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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淹沒的痕跡 

以生命史觀探究臺北市公立托兒所 1954-2011 年間演化之圖像1 

成果報告 

 

壹、緒論 

我們自己身在其中，雖然走過、留過痕跡，但是沒有去保留，痕跡還是會被沙淹

沒。(團訪曾任所長：239-240)2 

在《臺北市政紀要》記載著臺北市政府（以下簡稱「市府」）於四十年代鑑於都

市生態環境變遷之需求，鼓勵推動私人或社團創設私立托兒所，讓逐年增加之職業婦

女能安心工作與服務社會。於是在 1952 年 5 月市府開始籌設臺北市第一所市立托兒

所，以作為推動都市托兒業務之示範托兒所，並於兩年後的 1954 年 5 月正式落成啟

用「臺北市立托兒所」（臺北市政紀要，1962），此即為今日大同區「大同托兒所」

的前身，3也是臺北市公立托兒所（以下簡稱「北市公托」）發展座標的起點。 

臺灣光復後，為符合憲政體制與推動社會政策，1945 年日據時期原市役所福利課

更名為「社會課」，隸屬於臺北市政府民政局。至 1957 年鑑於原社會課之編制已不足

以適應重要社會政策推動之需要，乃奉准由民政局分出，於 7 月 1 日正式獨立成立社

會局，下設組訓、合作、福利等三課，其乃為日後北市公托業務的主管單位（臺北市

社會局，2007：35）。1967 年 7 月臺北市改制為院轄市，基於對「弱勢服務照顧」的

使命與任務，計畫逐步在每行政區設置一所公立托兒所，並於 1969 年制定「臺北市

立托兒所組織規程」，1970 年通過「臺北市立托兒所兒童托養辦法」，4使臺北市有

法源可正式推動設置各區市立托兒所，免費照顧低收入戶及清寒幼兒，同時擔負區域

性「示範性」托兒所的任務（臺北市社會局，2007：82-85；馮燕，1997：100）。 

從公共資源的觀點出發，政府辦理公立托兒所，早期乃著重於提供弱勢家庭補充

照顧的慈善性功能，在福利經費的限制下，基本上是無法普及服務一般家庭，因此其

僅具社會示範性。然而，隨著社會結構轉型及價值觀的變遷，職業婦女的托兒問題實

無可忽視，為因應婦女加入勞動市場需求，方才由弱勢貧戶逐擴及至一般市民的福利

（王順民，1999：127）。根據 1978 年臺北市政紀要的記載，公立托兒所之收費採「對

於救助戶兒童免費收托，一般市民兒童僅收成本費，低收入市民兒童再減半收費，以

方便其父母上班就業無後顧之憂」。本質上，自七十年代起北市公托的社會功能，已

逐漸朝向協助轉型中的家庭及多元角色婦女的發展，提供就業婦女在家庭與職場間的

                                                 
1 本研究期程自 2010 年 08 至 2011 年 07 月，受訪者包含現任 12 所公托所長，基於訪談資料內涵諸多涉及幼托整

合後未來發展的取向，因而將原訂之研究斷限由 2005 年向後延伸至 2011 年。 
2 顧及研究倫理，本文訪談編號採匿名處理。為顧及文字易讀性，置於本文中的訪談語料皆經過刪除贅字，並添

加標點符號處理。 
3「臺北市立托兒所」於 1973 年更名為「建成托兒所」；2007 年 9 月 11 日起再度更名為「大同托兒所」。 
4 該法於 1973 年修正為「臺北市公立托兒所收托辦法」；2002 年歷經多次修正的「臺北市立托兒所收托辦法」，再

次修正為「臺北市立托兒所收托自治條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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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且在設立的數量上亦急速增加，自 1970 年至 1983 年十三年期間共設置有 10

所，1983 年至 1993 年則增至 19 所，收托幼兒人數約增加兩倍（參見表 1）。 

 

年代（年） 1983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所數（所） 10 18 18  19 19 19 

收托幼兒數（人） 1800 3835 3717 3805 3847 3842 

    

