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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保員實施親職教育的個人、組織與社會情境因素
及提升其角色效能之在職教育的研究：
以台中市立案幼兒園教保員為研究對象
趙蕙鈴

林欣怡、符如玉

弘光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專任助理教授

摘

弘光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學生

要

鑒於少子化趨勢、家庭功能變遷，以及伴隨而來之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本研究旨在探討影響
教保人員實施親職教育的因素，以作為師資培育機構、托育機構和政府管理機構提升教保員之親
職教育專業素養與實踐的參考。在運用問卷調查法，以台中市立案公私立幼托園所為母群體，採
分層隨機抽樣方式抽取樣本進行資料蒐集。問卷採用李克特量表(Likert Scale)的形式設計，編碼後
以 SPSS 統計軟體分析。
本問卷題目的整體信度係數 Cronbach’s α 係數為 0.9014，代表本問卷試題間的符合性為「極
可信」
。主要分析結果如下：第一，以「因素分析法」萃取出教保員實施親職教育的各種主要情境
因素，包括「上司與同事提供支持」、「托育機構提供資源」、「正向角色知覺與行動」、「多元化家
庭現象」、「協助家長的工作認知」、「多元化家庭的工作挑戰」。第二，教保員在上述每一個因子的
平均分數介於 3.0446 至 3.5512，顯示受訪者皆傾向於同意，其中又以「正向角色知覺與行動」和
「多元化家庭現象」所得到的平均值位居一二。可見教保員相當同意實施親職教育是重要而有價
值的，亦相當同意家庭的多元化使親職教育的實施愈來愈重要。第三，教保員參加親職教育研習
的次數愈多和工作年資 10 年以上，對親職教育的實施較有助益。第四，在教保員普遍認為實施親
職教育是重要的前提下，任職機構所營造的親職教育實施情境、自己的對實施親職教育的認知和
家庭多元化的發展趨勢，確實和其實施意願有關聯。
因此，本研究認為托育機構應作為主要推手，重視在職教育並採取下列措施：(1)給予教保人
員專業知能與實施親職教育方面的協助與支持；(2)主動提供及用心經營親職教育的資源和實施環
境；(3) 能多提供多元化家庭的資訊或相關研習給教保員，讓教保員未來面對多元化家庭更有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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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力；(4)針對年資未滿 3 年的教保員，加強其實施親職教育的角色認知與實施。師資培育機構
則應採取下列措施：(1)在專業養成期間，積極強化實施親職教育的正向的角色認知和多元化家庭
的相關課程，讓新手教保員可以更早投入親職教育的規劃與實施；(2)為即時而有效地提供在職教
師的繼續教育機會，應可嘗試跳脫一般傳統的面授方案，並提供其他可替代的在職教育方案，例
如數位化的親職教育研習方案。最後，兒童福利相關管理機構則應規劃更能促進托育機構積極推
動親職教育的機制；並強化教保人員參加親職教育研習的學習系統與認證機制，尤其應鼓勵年資
未滿 3 年的教保人員，積極參與親職教育知能的學習與實踐。

關鍵詞：教保員、親職教育、托育機構、在職教育、多元化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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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從兒童的社會史研究來看，自十四世紀開始，兒童逐漸成為家庭中心的潮流即未曾停止過，
兒 童 的 地 位 和 處 境 亦 處 於 不 斷 改 進 的 過 程 (Aries,1962；Heywood,2004：249-251；Stone,1979：
323-327；Flandrin,1992：9；Varenne,1996)。Browne(2000：311-314)從巨觀的角度指出，當代家庭
之所以愈來愈以孩童為中心，乃是跟家庭結構的改變、國家的介入、科技的發展、育兒知識的科
學化與工時縮短等因素息息相關。然而，不論社會變遷的腳步與方向為何，父母教養角色的重要
性仍被重視與強調。因此，在兒童的社會地位、家庭結構與功能的變動中，現代父母需要更多外
部資源，以支持、補充他們可能無法順利發揮的教養功能。以近代兒童福利的發展脈絡與趨勢來
看，已突顯出許多社會已經高度重視家庭是否具備育兒能力，或是能否發揮教養和保護兒童的功
能。因此，親職教育與輔導已列為兒童福利服務的主要項目，以支持家庭發揮養育和保護兒童的
重要職責(郭靜晃，2004：366-370；彭淑華等，2008；邱如娜等合著，2005)。
在親職教育的推展與實施中，兒童的老師和主要照顧者具有不可替代角色。從生態系統理論
來看，與兒童發展最親近的小系統包括家庭、學校、社區等場域(馮燕，2002；李青芬、唐先梅，
2006)。為使兒童獲得平衡的發展環境，家庭與學校的合作和親師合作是非常重要的。這即是與兒
童適應與發展息息相關的居間系統。其中，兒童的老師是站在協助家長的第一線，遂使他們的協
助能力備受重視。有鑑於此，本文以托育機構的教保人員為研究對象，以期瞭解教保人員實施親
職教育的情況受到哪些因素所影響，進而做為強化教保員實施親職教育的能力的主要參考依據。
具體而言，本文從個人背景、工作環境、工作認知與家庭結構變遷等面向，探討教保員實施
親職教育的主要情境，及其面對家庭結構變遷時所產生的角色認知，以了解與分析影響教保人員
實施親職教育的情境因素與狀況。主要研究目包括：一、探討教保人員的個人背景對實施親職教
育狀況的影響；二，探討工作環境對其實施親職教育狀況的影響；三、探討教保人員實施親職教
育之主要因素的分析，以及這些因素與其實施親職教育的關聯；四，雖然教保員普遍認為親職教
育很重要，但他們是否會因為實施的情境和狀況而有所不同，而使其實際上實施親職教育的意願
有所不同？此一分析是為了探討教保員之角色效能的提高及其在兒童福利服務上的意涵。

