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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資訊科技融入幼教活動已成趨勢，幼兒園運用資訊科技轉化園務作為並提升教師專業成長。

本研究探討幼教人員對幼兒園應用資訊科技提升教師發展的態度，以新竹、苗栗與台中地區幼教

人員為研究對象進行問卷調查。研究者自編「幼兒園應用資訊科技提升教師發展態度量表」問卷，

涵蓋正向增強、提供協助、科技應用、補助獎勵、能力考核等 5 個層面，運用結構方程模式分析

幼教人員對此議題的想法。統計結果顯示，問卷的假設因素構念之測量模式檢定具有良好適配，

路徑關係的結構模式分析結果證明研究假設之成立。綜言之，幼兒園愈肯定資訊科技融入幼教活

動的正向價值，且願意提供資訊領域的問題解決與在職進修之協助，則幼教人員對於園所運用資

訊科技的效益與針對資訊能力進行能力考核之態度也愈趨正向。最後，研究者針對研究發現進行

討論並提出建議和未來研究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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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資訊科技形塑當代社會主要景觀，改變與轉化人類社會生存結構關係的內涵。就教育層面而

言，資訊科技提升教學主體意識並推動多元教學作為的創新擴散，藉由資訊管理實踐提升行政領

導與專業成長的優質發展。以台灣幼教場域觀之，幼兒園應用資訊科技不只是招生口號的表面宣

傳符號而已，實聚焦在資訊科技融入園所作為以提升行政效率，整合發展資訊化的管理、行銷、

經營、研發、教學與傳播等價值層面，建構具有公開、分享與平等的幼教專業意識彰顯和賦權實

踐氛圍，提供幼教人員與合作夥伴的自我實現和專業發展空間（陳儒晰，2008：208-209）。 

為突顯幼兒園運用資訊科技的最大化革新價值，領導階層與組織面向乃是此作為的成功關鍵

因素；資訊科技使用已成為學校組織的重要任務，資訊應用成果良窳關鍵在於學校領導者的資訊

能力及其意願（Stuart, Mills, & Remus, 2009）。資訊科技的融入不只是引進與使用具有創新意涵的

軟硬體設備資源，領導階層對於整體資訊架構歷程的理解，以及從管理角度來建構科技決策的實

施方向，將改變學校體系內部行動者的相關作為與運作效能（Vanderlinde, van Braak, & Hermans, 

2009）。 

事實上，幼兒園運用資訊科技於幼教活動已不是什麼新鮮事情；幼教人員透過教學軟體、電

腦光碟或數位遊戲等資訊科技，提供幼兒多元學習機會以提升學習動機和能力表現，活化教學媒

體多元價值來提升幼兒學習成效；幼教人員亦應用辦公室文書處理軟體或行政作業整合系統增進

園所行政效率，節省許多不必要文書處理雜務時間與精力，亦建置網頁以為園所內部同儕合作與

外部親師互動的溝通介面（方顥璇、廖衾儀，2005；林育瑋，2008；邱淑惠，2008；陳儒晰，2008：

194-196）。 

但受到傳統經濟、政治或社會結構所形塑的數位弱者脈絡，幼教人員對於資訊科技的認同不

一定連結工具之熟悉程度與親近性，易表現資訊專業知識不足與缺乏行動力而戕害其資訊認知及

專業表現（邱淑惠、莊孟珊，2004；Judge, Puckett, & Cabuk, 2004; Xiaoming & Atkins, 2004）。基

於幼兒園對於資訊科技融入幼教活動的實踐意願呈現差異圖像，園所組織本身與領導階層對於資

訊科技的認知和支持，影響幼教人員應用電腦光碟或影音簡報於教學現場的方式和頻率，改變其

應用文書處理軟體或網路部落格來整理學生資料與行政文書作業之習性，突顯專業進修與職場能

力的考核依據之工具價值（陳儒晰、黃金花，2007）。 

資訊科技融入幼教活動發展的良窳，不只與教師本身的專業成長與職場發展之實踐程度有

關，某種程度也連結幼兒園對應用資訊科技於幼教活動的管理與協助現實。為了描繪資訊科技在

幼教場域的應用價值，且從此價值思考中澄清資訊科技對幼教人員教師發展之助益，有必要針對

資訊科技在幼兒園園務行政與幼教人員教師發展之關係進行探究。因此，研究者透過文獻探討與

理論假設建構的問卷調查方法，蒐集幼教人員對於幼兒園應用資訊科技提升教師發展的想法，運

用結構方程模式驗證幼教人員對於幼兒園鼓勵與關心資訊科技融入活動的支持、幼兒園提供資訊

維修與問題處理、幼兒園使用與運用資訊科技的成效評估、幼兒園補助與鼓勵在職進修資訊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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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幼兒園針對教師資訊素養進行能力考核與評量等態度及傾向，此方面為國內目前較少研究的

區塊；藉由研究資料的彙整與分析，豐富幼教人員對於資訊科技融入幼教活動的整體論述，提供

相關單位規劃未來幼教人員教師發展與專業革新之實踐參照。 

 