   然 2003 年起部分北市公托，在少子化衝擊下經營上出現了困境，於是在市府社

會福利委員會的建議下，雖仍維持一區一所為原則，但是依房舍條件、服務功能與成

本效益等因素，將原有 19 所依行政區之重新劃分整併為 12 所，釋出的場地適合繼續

辦理托兒所者，則採公辦民營委託民間辦理，迄 2006 年計有 7 所完成轉型公設民營

托兒所計畫（臺北市社會局，2007：84-85）。 

2011 年 6 月 10 日「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在立法院完成三讀程序，並預定於 2012

年 1 月 1 日正式上路。5該法案的通過與實施為臺灣學前教保體制開啟新紀元，讓臺灣

長期以來二元分立的「雙軌」學前教育制度劃下句點，6同時在臺灣施行 60 餘年的教

保服務機構「幼稚園」與「托兒所 」也將整合更名為「幼兒園」。現行 12 所北市公

托未來也正擬轉型為「親子館」，向下照顧 0 至 2 歲幼兒，並擴大提供更多元的育兒

服務。7在此一幼托整合政策的推動下，很顯然公立托兒所勢必面臨組織的轉型創新與

蛻變，而「公立托兒所」之名亦將隨著政策的變革，正式走入歷史。 

若從社會發展的觀點出發，自 1952 年至今，北市公托已有 50 餘年的發展歷史，

它不僅是市府推動執行兒童福利相關政策的推手，同時也承擔紓解社會結構中低收入

戶或弱勢家庭育兒困擾的社會支持系統。如今站在臺灣學前教育重大變革轉銜的歷史

性時刻，「托兒所」這個社會兒童福利機構，它在臺灣學前教育史上始終扮演著拓荒

耕耘的角色，特別是「公立」托兒所在此系統中的「示範性」功能。本研究企圖透過

行動實踐者回溯歷史的觀點，來探究「臺北市公立托兒所」在社會變遷中所成就之社

會任務，以添補臺灣在地幼教生態發展史的內涵，讓這段「無法淹沒」的臺灣近代幼

教發展痕跡得以再現與保存。 

貳、研究方法 

一、立論基礎 

「北市公托」作為一集體的社會情境，可以被視為社會現實(social reality)的一環，

主張社會建構論的社會學家 Peter Berger 與 Thomas Luckmann 認為要瞭解社會現實運

行的樣貌，卽日常生活的內在結構性質，最直接的方法便是透過生活在其中的行動者

而認識，他們指出「日常生活是以人們詮釋的事實而呈現自身，並且是生活中的人在

                                                 
5 2011 年 6 月 10 日教育部全球資訊網即時新聞〈學前教保體制新時代的開端「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在立法院完成

三讀程序〉http://www.edu.tw/news.aspx?news_sn=4573 
6 民國政府來臺後，臺灣的幼兒政策一直採「幼稚園歸教育部主管，托兒所歸社政部門主管」的雙軌制， 
延續發展至今。  
7 參 2011 年 6 月 30 日聯合報新聞 B1 版「打造親子館 0 至 2 歲托育再助妳好孕」及本研究焦點團體訪談摘錄。 

表 1 臺北市公立托兒所數及收托人數 

資料出處：臺北市社會事業統計年報，1995：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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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觀上認為具意義和一致性的世界」（鄒理民譯，2002：33），因此，欲歷史性地在意