貳、文獻探討
一、家長的親職教育需求與兒童福利服務的發展
親職教育輔導是兒童及少年福利中，非常重要的一環。因此，我國因應少子女化社會之來臨
及落實推動家庭政策，除了制定各項強化家庭撫育兒童少年之經濟扶助、托教協助與支持輔導等
措施之外，為確保其能在家庭中完整且健全發展，已在兒童及少年福利工作中積極開展以「家庭」
為中心的兒童少年福利工作。換言之，除中央的兒童福利政策之外，亦結合地方政府與民間團體
共同提供家庭相關的支持性、補充性及學習性服務措施，以達到支持家庭照顧能量及提升家長親
職功能的目標，進而確保兒童少年能在家庭中完整且健全發展。彭淑華等(2008：33-34)指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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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為核心之兒童福利服務取向是以兒童及其家庭為主體，不僅具備被動性事後補救之特質，更
重視主動性預防發展取向之兒童福利服務。同時，目前台灣地區各縣市政府都設置了綜合性、多
元性的兒童福利服務中心，負責規劃並執行兒童與家庭有關的諮詢專線，並提供親職教育諮詢服
務。
進言之，兒童及少年福利工作已從救濟性福利擴向為強化兒童的身心健全發展，故凡一般兒童
少年之托顧教保、健全人格的培育、文康育樂的拓展、親職教育的推廣，以至需要特殊療育、保
護、輔導及心理治療之兒童少年等都應予以兼顧，且處理一個兒童少年問題時，也必須連帶協助
改善該童的家庭問題(唐治中，2006)。另一方面，家長的親職教育需求也隨著社會的快速變遷而日
益增加。當代許多研究多指出現代父母角色的扮演是不易的，甚至是難為的(孫楹棟，1983；王欽
群，1998)。李盈萩(2003)則指出，由於工商業發展，導致家庭型態轉變，小家庭成為目前主要的
家庭形態；同時，大多數父母並非天生就具備教養孩子的能力與智慧，使得親職教育更形重要。
蔡春美、翁麗芳、洪福財(2005：205、223-224)亦指出，在社會結構與心理價值的轉變中，家庭結
構與婚姻狀況的轉變亦同樣值得關注，包括家庭成員角色、教養態度、成員價值等都有不同程度
的影響與變化。例如，家庭間的親子關係在社會價值趨向多元的社會裡，必須重新加以省思；親
職教育的意義、內容及重要性等如何因應社會價值的多元化變革而調整；以及家長在社會價值的
體認與選擇上所應持續的努力等，都是親職教育未來發展的重要課題。
由此可見，以家庭為核心的兒童福利服務日益重要，因此需要國家擬定具體的家庭支持政策，
也需要更多專業機構及相關人員投入其中，以裨益家庭能發揮保護與教育子女的功能。換言之，
親職教育雖然已確立為兒童福利服務體系中的重要環節，仍需要專業的行政體系與人員的投入、
落實與精進，方能真正協助家庭發揮教養功能。因此，兒童福利專業人員和相關行政部門的專業
素養益顯重要，也需要政府部門積極參與規劃與政策落實。