貳、文獻探討 

資訊社會的主要特徵不只是彰顯以資訊科技或類似工具形態所建構的社會景觀，更突顯資訊

科技對於人類生活世界諸多層面的內外部轉化與變革。資訊科技的普及改變人類在面對知識力量

的定位、傳遞與分享模式，協助組織進行知識管理以強化組織運作的效率與效能（李亦君、練凱

文，2002）。隨著國家政策與教育政令在資訊科技融入教育體系之重要實踐趨勢，我們必須正視資

訊科技的社會創新價值，強調幼教人員在資訊社會與資訊科技融入幼教活動的主體性和能動性，

視其為因應資訊社會體系以提升教師發展的富有實踐意涵之協同工具。 

以資訊科技為主要思考議題的教育研究，近年來在國內外受到許多學者與實務工作者的重

視，幼教場域的相關探究亦愈來愈多。大多數幼兒園與幼教人員認同資訊科技融入幼教活動的優

勢，願意投入相當的人力與物力在資訊化實踐作為，但大環境的基礎建設與微觀之組織作為則影

響此實踐的發展圖像；有些幼教人員表示並非自己能力不足，而是缺乏設備或遭遇領導階層的忽

略而英雄無用武之地，亦或僅視為自我生活應用工具而未能真切應用以發揚教育價值。由此可知，

資訊科技融入成果的良窳關鍵不只在於幼教人員本身，幼兒園組織運作與行政領導亦扮演相當重

要的角色。 

 

一、資訊科技對學校組織的運作價值 

資訊科技不只是接收資訊的新奇工具而已，更透過時空壓縮所形塑的多元溝通介面之參與，

改變從上而下的單一傳播活動，增進成員彼此互動關係以提升專業合作的共同創作價值。在此氛

圍中，資訊科技建構的學習環境可以記錄資訊、組織想法，評估及與同儕互動和合作，亦能增進

專業學習並提升人際溝通品質（Wu & Lai, 2009）。資訊科技挾其高效率管理面貌進入職場，除可

有效提升組織成員的管理能力，也能透過不同於職場專業的資訊網路知識，轉化組織科技實務與

人際管理作為，正向形塑積極的職場專業成長與正向的協同夥伴態度（Wu, Chen, & Greenes, 

2009）。 

對於資訊科技融入層面的支持、領導、訓練與發展，以及資源協助等之作為，如何提升成員

在運用合宜資訊科技工具與實務能力以提升專業發展，此思考便成為組織應用資訊科技發展之關

鍵所在（Keengwe, Kidd, & Kyei-Blankson, 2009）。組織不只擴充或應用管理層面的資訊科技近用

機會，更重要的是對於採取此類行動所發生的後果與影響之關注，並適時地提供資源以改善組織

接受程度，協助組織成員發展正向資訊科技認同心態與實踐行動（Dong, Neufeld, & Higgins, 

2009）。雖然資訊科技能增進組織運作的工具利益與技術價值，但組織與領導階層也必須針對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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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訊能力進行評估，瞭解其滿意度與執行成效（Davis, Kettinger, & Kunev, 2009）；引導成員進行

自我教育與自我考核，增進彼此之間在自我管理活動與實施計畫的夥伴關係（Solomon, 2008）。 

為了確保資訊科技融入教育過程的優質展現，教師的專業訓練、資格以及教學能力之品質和

培訓經驗則成為關鍵因素（Stoica & Ghilic-Micu, 2009）。當教師認同資訊科技為學校帶來組織管理

變遷效益時，則發展其在教學專業與夥伴關係所展現出來的角色地位（Wong & Li, 2008）。教師應

用資訊科技的心態，主要受到個體層次的人格特質所決定，但群體層次的共享心智以及團隊互動

與團隊成長，則對知識分享與團體動力形成正向影響（蕭佳純、董旭英，2007）。資訊科技建構的

社群空間與連結是專業學習社群之關鍵，優質的互動型態、評量品質和教師參與態度都有益於實

務發展；並藉由正向社會情緒與專業知能的協助，促進專業發展和支持的優質化，增進彼此的人

際互動與回應品質，減少因技術障礙與機會匱乏所造成的誤會，營造積極的個人學習與組織運作

氛圍（Cothran, et al., 2009; Yang & Liu, 2004）。 

 