義層面上深入瞭解北市公托的演變，來自北市公托所長生命經驗所產出的口述資料，

顯然是直接且切要的理解途徑。 

    社會中機構的行動者（北市公托所長）之職業實踐歷程，乃屬於主體「社會化歷

程」的一部份，是主體與客觀日常社會現實脈絡折衝辯證的複雜歷程。此一歷程既會

受到（組織）文化價值觀的引導，也會受現實社會、經濟與政治環境的形塑，但更重

要的是，它根本上是個體整體生命意義建構的結晶。若從專業發展的觀點來看，專業

主體建構其意義世界的同時，也將會在歷史經驗累積中沈澱外化(externalization)，進

而形成專業意義世界客觀真實性的內涵。而職業與日常生活的交替過程中，行動實踐

者便在社會變遷與個人實踐的辯證關係下，發展出得以安身立命的行動準則。此一「安

身立命」的過程，往往隨著社會化歷程的演進而逐步開展，在主體的定向（orientation）

與行動（action）的探求中而彰顯。8 

歷史可以說是過程的陳跡物，歷史所涉及的是時間，人們如何使流逝的時間駐足

並使其可以被紀錄？其中介於人與世界間之「語言」是不可或缺的重要媒介。德國學

者 Humboldt 指出人乃通過由各個民族精神所累積生成的語言，去認識世界；但是同

時人又憑藉著語言，記錄下對於世界的看法，並以語言組織起維持社會秩序的律則，

而逐漸形成一種獨立自主的運作力量（姚小平譯，2004：21）。人、語言及他者，或

世界，透過敘述的行動被連結起來。基於它具有如此潛藏經驗知識的能量，以及將社

會結構烙印的特色，於是「敘述」被視為「表述日常真實性」的理想途徑。人們對於

世界經驗的意義知覺，會在敘述中被整理展現出來，敘述者所對應之生存世界的意義

也會在相互堆疊建構的故事中確認，並展現出敘述主體的自我圖像與世界圖像的面貌

（倪鳴香，2004：28）。此為本研究選擇敘述訪談作為研究路徑與解讀生命口述傳記

方法論的基本假設。 

回到關注北市公托演化的研究旨趣上，本研究所關切的不再僅滿足於宏觀社會進

程的認識，而主張關於機構史的研究，應在提供社會現象如何在個人經驗及家庭經驗

中產生影響。從 Berger 與 Luckmann 論述所帶來的啟發，我們瞭解到主體世界具有社

會認同的特徵，而這些特徵則是經由傳統與現在、過去真實經驗的詮釋，以及對未來

展望的投射所建立與修改。如果機構中行動實踐者（北市公托所長）的意義世界，對

於福利政策之採用與落實具有相當的影響與參考價值，那麼行動實踐者的意義世界便

有必要成為研究探詢的對象。在歷史是集體認同記憶的產物之思維下，透過多位多年

在社會機構服務的行動實踐者集體性傳記的詮釋，我們方可能確認個體生命所鑲嵌的

社會結構中共同的主題，即北市公托半百年來演化在實踐這一端的真切樣貌。 

二、研究範疇與訪談對象 

    本研究以北市公托 1954-2011 年期間服務於北市公托所長之個人職業生命故事為

研究範疇。因此只要於 1954-2011 年期間任職北市公托者皆為本研究採訪之對象，包

括退休、離職與在職者。由於公托系統職位經常輪調之故，目前收集到之相關人員所

長共有 50 位，扣除旅居國外、已離世、失聯和拒絕接受訪談者，實際進行訪談者共

                                                 
8 關於這方面相關之實徵研究於 2004 年研究者曾完成發表「童年的蛻變：以生命史觀看幼師角色的形成」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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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27 位。9 