二、教保人員與親職教育的實施
基於國家、社會與家庭的需求，推展親職教育是克不容緩的工作。這項工作應自未婚男女預
備結婚即需開始，並在子女於學齡前的階段就需積極展開，以達到主動支持家庭照顧能量及提升
家長親職功能的目標。因此，在家庭之托育服務需求日增的現代社會中，托育機構正好可以扮演
補充、協助父母家庭教育功能發揮的角色。雖然以國內早期的調查來看，當時大部分的幼稚園與
托兒所極少與家長聯絡，更遑論舉辦親職教育活動(賴玉春，1978；蘇建文、邱素沁，1983)。但以
目前來說，立基於少子化的人口趨勢、托育服務的專業化與高品質的期待，兒童福利專業人員及
機構已愈來愈重視親職教育的實施。
具體而論，面對現代社會中多元的家庭結構，使其各有各的親職壓力與教養難題，因此很需
要保育員的敏感、同理與支持，以建立真正的親師合作關係，並獲得各類型家庭可以運用的社區
資源，達到提升親職效能的目的(Gestwicki,2008)。以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金會所進行
的「國小學童家長親職壓力調查報告」為例，針對全國 1800 位國小學童的家長進行「親職壓力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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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分析親職能力壓力、親職角色壓力、孩子成長壓力、夫妻關係壓力、社會孤立壓力等各種壓
力指數。調查發現，有近 46％的家長親職壓力達 60 分以上，甚至有近 5﹪的家長面臨極度親職壓
力(80 分以上)，整體平均分數高達 61.55 分，可見大部份的家長親職壓力偏高，嚴重威脅親子和諧
關係(唐治中，2006)。由此可見，家長需要更多外部專業資源的協助與支持。
面對家長之親職教育需求或教養知能不足的情況，張斯寧(2001)指出學前階段的幼兒教保機構
可以掌握親職教育的實施先機，因為它們是幼兒離開家庭的第一個學校。Gestwicki(2008)強調老師
的觀念和態度是建立親師合作關係的基礎。為使親師得以合作，相信合作關係是先決條件，以及
老師必須以新的方式來定義自己的專業，包括將自己看成是教育團隊的領導人，利用自己特別的
職能及知識，獲得家長的協助，期望與家長交流資訊，思考家長的意見，從家長的身上學習等。
蔡淑桂(2010)則指出，能夠先包容不稱職父母，再傾聽父母困難後引導其積極找尋解決策略，同時
支持父母的教養意向與催化父母的自信心等，能使保育人員表現得更稱職、也更具專業形象。上
述觀點都指出托育機構的教保人員，在親職教育的實施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與功能。
目前國內針對教保員實施親職教育的情境因素與需求的研究尚需推展，正突顯了這個初探性
研究的重要性。具體而言，影響教保員實施親職教育的相關因素方面，主要為所服務園所之要求、
家長參與的態度、教保人員個人背景因素(吳亦麗，1999)。段慧瑩(2007)則指出，家庭結構變化產
生的「隔代教養」、「新台灣之子」，增加了幼教現場的挑戰。周子敬、彭睦清(2005)的研究發現，
引發教師工作壓力來源可歸為學生方面、教師本身、管理者、同儕方面，及其與家長的關係，這
些壓力來源亦可能與親職教育的實施有關。綜合上述的討論，突顯出教保機構及其工作人員實施
親職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尤其對站在第一線的教保人員，實施親職教育既是職責也無法規避
的情況下，如何獲得更充分的支持與資源來推動，確實是重要的實務議題。例如，托育機構的在
職訓練規劃與實施、師資培育機構的在學教育與回流教育的教學策略與教育方式等，皆可能有努
力的空間。尤其在職教育是一種成人教育、繼續教育，有別於一般的傳統學生，因而需要更多元
的教育方式1，才能達到擴大學習成效的目標。
因此，本研究透過文獻的初步探討，從「個人背景」、「工作環境」、「角色認知」與「家庭結
構變遷」等方面來設計問卷，以探討教保人員實施親職教育時的主要情境與狀況，以作為師資培
育，以及政府如何輔導和引導托育機構扮演更重要的親職教育推手等方面的參考。

