0分。) 

（2）所長職能 

所長職能評鑑包含：「所長決策情形」、「所長職權與參與度」、「所

長之溝通協調能力」、「所長進修成長」等項目。 

（3）托兒所行政 

托兒所行政評鑑包含：「親職手冊」、「行事曆訂定與所務訊息定期

公佈通知家長」、「收退費辦法」、「所務或教保會議」、「公文登記與處

理」、「各項文書與活動檔案歸類」、「填報相關報表報主管機關核備」

等項目。 

（4）人事制度 

人事制度評鑑包含：「員工職務分配」、「員工保險」、「員工退休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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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薪資待遇」、「員工出勤、休假管理」、「年終獎金」等項目。 

（5）提升教保品質 

提升教保品質評鑑包含：「員工在職訓練」、「員工參觀教保機構或

觀摩教保活動」、「固定編列教保預算」、「提供合宜教保環境」等項目。 

（6）財務與總務管理 

財務與總務管理評鑑包含：「財務登記」、「財產管理」、「環境維護

清潔」、「設備器材管理維護」、「公共安全檢查」等項目。 

（7）教保行政 

教保行政評鑑包含：「收托幼兒辦理平安保險」、「幼兒基本資料」、

「幼兒接送情形」、「幼兒出缺席狀況掌握」等項目。 

（8）配合社會福利工作 

配合社會福利工作評鑑包含：「優先收托弱勢家庭並給予優待及妥

善照顧」、「收托及妥善照顧特殊兒童」、「社區服務工作」、「提供實習、

參觀、研究或觀摩的機會」、「政府相關服工作之宣導與配合」等項目。

（9）員工滿意度 

員工滿意度評鑑包含：「提供員工溝通、參與、決策機會」、「兒童

福利專業人員流動率」、「員工對薪資福利滿意度」。等項目。 

2、教保活動評鑑 

教保活動評鑑主要目的為提昇教保品質，而品質指標著重在依孩

童的年齡差異，而設計不同的教保情境與設備；教保活動的部份，以

幼兒為中心，設計全人的課程引導。親職教育，仍是強調家長與教師

之間的溝通與合作。評分方式是以每一項指標用「優」、「可」、「差」

三項為評分向度。 

（1）保育人員的教保品質 

a.保育員人際關係－內容包括「保育員儀容整潔，注意衛生，穿著

合宜」、「保育員舉止端莊大方」、「保育員與同事之間分工合作，互相

支援（含實習生）」、「與家長之間有良好的互動」、「保育員與所方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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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具有團隊精神（含行政配合度）」等。（評鑑方式為觀察及訪談

兩種方式） 

b.師生關係－內容包括「能尊重幼兒，站在幼兒角色與幼兒互動」、

「能使用具體的鼓勵及支持性的語言或動作」、「經常與幼兒有正向互

動，並參與幼兒的活動」；「以同理心方式了解幼兒的需求及想法（含

傾聽、事實的回應）」、「對幼兒的需求能適時回應並處理」等。 

c.教保人員專業自主－內容包括「保育人員能靈活的運用空間」、

「保育人員能靈活的運用時間」、「對課程活動的安排具有專業自主」、

「保育員知道兒童保護的通報流程」、「知道該如何處理及追蹤兒保個

案」等。 

d.教保相關人員的知能成長－內容包括「相關人員職務配置符合專

長」、「全體工作人員能以了解及尊重幼兒的態度對待幼兒」、「持續成

長進修」、「使用網際網路查詢資料」等。 

（2）教保情境 

  a.教保環境的品質－內容包括「活動室整潔有序」、「光線充足」、「空

氣流通、溫濕度適中」、「無干擾噪音」、「空間舒適，不會過度擁擠」

等。 

b.教保設備－內容包括「現有教保設備的質量合宜」、「幼兒圖書質

量」、「幼兒教玩具質量」、「幼兒使用的教具質量」、「幼兒教材與其他

教學資源等均能符合幼兒發展所需」等。 

c.教保環境規劃－內容包括「環境規劃符合幼兒發展需求」、「動線

流暢」、「桌椅櫃架符合幼兒活動所需」、「情境布置符合教保目標」、「環

境布置有幼兒的參與」等。 

（3）教保活動設計 

a.教保活動計畫與發展－內容包括「教保活動計劃符合本所幼兒的

發展需要且具彈性」、「一學期的課程計劃與幼兒生活有關」、「一週活

動計畫有深淺銜接」、「一天作息流程順暢」、「教保活動時間長短能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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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幼兒的發展與能力作安排」等。 

b.教保活動內容設計－內容包括「活動領域多元化且統整」、「活動

流暢，能吸引幼兒興趣」、「動靜態態活動均衡」、「室內外活動均衡」、

「團體、小組、個別活動均衡」、「以幼兒的生活相關經驗設計活動」

等。 

c.教學資源運用－內容包括「各項教學資源能充分運用」、「教學資

源事先準備好，並能有條不紊地進行」、「教學資源的使用符合幼兒的

生活經驗」、「幼兒知道如何使用各項教學資源」、「保育員能充分運用

社區資源」等。 

d.教保紀錄－內容包括「運用多元化方式紀錄教保活動發展歷

程」、「能依教保活動記綠修正發展課程」、「幼兒生活觀察記錄詳實」、

「特殊個案追蹤輔導記錄詳實」、「以多元化方式評量記錄幼兒發展與

學習」等。 

（4）教保活動指引 

  a.教保活動指引－內容包括「活動的示範動作與確清楚，適合幼

兒」、「活動的說明正確清楚，適合幼兒」、「活動進行方式能顧及幼兒

的個別需求」、「保育員能以遊戲進行活動」、「活動能以幼兒的狀況調

整課程的進行」、「保育員能適時的指導幼兒參與活動」、「保育員說話

量適中」等。 

b.幼兒反應－內容包括「幼兒會與其他孩子交談、分享、合作」、「孩

子有笑容、笑聲、表情輕鬆」、「幼兒能主動自然自現」等。 

c.幼兒常規訓練」－內容包括「教室中訂有合宜的教室常規」、「教

室管理符合幼兒發展所需」、「保育員能隨時注意幼兒安全」等。 

d.幼兒生活照顧－內容包括「教保人員能適度提醒或協助幼兒完成

良好如廁及洗手的習慣」、「教保人員能適度提醒或協助幼兒完成良好

個人衛生習慣（如擦汗，換衣褲，梳頭，擦臉，擤鼻涕等）」、「良好飲

食、喝水習慣」、「提醒、協助幼兒休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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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親職教育 

  a.親職教育計劃－內容包括「托兒所具有多元化的親職教育計

畫」、「托兒所的親職教育計畫符合一般家長需求」、「托兒所有提供家

長配合教保活動的機會」、「親職教育計畫執行後有評估、檢討及修

正」、「舉辦增進親子關係及家庭氣氛的活動」等。 

b.親師溝通－內容包括「保育員能與幼兒家庭保持適度聯繫溝

通」、「親師溝通的方多元化」、「保育員會需求與家長安排個別面談」、

「鼓勵家長參加所方舉辦的親子活動」、「安排家長參加教學活動」等。 

c.教保諮詢服務－內容包括「保育員能提供家長教保問題諮詢服

務」、「保育員能提供親職教育相關資訊」、「托兒所能提供家長輔導轉

介的服務」、「托兒所設有家長成長活動」、「托兒所每學期均會安排家

長所需的親職教育座談會」等。 

3、衛生保健評鑑 

主要內容是以「健康服務」、「健健教學」、「健康飲食」、「健康環

境設」與「疾病照顧與意外處理」等五大項為主。各項指標是以「完

全符合」、「部分符合」、及「不符合」為評分向度。 

（1）健康服務 

內容包括「測量身高及體重」、「幼兒健康檢查」、「幼兒健康記錄

卡」、「檢查結果」、「保育員或護士掌握幼兒狀況」、「工作人員健康檢

查」、「廚工的健康檢查」等。 

（2）健康教學 

內容包含「飲食習慣教學」、「衛生習慣教學」、「生活習慣教學」、

「安全習慣教學」、「疾病防治教學」、「其他類健康教學」等。 

（3）健康飲食 

  內容包括「健康飲食」、「該日提供餐點」、「食物樣品保存」、「選

購食品」、「食物儲放」、「實物處理原則」、「烹調用具、餐具」、「餐點

供應品質」、「廚工衛生習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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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健康環境與設備 

  內容包含「洗滌設備及使用情形」、「鉆板及工具的使用」、「食物

儲存」、「廚房設備與環境」、「飲水杯及飲用水」、「浴廁環境」、「環境

安全」、「寢室及寢具」、「保健室及設備」等。 

（5）疾病照顧與意外處理 

  內容包括「藥品管理」、「疾病照顧能力」、「意外處理能力」等。 

（三）、幼兒環境評估量表（Early Childhood Environment Rating 

Scale–Revised Edition，ECERS–R） 

本量表是針對兩歲半∼五歲幼兒所設計的環境評量表。其內容共

分為七個類別，每個類別中各有 4~10個不等的項目，總共四十三小項。

其內容分別如下所述： 

1、設備的安排 

室內空間；一般性設備；放鬆和舒適的設備；遊戲空間的安排；獨

處區空間的安排；適合幼兒的擺設；體活動空間；體能活動設備等八

項。 

2、個人生活照顧 

幼兒上下學的管理；餐 點 ；午休；如廁；衛生保健；安全措施與

規範等六項。 

3、語言與理解 

書籍與圖片、鼓勵幼兒對話、運用語言促進理解技巧、日常語言的

使用等四項。 

4、學習活動 

小肌肉活動 、藝術活動 、音樂／律動、積木區 、沙子／水 、戲

劇遊戲、自然／科學 、數學／數字、運用視聽器材和電腦 、接納多

元文化等十項。 

5、社會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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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能活動的管理、班級經營方式、常規、師生互動、幼兒之間的互