三、資料採集  

    由於「敘述訪談」（narrative Interview）幾乎只被應用在傳記與生命歷程的研究架

構上，其 1970 年代由德國社會學 Fritz Schütze 發展創建後，在德國人文社會科學中之

傳記研究上廣泛且快速的被運用。該訪談法自 2002 年引入臺灣至今，在國內學術界

對其已有相當的認識。基於本研究以 1954-2011 年期間服務於北市公托所長之個人職

業生命故事為研究範疇，因此本研究基礎研究資料之獲取，主要運用此在生命傳記研

究領域典型被公認為最有效、最典型的資料採集法（Flick, 1999:116）。其次，當口述

語料資料分析獲得初步之論述後，本研究再進一步運用焦點團體訪談法，邀請原受訪

者針對問題提出討論，以獲得補充與批判的觀點。以下分別扼要說明於下： 

1. 敘述訪談法 

敘述訪談是一種社會科學採集資料的方法，它讓報導人在研究命題範疇內，將個

人的事件發展及相關的經歷濃縮細節化的即興敘述（Schütze, 1987：49）。該訪談歷程

主要由主敘述、回問與自我理論化三段落來組成。其中訪談者要事先規劃的「起始句」

是關鍵，該起始句肩負著能促發報導人對其自身所經歷之生命歷程即興敘述的潛能。

不同於一般的訪談，當報導人開始啟動敘述後，主敘述隨即展開，此時訪談者就需要

安靜，並積極的扮演一位傾聽者的角色，中途不干擾、不打斷，讓敘述得以持續進行。 

本研究的起始句是「我們對於你從小到大的生命成長故事感興趣，尤其是你是如

何進入公托以及在此期間所經歷的各種事務或體驗等等，一直到現在」。在主敘述即

將完成時，當敘述結尾出現例如：「就這些，完了…」，訪談即可開始進入第二段落的

回問階段，以讓報導人的敘述潛力繼續擴充主敘述的資訊，在澄清及補充完經驗故事

之內涵後，就可以進入自我理論化整理階段，此時訪談的重心即著重在能促進報導人

對自我生命經驗敘述內涵進行評價。 

所有訪談過程全程錄音，被錄下來的敘述話語，將依特定之轉錄系統代號，10「逐

字逐句」謄寫出可閱讀的文本，包括語言順序、語言指示器（如然後、那）等皆需被

記載下來。因此這樣轉錄出來的即興敘述文本，或稱之為口述文本就是本研究基礎的

研究資料。 

2. 焦點團體訪談 

焦點團體訪談是用以輔助個別訪談後解析論述建構而預設的團體訪談。其主要針

對解讀個案比對後資料呈現之特定歷史現象而邀集相關人員進行詮釋資料的評估與

討論。研究者本身扮演訪談進行中之中介者與調解者，以催化團體成員針對事件核心

進行互動式討論。 

本研究焦點團體訪談於 100 年 7 月 1 日（五）下午兩點至五點三十分，在政大教

育學院 112 教室進行，共邀請到 20 位北市公托所長參與，會議中營造出一種大家庭

的敘說氛圍，邀請大家從參與公托社會活動的角度提供比較宏觀的看法，討論的議題

                                                 
9因篇幅限制，本成果報告未能將 27 位受訪者簡歷資料置入文中。 
10 2007 年研究者在國科會 95-413-H-004-021 研究計畫的支持下，已完成「敘述訪談文本轉錄範例」提供學術工作

者自由索取使用。範例檔內容分為：格式介紹、封面、代碼說明表、轉錄稿內容、化名表、與受訪者基本資料表

等五部分，其適用於微軟 WORD 文書處理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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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在臺北市公托 50 年的發展圖像，一定要寫進來的是什麼？」、「公托是兒童福

利政策的執行單位之一：那兒童福利政策如何形成？在形成與執行過程中公托扮演什

麼角色？所長在其中又扮演什麼角色？」、「公托存在的意義與社會功能：這 50 年來

少了公托臺北市少了什麼？多了公托又多了什麼？」、「公托 50 年發展的面貌？興衰

史？」、「公托在幼托整合後有何展望？」、「公務人員系統是怎麼樣的系統？公托所長

在其中扮演什麼角色？公托又在此系統的定位？」等等。 

除訪談之外，本研究同時於研究歷程中透過受訪者收集到相關檔案資料記錄與出

版品，皆作為補充背景理解的參考資料。 

四、資料分析方法 

    本研究之詮釋論述建構主要奠基在微觀語料的解讀上。主要運用 Schütze 與 W. 