1

由於線上學習增加並拓展了教與學的生命，不但對所有學齡階段(小學、中學、大學)的學習產生具建設性
的影響，同時也提供終身學習一個概念性和工具性的架構，故線上學習應被視為教育重塑和再思考的策略，
以建立學習社群、建構知識經濟和學習型社會(王曉如，2002：316-317)。例如，Haiso 等人(2008)以台灣地
區護理人員電子化學習教育方案為主題的研究，發現電子化學習教育方案和傳統教育方案都能達到不錯的
教育成效，並幫助護理人員通過護理技術考試。因此，除了傳統的護理教育方案之外，電子化學習方案也
可以作為護理在職教育的一種選擇。對在職教保員的培育與繼續教育，或許也可以嘗試運用此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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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研究對象與方法
首先，本研究爲探討幼兒園所的教保人員實施親職教育的知覺與狀況，在參考文獻資料與兩
位專家的評估後，設計一份問卷並採用李克特量表(Likert Scale)的形式，以「非常同意」
、
「同意」、
「不同意」與「非常不同意」的答項來測試教保員對各試題的同意程度。其次，研究對象以台中
市政府網站所公佈之台中市立案公私立幼稚園及托兒所為母群體，採取分層隨機抽樣的方式抽取
研究樣本。第一階段以編號後的立案名冊，透過擲骰子方式抽出八十家園所。第二階段的抽樣則
先郵寄問卷，請園所長以隨機方式抽出 5 位教保員協助填寫問卷。原預計抽樣 400 位教保人員，
最後回收 210 份問卷，其中 8 份為無效問卷，回收率約五成。回收後，以 SPSS 統計資料分析軟體，
進行編碼、登錄與分析。

肆、資料分析
一、受訪教保員的基本資料
首先，依據受訪者任職的機構來看，其中私立園所占 84％，園所班級數在 3 班（含）以下者
（50 位以下幼兒）為 23％；4 至 6 班（50 至 100 位幼兒）者為 42％；7 班（含）以上者為 29％，
可見本次受訪的園所以中小型居多。教保員服務的機構，以全園每學期固定舉辦一次親職教育活
動者占 77％，其所占比例較高。其次，以受訪教保員的基本資料進行描述性統計分析後發現：受
訪者皆為女性，普遍年齡則以 40 歲以下（占百分比約 80%）為主；受訪者中，未婚及已婚比例相
近，分別為 44％和 49％；受訪者之最高學歷以大學/大專畢業者居多，占 80％，其工作年資滿 3
年至未滿 6 年、滿 6 年至未滿 10 年人數各占 20％，滿 10 年以上者占多數 41％；60%的教保員未
曾接過行政工作，且目前在職進修的比例甚少。
以教保員任職期間的班及特徵來說，任教班級內的幼兒數以 10-20 人居多；班上有新移民及
隔代教養家庭的幼兒約占半數，其中有新台灣之子的班級中，有 1 位的班級占 12%，有 3 位以上
的班級占 13%；而在有隔代教養家庭幼兒的班級中，有 1 位者占 14%。以教保員參與親職教育相
關研習來說，受訪者每人每學期參加研習的次數幾乎在 3-4 次以上；近一年參加過親職教育相關
研習人數甚多，但以參加 1 次的比例居多。
最後，在教保員普遍認為實施親職教育是重要時，本問卷以實施意願「強」、「中」、「弱」讓
受訪者勾選，得出的比例依序為 66.5％、27.5％及 6％。換言之，實施意願高的教保員所占比例最
高，實施意願「弱」者者只占 6％。

二、因素分析
問卷編碼後，使用 SPSS 統計軟體分析本問卷題目的整體信度係數 Cronbach’s α 係數為
0.9014，代表本問卷試題間的符合性為「極可信」
。接著，為找出教保員實施親職教育的各種主要
情境因素，採用「因素分析法」來探討之。如表 1 所示，從轉軸後的因子矩陣中萃取出六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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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命名為「上司與同事提供支持」、「托育機構提供資源」、「正向角色知覺與行動」、「多元化家
庭現象」、「協助家長的工作認知」、「多元化家庭的工作挑戰」，累計的有效解釋量為 61.518％。以
各因子內的試題進行信度分析，其各自的信度係數 Cronbach’s α 係數介於 0.756 至 0.938，其意義
為「很可信」至「極可信」
。

(N=202)