動等五項。 

6、課程結構 

作息的安排、自由遊戲、團體時間、協助特殊幼兒等四項。 

7、家長和教職員 

家園互動、提供教職員個人的需求 、提供全體教職員專業上的需

求、教職員間的互動與合作、教職員的管理和評量、專業成長機會等

六項。 

（四）國內外評鑑、評估量表之比較分析 

從前述之國內與國外評鑑手冊中的評鑑內容來看，都含有「行政

評鑑」的項目。我國不論於幼稚園或托兒所的評鑑中，「行政評鑑」都

是三大主要評鑑項目之一，甚至「行政評鑑」還佔幼稚園評鑑總分的

40%；而國外的評鑑，其行政評鑑項目是放在「家長和教職員」的欄位

下，並未特別凸顯幼兒園行政於評鑑中的地位。由此可見，我國的評

鑑相當重視園所行政的發展。進一步分析發現；幼稚園行政評鑑包含：

經營理念、園務領導、園務發展、行政運作、人事制度、財務制度、

總務制度、接送制度等八個分項。其內容較趨向園所經營管理之企業

化的規準，重視制度面的要求，相當適合成為園所草創時期制度面建

立的規範。 

其次托兒所「行政管理」評鑑包含：托兒所立案、所長職能、托

兒所行政、人事制度、提升教保品質、財務與總務管理、教保行政、

配合社會福利工作、員工滿意度等九個分項。所規定的內容明顯注重

教保品質與行政、關心員工工作情緒以及配合政府社會福利政策。至

於國外幼兒環境評估量表之「家長和教職員」評量包含：家園互動、

提供教職員個人的需求、提供全體教職員專業上的需求、教職員間的

互動與合作、教職員的管理和評量、專業成長機會等六項。其內容除



 25

了對員工的管理和考核外，也關注員工個人的隱私和生理、心理、人

際互動等情緒面的需求，亦會提供專業成長訓練。另外與家長的互動

也是評量重點之一。 

蔡春美等（民 89）曾指出我國幼兒教育機構主要的是幼稚園和托

兒所，兩者在法定功能上不盡相同，但在實質意義上都為幼兒提供保

育和教育的內容。幼稚園之「教學與保育」評鑑包含：課程與教學、

家園與社區互動、衛生保健與餐點營養、園長與教師成長等四項。「教

學設施與公共安全」評鑑包含：園地面積與園舍建築、教學情境與規

畫理念、教學設施與使用管理、公共安全等四項。托兒所之「教保活

動」評鑑包含：保育人員的教保品質、教保情境、教保活動設計、教

保活動指引、親職教育等五項。「衛生保健」評鑑包含：健康服務、健

康教學、健康飲食、健康環境與設備、疾病照顧與意外處理等五項。

由此可知我國評鑑制度無論在幼稚園或托兒所都會針對環境設備、教

學情境、課程活動、衛生保健、餐點營養、教保人員的素質等保育與

教育面向規範評鑑標準。 

然而，國外幼兒環境評估量表卻將保育與教育的內容區分得更細

微，如「設備的安排」評估包含：室內空間、一般性設備、放鬆和舒

適的設備、遊戲空間的安排、獨處區空間的安排、適合幼兒的擺設、

體活動空間、體能活動設備等八項。「個人生活照顧」評估則包含：幼

兒上下學的管理、餐點、午休、如廁、衛生保健、安全措施與規範等

六項。另外，「語言與理解」評估包含：書籍與圖片、鼓勵幼兒對話、

運用語言促進理解技巧、日常語言的使用。「學習活動」評估包含：小

肌肉活動 、藝術活動 、音樂／律動、積木區 、沙子／水 、戲劇遊

戲、自然／科學 、數學／數字、運用視聽器材和電腦 、接納多元文

化等。「社會互動」評估包含：體能活動的管理、班級經營方式、常規、

師生互動、幼兒之間的互動等。「課程結構」評估包含：作息的安排、

自由遊戲、團體時間、協助特殊幼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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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本國幼稚園、托兒所之評鑑與國外幼兒環境評估量表的內容

後，研究者發現國內的評鑑制度適合使用於園所的企業經營、軟硬體

設施與目標的方向性規劃；而國外幼兒環境評估量表適合使用於幼兒

園環境品質中實施的要點指引，其內容能明確而詳細的指出其品質的

差異性。甚至國外量表對於幼兒園環境的評量已跳脫一般行政制度或

設立園所法規上的限制。其大部分內容著墨在實務面的評估等級。這

份量表除了使用在評鑑幼兒園外，對任何一位初任教師而言，都是一

項很好的教學規準；至於資深教師也可運用其內容，逐步省思自己教

學上的長處與缺失，作為增進教學品質之寶典。因此，本研究選用與

幼兒園內幼兒學習與發展內涵最相關之國外幼兒環境評估量表，作為

評量環境托育品質之施測工具。 

貳、托育服務品質與幼兒學習之相關理論 

一、生態系統理論 

幼兒發展的過程中，除了與生俱有的遺傳生理特質外，所處的環

境更是深深影響發展歷程。Bronfenbrenner（1979, 1989, 1993）的生態

系統論（ecologoical systems theory）認為一個人天生的特質與環境因素

的互動會塑造發展。他定義環境是「像鳥巢一樣的構造，每層裡面再

有一層，層層相扣。」也就是說，發展中的個體是環境系統的中心，

外圍依次受到微系統、中系統、外在系統，大系統互動的影響。其內

容敘述如下： 

（一）微系統（microsytem） 

指最內部的環境層，發生在個人週遭的環境，例如：幼兒生長的

家庭、托兒所、幼兒園、住家附近環境等。從幼兒的角度來說；微系

統在最初期範圍很小，但是隨著時間的增長會隨著，兒童接觸的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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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逐漸擴大，亦複雜化，所以此系統的範圍會從家庭擴增到其他的組

織，像親友家族、托育機構、學校、同儕、玩伴等。值得注意的是此

系統中的個體是彼此相互影響的，也是發展歷程中真正的動力系統。 

（二）中系統（mesosytem） 

微系統外的第二個環境層，是指家庭、學校及同儕團體這些微系

統間的關係。透過中系統間強烈、支援性的關係，會使個體發展更為

完善。例如：父母與學校之間的連繫、合作都是影響兒童發展的因素。

然而當系統間不具支援的關係時，個體的發展就容易產生問題。 

（三）外在系統（exosystem） 

第三個環境層稱為外在系統，是指對幼兒的生活環境有影響，但

幼兒卻沒有參與在其中的環境。例如：媒體或社區的營造計畫，幼兒

沒有直接涉入其環境中，但也或多或少影響幼兒的發展經驗。 

（四）大系統（macrosystem） 

大系統指小系統、中系統以及外系統所在的文化或次文化或社會

階級情境，是一個廣泛的思想體系，會影響個體思考及思想空間的大

環境。大系統會影響父母如何對待幼兒，要教導他們什麼、以及幼兒

應努力去追求哪一些目標。例如：大環境倡導幼兒學習的黃金時期，

應進行幼兒潛能開發的觀念，使得父母們提早規劃幼兒學習各項才藝。 

由此可見，每一位幼兒生長的環境，無論遠近皆對其發展有深淺

不同的影響，令人不得不注意謹慎選擇環境。尤其入園後的幼兒，幾

乎一整天的時間都處在幼兒園的環境中，其幼兒園環境托育品質的優

劣以及對發展的影響，就更值得吾人去關注了。 

二、Piaget的認知發展論 

發展心理學家認為認知（cognition）是人類用以獲得和使用知識

去解決問題的心理歷程，也幫助人們了解與適應環境，認知的歷程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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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注意、理解、學習、思考與記憶等（Shaffer, 1999/ 2002）。 

Piaget 從動物學的角度指出認知，即有機體適應環境（Piaget, 

1950）。知識是個體透過主動的探索而獲得（Piaget, 1952, 1977）。幼兒

是發展上的主動行為者，他們經由觀察、探索和試驗而認識外界的人、

事、物（Cowan, 1978）。換句話說；如果幼兒要知道某些事物，他們必

須自己建構該知識，藉由操作環境中的事物，然後暸解事物的本質及

特徵。因此，智力的產生是透過個人與環境的交互作用而發展的。 

Piaget 在天性與教養問題上採取交互作用論的立場。他認為幼兒

根據他們的經驗來「建構現實」（construct reality），也就是主動地創設

對世界的的認識。他們既不是生來就擁有先天觀念，也不是經由成人

的安排而認識世界，此觀點也就是後來所主張的建構主義

（constructivism）。幼兒對現實的建構（亦即對事件的解釋）有賴於他

們在當時所能取得的知識：幼兒的認知系統愈不成熟，他對環境事件

所能做的解釋也就愈受限（Cowan, 1978）。 

Piaget相信所有理解形式的基模，都是透過兩種先天智力功能的運

作而創造出來，他稱之為組織和適應。組織是幼兒把現有的基模組合

為新式且更為複雜的基模。適應是調整自己以順應環境要求的歷程；

其中包含「同化」和「調適」兩種互補作用。透過生物成熟和經驗的

交互作用，所有嬰幼兒都經過四個不同的認知發展階段而發展－感覺

動作期（sensorimotor stage）、心智運思前期（preoperational stage）、具

體運思期（concreteoperational）、和形式運思期（formal operations）。 

在生命的第二年，兒童發展出符號基模－概念。他們使用內在的

心理符號（例如：心像概念）來表徵（represent）或代表各個層面的經

驗。例如；幼兒看到有趣的表演動作時，他對於如何表現出該動作，

形成心理表徵或或心像，而且保留這個景象以引導其後來的模仿。這

種能力會與早期的語言發展有關，因為字詞是事物的符號。兒童持續

發展下去，就能夠在他們頭腦中操縱符號來協助自己解決問題。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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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亞傑的看法，除語言發展之外最常見的認知運思是數學能力的發