Kallmeyer 的理論建構分析方案，著重在口述傳記語料中個人與社會性間關係的解

讀；Schütze 將即興敘述所獲得的口述傳記文本，視為社會行動者與承載者實際行動

事件及其承載經驗意義的再建構（Schütze, 1987: 4）。他提出敘述訪談中「扼要重述」

會陳述出報導人相關生命階段中經歷過的體驗流，而這過程即為所謂「社會真實性」

內容呈現的過程（Schütze, 1984: 78）。於是藉由該分析概念，「社會歷程」運轉之內涵

與結構得以被理解，而敘說透過符碼化後的文本所呈現的語言網路系統中，陳述的是

關於生命個體建構其自我關係及自我與外在世界關係的形成性內涵，也是生命主體的

意義世界 (Kokemohr, 1989: 348)。 

    本文依循以上解析觀點，進行各文本中重複不斷出現重要「議題」之審視，並歸

納出「組織形成與變革」、「弱勢優先之社福精神」、「教保樣貌演化圖像」與「歷史性

社會角色任務」四個方向以進行本研究議題內涵之闡述。伴隨研究議題之闡述，亦依

文本中所提出之各客觀歷史事件，輔於相關文獻資料之查詢核對，完成「臺北市公立

托兒所 1954 -2011 年發展軌跡圖」11。 

參、臺北市公立托兒所五十年間演化之圖像 

一、北市公托組織的形成與變革 

  1952 年臺北市議會通過 78 萬元預算，由當時的民政局社會課（現社會局）覓定

於南京西路 64 巷內面積四百坪左右的空地舍，進行籌設北市公托的社會事業，並作

為市府鼓勵民間設立私立托兒所的「示範」機構；1954 年 5 月 26 日這所臺北市第一

所北市公托「臺北市立托兒所」由吳三連市長夫婦進行啓鑰剪綵儀式，開始正式啟用。
12自啟用至今雖然曾兩度更名，即 1973 年依所在行政區更改為「建成托兒所」；2007

年為完成公托轉型政策再度依行政區更名為「大同托兒所」，13但是其「服務」的社會

功能卻未曾改變。「1954 年」這一年，第一所「臺北市立托兒所」的啟用，不僅標記

                                                 
11 因篇幅限制，該大表圖為附入本成果報告中。 
12參 1953 年 5 月 8 日，中央日報第三版「托兒將有所」；1954 年 5 月 26 日，中央日報第三版「市立托兒所今開幕」。 
13 臺北市改制院轄市的次年 1968 年，臺北市行政區由 10 個行政區增為 16 個行政區，分別為：建成、大同、延

平、龍山、雙園、城中、古亭、中山、大安、松山、景美、木柵、南港、內湖、士林、北投；1990 年為管理方便

與資源分配平均，將 16 個行政區再重新劃為 12 個行政區：松山、信義、大安、中山、中正、大同、萬華、文山、

南港、內湖、士林、北投。臺北市公托自 2003 年自 2007 年進行轉型整併，公托數量由 19 所減為 12 所，詳請參

本節後續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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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它屬於「社會福利」服務的範疇，它更在歷史時間軸線上畫下了北市公托演化史的

起點。 

（一）「一區一所」計畫：從孤星到繁星(1970-1992 年) 

  1967 年 7 月臺北市改制院轄市，行政區域劃分為十區，分別為建成、大同、延平、

龍山、雙園、城中、古亭、中山、大安、松山。次年 1968 年原臺北縣管轄之景美、

木柵、南港、內湖、士林、北投劃歸臺北市管轄，行政區因此擴充為十六區。北市公

托「一區一所」計畫即在 1967 年起開始陸續推動，臺北市社會局期望在第一所北市

公托成立的十五年後，能讓每一行政區皆設置一所公立托兒所，讓貧困家庭的兒童得

以就近接受免費托育服務。為此，市府於 1969 年制定〈臺北市立托兒所組織規程〉，

1970 年公布〈臺北市立托兒所兒童托養辦法〉，使「一區一所」計畫有法源依據，並

相繼在各行政區設置 9 所公立托兒所，計有龍山（1970 年）、松山（1971 年）、雙園

（1973 年）、城中（1975 年）、南港（1976 年）、中山、木柵（1977 年）、大安（1978

年）、古亭（1979 年），使得北市公托的總數量在 10 年內由 1 所攀升至 10 所（參見圖

1 與表 2）。而其餘行政區亦於 1982 至 1986 年間短短的 4 年內相繼成立，包括：內湖

（1982 年）、民生、信義、士林（1983 年）、成功（1984 年）、大同（1985 年）、自強、

北投（1986 年）共計 8 所公托。與 1970 年代相較，1980 年代公托設置的數量相對加

速成長（參見圖 2 與表 2）。 

  