表 1 教保員實施親職教育狀況的因素分析
因素

問卷題目

因素

負荷量 變異量

上司與同事提供 同事的建議能協助我解決親職教育上的問題。

.833

支持

遇到親師之間的問題，我會與同事商量對策。

.800

上司的建議能協助我解決親職教育上的問題。

.797

遇到親師之間的問題，我會與上司商量對策。

.724

家長會主動討論孩子的情況，以掌握孩子的狀況。

.593

托育機構提供資 現任的園所會安排有關親職教育的研習課程。

.822

源

現任的園所會公佈有關親職教育的資訊。

.737

現任的園所常舉辦親師座談會等親職活動。

.702

現任的園所重視教師與家長的互動。

.418

正向角色知覺與 我常運用各種學習管道擴充親職教育專業知識。

.796

行動

我經常主動提供家長育兒資訊。

.611

我對自己現在的親職教育實施狀況感到滿意。

.534

實施親職教育是教保人員的份內職責。

.505

我每天會盡量找時間與家長溝通。

.496

多元化家庭現象 新移民家庭增加使親職教育的實施日益重要。
隔代教養家庭增加使親職教育的實施日益重要。

.853

Cronbach´s
α 係數值

17.88％ 0.889

10.88％ 0.849

10.42％ 0.782

8.58％

0.938

7.30％

0.737

6.47％

0.756

.848

協助家長的工作 實施親職教育對我的教學有幫助。

.690

認知

我認為對現代家庭實施親職教育是重要的。

.669

當家長詢問幼兒教養問題，我會積極協助解決。

.417

多元化家庭的工 對隔代教養家庭實施親職教育是有挑戰性的事。

.862

作挑戰

.697

對新移民家庭實施親職教育是件有挑戰性的事。

解釋

累計有效解釋量

61.52％

整體 Cronbach’s α 係數值

0.9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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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因素之平均值分析
分別將六個因素進行計算並以描述性統計來分析後(參見表 2)，發現教保員在每一個因子的平
均分數介於 3.0446 至 3.5512，顯示受訪者在這些試題上皆傾向於同意。簡言之，在本研究所歸納
的六個因素中，如果平均值愈高，表示其實施親職教育的情境較佳(包括得到上司與同事的支持，
任職機構較常舉行親職教育相關活動)，角色認知較傾向正向(包括自己會主動積極的協助家長，並
認為這是份內的職責；協助家長不但重要也對自己的教學有幫助)，以及更能感受到家庭的多元化
對教保工作的影響與挑戰。在這些因素中，以「正向角色知覺與行動」和「多元化家庭現象」所
得到的平均值位居一二。由此可見，教保員相當同意實施親職教育是重要而有價值的，以及亦相
當同意家庭的多元化使親職教育的實施愈來愈重要。此外，工作環境中的上司、同事與家長的支
持，以及工作機構所提供各種資源的重要性，也相當受教保員所認可。

表2

整體受試者在不同因素上所得的平均值 （N=202）

因素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標準差

上司與同事提供支持

2.60

4.00

3.3374

.4323

托育機構提供資源

2.00

4.00

3.3045

.4660

正向角色知覺與行動

2.40

4.00

3.2289

.3695

多元化家庭的現象

2.00

4.00

3.4010

.4913

協助家長的工作認知

2.67

4.00

3.5512

.4071

多元化家庭的工作挑戰

1.50

4.00

3.0446

.4841

四、教保員個人特質及背景在各因素上的差異分析
為了解教保員的年齡、工作年資、教育程度、婚姻狀況、每學期是否參加親職教育研習及參
加次數等幾個自變項，各組間在上述不同因素上是否有顯著差異，進行單因子變異數分析。以
Tukey、HSD 和 Scheffe 法為主的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獨立樣本 T 檢定，在 0.05 的水準上進行檢定，
將分析不同個人背景的各組，在六個因素中有顯著差異的結果或重要結果說明如下：
(一)在「正向角色知覺與行動」這個因素上的平均值，
「年齡在 46 歲以上」分別與「滿 25 歲以下」、
「未滿 26 歲至滿 30 歲」、
「未滿 31 歲至滿 35 歲」等三組達到顯著差異，而且皆是「年齡在
46 歲以上」這組的平均值高於其他三組。
(二)在「正向角色知覺與行動」這個因素上的平均值，工作年資在 10 年以上者與未滿 3 年的教保
員之間有顯著差異，而且是前者高於後者。
(三)在「托育機構提供資源」這個因素上的平均值，
「每學期參加 3 次親職教育研習者」分別與「每
學期參加 2 次」和「每學期參加 1 次」等兩組達到顯著差異，而且是「每學期參加 3 次親職
教育研習者」高於其他兩組。但「每學期參加 3 次親職教育研習者」與「每學期參加 4 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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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則未達顯著差異。
(四)在「正向角色知覺與行動」這個因素上的平均值，「每學期參加 1 次親職教育研習者」分別與
「每學期參加 2 次」和「每學期參加 3 次」和「每學期參加 4 次」者達顯著差異，而且是「每
學期參加 1 次親職教育研習者」明顯低於其他三組。
(五)所有因素中，在「未婚與已婚」、
「高中職與大學學歷」之間，以 0.05 的水準進行獨立樣本 T
檢定，皆未達顯著差異。
(六)在每學期是否參加親職教育研習的兩組之間，以 0.05 的水準進行獨立樣本 T 檢定，在「正向
角色知覺與行動」、「協助家長的工作認知」兩個因素上，有參加者的平均值高於未參加者，
並達到顯著差異。
(七)所有因素中，在班上有無新移民或隔代教養家庭幼兒的兩組之間，以 0.05 的水準進行獨立樣
本 T 檢定，皆未達顯著差異。