展，如幾個糖果？或＋、－、×、÷ 等符號，以及（合）概念的學習。 

Piaget在晚年（1971, 1976）對教育理念所提出的建議，引起本研

究注意的觀點有五項： 

1.強調最能使幼兒受益的是適度新奇的教育經驗，不僅能引起好

奇、挑戰現有理解、而且促使他們重新評估自己所知的內容。如果經

驗太過復雜，幼兒無法將其同化，而且不能產生新的學習。 

2.相信幼兒天生好問，透過直接與環境互動、探索物體、參與情境

時學習得最好，也讓他們能為自己建構新的知識。 

3.鼓勵幼兒去探索多樣的教材，例如；故事書、美術與工藝、猜謎

與遊戲，並讓幼兒在「做中學」的歷程中體會學習。 

4.強調教師的職責並非只是傳遞事實和概念或提供正確答案，應該

要提供情境，材料與引導，使得好奇的幼兒能體驗到為自己發現知識

的內在滿足感。 

5.提出「以發現為基礎」是教育重點的觀點，並相信教育的主要目

標是創造出能夠做新事情的成人，而不只是重複前人做過的，因為人

們是有創意的、能發明的發現者。 

從 Piaget 給予幼兒教育的建議中更顯出幼兒園環境托育品質以及

教師角色的重要性，實在不容吾人忽視之。 

三、Vygotsky的社會文化理論 

Vygotsky 的社會文化理論（sociocultural theory）視認知發展為一

種社會化的觸動歷程，會因不同的文化而改變。他相信認知的成長是

發生在一個對兒童出現形式有所影響的社會文化裡，而且兒童很多值

得注意的認知技巧是與父母、師長和其他較有能力的夥伴之社會互動

而逐漸形成的（Rogoff, 1990, 1997；Wertsch & Tulviste, 1992）。 

依據 Vygotsky（1934/1962；1930-1935/1978）的看法，幼兒許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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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發現是出現在協同合作的情境脈絡中，同儕之間產生合作式（或

引導式）的學習。較有能力的幼兒提供了學習者事物的示範並傳達了

口語的指導，而學習者瞭解其內容後，將接收到訊息內化成為內、外

在行為的反應。 

Vygotsky提出潛在發展區（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的觀點；

指學習者所能獨立完成的學習，以及其在較有能力的夥伴的引導與鼓

勵下所能完成的學習之間的差異區域。可以預期的是新的認知成長會

在這個區域出現（Sigelman  &  Shaffer,  1995/2001）。 

他又指出社會式合作的重要作用為鷹架作用（scaffolding），即較

熟練的參與者針對初學者的情況來設計其所提供的協助，讓初學者能

從協助中獲益，並增加對問題的瞭解。所以鷹架作用不只會發生在制

式教育情境．而是任何時候（Shaffer,  1999/2002）。因此身為一個敏銳的

指導者應該注意此區域的發生範圍並且致力開發促進兒童的認知發

展。 

Vygotsky 對兒童所處的社會文化情境特別重視，他認為幼兒智力

的發展不僅脫離不了環境的影響，根本上就是根植於文化的滋養（Shaffer, 

1999/2002）。而一個社會的文化層面，就涵蓋幼兒成長的內外系統環境，

因此更顯出幼兒成長環境的重要性。 

第二節 幼兒的語言發展 

語言是人類溝通思想、表達情感的工具，也是學習與思考的橋樑，

透過語言的媒介，人類的各種學習活動才能順利展開，因此語言可以

說是學習的要素（張正芬和鍾玉梅，民 75）。一位初生兒從呱呱落地沒

有任何語言能力，直到長成能與他人溝通的幼兒，這當中到底經歷那

些變化？目前語言學專家所持觀點各異，尚未有明確的定論，但較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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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的論述有三： 

一、天賦論 

  天賦論者主張人類學習語言是天經地義，渾然天成的產物。語言

學家詹姆斯基（Chomsky, 1959, 1968）認為人類與生俱來就擁有一種語

言處理器的機制，稱語言學習器（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 ,簡稱

LAD）。能將外界的語言輸入處理，讓有足夠語彙的幼兒，將單字組合

成合於規則的語句，而且了解其中所陳述的意義。 

另有語言學者 Slobin（1985）雖然不認同兒童有天生的語言知識，

但是他認為兒童具有語言製造能力（language-making capacity, 簡稱

LMC），是一種為語言學習而設立的認知及知覺能力。透過這些機制

（LAD, LMC），只要有語言資料輸入，兒童的內在就可以處理語言。

所以語言的學習相當自然和自動，絲毫不費力。 

在一項進行動物和人類語言發展的研究中發現，既使將教導人類

兒童語言的方式去對待嬰兒期的黑猩猩，並且讓牠置身在豐富的語言

刺激環境中，直到八歲。其對語言文法的理解，也才相當於人類二到

三歲幼兒的表現（Savage-Rumbaugh, Murphy, Sevcik, Brakke, Williams

＆ Rumbangh, 1993）。可見人類具有某種天生而特殊化的語言處理器

存在。 

Clarkson 和 Berg（1983）以及 Miller 和 Eimas（1996）從嬰兒聽

覺的研究中也發現，初生兒和幾週大的嬰兒，就能區分某些重要的語

音。從這些研究的結果來看，新生兒天生似乎就俱有分析語言和語言

知覺的能力，也為天賦論提供很好的佐證。 

二、學習論（經驗論） 

  雖然天賦論者主張與生俱有的語言機制似乎能解釋人類語言發展

的內涵，但是也不能忽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語言的發展。幼兒發展中

透過模仿，由牙牙學語從無到有，再藉由成人及環境增強的效果，擴

展語言的學習。照顧者將幼兒合乎語言的字音，不斷重覆增強，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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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字音成為幼兒表達的工具，就是學習論（經驗論）者所主張語言

發生的觀點（Skinner, 1957）。 

  社會學習論者也認為兒童能藉由聆聽和模枋同儕的語言，而獲得

語言知識，尤其是幼兒照顧者的示範和增強合於文法的語句，在環境

中展現出很好的語言效果（Bandura, 1971；Whitehurst & Vasta 1975）。

Bandura（1977）相當重視模仿在語言學習的價值，並且把這個學習要

點稱為「楷模」或「觀察學習」。而 Hamilton 與 Stewart（1977）也在

他們的研究中證實，學前幼兒透過模仿照顧者或其他幼兒的語言來增

加他們自己的語言字彙。其他的研究亦進一步的指出，父母經常鼓勵

兒童提出問題和教導合宜的說話方式，會促進其語言發展及後期閱讀

時精熟度，甚至比父母親較少說話的同齡同儕更具語言能力（Hart & 

Risley, 1995；Valdez-Menchaca & Whitehurst, 1992；Walker, Greenwood & 

Hart & Carta, 1994）。 

三、互動論 

  支持互動論觀點的學者們認為天賦論和學習論雖然都各自提出了

某些正確的觀點，但是並不足以全面性說明語言發生的歷程。因此提

出更廣義的概念說明語言發展是由生理成熟，認知發展及同儕互動

下，所產生的各種語言環境間交互作用的結果（Bohannon & Bonvillian , 

1997；Tomasello, 1995）。 

   從生理及認知的觀點來看，互動論者認為兒童天生就有語言學習能

力，但不是因為透過 LAD或 LMC的機制，而是生理成熟造成的結果。

因為兒童在相同認知階段，大都有相同的語言理解概念，所以在語言

表達上也能說出相似的語詞或語句。例如；嬰幼兒說出有意義的字句

後，不久這些語詞或語句就會出現在模仿的行為情境中（Meltzoff, 

1988）。另外嬰兒也是透過感覺動作基模而才有初步的認知理解概念

（Pan & Gleason, 1997）。從語言發展所需求的環境觀點來看，互動論

者強調語言是一種重要的溝通工具，它是在同儕與友伴互動的情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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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產生的結果（Bohannon & Bonvillian, 1997；Tomasello, 1995）。 

照顧者與年齡較大的兒童，都會用嬰兒能接受與理解的方式和嬰

幼兒講話、互動，透過這些互動促進他們的語言發展。常使用的方式

有：從一起活動中，讓幼兒學習到如何輪流說話的互動方式。用尖銳

的聲音、緩慢，重覆說出字句，並且強調關鍵字的方法，說出以兒童

為中心的話語。同時亦巧妙回應兒童錯誤的字句，讓他們經由負面的

信息學習到正確的語法。最後，還要讓兒童在社會情境中主動交談，

不僅透過聽，也經由語言的互動，熟練語言的技巧 Shaffer（1999/2002）。    

由上述可知，互動論者所主張的觀點，與 Vygotsky（1978）認為幼兒

與較年長的同伴交談，會促進認知及語言發展，是相類似的。當兒童

生理、智力成熟時，會用更複雜的言談來表達自己的認知，而這個表

達會促進同伴增加回應的複雜程度。Shaffer（1999/2002）在說明語言

與溝通技巧的發展時，曾用圖表作了明確的說明，如圖 2－2－1所示。 

羅素貞（民 87）曾表示，不論幼兒學習語言的方式為何？可以肯

定的是語言的發展絕不能獨立於認知發展之外，而且早期的語言發展 

 
 