二、資訊科技對教師發展的助益 

教師發展意涵不只在於教學技巧、教師角色、教學創新與追求卓越的教學實踐和專業省思，

更重要的是參與社群和全校同仁一起工作以改進專業實踐；藉由教育性、水平性與對話方式，提

升個人和學校在績效責任與專業成長之革新，促進教師與學校組織在人事決定、權力下放、民主

參與、自我控制和專業反思之發展（卯靜儒、陳冠蓉、蘇源恭，2007；李振清，2006；孫志麟，

2007）。 

資訊科技的出現提供近用與融入知識體系之機會運用，縮短知識落差的經濟與文化差距，協

助行動者追求自我利益與興趣（Tripp & Herr-Stephenson, 2009）。教師本身對於資訊科技的想法與

能力也會影響其對資訊社會所帶動的變革之接受度，並藉由教師自我專業能力與證照來轉化學生

成就表現，形塑與他人共同合作運用資訊科技於教育活動圖像，建構教師士氣與專業發展的科技

整合氣氛（Baylor & Ritchie, 2002; Schacter & Thum, 2004）。 

在講求教學多元化與注意學生學習需求之今日，資訊科技所扮演的協助教師發展工具角色不

只是新興工具之引進而已，更表現轉化傳統教學活動的內涵與實踐方向之地位；藉由資訊科技的

多媒體高互動模式來吸引學習者目光，因應學生個人需求以為學習中心進行主體性之教學作為。

資訊科技所建構的教學支持系統，必須符合教師理解程度並以為教學輔助的重要助手；學校可透

過鬆散組織的專業組合來形塑教師專業技能，提供教師在職學習機會以刺激與協助教學專業的實

務發展（Rothkopf, 2009）。當教師進入教育現場後，可結合資訊科技於在職進修活動中，整合教

學知識的探究能力以熟悉資訊科技之應用，統整教室的理論學習與實務運作來有效提升學生成

就；透過資訊科技的工具與主題融入增進教師和其他夥伴或同事，建構彼此的人際鷹架以支持教

師社會互動和合作關係之發展（Bitan-Friedlander, Dreyfus, & Milgrom, 2004）。 

資訊科技連結的網路社群與夥伴關係，除可提升教師的專業認同與專業知識，更能深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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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域的教學經驗並繪製教師自我實踐圖像（Rots, Aelterman, Vlerick, & Vermeulen, 2007; Smith, 

2007）。此發展歷程取決於既有專業知識的系統化建立，透過專業知能的長期融入與革新以建構終

身學習心態（Burn, 2007）；經由支持性的同儕互動來指引生涯發展，提升專業發展的參與程度和

品質成效（Desimone, Porter, Birman, Garet, & Yoon, 2002; Dymoke & Harrison, 2006）。教師必須因

應此變遷而致力於資訊科技相關領域的終身學習與實踐，學習以協同方式進行持續性專業成長來

實踐與發展教師專業（Ashton & Newman, 2006; Chalmers & Keown, 2006; Miller & Glover, 2007）。 

 

三、幼兒園對資訊科技認同意向與教師發展態度的關係 

隨著時代潮流與政府政策法令之推行，學校組織應用資訊科技已是不爭的事情，並具體形塑

教育、資訊科技與組織層面的實踐作為，轉化教育組織與教學目標的多元化發展（Snyder, Marginson, 

& Lewis, 2007）。資訊科技快速改變傳統教育與社會的單向度情境，融入知識管理策略以轉化學校

組織以為學習型機構高度和科技化管理機構（Shoham & Perry, 2009）。學校提供教師資訊科技工具

專業與培訓經驗，增進教師教學近用與使用資訊科技的機會，有效融入教學活動並增進教學創新

性與滿足學生學習的多元發展（Qablan, Abuloum, & Abu Al-Ruz, 2009）。 

就幼教場域而言，資訊科技於幼兒園校務應用之優勢，最主要是提供幼教人員必要的協助，

結合資訊科技在幼教活動的管理、組織與系統化作業流程之應用，增進以資訊科技為本位的管理

成效（Woelfel, Murray, & Hambright, 2004）。以幼兒園為本位規劃之教師專業成長活動，可以兼顧

組織發展方向與教師個人專業成長需求，建立良性的園長及教師互動關係，提升教師專業成長與

教師發展的品質；透過組織在專業發展活動的支持與變革，提供高品質的支持與培訓系統，來增

進教師專業素養（林育瑋，2008；Davis, Preston, & Sahin, 2009a）。 

為了符應資訊社會與知識管理的訴求，幼兒園重視資訊科技連結知識分享與教師發展專業價

值，建構資訊科技內涵、建置與運用層面所形塑的優質圖像，考核教師發展實務圖像以強化園所

服務品質與願景特色；一方面運用資訊科技來激發組織變革與創新，善用傳播特性、資訊處理與

網路連結等特質，增進園所內外部的人際與社會文化情境之互動；另一方面則提升優質的領導作

為與系統管理之發展，突顯資訊科技以為教師發展的重要利器，協助其在教育專業的理念建構與

實踐企圖之成長（李玉慶，2003；陳儒晰，2008：194-196；蔡明輝，2003；Dodds, 2007; Sellers, 2005; 

Slenning, 2000）。 

 

四、幼兒園支持資訊科技作為對教師發展態度的影響 

基於資訊科技建置以及學校組織於專業科技發展認同的訴求，可有效提高教師應用資訊科技

融入或參與工作意願，增進資訊科技認知並發展專業知能（Gibbs, Dosen, & Guerrero, 2009）。教師

使用資訊科技融入專業實務能力已成為教師發展重要組成，連結資訊科技的教學訓練來增進學校

實務作為之近用和使用資訊科技機會，突顯資訊科技的創新價值，並擴散至教室、學校與區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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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以尋求優質化發展（Davis, Preston, & Sahin, 2009b）。 

學校組織結構形塑教師發展與專業力量空間，成爲促進學校組織變革的催化勢力，以公開、

分享與主動方式傳遞資訊，透過知識管理的建構與實踐來提升學校組織效率（吳聲毅，2003；陳

幸仁，2007）。藉由教師社群的知識、課程與專業之建立，一方面營造知識分享的組織文化，另一

方面則強化教師專業權能、知識管理對教學創新行為之影響（王秀玲、林新發、康瀚文、梁玟燁、

蔡麗華，2008；曾國鴻、羅希哲、陳沅、楊宏仁、許紋華，2008）。當教師處在正向資訊科技領導

與協助的氛圍中，可有效提升自我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氣氛、專業素養及創新動機等教學效能