五、教保員實施親職教育的情境對其實施意願的差異分析
此一議題的分析是為了探討影響教保員實際上實施親職教育的意願，是否和其所感知到的親
職教育的實施情境和狀況有關聯。具體而言，除了教保員個人背景，對其實施親職教育的情境與
狀況的檢定分析之外，更需要進一步探討的是：在教保員認為實施親職教育是重要的前提下，是
否會因為實施的情境和狀況而有所不同，而使其實際上實施親職教育的意願有所不同。因此，以
單因子變異數分析來檢定之。

表 3 在認為實施親職教育是重要時，不同程度之實施意願在各情境因子上的差異分析
意願強

意願中

意願弱

平均值

F 檢定

P 值 事後檢定

上司與同事提供支持

3.4031

3.2400

3.0727

5.130

.007 意願「強」者＞意願「弱」者

托育機構提供資源

3.3477

3.2864

2.9583

4.017

.020 意願「強」者＞意願「弱」者

正向角色知覺與行動

3.2864

3.0873

3.3000

6.146

.003 意願「強」者＞意願「弱」者

多元化家庭的現象

3.4699

3.3000

3.0833

5.192

.006 意願「強」者＞意願「弱」者

協助家長的工作認知

3.6416

3.3758

3.3611

10.698

.000

多元化家庭的工作挑戰

3.1316

2.9000

2.7500

7.175

.001

意願「強」者＞意願「弱」者
意願「強」者＞意願「中」者
意願「強」者＞意願「弱」者
意願「強」者＞意願「中」者

根據上表，得出的結果如下：
(一)實施意願「強」的教保員比意願「弱」者，同時傾向於同意「上司與同事提供支持」對其實
施親職教育是有幫助的。具體而言，實施親職教育意願愈強的教保員，同時也比較同意上司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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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是能夠提供支持和協助的。
(二)實施意願「強」的教保員比意願「弱」者，同時傾向於同意「托育機構提供資源」對其實施
親職教育是有幫助的。具體而言，實施親職教育意願愈強的教保員，同時也比較同意現在任職的
機構比較常舉行親職教育的相關活動。
(三)實施意願「強」的教保員比意願「弱」者，同時傾向於同意「正向角色知覺與行動」。具體
而言，實施親職教育意願愈強的教保員，同時也比較同意自己會主動積極的協助家長，並認為這
是份內的職責。
(四)實施意願「強」的教保員比意願「弱」者，同時傾向於同意「多元化家庭的現象」。具體而
言，實施親職教育意願愈強的教保員，同時也比較同意對新移民家庭和隔代教養家庭實施親職教
育是愈來愈重要的工作。
(五)實施意願「強」的教保員比意願「弱」者，同時傾向於同意「協助家長的工作認知」；以及
實施意願「強」的教保員比意願「中」者，同時傾向於同意「協助家長的工作認知」
。具體而言，
實施親職教育意願愈強的教保員，同時也比較同意協助家長不但重要也對自己的教學有幫助。
(六)實施意願「強」的教保員比意願「弱」者，同時傾向於同意「多元化家庭的工作挑戰」
；以及
實施意願「強」的教保員比意願「中」者，同時傾向於同意「多元化家庭的工作挑戰」
。具體而言，
實施親職教育意願愈強的教保員，同時也比較同意對新移民家庭和隔代教養家庭實施親職教育是
具有挑戰性的。