 

 

 

 

 

 

 

 

 

 

圖 2－2－1 互動論對語言發展的看法 
資料來源：林翠湄譯（民91）。發展心理學。台北：學富。頁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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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會受到幼兒所關心的認知領域之影響。概念是字彙獲得的基礎，而

字彙的獲得使兒童能將所擁有的概念做適當的表達。 

至於幼兒學習語彙時，其詞類出現的情形如何？ Gentner（1982）

以及 Hsu （1985）都指出全世界的幼兒在單詞期所說的詞句內容差異

性不大。大都以人物（爸、媽）、交通工具（車車、飛機）、食物（奶

奶、餅餅）及物品（鑰匙、襪子）居多，而且名詞最普遍，動詞較後

才出現。另外 kuczaj（1986）也發現兒童最早學會的字彙，都是與物體

有關的字彙；包括人、物、或物體的部份等。 Nelson（1982）進一步

指出，幼兒比較會注意物品的用法，因為他們在單語期多提到自己能

操作的被單、鑰匙等物品，而幾乎不會提到成人常談及的桌子、床等

事物。由此可知幼兒學習語彙的內容首先以生活周遭容易接觸到的

人、事、物為主。 

在幼兒語意發展的過程中，單詞期的發展有其重要地位。Green 和

Smith（1976）認為幼兒的單詞涵義相當豐富，雖然幼兒只說一個詞，

但是語意可能是相當複雜的整句話，例如：幼兒說「媽媽」，可能是「媽

媽我要喝奶」、「媽媽抱抱我」或是「這是媽媽的衣服」的意思。另外

Markman （1989, 1990）和 Carey（1986）皆認為字彙的獲得是一種歸

納的過程，兒童必須在許多的意義中，找出一個既定詞的意義。例如，

當有人以「狗」這個詞，來指稱一隻四隻腳的動物時，幼兒這個時候

必須分辨出，是指這隻動物、或是指這個動物的肢體名稱、還是它的

性質、大小、形狀、顏色、在空間上的位置特徵等。 

Markman（1987, 1989, 1990, 1992）在其探究幼兒如何學習字彙的

研究中認為，幼兒學習早期語言有其規則性的存在，而且幾乎都使用

在學習物體名稱或其部份名稱的名詞上面。又指出物體恆存概念的發

展與某些動詞（gone）的學習關係較密切，但是動詞的發展對 18個月

的兒童而言，是比較困難的部分。Gopnik和 Meltzoff （1987）進一步

指出，在嬰幼兒發展物體恆存概念與解決問題能力的同時，動詞與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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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詞等詞彙也同時出現在這個階段。另張欣戊（民 74）曾分析四名幼

兒學習國語的情形，發現行動和功能類的語詞先出現，其次是表達東

西與動作與關係的詞類，接著是表達兩種東西關係的詞，最後是修飾

情境的詞。其語意出現的順序，與 Green 和 Smith (1976)的研究發現

相符合。而包美伶（民 78）在探討「學前兒童語言表達能力與有關因

素之研究」時，將幼兒看圖所說出的語彙收集後，依其資料分析出三

至五歲學前幼兒所使用的字詞種類。其結果發現 6名三至五歲學前兒

童皆有動詞、名詞、代名詞、形容詞、介詞、連接詞、方位詞、副詞、

量詞與地方詞的出現；但是以動詞、名詞出現率最高。其五歲組的幼

兒，動詞出現率為 37.31%、名詞為 19.54%、形容詞為 4.99%。吳淑娟

（民90）在其對「國小閱讀理解困難學童之詞彙能力分析研究」的結

果中亦指出：閱讀理解困難的學童在看圖及自發性說故事的歷程中，

雖然所使用的口語詞彙數比一般學生短少，但皆以動詞和名詞出現之

百分比為最高。 

Goldfield 與 Reznick（1990）對 18 位一歲兩個月的幼兒進行縱貫

研究。當比較字彙快速增加以及緩慢速度獲得詞彙的兩組兒童之字彙

內容時發現；有明顯的字彙增加現象的幼兒，其所增加的新詞中，約

有四分之三是屬於名詞；但是以緩慢速度獲得詞彙的幼兒，所增加的

字彙中，名詞與其他詞類數量不相上下。後續 Goldfield（1993）又指

出兒童早期習得的字彙中，名詞的獲得會多於其他類型的詞彙，乃是

因為名詞概念較其他類型的詞彙簡單，因此比較容易獲得。另外對於

年幼、處理語彙容量有限的幼兒，照顧者最常教導的語彙是名詞，也

比較容易引導幼兒說出名詞。 

魏金財（民 86）於「詞義習得和詞義教學的思考」一文中指出；

對詞義要有足夠的認識，才能正確、靈活的善用詞彙，明確的暸解別

人的語言，進一步適切的表達自己的思想、情感。根據其實際的觀察

發現；幼兒在五歲左右就學會了基本的語法規則，而成人一生卻要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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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不斷學習新的語詞和用法，才能滿足生活上表達與理解的需要。又

指出兒童可以在學校外的學習環境中獲得語法知識，但詞彙知識的學

習，卻必須依靠學校教育來協助。言下之意，五歲幼兒已具有基本表

達溝通的能力，但更深入的理解概念卻需要詞彙能力的增加，才能促

進其語言能力更深入性的發展。 

李惠珠（民 89）進一步指出：語文科教學中字彙與詞彙的習得乃

是閱讀理解之基礎。其研究結果發現：詞彙能力與學童在學校之語文

表現具有高度相關性，而學童的詞彙能力會影響語文能力，語文能力

又會影響各項能力的學習。方金雅（民 90）在其「多向度詞彙評量與

教學之研究」中也指出：詞彙能力與理解閱讀能力的關係密切。李偉

德（民 90）以 255位國小三年級學童為施測對象，探討詞彙能力與閱

讀能力之間的關係時亦發現：學童的詞彙能力與閱讀能力之表現具有

高度相關性。李麗綺（民 92）對國小低年級學童詞彙能力和閱讀理解

能力之縱貫研究，其結果發現：1.圖畫詞彙可作為學生詞彙能力初步分

類的依據。2.性別不會造成學童詞彙能力或閱讀理解能力的差異。3.

學童的詞彙能力能即時和長期的預測閱讀理解能力。黃志祥（民 92）

的研究發現：國小六年級學童能以圖形特徵描述四邊形之幾何概念定

義，但是受到語彙能力的影響，對於邏輯性的語詞較不易瞭解，因而

產生概念迷思之情形。賴志全（民 92）於「字彙教學對提昇國中學生

英文閱讀理解能力之研究」中，以兩班三年級 88位國中生為實驗對象。

其研究結果明確指出：字彙教學對於提昇國中生英文閱讀能力有明顯

的功效。由上述研究結果可以得知，詞彙能力不僅對幼兒的發展有重

要性的影響，其對學齡兒童甚至國中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都有關鍵性

的影響。因此，吾人對幼兒詞彙能力必須加以重視之。 

幼兒詞彙能力涵蓋範圍較廣泛，需藉由具信、效度之標準化工具，

先量測幼兒詞彙能力之基礎水平，從而引導之。Anastasi（1982）曾指

出圖畫字彙測驗（Picture Vocabulary Test）是一種「應用」語文的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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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工具，可應用於不擅使用語文及聲音的受試者。此種測驗容易對

受試者施測外，未接受過專業訓練之施測者仍能進行快速之個別智力

測驗篩選。李麗綺（民 92）對國小低年級學童詞彙能力和閱讀理解能

力之縱貫研究亦指出.圖畫詞彙可作為學生詞彙能力初步分類之依據。

而畢保德圖畫詞彙測驗是具有上述優點之測驗工具。 

Lloyd M. Dunn於 1959年首先建立畢保德圖畫詞彙測驗工具。Dunn

（1965）曾指出 PPVT具有：1.個別施測，不需特別準備，可在 10至

15分鐘內完成。2.具高趣味價值，容易與受試者建立和諧關係。3.計分

簡單，可在一、兩分鐘內完成。4.受測者可以完成其能力所及之所有題

目，因此是一種能力測驗而非速度測驗。5.具有複本，可以很快進行重

測。6.無須口語反應，適合不會使用紙筆作答的受測者。7.測驗涵蓋的

年齡層較廣泛。8.具常模參照解釋等多項特點。 

Lloyd M. Dunn後續又與 Leota M. Dunn（1981）共同修定畢保德

圖畫詞彙測驗修定版（Peabody Picture Vocabulary Test-Revised），後經

我國學者陸莉、劉鴻香（民 83）著手修訂為適合我國幼兒使用之中文

版修訂畢保德圖畫詞彙測驗。此測驗出版後至今，深受廣泛使用，不

僅可用以篩選特殊學生，亦適用於估計一般學生字彙能力或語文能

力。最近楊淑雯（民91）在其探討「音韻能力對兒童詞彙學習之影響」，

以及郭俐伶（民 91）進行「幼兒圖畫故事指導活動之研究」時，皆使

用畢保德圖畫詞彙測驗（PPVT–R）為其研究工具，量測幼兒之詞彙能

力，深具信效度。本研究亦採用畢保德圖畫詞彙測驗（PPVT–R）為研

究工具。  

羅素貞（民 87） 在分析「兒童早期的字彙發展」一文中曾指出不

同語系國家的語言學習過程不同，幼兒語言學習的結果也不同，例如：

韓文中對於動詞的強調多於名詞，因此，學習韓文的幼兒所獲得的名

詞較少，動詞較多。似乎意味者文化角色對幼兒語詞學習的影響。

Yoshida 和 Smith（2001）指出，先前的研究都支持幼兒學習不同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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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取得，學習歷程與早期語彙發展大都相似；於是重覆實驗幾個研究