表現（吳采蓉、楊淑晴，2008；張奕華、吳怡佳，2008；張基成、王秋錳，2008）。 

對幼教人員而言，資訊科技不只是新興的幼教活動應用工具之一，更具有彰顯學習歷程的自

我發聲與專業成長之價值，增進人際互動的自由度與分享性來提升合作性之專業互動表現。由於

大多數幼教人員在資訊科技使用時較易缺乏自信與相關知能，並受到資訊素養與系統使用功能的

認知形塑而侷限資訊科技融入效益。但資訊科技對增進參與者在學習歷程的主體能動性之效益，

可提升幼教人員對於園所應用資訊科技融入幼教活動的投資與支持之認同，並有效提升其參與程

度之正向態度，藉由資訊實踐來刺激其反思與行動能力（Nulden, 2001; Volman & van Eck, 2001）。 

  為了避免幼教人員對資訊科技融入幼教活動產生陌生感與無力感，幼兒園必須正視資訊科技

與教師發展結合的知識管理、支持分享和進修考核等意涵，彰顯資訊科技帶給幼教人員的賦權機

會與行動力量，開啟認知和參與資訊社會行動的權力意識之彰顯及實踐。資訊科技在園所的實務

作為不只是單向度地節省人力與物力之行政工具，也不只是招生宣傳的表面器具而已；更應藉此

來轉化園所組織管理的效率與效能，透過認同與支持系統來提升資訊科技對幼兒園行政管理、教

學研究與夥伴分享等層面的價值。事實上，幼教人員的資訊科技近用機會、資訊科技運用之技能，

以及藉由資訊科技發揚個人教學專業和社會發展生存能力，均受到幼兒園應用資訊科技的現實面

所影響。幼兒園必須關注其在資訊社會的數位定位，思索如何善用資訊科技以增進教師發展的專

業導向和品質，賦權自我、同儕、社群與不同文化群體在教師發展和專業革新之實踐作為。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基於資訊科技提升教師發展的論述背景，研究者針對幼兒園應用資訊科技提升幼教人員發展

現象進行探討，從幼教人員的視野出發，分析幼兒園在資訊科技融入幼教活動的認同與增強作用，

連結其在相關軟硬體設備提供與問題解決的協助，探究影響幼教人員的認知態度並思考資訊科技

對其專業進修與能力考核之重要性。研究者基於前述文獻建構先行假設與理論模式，發展問卷探

討幼教人員對幼兒園應用資訊科技提升教師發展與資訊素養態度的態度；運用結構方程模式驗證

測量模式與結構模式和先驗假設與理論模型的適配度及假設效果檢驗，分析幼教人員在潛在構念

與影響效果的關係，期能提供相關研究論述與實務革新作為的研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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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幼兒園對資訊科技認同意向與教師發展態度關係而言，研究者提出假設 1 至假設 4：幼教人

員認為幼兒園愈重視與關心其在資訊科技融入幼教活動的表現（正向增強），則認同幼兒園在運用

與管理資訊科技具有合理應用作為（科技應用），且指出幼兒園對其遭遇資訊困難或問題能提供協

助（提供協助），並肯定幼兒園依據幼教人員資訊能力而獎勵在職進修活動（補助奬勵）與考核教

師發展（能力考核）之作為。 

假設 1：「正向增強」態度正向影響「提供協助」態度。 

假設 2：「正向增強」態度正向影響「科技應用」態度。 

假設 3：「正向增強」態度正向影響「補助獎勵」態度。 

假設 4：「正向增強」態度正向影響「能力考核」態度。 

以幼兒園支持資訊科技作為對教師發展態度影響觀之，研究者提出假設 5 至假設 7：幼教人員

對幼兒園在資訊科技融入幼教活動的合理應用持正向心態（科技應用），則愈認同幼兒園對其在遇

到相關問題或困難時能及時提供協助（提供協助）；當幼教人員愈同意幼兒園協助資訊科技融入活

動時（提供協助），亦正向影響其對於幼兒園在資訊領域在職進修的補助與支持心態（補助獎勵），

且此心態亦影響幼教人員對幼兒園依據其資訊素養所進行的薪資與職位之表現考核（能力考核）；

研究者基於前述研究假設繪製理論模型（如圖 1 所示）。 

假設 5：「科技應用」態度正向影響「提供協助」態度。 

假設 6：「提供協助」態度正向影響「補助獎勵」態度。 

假設 7：「補助獎勵」態度正向影響「能力考核」態度。 

 

正向增強

提供協助

科技應用

補助獎勵

能力考核

 

圖 1 研究假設之理論模型 

 

二、樣本特徵 

研究者以新竹地區（新竹市與新竹縣）、苗栗地區和台中地區（台中市及台中縣）幼教人員為

研究對象，採取隨機抽樣園所方式徵詢填答意願，並以郵寄或親自發放問卷探討幼教人員對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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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運用資訊科技於教師發展議題的態度。問卷調查進行期間為 2009 年 3 月至 6 月，研究者依據經