伍、研究結論與建議
一、研究結果摘要
從上述分析所得結果，本研究的主要發現如下，
(一)依問卷題目進行因素分析後，共找出六個實施親職教育的情境因素，分別命名為「上司與
同事提供支持」
、
「托育機構提供資源」
、
「正向角色知覺與行動」
、
「多元化家庭現象」
、
「協助家長的
工作認知」
、「多元化家庭的工作挑戰」，累計的有效解釋量為 61.518％。
(二)教保人員多有實施親職教育自我角色知覺、作為及工作認知方面的意識，並認為工作機構
環境的資源與支持很重要，以及同意多元化家庭的現象是一項挑戰。
(三)教保員的年齡在 46 歲以上者、工作年資 10 年以上者，分別比其他較年輕的教保員和工作
年資未滿 3 年者，在實施親職教育的正向角色知覺和付諸行動上，較明顯地傾向於同意。
(四)每學期參加 2 次、3 次和 4 次親職教育研習者比只參加 1 次親職教育研習者，較傾向於同
意具備實施親職教育的正向角色知覺。每學期參加 3 次親職教育研習者，比只參加 1 次、2 次親職
教育研習者，較傾向於同意現職的機構比較常舉行親職教育的相關活動。
(五)在本研究所歸納的六個因素中，已婚與未婚之間並無顯著差異；高中和大學學歷亦是如此。
(六)每學期皆參加親職教育研習的教保員比未參加者，更顯著地傾向於同意下列兩項：(1)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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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親職教育有正向角色知覺和付諸行動；(2)協助家長不但重要也對自己的教學有幫助。
(七)在本研究所歸納的六個因素中，班上是否有新移民家庭或隔代教養家庭的幼兒，兩組之間
皆未達顯著差異。
(八)本研究發現，實施意願強的教保員皆比實施意願「弱」者，在上述之實施情境和感知的平
均值是較高的。由此可見，對教保員來說，在他們普遍認為實施親職教育是重要的前提下，任職
機構所營造的親職教育實施情境、自己的對實施親職教育的認知和家庭多元化的發展趨勢，確實
和其實施意願有關聯。

二、提升教保員實施親職教育之角色效能的意涵
透過嚴謹的資料蒐集程序和分析，已能達到探討教保員實施親職教育的個人、組織和社會情
境等因素，尤其是任職機構對實施親職教育的支持與環境經營、上司與同事的適時協助、自我的
正向角色知覺，以及感受到家庭多元化所帶來的工作挑戰等。由此來看，如要提升教保員實施親
職教育的角色效能，不能單方面地依賴或期待教保員獨立為之，而需要提供良好的支持與足夠的
資源。再者，工作年資達 10 年者，較具備實施親職教育的正向角色知覺，尤其顯著地高於工作年
資為 3 年者。此一結果似乎也呼應托育機構面對新手老師大約需要 3 年的時間才能完全勝任各項
教保工作的情況。因此，除了托育機構本身要加強教育訓練來提升教保員的角色效能之外，師資
培育機構也應在專業培育的歷程中，規劃出縮短新手老師適應期的培育方案，以便使其進入現場
後能縮短專業知能和實務應用的磨合期。
再者，參加親職教育研習確實有助於提高教保員實施親職教育的正向角色知覺，並且付諸行
動；同時也可以讓教保員更確定協助家長不但重要也對自己的教學有幫助。從這個結果來看，在
工作期間的在職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托育機構如何提供親職教育的專業成長機會，或鼓勵
他們參加相關研習，應是托育機構規劃教育訓練的重要目標；而師資培育機構如何積極運用學校
的學習資源來協助教保員回流接受親職教育的教育訓練，應能幫助新手老師實施親職教育的角色
效能。
此外，不論教保員的班級中是否有新移民家庭或隔代教養家庭的幼兒，影響他們實施親職教
育之相關因素的感受並無顯著差異。以親職教育普遍被認為必要的前提下，這個結果可能突顯出
教保員所期待或知覺到的實施情境是明確地，並不會因為當下有沒有接觸新移民家庭或隔代教養
家庭的幼兒而不同。同時，因教保員多理解到家庭多元化所帶來的工作挑戰，所以師資培育機構
和托育機構必然要把不同家庭組合及型態的親職教育，視為親職教育之知識體系的一環來教育未
來及現在的教保人員。建立這樣的教育訓練的機制是提升教保員實施親職教育之角色效能的重要
基礎。
最後，行為動機的強弱是影響實際作為的重要因素。由教保員實施親職教育的意願來區分，
在實施親職教育意願愈強的教保員身上，發現他們較顯著地比較同意下列各項：上司和同事是能
夠提供支持和協助、現在任職的機構比較常舉行親職教育的相關活動、教保員比較同意這是份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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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職責並會主動積極的協助家長、對新移民家庭和隔代教養家庭實施親職教育是愈來愈重要的工
作、協助家長不但重要也對自己的教學有幫助、對新移民家庭和隔代教養家庭實施親職教育是具
有挑戰性的。由此來看，提供教保員實施親職教育的支持與資源，或是增強她們對自己職責的重
要內涵、增進對家庭多元化的知能等，對提升教保員實施親職教育的角色效能是有助益的。