結果。其中兩個研究顯示：提早學習英語和說日語的幼兒其語彙內容

不同之處。實驗一：檢驗幼兒瞭解動物和物品名稱之語彙數量的多寡。

其研究結果指出：說英語的幼兒知道物品名稱比動物名稱多，而且詞

彙數量差異相當懸殊。反之，說日語的幼兒比較平衡。實驗二：使用

新文詞廣大檢驗，幼兒是否知道有關於動物組織和人工製品的不同。

結果支持提早學習英語的幼兒，卻不像說日語的幼兒普遍知道物品和

動物的分類。其結果證明文化角色對幼兒語言結構中早期名詞的獲得

是值得討論的。 

既然文化的角色值得探討，那麼能展現文化成果之環境以及環境

中的引導者，要如何協助幼兒語彙的發展？Cazden（1972）對於字彙

發展的研究指出；照顧者要協助幼兒語言的發展，擴充四歲幼兒的語

句，就不如提供豐富的回答。例如；對於年紀較大的幼兒，教師只說

出：「是的，火車要走了。」的回應是不夠的，而回答：「是的，引擎

將火車駛離了車站。火車，再見。大家再見。」的答覆就相當充實。  

郭俐伶（民 91）對於「幼兒圖畫故事指導活動之研究」中，選取

修訂畢保德圖畫詞彙測驗（PPVT–R）為其研究工具。以幼稚園大班 60

名幼兒，男、女童各半為受試對象。結果顯示：1.實驗組幼兒在教師介

入指導閱讀後，其詞彙得分顯著優於自行閱讀之控制組幼兒。2.幼兒的

語言理解能力不因幼兒的性別不同而有顯著差異存在。3.由教師引導的

故事教學活動，可以提昇幼兒的語言學習興趣與能力；因此，圖畫故

事指導活動方式，可能影響幼兒語言理解能力。4.另實驗組幼兒在教師

介入指導閱讀後，郭俐伶從觀察幼兒閱讀的情形中發現，幼兒閱讀學

習的品質有明顯改善之現象。 

另外Wu（2003）用訪談的方式，評量幼兒學習外來第二語言的內

在刺激情形，發現學習語言所需的覺察能力和覺察主動性，必須在與

環境有接觸的經驗後，才產生執行力。因此在環境中必須提供適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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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挑戰性的任務，而且結合學習策略和方法，試著引導幼兒學習語

言的覺察能力與其主動性，以促進幼兒語言的自我進步。言下之意，

正指出幼兒語言的學習，亟需環境的刺激與引導，以及教師所施行的

教學策略，皆是影響幼兒學習語言的要素。 

雖然語言發展的神祕面紗，尚未被完全揭起，但從語言發展的理

論基礎來看，不論先天的機制是否明確存在，其生理與成熟的影響絕

對不容忽視，而後天環境提供孕育語句的功能，更不能輕忽。可以確

定的是，幼兒在學習語言的歷程中名詞的出現最早。對於五歲幼兒而

言，其所認知到的語彙內容是名詞多，抑或動詞較多？仍有待進一步

探究。但是環境角色的影響是最值得注意的要素，而幼兒園又是提供

幼兒成長很重要的環境指標，因此幼兒園環境托育品質的優劣與否，

影響幼兒語言發展頗深，值得重視。 

第三節 幼兒的數學能力 

嬰兒時期的數學能力被稱為數知覺，Piaget（1965）曾提出數知覺

是一種對數量知覺概念的直覺反應（Kamii & DeVries, 1976；Jong, 

1997）。數知覺是指嬰幼兒不需經過數算而直接透過感官獲得小數量的

一種能力（Bjorklund, 1995）。後人利用習慣化的研究設計，五個月大

的嬰兒就可透過視覺能力表現數知覺（Loosbroek & Smitsman, 1990）。

根據 Gibson（1987）的理論，認知的基礎在知覺，而知覺是感覺的詮

釋，因此數概念的基礎在感覺。Piaget （1952）發現嬰幼兒在年紀較

小時就可以覺察到數量（例如，三歲時有一到三的數知覺、四歲時有

一到四的數知覺、五歲時有一到五的數知覺）。但是，他並不認同年幼

的孩子具有數概念，根據 Piaget（1965）的報告指出，兒童未進入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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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思期之前是不具有數概念的。除非接近七歲擁有數的保留概念後，

才能擁有真正的數概念。 

Gelman 和 Gallistel（1978）並不贊同皮亞傑有關幼兒沒有數概念

的觀點，他們強調年幼的孩子沒有點數總數的能力，並不是缺乏保留

概念。因為大部分的孩子入學前，就可以接受相當多的數學知識，而

且透過數數數概念就可表現出來（Gelman & Gallistel, 1978；Leder, 

1989；Jong, 1997）。他們描述幼兒數學能力的發展有二：數的表徵

（number abstraction）和數的推理（numerical reasoning）。數的表徵能

力是指幼兒的基數能力（如：有多少？）與比較數大小的能力（如：

那一個數字最大？）。數的推理能力則是指幼兒以各種操作方法獲得結

果，如：分類遊戲、加法遊戲、減法遊戲等。 

Ginsburg 和 Baroody（1983）承繼 Gelman 和 Gallistel 的觀點，

從數學思考的角度著手，將學齡前幼兒以數算經驗為主的數學稱為「非

正式數學」。非正式數學是奠定兒童在學校開始學習「正統數學」思考

的基礎。「非正式數學」並非在正式學校環境中學習到的，有可能是與

生俱來的原始知覺或與環境同儕手足互動所產生的結果（Ginsburg, 

1989；Ginsburg ＆ Allardice, 1984；許惠欣，民 84；蔡亞倫，民 90；

簡楚瑛，民 82）。內容有： 

一、唱數與合理性數算－數算數名（counting words）與正確點數的能

力。 

二、「多」的概念與數線－由「多」的概念，到三、四歲有口語比大小

（7比 3大）的理解（Ginsburg & Russell, 1981）。年紀更大時，會

靠「感覺」知道數線上數的相對位置與大小，例如：6比 2靠近 8。 

三、簡易之加減計算－從數算事物的能力增展為計算能力。例如：有

兩顆糖，再給一顆有三顆。三片餅乾，吃掉一片還有兩片。 

四、心算－不需要藉由實物的輔助，就能在腦中進行簡易的計算，例

如：二加二等於四。這種技能會因為練習而更熟練，最後不加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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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就能反應出來（Baroody, 1984）。 

幼兒數學能力測驗 TEMA–2，就是根據上述的理論基礎設計出

來。內容有相對大小的概念、不同層級的唱數概念、合理性數算、具

體實物加法、心算。其測驗的主要目的有： 1.鑑別數學思考顯著落後

或超前之兒童； 2.鑑別兒童數學思考之特殊優缺點； 3.建議適合個別

兒童之教學方法； 4.建立兒童學習算術進展之檔案； 5.作為研究計畫

之測驗工具（許惠欣譯，民 85）。 

由以上所述應能推知到四歲大幼兒數學能力的特徵，可能有唱

數、點數、基數概念、比大小的數能力、具體簡易加法，與心算能力

等。Sophian（1988）即發現 3、4歲的幼兒已有一對一的對應知識與數

字概念；許惠欣（民 86）發現四歲幼兒會數數，也有基數概念與比數

字大小的能力，甚至能讀寫十以內的數字，作十以內的具體加法。 

研究者依據幼兒數學能力測驗（TEMA–2）的內容，將大班五歲幼

兒在各項數能力的表現，以國內外之研究結果整理如下： 

一、唱數 

指以口語方式，說出一連串數字順序。通常稱為「背誦計數」（rote 

counting）可依內容的難易程度區分出按序唱數、接數數字、倒數、跳

數等四項內容（許惠欣；民 87）。 

（一）按序唱數 

美國五歲的幼兒有半數能正確數至 30，25%能數到 30 至 70 之

間，另 25%能數到 196到 201之間（Bell ＆ Burns,1981）。吳貞祥（民

79）在論述幼兒數概念的發展時，指出其針對台北市北投區 342 位四

到六歲幼兒所做的研究，其結果發現有 70%的 5歲幼兒能數 1至 10。

同年簡淑真（民 79）調查研究台灣東部學前兒童數數行為時發現；花

東地區大班五歲幼兒平均可以唱數至 70以上，而原住民幼兒唱數的差

距範圍比較大，在 11 至 69 之間。上述研究可推知我國西部地區幼兒

的唱數能力優於東部地區的幼兒，而東部地區幼兒的唱數能力又優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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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幼兒。後續許惠欣（民 84）在比較我國傳統與蒙特梭利教育之