驗法則並考量預算成本，共發出 700 份問卷；扣除未回收與未填答的問卷，有效問卷數為 551 份，

占樣本數 79%，研究樣本的人口特徵統計表如表 1 所示。 

 

表 1 研究樣本的人口特徵統計表 

填答者特徵 百分比 人數 

性別 

 男性 

 女性 

年齡 

 30 歲以下 

 31~40 歲 

 41~50 歲 

 51 歲以上 

學歷 

 研究所 

 大學 

 四技 

 專科 

 高中職 

工作區域 

 新竹地區 

 苗栗地區 

 台中地區 

服務園所 

 公立幼稚園 

 私立幼稚園 

 公立托兒所 

 私立托兒所 

 

5.1 

94.9 

 

37.7 

27.4 

24.7 

10.2 

 

4.2 

55.4 

10.7 

19.8 

10.0 

 

34.8 

34.8 

30.3 

 

6.7 

76.0 

2.5 

14.7 

 

28 

523 

 

208 

151 

136 

56 

 

23 

305 

59 

109 

55 

 

192 

192 

167 

 

37 

419 

14 

81 

（續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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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稱 

 園長 

 主任 

 教師 

服務年資 

 5 年以內 

 6~10 年 

 11~15 年 

 16~20 年 

 21 年以上 

 

9.8 

10.2 

80.0 

 

43.7 

25.2 

14.5 

10.9 

5.6 

 

54 

56 

441 

 

241 

139 

80 

60 

31 

 

三、測量工具 

研究者依據前述文獻探討建構的研究假設與理論架構以為問卷編製之內容基礎，設計原始問

卷後，諮詢 3 位相關領域的學者專家與幼教實務工作者進行專家效度之評估與修正問卷，發展 20

題「幼兒園應用資訊科技提升教師發展態度量表」問卷調查工具，建構正向增強、提供協助、科

技應用、補助獎勵、能力考核等 5 個層面，內容涵蓋幼兒園鼓勵與支持幼教人員在資訊科技融入

幼教活動之態度、幼兒園針對幼教人員遇到資訊問題所提供的協助與支援、幼兒園在使用與應用

資訊科技以提升實務成效之思考、幼兒園是否鼓勵所屬幼教人員參與資訊領域的在職進修活動，

以及幼兒園針對幼教人員的資訊能力進行表現考評等層面之想法；且在問卷填答說明處針對資訊

科技加以定義，意指幼教人員運用電腦、教學光碟、數位視訊、簡報、網路資源等工具來輔助幼

兒教學活動，應用辦公室文書處理軟體或行政系統平台協助園務作業。本量表涵蓋 5 個層面，每

個層面有 4 題；採取李克特 5 點量表計分，從「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分別計分為 5 分、4

分、3 分、2 分、1 分，讓受試幼教人員選擇並填寫自我對於幼兒園應用資訊科技提供教師發展相

關議題的偏好程度。研究者自編「幼兒園應用資訊科技提升教師發展態度量表」5 個層面的敘述如

下： 

(一) 「正向增強」層面：測量幼教人員對幼兒園鼓勵與關心其在資訊科技融入活動的支持態度。 

(二) 「提供協助」層面：測量幼教人員對幼兒園提供資訊問題維修與軟體應用選擇之支援態度。 

(三) 「科技應用」層面：測量幼教人員對幼兒園使用與善用資訊科技提升園所成效之應用態度。 

(四) 「補助獎勵」層面：測量幼教人員對幼兒園規劃與鼓勵其在職進修資訊領域素養的認知態度。 

(五) 「能力考核」層面：測量幼教人員對幼兒園針對其資訊能力進行薪資與職位調整的評量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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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料分析 

本研究運用結構方程模式的兩階段分析來處理問卷所得資料，針對研究者建立的測量模式與

結構模式分別進行資料適配和模式估計之統計考驗。第一階段分析研究者依據文獻探究與假設建

構所設計的潛在構念和觀察變項所組成之測量模式，檢驗資料是否適配預設的因素結構關係，運

用 Amos 17.0 版軟體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採用最大概似法進行測量模式的參數估計、適配度考

驗與模式檢驗；亦參考測量模式的個別題項之因素負荷量及顯著性進行參數考驗，運用 χ
2
/df、

RMSEA、CFI、TLI、RMR、SRMR 等指標來檢驗整體模式適配度，分析組合信度與平均變異萃

取量來判斷測量模式的內在品質（吳明隆，2007；李茂能，2006；邱皓政，2003；邱皓政、林碧

芳，2009；黃芳銘，2007；榮泰生，2008）。第二階段針對結構模式的潛在構念之影響路徑進行標

準化係數考驗，分析直接效果與間接效果，評估結構模式的適切性並驗證研究假設。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測量模式 

研究者依據相關文獻與理論分析所設計的問卷量表題項，回收問卷蒐集資料後，運用驗證性

因素分析來考驗測量模式的理論結構之適配度；依據評估指標刪除與原先建構意涵無關且因素負

荷量品質不佳的題目，原先 20 題的「幼兒園應用資訊科技提升教師發展態度量表」刪改為 15 題

（如表 2）。表 2 指出幼教人員在「幼兒園應用資訊科技提升教師發展態度量表」觀察變項的平均

數介於 2.90 至 3.86，標準差介於.68 至 1.06，偏態係數介於-.62 至-.02，峰度係數介於-.64 至 1.15，

並未違反常態分配的假設，具有良好的基本描述統計特徵。觀察變項的因素負荷量介於.77 至.94，

所有係數均達統計顯著水準，顯示觀察變項能有效反應理論建構的潛在構念，潛在構念亦能有效

解釋各觀察變項的變異程度。 

 