三、對托育機構、師資培育機構與兒童福利管理機構的建議
立基於上述的分析結果，本研究對教保員的專業養成與回流教育，以及如何強化任職後實施
親職教育的動力，有以下幾點建議。
(一)在托育機構方面，建議如下，
1.盡量鼓勵並推廣有關親職教育的研習活動給教保員，並適時給予協助和支持；
2.用心營造機構對親職教育的重視和推動的氣氛。
3.能多提供多元化家庭的資訊或相關研習給教保員，讓教保員未來面對多元化家庭更有協助的
能力。
4.針對年資未滿 3 年的教保員，加強其實施親職教育的角色認知與實施策略。
(二)在師資培育機構方面，建議如下，
1.課程中應強化教保員對實施親職教育的角色認知，並充實親職教育的專業知能。
2.加強多元化家庭的相關課程，以利進入職場後，能充分掌握家庭結構的變遷及其對教保工作、
兒童發展之間的連結和相互的影響。
3.提供親職教育專業知能的回流教育系統。為了方便在職教保員方便進行教育訓練，可以參考
目前十分受到推崇的數位化線上學習方案，並作為實施在職教育的策略。
(三)在兒童福利相關管理機構方面，建議如下，
1.規劃更能促進托育機構積極推動親職教育的機制，以提高托育機構營造親職教育的實行環境
與氛圍。
2.強化教保人員參加親職教育研習的學習系統與認證機制，以便藉由提高參加研習的次數，來
建立實施親職教育動力的良性循環。尤其應鼓勵年資未滿 3 年的教保人員，積極參與親職教
育知能的學習與實踐。
綜合以上所述，從兒童福利的角度來思維，面對育兒與托育環境的變遷與挑戰，為了構築一
個具有支持性的育兒資源網絡，家庭、學校(教保員)與政府機構是一體的，缺少其中一環即無法真
正協助家長增強教養能力和改善親子關係。換言之，由於學前階段的幼兒教保機構可以掌握親職
教育的實施先機，因此必須更重視教保員的角色效能和專業知能的素質。但教保員實施親職教育
的能量不能單靠他們自身來產生，而必須取決於任職機構所挹注的資源與支持。兒童福利機構的
職責則是建立一個普遍的實施架構與制度，讓家長、教保員和機構，能夠妥善運用之。這是促進
兒童生活福祉時，不可忽視且須建構的重要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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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eschool teachers are expected to help parents by themselves, working institution and society.
This survey research is designed by the forms of Likert scale and intends to investigate the situations of
actors, institutes of teacher education and social trends to the practice of parenting education for
preschool teachers under the needs of family education. On the other way, this research try to find that
how the child care centers and institutes of teacher education organize the supporting resources to
promote teachers’ role effect to the practices of parenting education. The samples are selected by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from the child care centers that are legally registered for the status claimed in
Taichung city in Taiwan.
The Cronbach’s α is 0.9014. We can be sure that the reliability of contents of this survey research is
fitness. Under this condition, we find six constituents about the practices of parenting education for
preschool teachers by factor analysis firstly. They are “the supporting from chief and colleague”, ”the
resources of parenting education from the child care center”, “positive thinking of educational practices”,
“the trend of multi-families”, “the duty to support parents” and “the stress and challenge of work from
multi-families”. Secondly, the preschool teachers agree these six constituents in parenting education
mostly. They agree “positive thinking of educational practices” and “the trend of multi-families”
especially. Thirdly, it is helpful to preschool teachers participate in the number of the more of research
and study of parenting education. And the works of ten years of preschool teachers are better qualified
for the parenting education job. Finally, although the preschool teachers recognition the work to
implementation of the parenting education, they will be reinforced when the child care center creat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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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working atmosphere to the practices of parenting education and they have positive thinking of
educational practices.
We have some suggestions to child care centers, institutes of teacher education and child welfare
agencies for continuing education to promote their role effect to the practice of parenting education.
Firstly, the child care centers should offer more supporting and resources to teachers, and create a good
working atmosphere to the practices of parenting education actively. It is necessary often to provide a
wide range of information and learning programs about multi-families, and to strength th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to the novice teachers that the works in the three years. Secondly, institutes of teacher education
should strength the positive attitudes to the duty to support parents in the educational process actively,
and provide more courses of family issues for the improvement the research capacity to the child and his
family. It will be effectively shorten the adaptation period of parenting education. On the other way,
institutes of teacher education can use different forms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for example, the
continuing education of e-learning may be a suitable way to promote the role effect of teachers instantly
and effectively.
Finally, child welfare agencies should plan an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plan to encourage or
supervision the child care center and enable them to actively promote the work of parenting education.
On the other way, child welfare agencies should establish a set of learning programs and certification
system to preschool teachers, and novice teachers need a set of learning programs and certification
system especially.

Keywords：preschool teacher, the practices of parenting education, child care center, continuing
education, multi-famil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