幼兒數學能力的研究時指出；有 85%的大班幼兒能唱數 1至 100。其結

果與 Ou（1990）指出中國北京五至六歲幼兒唱數 1 至 100 有 73.22%

有異。近年來陳俞君、陳英娥、陳品華、楊筱明與曹純瓊等人（民 92）

的研究結果指出，大班幼兒能唱數到 100的有 64.3%，能唱數到 50的

幼兒有 85.7%，而能唱數至 30的幼兒有 96.4%。最近，陳英娥、李逸

嬋、陳怡君與曾秀環（民 93）等人以實物及圖片訪談幼兒，企圖瞭解

幼兒數能力發展的情形；其研究結果則顯示，有 75%大班幼兒能唱數

至 50。綜合以上的研究結果發現，大班五歲幼兒，因不同地域、不同

時期、不同評量方式，其唱數能力的表現有差距性存在。 

（二）接數數字 

 一般俗稱數字接龍。Rea和 Reys（1970）的研究顯示美國五至六

歲的幼兒進行接數數字的活動時，有 90%五至六歲能回答正確，但是

大部分無法回答其前後序數。許惠欣（民 84）的研究指出幼兒園大班

的幼兒有接數末尾數字是 9 的通過率，依數字由小至大的百分比為

97.5%－85%。就幼兒而言，9要轉換到下一個數字最感困難。 

（三）倒數 

Ou（1990）在談論中國幼兒數算能力的發展時，曾指出北京五歲

四個月大的幼兒有 76.4%會由 10 倒數至 1，五歲幼兒有 7.2%會由 20

倒數至 1，至於六歲兩個月的幼兒就高達 75.6%。許惠欣（民 84）的研

究結果指出；會由 10倒數至 1的比例高達 100%，但會由 20倒數至 1

的比例就下降至 77.5%。陳英娥等人（民 93）最新的研究結果指出，

大班的幼兒有 89.4%的大班幼兒能進行 10 以內的倒數。綜合以上結

果，國內幼兒倒數能力似乎優於大陸地區的幼兒。 

（四）跳數 

許惠欣（民 84）的研究結果指出；有 92.5%至 98.75%的大班幼兒

能十個一數。幼兒學習數概念，於唱數、接數數字、倒數、跳數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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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中，容易出現重複數、跳數、遺漏數、改題（倒數時，仍以順數方

式回答。）或自創答案的錯誤方式等情形（許惠欣，民 87）。 

二、基數 

又稱計量數，指數算一組數量物後，將其總量以一個數字表達出

來。Schaeffer, Eggleston 和 Scott（1974）將此原則稱為「基數法則

（cardinality rule）」。 

研究者有鑑於計數能力為基數能力之基礎（Frye, Braisby, Lowe, 

Maroundas ＆ Nicholl, 1989；Wilknson, 1984），而且從以下分析得知五

歲幼兒大致已具備基數能力，因而將計數能力歸於基數概念下，不另

作討論。 

Schaeffer 等人（1974）認為幼兒大約在四歲兩個月時，能以一對

一之對應關係了解二組等量物品，而基數原則獲得的時期也大約在這

個時期。Ginsburg 和 Russell（1981）的研究發現，不同社經地位的幼

兒，其平均在年齡四歲八個月時，均能表現出理解基數概念的認知能

力。至於 Fuson 和 Mierkiewicz（1980）以及 Fuson和 Richard（1980）

則認為五歲幼兒會注意到對同一組物品，前後兩次計數結果的不同，

而主動重數一次確定答案，因而推論其已具有基數的概念。另 Meljac

（1979）的研究結果則認為六歲幼兒才具備 9 以內的基數能力。但是

許惠欣（民 86）在論述我國幼稚園幼兒數算策略之研究時指出，我國

四歲幼兒就已經具有數數能力，能開始展現基數概念。最近陳英娥等

人（民 93）的研究也能印證許惠欣（民 86）的論述，指出中班的幼兒

（平均年齡 59.3個月，約四歲一個月）就能計數出 10以內的物品有幾

個，其結果與Meljac（1979）的觀點大不相同。 

Rea 和 Reys（1970）的研究發現，美國五至六歲幼兒有 75%會計

數十個實物；50%會計數十五個實物。許惠欣（民 84）的研究結果指

出；有 98.75%大班幼兒能正確數算出十個以內的物品，85%能正確數

算出二十個以內的物品。陳英娥等人（民 93）的研究結果指出，大班



 44

幼兒能計數 30個以內的物品。雖然各家學者的研究結果有其差異性存

在，但從國內最近的研究來看，本國幼兒獲得基數概念的年齡層有提

早的現象。 

三、比大小的概念  

Fuson, Secada與 Hall（1983）引導四歲半到五歲半幼兒，以數算

的方法來比較兩個集合的大小，實驗組有 69%的幼兒答對；其對照組

的幼兒則只有 14%答對。Saxe（1979）也指出有過半數的四歲到五歲

的幼兒以及六歲的幼兒都會用數算的方式來比較大小。Resnick（1983）

以及 Siegler和 Robinson（1982）的研究進一步指出；大部分五歲、六

歲的幼兒，就已經建構出一套數字的表徵能力，稱之為「心理數字線」。

即每個數字與數線所對應的位置，均具有計數與比較的功能。如：四

歲或五歲的幼兒知道口說數字「6」比「4」大，後續當幼兒的認知能

力逐漸成熟後，就能將這種基本「多」的概念發展成半抽象的數線概

念，也就是幼兒知道「8」與「10」的距離比「3」與「9」的距離近。 

四、讀寫數字 

當幼兒對數的概念與數的運算有初步的認知後，接著必須會指認

數字符號並能理解其所表徵的數量意義，而接續學習書寫數字，才能

進一步提升數學能力（陳品華、陳俞君、謝依潔、潘香伶、翟元蓉和

陳玉萍，民 93）。 

    Rea 和 Reys（1971）的研究顯示美國有 75%以上五至六歲的幼兒

會辨認一位數的阿拉伯數字，但大多數無法辨認出二位數阿拉伯數

字。而 Brenner（1989）的研究則顯示五歲半幼兒已能辨讀阿拉伯數字

0至 10。中國北京有 72.4%四歲八個月幼兒會寫 1至 10的阿拉伯數字；

94.6%五歲六個月大幼兒會正確寫出阿拉伯數字 1至 10（Ou, 1990）。

許惠欣（民 84）的研究指出我國幼稚園大班的幼兒均會讀寫一位數的

阿拉伯數字， 96.25%會正確讀寫二位數的阿拉伯數字；並指出我國幼

兒讀阿拉伯數字時有省略「零」、只讀個別數字，未將位數所代表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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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位值)讀出來、省略某位數、顛倒位數、混淆位數等錯誤類型。至於

書寫數字的錯誤有左右相反、顛倒位數、沒有位數概念等。 

五、具體物加法 

四、五歲的幼兒就會運用數算的方式進行簡單的加減計算問題

（Ginsburg, 1980；Good , 1979；Hughes, 1981）。大陸學者李丹（民 81）

也指出四、五歲的幼兒能按數字所代表的量取物，並且能做簡單的實

物加減運算。最常用點頭、手指與嘴唇運動的策略來輔助數算物品（成

子娟、陳鉗苼、劉李婉玲、伍瑞顏、胡婉姍，2001；Geary, 1994）。許

惠欣（民 84）的研究指出我國幼稚園大班幼兒有 98.75%會數算十以內

之集合數，但是只有 82.5%會十以內之加法心算。 

六、心算 

心算是一種非正式數學之計算能力。幼兒不需要依賴具體實物，

而可以用心象表徵算數的能力。也就是不再藉由手指的操弄，直接在

腦中進行加減運算的能力（黃惠禪，民 92）。 

許惠欣（民 84）針對幼稚園大班幼兒為對象的研究結果顯示，有

82.5%幼兒能進行十以內的加法心算。中國北京有 54%的四歲六個月大

幼兒與 80.4%的五歲一個月大幼兒，能完成十以內之數字加減（Ou, 

1990）。在香港成子娟等人（2001）曾研究五歲、六歲幼兒的計算能力，

顯示有 95%的幼兒能夠完成十以內的加法運算，甚至有 83%的幼兒能

正確計算一位數進位加法。 

七、十進位 

許惠欣（民 87）其對我國幼兒園幼兒數概念發展的研究中指出；

五歲幼兒回答十進位之位值問題時，雖然答對率偏低。但仍有 10.8%

的幼兒能以十跳數之進位原則正確答題，  

有關數學的學習，Kamii（1984）根據 Piaget的理論，將知識分為

三類：物理性知識（physical knowledge）、社會性知識（social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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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稱為傳統性知識，conventional knowledge），和邏輯－數學性知識