表 2 各觀察變項的平均數、標準差、偏態、峰度與因素負荷量摘要表 

潛在構念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偏態 峰度 
因素負

荷量 

正向增強 V1 我服務的幼兒園會鼓勵教師進

行資訊融入教學。 
3.66 .81 -.31 .07 .85

***
 

 V2 我服務的幼兒園關心教師在資

訊科技上的需求。 
3.67 .77 -.44 .42 .89

***
 

 V3 我服務的幼兒園重視資訊應用

層面的人際互動。 
3.68 .81 -.62 .68 .81

***
 

（續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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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協助 V4 當我遇到資訊問題時，園所會

提供我協助。 
3.81 .80 -.49 .07 .77

***
 

 V5 當我需要資訊維修服務時，園

所會提供我協助。 
3.86 .79 -.53 .18 .84

***
 

 V6 我服務的幼兒園會提供教師合

適的應用軟體程式。 
3.79 .78 -.54 .24 .78

***
 

科技應用 V7 我服務的幼兒園會運用資訊科

技解決問題。 
3.68 .78 -.56 .51 .80

***
 

 V8 我服務的幼兒園會合理使用資

訊科技資源。 
3.85 .68 -.59 1.15 .82

***
 

 V9 我服務的幼兒園會善用資源來

提高資訊融入成效。 
3.82 .72 -.52 .72 .81

***
 

補助獎勵 V10 我服務的幼兒園會補助資訊領

域的在職進修費用。 
3.45 .94 -.46 -.01 .85

***
 

 V11 我服務的幼兒園會規劃資訊領

域的在職進修課程。 
3.53 .87 -.61 .47 .94

***
 

 V12 我服務的幼兒園會鼓勵教師取

得資訊領域的證照。 
3.51 .92 -.47 .23 .80

***
 

能力考核 V13 我服務的幼兒園會根據資訊能

力而調薪。 
2.90 1.09 -.02 -.64 .88

***
 

 V14 我服務的幼兒園會根據資訊能

力而調整職位。 
3.12 1.06 -.32 -.48 .93

***
 

 V15 我服務的幼兒園會評量教師在

課堂使用電腦情形。 
3.23 1.04 -.44 -.32 .85

***
 

***
 p < .001. 

 

從圖 2 可知「幼兒園應用資訊科技提升教師發展態度量表」的驗證性因素分析之參數估計值

與因素結構，所有觀察變項的誤差變異量均為正數，因素負荷量介於.77 至.94，標準誤合乎估計，

顯示測量模式的基本適配度良好，沒有違反模式辨認規則。就整體模式的適配度檢定而言，

χ
2
=287.02(p<.001)、χ

2
/df=3.59、RMSEA=.07、RMR=.03、SRMR=.04、CFI=.97、NFI=.95、GFI=.93、

TLI=.96、IFI=.97 等適配度指標指出此測量模式具有良好適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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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驗證性因素分析路徑圖 

 

由表3可知，「幼兒園應用資訊科技提升教師發展態度量表」的5個潛在構念之組合信度介於.84

至.92，平均變異萃取量介於.64 至.79，表示潛在構念有良好的信度與聚斂能力，測量模式的內在

品質良好。各潛在構念的相關係數介於.28 至.78，相關係數平方值為.08 至.61，未高於相鄰潛在構

念的平均變異萃取量，顯示潛在構念之間具有區別效度。基於前述檢定結果，由於「幼兒園應用

資訊科技提升教師發展態度量表」的測量模式具有良好品質，可進行結構模式的研究假設之效果

檢定。 

 

表 3 潛在構念的相關係數、組合信度與平均變異萃取量矩陣表 

潛在構念 正向增強 提供協助 科技應用 補助獎勵 能力考核 

正向增強 .89(.72)     

提供協助 .78(.61) .84(.64)    

科技應用 .71(.50) .77(.59) .85(.66)   

補助獎勵 .63(.40) .63(.40) .57(.32) .90(.75)  

能力考核 .57(.32) .35(.12) .28(.08) .61(.37) .92(.79) 

註 1：對角線數值為潛在構念的組合信度，括弧內數值為平均變異萃取量。非對角線數值為相關係

數，括弧內數值為相關係數平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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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構模式 

圖 3 呈現幼教人員在「幼兒園應用資訊科技提升教師發展態度量表」的結構模式之路徑分析

係數及相關統計量，χ
2
=335.41(p<.001)、χ

2
/df=4.04、RMSEA=.07、RMR=.04、SRMR=.05、CFI=.96、

NFI=.95、GFI=.92、TLI=.95、IFI=.96 等適配度指標指出結構模式具有良好適配，可進行研究假設

的模型檢定。由圖 3 分析結果可知，從各潛在構念之間的標準化迴歸係數值可以得知各外因變項

對內因變項的直接效果值，「正向增強」對「科技應用」的標準化迴歸係數值為.71，可以解釋變項

50%的變異量；「正向增強」、「科技應用」對「提供協助」的標準化迴歸係數值分別為.45、.46，

可以聯合解釋變項 70%的變異量；「正向增強」、「提供協助」對「補助獎勵」的標準化迴歸係數值

分別為.37、.34，可以聯合解釋變異 45%的變異量；「正向增強」、「補助獎勵」對「能力考核」的

標準化迴歸係數值分別為.26、.44，可以聯合解釋變異 41%的變異量。結構模式的路徑係數之顯著

性檢定均達 p<.001 的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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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結構模式的標準化係數路徑圖 