（logical mathematical knowledge）。物理性知識指的是物體外在真實性

的知識，比如：一棵樹的「形狀」、「顏色」等，都是可以透過直接觀

察的方式獲得的訊息。這種透過直觀方式所獲得的知識稱為物理性知

識。另外社會性知識指的是社會上所約定俗成的知識，例如：八月 15

日是我國的中秋節，就是一種社會性的產物。至於邏輯－數學性知識

則是一種由個人心智所創造出來的一種關係的知識。比如：當我們問

幼兒「紅色」的蘋果和「綠色」的蘋果兩者之間的差別時，這就屬於

邏輯－數學性知識了。研究者認為物理性知識的發生歷程，相似於非

正式數學的學習歷程，皆來自於原始的知覺，經由感官的途徑與環境

互動而成。而數學領域裡屬於社會性知識的內容，例如；數字的寫法

或加、減數字運算表、計算式等，指的就是「正統數學」的領域。至

於邏輯－數學性知識，是一種在內心中所產生的關係。當幼兒於非正

式數學的比較大小、判斷一組數字在心算數線上之相對距離，或是「正

統數學」中所使用的數字運算能力，使用的即是此種知識能力。 

因此當我們欲探討幼兒園如何促進幼兒的數概念時？就可以引借

Kamii（1984）所主張的數學教學原則： 

一、引導幼兒將生活周遭的物品、事件、行動放入各種關係中。 

二、進行對幼兒本身具有意義的學習經驗。 

三、給予幼兒思考各種關係的機會。 

四、鼓勵幼兒與同儕互動。 

除了以上四點，簡楚瑛（民 77）在「談幼兒數學教育的實施」一

文中又加以補充以下幾項原則：幼兒數學教學應注意到學生個別差異

的需求、提供反覆練習的機會、透過遊戲方式來培養幼兒數學概念的

能力等。 

劉好（民 76）在「談幼兒數學概念」一文中，亦強列指出數學概

念要透過實物和感官經驗才能形成，並從實際的遊戲和操作中體驗學



 47

習。故主張在幼兒園中，數學的教育應採取統整教學方式，將各分科

內容如音樂、體育、語文、美勞等課程，與「數」融合一起教學。透

過遊戲與隨機方式，配合實物與教具，提供幼兒親自操作、體驗的機

會。讓幼兒在遊戲與快樂中學習數概念、增進數能力。例如:音樂角－

可以觀察樂器形狀、比大小、判斷長短、教唱數字兒歌等。積木角－

可以計數積木數量，引導分類，比高矮等概念。工作角－觀察形狀的

組合與分割等。 

 McDonough 和 Clarke 以及 Clarke（2002）取用 Early Numeracy 

Research Project 中繪圖方式的評量技巧去暸解、評量以及發展幼兒的

數學思考概念。數學老師用一對一的訪談方式去評量幼兒的數字、測

量和幾何概念。透過幼兒實際動手操作的回應和策略，再去決定訪談

的型式。事後並進行討論，企圖暸解什麼是最有效的方式？提供給老

師更適合幼兒數學學習的理解策略。另外 Tudge 和 Doucet（2004）在

各有 39 位三歲黑人與白人幼兒的課室中，分別觀察每位幼兒 18 個小

時。記錄他們在各項課程中自然發生的數學活動。其研究也說明；幼

兒早期數學經驗遊戲，對於要瞭解幼兒的數學發展和建立其認知發

展，是很重要的因素。這兩項研究的歷程引起研究者進一步思考，在

課室中一味強調經驗課程對於數學的學習是否足夠？是否需要更詳細

的規劃或個別的引導？ 

Jordan, Hanich和 Kaplan（2003）在長達三年的縱貫研究中，廣泛

比較 45 位計算能力不足與 60 位計算能力好的幼兒在閱讀和數學能力

的成就。值得注意的是：研究期間計算能力不足的幼兒在基礎性數算

能力上的表現，進步很少。雖然其他的數學能力有正常的進展，甚至

獨立的閱讀和語言能力都有持續性的高度成長。其結果顯示計算能力

的增加，光靠環境經驗的刺激仍有不足之處。 

Sophian（2004）在探討數學學習與課程的研究中明確指出幼兒的

數學教育方式，需要用適合幼兒年齡的內容和方法去教導他們，除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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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還要為幼兒預備各種基礎性數概念的學習環境。其基礎性數概

念指的就是教學環境中的經驗課程。其研究結果進一步顯示，在幼兒

學習環境中，教師適度的介入有其明確的數學學習成效。他也對教師

提出建議，要去省思在教學環境中，所重視的信念是什麼？從信念的

角度發展出具體可行的數學活動課程。 

Starkey, Klein和Wakeley（2004）針對在公立和私立學校就讀的低

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家庭的幼兒，介入數學課程的開發和實施。比較和

評估其結果，發現數學知識的空白期開始於學前幼兒園。介入後，低

收入家庭的幼兒在數學能力的收獲大於中等階級家庭的幼兒。另外低

收入家庭幼兒的數學知識，介入後亦相似於中等收入的幼兒。其結果

與 Sophian（2004）的介入結果相似外，亦證明介入的方式對幼兒數學

能力的提升有其明顯的意義。 

鍾志從、盧明、陳鳳卿、李彥霖和黃惠禪（民 93）以台北市公私

立幼稚園 269名四歲幼兒為對象，透過一對一訪談，使用幼兒數學能

力測驗，以及幼兒智力測驗為工具，篩選出未來在數學學習方面可能

會有困難的幼兒，再透過數學學習活動教育介入，評鑑數學學習活動

教育介入對未來在數學學習方面會有困難的幼兒的學習效益。第二年

進行教育介入活動及評量，其研究結果顯示：數學遊戲活動的介入確

實提升了受試幼兒的數學能力，而且教育介入活動亦具有保留成效。 

黃意舒（民 91）曾指出「數」與「量」，本身並沒有具象的存在，

而是人類賦於環境現象中的規律及量化而產生的思維。人類使用這個

邏輯思維來解釋自然與社會現象的「數」與「數」的規律。這個規律

是無法直接被知覺到的。必須在內在建構出此種思維之後，利用其思

維去觀看社會和自然現象，人類才會看到於現象面中「數」與「量」

的存在。他認為幼兒的學習並非套用成人思維的模式，而是要引導出

幼兒天生的思維方式。並非所有的學習都必須從錯誤中學習，幼兒先

具備數語言，例如；唱數、加減、日期、時間、幣值、度量衡等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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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可以應用的基礎數語言內容。而這些內容必須配合幼兒的認知程

度，以理解重於記憶，但是記憶卻可以先於理解的方式來進行數語言

教育。進一步又指出「數概念」是層次較高的概念，用隨機或放任的

學習方法是很難有成效。數學教育應該有完整的教學結構，內容及方

法，依循幼兒年齡及能力的個別差異，讓幼兒在生活中、課堂上實際

去操作、體驗、檢驗，循序漸進的學習。至於教師面臨需提供幼兒數

學按部就班的結構課程又要兼顧其生活中的體驗與學習經驗之兩難的

問題，就可以藉由由「數的基本學習能力」來解決。透過數基本學習

能力來評量幼兒的數能力及數概念程度，並且修正自己的教學避免落

入隨機或放任教學，再經由生活經驗提供學習機會，引導幼兒建立數

學結構的知識。更具體的作法是規劃一系列有系統的數學課程，以輕

鬆、活潑的遊戲方式，帶領孩子進入好玩的數學世界裡，並將數學應

用於日常生活中，培養幼兒善於推理與計算的能力，逐步引領他們踏

入數學的領域中。 

曹雅玲（民 93）於「數學教育對幼兒思維發展」一文中肯切指出；

數學對幼兒的智力發展有事半功倍的效果，甚至培養幼兒的數學思考

和運算能力是刺激嬰幼兒的大腦神經元發展的最佳途徑。但是對幼兒

進行數學教學不能將傳授數學知識當作唯一的教學目的；必須強調發

展智力與學習知識同等重要，甚至是更重要的數學教育任務。從遊戲

學習的角度，將學前數學整合到學前幼兒樂於學習的遊戲活動中。讓

幼兒除掌握數學知識外，同時得到數學思維能力，能幫助幼兒更快、

更多、更好地去獲取新的知識，以便在日後發展出更好的數學學習任

務，並且擁有積極且持久的效應。 

由上述可得知，幼兒數學能力的發展，一路從數知覺能力到非正

式數學能力，與後續發展出正統數學對幼兒思維的影響。其中數概念、

口語表徵能力、數數能力、生活經驗課程、數學策略介入的互動、數

學結構課程的安排等等都是重要的影響因素，而這些因素正與幼兒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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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的環境習習相關。尤其幼兒進入幼兒後園，幾乎一整天的時間都與

園內的同儕、照顧者、環境有非常多互動的機會。而這些互動歷程正

是評選幼兒園環境托育品質的內涵要素，值得瞭解之。 

第四節 環境托育品質與幼兒發展之相關研究 

近幾年來在幼兒發展的研究領域，逐漸形成一種趨勢；研究者喜

歡從教學信念，即托育機構的形態來看對幼兒發展的影響。但是研究

者的研究結果，常會受到如何認定某機構符合某種型態而有所不同的

爭議或看法所限制。也有研究結果顯示不同托育型態的機構內幼兒行

為差異並不大（Clarke-Stewsrt & Gruber, 1984；Cocran, 1977；Everson, 

Sarnet & Ambron, 1984；Howes, 1981；Lamb, Hwang, Bookstein, 

McCartney, 1989）。可見托育型態並不是影響幼兒發展最重要的因素。

若能從托育品質的角度來觀察幼兒發展的情形，不僅能跳脫托育型態

的影響，更能客觀的評量托育機構對幼兒發展的影響。 

壹、環境托育品質與幼兒智力發展的相關研究 

Doyle（1975）的研究中指出；接受不同照顧型態（兒童母親、家

庭式托育、機構式托育）照顧的兒童，在智力測驗分數上有顯著的差

異。甚至在托育機構兒童的智力測驗得分，遠高於母親在家照顧者有

20~30分之多。這些差異的主要原因，是由於機構式的托育服務可提供

兒童較多在數學、概念以及實際運用技巧的練習機會，而這些技巧是

幼兒在自己家中或家庭式托育環境不容易提供的。 

Belsky 和 Steinberg（1978）的研究發現，即使是處在社經地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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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兒童，都能在托育經驗中獲得正向的影響，對於一般兒童而言，