 

假設 1 至假設 4 指出幼教人員認為幼兒園愈鼓勵其進行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活動，且關心資訊

科技需求及應用層面的人際和諧，則會提供其在遭遇應用與維修相關問題時之協助（「正向增強」

對「提供協助」的總效果值為.77），並認為園所在運用資訊科技資源來解決問題的表現愈佳（「正

向增強」對「科技應用」的總效果值為.71），亦愈重視資訊領域的在職進修策劃與證照取得（「正

向增強」對「補助獎勵」的總效果值為.64），以及根據教師資訊能力來考核薪資、職位與使用表現

（「正向增強」對「能力考核」的總效果值為.54）；前述假設路徑均具有正向影響關係，故研究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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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獲得支持。 

當幼兒園重視資訊科技與幼教人員之間的教學應用價值和社群互動關係，便會針對幼教人員

需求提供資訊軟硬體服務與維修支援，支持其進行資訊科技融入園所活動與解決可能出現的問

題，提升幼教人員應用資訊科技的工具效益與專業素養；此外，幼教人員的資訊素養成為園所推

行教師發展的重要利器與立論基準，幼兒園透過在職進修機會的提供與研習學費之補助，鼓勵幼

教人員取得資訊領域的相關證照；一方面證明自我在資訊專業發展的表現，另一方面則成為工作

表現與職業能力的考核基準。 

假設 5 提出幼教人員愈認同園所在資訊科技應用的合理作為，則愈肯定幼兒園在資訊維修與

應用軟體選擇提供適當協助（「科技應用」對「提供協助」的總效果值為.46）；意指幼兒園建立完

善的資訊軟硬體服務環境，可有效提升幼教人員對於資訊科技融入園所實務的認同與支持。假設 6

指出幼教人員愈同意園所提供資訊應用領域的相關協助時，則愈會接受園所在資訊層面在職進修

課程活動的補助與獎勵（「提供協助」對「補助獎勵」的總效果值為.34）；當幼兒園提供幼教人員

在資訊問題解決、硬體維修與應用軟體選擇等需求服務時，亦會協助其取得資訊領域相關研習機

會與證照。 

假設 7 指出幼兒園對於資訊領域的在職進修活動之支持程度愈高，則愈會依據幼教人員的資

訊素養和課堂表現來調整薪資及職位（「補助獎勵」對「能力考核」的總效果值為.44）；當幼教人

員受到幼兒園重視資訊進修發展活動的激勵與增強，則會逐步提升自我在資訊專業發展效益，並

認同幼兒園將資訊素養列為考核和評鑑幼教人員專業發展的規準。前述假設受到路徑模式的正向

影響關係所支持，結構模式之路徑分析效果值如表 4 所示。 

 

表 4 結構模式的路徑分析效果值摘要表 

潛在構念關係 直接效果 間接效果 總效果 

正向增強→提供協助 .45 .33 .77 

正向增強→科技應用 .71  .71 

正向增強→補助獎勵 .37 .26 .64 

正向增強→能力考核 .26 .28 .54 

科技應用→提供協助 .46  .46 

提供協助→補助獎勵 .34  .34 

補助獎勵→能力考核 .4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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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資訊科技與教育組織的連結不只轉化教育目標和組織行動之多元發展方向，也會影響組織的