更不會妨礙他們的發展。近年來 Peisner-Feinberg 和 Burchinal（1997）

從觀察課室運作情形以及老師和幼兒親密的程度，比較學前幼兒的經

驗和發展間的關係，也發現托育中心的品質關係到幼兒認知發展。好

的托育品質對優勢及劣勢的家庭都有正向的影響。但是好的托育品質

對劣勢家庭中，具發展高危險群的幼兒們更顯出其重要性的影響。 

一個優良品質的托育機構，其團體人數適中、大人-小孩比例高，

人員的穩定度高、能勝任工作、有高度參與感。照顧者受過有關兒童

發展的訓練、對兒童的需求敏銳、有威嚴但不過度限制，能激發孩子，

而且富有感情。其托育品質有如良好的親職功能，可充分刺激幼兒生

理、智力和情緒的發展（Belsky, 1984）。 

另 Belsky和 Rovine（1988）在針對 Nomoternal Care 中心之嬰幼

兒第一年的生活，探討嬰幼兒和父母親的依附關係與發展之相關時，

明確指出托育的品質是幼兒發展過程中，主要影響其發展的因素。有

關托育服務對兒童發展的影響，郭靜晃和吳幸玲譯（民 82）也曾表示；

各家研究者的看法愈來愈趨向一致，他們都認為托兒服務機構的良好

品質，除了解決的就業需求外，對幼兒的智力、讀寫能力、社會能力

與技巧、自尊與同理心皆有積極的影響。 

Clarke-Stewart（1987）的研究也支持高品質日間托兒所的重要性。

在高品質托兒所裡，孩子能受到具有教育意義的玩具或器材的學習刺

激；能被擅於引導、接納孩子，不過分控制也不是一味溺愛的成人照

顧。而且在均衡接受結構性活動和自行探索的課程環境下，幼兒發展

的情形最理想。 

在一項比較托育中心和家庭托育對幼兒認知與社會能力影響的研

究中，利用四種測量工具去測量幼兒的認知發展和社會能力；獲得幼

兒智力發展、認知能力、社會性遊戲和社會互動行為的發展情況。結

果發現，能提供更多結構性教育課程和複雜認知、社會遊戲的托育機



 52

構和家庭托育中心，幼兒表現出更多的複雜性認知能力，和自然性社

會互動能力（Kontos & Hsv, 1994）。此結果也和 Clarke-Stewart（1991）

的研究結果一致。 

Campbell和 Ramey（1994）以及 Reynolds 和 Temple（1998）的

研究證據都顯示：從嬰兒時期就接受高品質學前教育，對智力發展有

持久性的助益，也有持久的教育意義。其研究中托兒組的幼兒在學習

成就之各個領域的表現，從第三年起都比控制組的兒童好。 

美國國立兒童健康與人類發展研究院（Early Child Care Research 

Network, 簡稱 NICHD, 1996），資助對於早期兒童照顧的全面性研究；

此縱貫研究始於 1991年，針對 1,364名出生後不久的兒童及其家庭進

行研究，由全美10個大學的研究中心同步展開。目前這個研究計畫仍

在進行中。其研究設計主要測量家庭特徵、兒童的個性、以及兒童在

家所受的到照顧等影響因子，還有照顧品質對於幼兒發展結果的影

響。透過觀察、訪談、問卷、與測驗等方式，研究者從兒童滿月開始，

便定時測量追蹤他們在社會、情緒、認知、與生理等方面的發展，直

到 7 歲為止。研究計畫前三年的成果已經出版，其結果顯示；幼兒接

受教育的數量、品質、類型、與穩定性，都會影響幼兒情緒、社會、

認知等發展（Peth-Piercr, 1998）。 

Tonyan 和 Howes（2003）在一項探討環境品質、少數民族和性別

變項與幼兒在課室中活動類型的研究發現：十個月至三歲、甚至更大

的幼兒，經常將時間用在創造性活動、語言藝術活動、引導性活動、

肢體活動、成人帶領稍具難度的活動，以及個別與成人互動等六種活

動中。幼兒進行這些活動時間的多寡都和環境品質有相當程度的關聯

性存在。 

在 Johnson, Lee 和 Templeton（2003）的研究中指出，提供理想學

習環境的作用所面對的挑戰中必須注意到： 1.缺乏家庭介入幼兒的發

展如何？ 2.欠缺社會化機會的幼兒其發展情形如何？ 3.缺乏適當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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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刺激的幼兒其發展如何？ 4.如何處理幼兒行為問題？ 5.如何安排

課程？ 6.如何使用評量？從其中可以暸解到幼兒園環境托育品質對幼

兒智力、語言、情緒以及社會發展有其重要的影響。 

貳、環境托育品質與幼兒語言能力發展之相關研究 

McCartney（1984）在其比較不同照顧品質的研究，以百慕達的九

個日間托兒中心的一百六十六名幼兒為對象（當中全日制的兩歲幼兒

佔 84﹪）。其結果顯示：不同托育品質之所以會造成兒童在語言發展上

的差異，乃是由於在高品質的托育心中，照顧者不僅時常和兒童對話，

而且會提供或徵詢兒童意見，比較不會單向的控制、命令兒童行為，

甚至經常鼓勵兒童們主動與照顧者互動；所以有上述經驗的兒童在各

種語言發展測驗上的表現都比較少和成人交談、互動經驗的兒童更

好。其後續研究（Phillips, McCartney & Scarr, 1987）亦發現常與照顧

者說話的孩子善交際也比較體貼；托育機構之品質影響提供給幼兒語

言刺激的品質和數量。 

Clarke-Stewart（1984）所做的研究也有相似性的結果指出；在高

品質的托育環境中，兒童在認知能力（包含評估語言的概括力、口語

表達的流暢性、對事物的知覺及概念的了解）的測驗分數上顯然有較

高的得分。 

另外 Anderson（1989）對托育效果所做的縱貫研究裡更明確指出：

兒童接受托育的年限越長，在認知能力方面的表現越好，特別是口語

能力和在校行為的表現，都比晚進托育機構或是被家庭完全照顧的兒

童來得優秀。 

Burchinal, Roberts, Nabors和 Bryant（1996）在其比較不同照顧品

質的研究中，79 名一歲非裔美國人的幼兒，被安置於低劣或普通的市

中心社區式兒童托育中心，接受全日托育，達兩個月以上的時間。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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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性品質和過程品質的觀點，再透過觀察課室運作和訪談主事者的

方式，測量嬰幼兒認知發展、語言發展、溝通技巧的得分。結果指出；

接受普通品質托育之幼兒，在貝萊量表上得分較高，在語言與溝通技

能的測量上表現也較好；即使控制了性別、貧窮程度、與家庭環境特

徵等因素後，其結果仍然是一樣。 

Wu（2003）用準實驗研究的檢驗方式，探討課室環境對幼兒學習

語言與內在刺激的重要性。反映出課室學習環境對於年幼幼兒學習外

來第二語言的內在刺激，有其影響性。從訪談和課室觀察的資料顯示

實驗組與控制組的情況，其結果可以預測其學習環境對幼兒學習語言

時策略與方法的影響。 

Lu（2003）在探討家庭式托育環境如何促進幼兒語文發展的研究

中，明確指出幼兒在托育的環境中，其早期讀寫技巧的獲得，關係到

未來就學的成功。托育環境如何安排幼兒的聽語、讀寫課程和提供、

發展豐富的創造性讀寫環境，去支持幼兒早期語文的發展，都是托育

環境中相當重要的環境品質內涵。 

參、環境托育品質與幼兒數學能力發展之相關研究 

Robertson（1982）在其研究中也發現：中產階層兒童接受家庭式

托育服務，在托育過程中提供兒童豐富且多變化的材料、玩具及設備，

造成這些兒童在認知、閱讀及數算能力的發展上有較好的表現。 

在一篇最新的大型縱貫研究（Peisner-Feinberg, Burchinal, Clifford , 

Culkin, Howes, Kagan, Yazejian, Byle, Rustici ＆ Zelazo, 2000）結果中

指出；高品質的托育機構，確定會影響幼兒的語文能力，這些影響甚

至持續到幼稚園。令人注目的是對數學能力、思考、注意力技巧以及

問題行為的影響會持續到小學二年級。 

Sophian（2004）在發展 Head Startd 課程去支持數學學習的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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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揭示：需要在環境中，預備適合幼兒學習各種數學概念的方式和

內容，此部分將可以預期他們未來數學發展的情形。實驗組和對照組

的結果顯示出，在環境中介入數學活動有其明確的效果。更重要的是

要去檢驗學前托育環境中，什麼是需要被強調的信念以及可能與可行

的數學活動課程。 

由上述的研究中，可明確得知；無論專家學者從全面性檢測環境

托育品質對幼兒發展的影響性，或者進一步控制性別、家庭變項，社

經地位、種族因素之後的研究，甚至近年來透過觀察、訪談、問卷與

測驗等方式深入探討托育環境所提供的教學策略、複雜性的認知、具

挑戰性的活動，對幼兒的影響，在在都證實環境托育品質對幼兒的智

力、認知、語言或數學能力發展的影響相當令人矚目。值得注意的是

環境托育品質對幼兒語言發展的高度相關性，甚至有凌駕家庭背景的

影響趨勢。尤其對劣勢幼兒更有協助改善發展的重要性，另對優勢家

庭當然更具正向的加分效果。唯這些研究都是國外學者針對自己國家

的幼兒所做的研究，國內目前尚未見相關性的研究發表。故本研究欲

從實證研究的角度，瞭解國內幼兒園環境托育品質對幼兒的語言發展

及數學發展的影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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