知識管理邏輯與學習型機構輪廓，增進教師教學應用與生涯發展和資訊科技之鑲嵌作為。資訊科

技成為教師發展與專業能力的重要中介，擴展其對於資訊社會變革之認同度，亦建構具有共同合

作意象的社群互動及連結，增進組織氣氛與教師士氣之正向發展。規撫當前資訊社會之發展，資

訊科技的創新價值與擴散成效是足以為幼兒園優質實務之最佳利器；為了追求幼教理念的落實並

提升幼兒學習發展表現，幼兒園與幼教人員採用多元教學和行政作為以實踐此理想。誠如前述文

獻所言，當幼兒園本身與幼教人員對此議題形成正向思考，則會推動資訊科技融入幼教活動之進

行和參與。 

就問卷調查的統計分析結果以及測量模式和結構模式之呈現資訊而言，研究結果指出幼教人

員對幼兒園應用資訊科技提升教師發展的態度，可經由「正向增強」、「提供協助」、「科技應用」、

「補助獎勵」與「能力考核」等潛在構念為之建構，適配度指標的檢定結果指出測量模式具有良

好適配，且在組合信度與平均變異萃取量的統計效果亦佳，符合研究假設的理論模型之建立；測

量模式可有效分析幼教人員對幼兒園應用資訊科技提升教師發展的認知價值，突顯幼兒園對資訊

科技融入幼教活動的支持與協助價值，增進教師發展與專業能力評量的優質化。 

就假設模型的結構模式分析結果觀之，適配度指標指出研究假設所建構的結構模式具有良好

適配，潛在構念的標準化迴歸係數與效果值之數據合理，研究假設獲得成立。當幼兒園愈重視幼

教人員在資訊科技融入幼教活動的表現，且在遭遇資訊困難獲得協助和在職進修活動之補助時，

幼教人員對於園所運用資訊科技則持正向心態，並認同資訊科技在教師發展的考核角色扮演。就

結構模式所呈現的直接效果與間接效果而言，幼教人員認為幼兒園若對資訊科技抱持正向態度與

增強作為，的確會影響其在接受資訊領域與實務作為問題的解決之滿意度，肯定園所組織作為與

資訊科技應用實務的正向連結。此外，幼兒園對資訊科技的正向作為亦會影響幼教人員參與資訊

範疇的在職進修與專業能力考核及評量之積極態度，並激勵幼教人員參與資訊領域的教師發展及

專業學習以提升其薪資和職位。 

因此，教師發展分析的思考重點，除了教師本身對於自我專業素養與資格證照之追求外，學

校組織與政府規定亦扮演相當重要的協同關鍵角色。就幼教場域觀之，由於幼教人員在師資養成

階段及進入職場後的工作內容和薪資福利，並未接受如同其他師資培育層級公平對待，導致其在

專業進修與生涯發展處於弱勢地位；若能鼓勵幼兒園從組織面與制度面支持幼教人員專業認同和

發展的機會及空間，將可豐富與提升其在教師發展的量化和質化進展。幼兒園亦可運用資訊科技

來滿足幼教人員在教學專業與學習社群之發展需求，並藉由資訊科技的軟硬體建構來提升專業社

群認同與幼教職場地位。 

對幼兒園而言，建置一個富於資訊科技近用機會與自主使用之場域，將可帶動幼教人員在資

訊科技融入幼教活動之優質實踐。這並非是額外於幼教行政實務的附加成本，也不只是招生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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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面口號；而是協助幼教人員連結幼兒園在資訊專業領域的投資與協助，增進其在教師發展與

資訊素養的正向專業能力。當幼教人員的教學能力獲得提升，當幼教人員的專業認同獲得讚揚，

其對於幼教事務將可持續投入更為積極樂觀的實踐作為，進而提升和繪製園所組織氣氛與專業社

群的優質圖像。 

雖然台灣幼教場域以私有化為主要特色，卻也突顯幼教情境的多元建構與彈性因應特色。本

研究的探討重點不只在於突顯資訊科技在行政與教學之價值效益，而是連結當前資訊社會脈絡並

聚焦在資訊科技於教師發展所扮演的關鍵角色，增進幼教人員結合資訊科技融入教師發展的企圖

與實踐。幼教人員與相關單位必須正視此議題的實務價值，彰顯資訊科技轉化幼兒園與幼教人員

在教師發展的協同效能，增進幼教人員運用資訊科技開啟教師發展和專業圖像的啟蒙機會與實踐

行動。由於此議題的研究文獻尚嫌不足，研究者採用較多以學校組織而非幼兒園應用資訊科技的

相關研究；雖已依據幼教場域的獨特性與研究者個人參訪園所之心得來處理研究文獻的論述分析

和實務應用之落差，但將具有系統化組織特性的學校教育場域轉移至具有私有化與微型化特徵的

幼兒園，難免會有研究聚焦偏移的限制而必須謹慎處理所得研究結果與推論。 

就未來相關研究的建議參照而言，可在此基礎針對幼教人員對於幼兒園運用資訊科技提升教

師發展的組織作為與個人實務態度之模型設計進行探討，應用與修改「幼兒園應用資訊科技提升

教師發展態度量表」的不同層面、題目、變項或模型，融入不同幼教理論與論述的分析架構和應

用內涵；或者針對幼教人員的人口特徵變項進行資訊科技應用提升幼兒園成員發展之不同群體態

度差異比較，探討園所規模或服務年資對資訊科技應用態度的影響程度，以深入瞭解幼教人員對

應用資訊科技可能面臨的問題或困境提供思考，藉以充實幼教人員與幼兒園應用資訊科技融入幼

教活動的相關研究議題之多元視野和革新觀點，提升幼教場域教師發展的規劃設計與實踐行動機

會和可行性。 

 

誌謝：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的修改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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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egrated into early childhood activities has become a trend, and 

kindergartens emplo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transform their activities as well as advancing teacher 

development.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early childhood educators’ attitudes toward the application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improve their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kindergarten in Hsinchu, Miaoli, 

and Taichung area by questionnaire. An Attitude Scales toward Kindergarten Employ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mproving Teacher Development Survey was designed. The questionnaire consisted of five 

factors, including positive reinforcement, providing assistance, technology application, financial help,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employing SEM to analyze the data.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the measure 

model has the good quality by confirmatory factory analysis, and the path analysis proved the correctness 

of the hypotheses from the theory analysis. With the positive consciousness about kindergarten 

employ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early childhood educators acknowledge they can attain the help 

about problem solving and in-service education in area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addition, they had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the efficiency of appli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o kindergarten and the 

evaluation of information performance. The researcher discussed findings and presented the reference of 

recommendations and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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