 

 

 

 

 

 

 

 

 

 

 

 

   

  截至 1986 年，臺北市社會局推動之「一區一所」計畫儼然已接近完成階段，14 在

臺北市各行政區基本上都設有一所公托。歷經近 20 年的推動，1992 年才設置的第 19

所北市公托「大直托兒所」，卻成為該計畫執行的終點。1990 年市府為管理方便與資

源平均分配，將 16 個行政區重新規劃為 12 個行政區，15此一變動也直接影響北市公

托的擴充。原本預備成立的第 20 所北市公托「正義托兒所」，即在市府財政預算與人

事經費無法獲准的情況下，於 1994 年採「公設民營」政策釋放民間經營管理（團訪

                                                 
14 僅延平區與景美區尚未設有公托。 
15 1990 年劃為 12 個行政區：松山、信義、大安、中山、中正、大同、萬華、文山、南港、內湖、士林、北投。 

圖 1 北市公托 1970 年代分佈圖 圖 2 北市公托 1980 年代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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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所長：501-504）。原已設立之 19 所北市公托則於 2003 年至 2007 年間逐漸整併為

12 所北市公托。 

 

 

 

 

 

 

 

 

 

（二）北市公托組織的擴充與轉型 

  北市公托歷經近 40 年（1954-1992 年），其數量從 1 所擴充到 19 所，期間組織的

擴充實質上回應了市府施政的要求，也考驗行政主管機關如何進行人事安置的智慧，

「管理經驗的傳承」可以說是北市公托組織發展成功的核心關鍵。基於公立托兒所的

屬性，公托「所長」的職缺會由所屬機關行政首長派任。16通常被派任的所長不一定

具備幼兒教育專業背景，尤其是 1970 年代創設的初期。一般而言，歷任社會局局長

傾向派熟悉社會局業務之資深承辦人員，或具備有社會工作專業背景之人才擔任。而

自 1980 年代初期，在北市公托已累積豐富經營經驗後，則多借重資深所長的管理經

驗來協助籌辦新所。17 

那時候我們三個比較資深都是三五年就要調動一次，那我在城中也五年了，那時

候新所成立的時候局長都是讓資深的去籌辦新所。(退休所長 1000323-2：479-483)  

我們常常有定期的托兒所會議，那會議裡面大家互相交換意見或是討論上面有甚

麼政策，我是覺得蠻好的，大家彼此之間真的是互相學習。(曾任所長 1000407：718-721) 

  北市公托是社會局組織架構下所屬的獨立機關，與私立托兒所的差異在於其北市

公托所長的任期以三年為一任，最多兩任為限，因此在北市公托所長任用的光譜中，

「輪調」與「接棒」是重要的特色。18而「資深所長帶新所」的人事安置，與「所長

間研討聯盟 」的機制，確保了北市公托 50 餘年來組織發展的穩定性，以及建立教保

服務專業品質的動力。 

  1980 年代各國政府公共事業興起了民營化的改革聲浪，臺灣的行政改革也顯然受

到民營化運動的影響，政府企圖以和民間資源合作的方式擺脫沉重的行政成本，成就

「小而能」的政府（歐姿秀，2004：220-222）。在民營化運動的影響之下，市府於 1992

年的市政會議決議「爾後托兒所應以自給自足與鼓勵民間辦理為原則」。事實上，北

市公托於 1980 年代中後期在數量上的成長趨於停滯後，「臺北市 19 所公托存在的價

值」亦引發了相當的討論與質疑： 

                                                 
16 依循臺北市立各托兒所組織編制表，所長官等為薦任，職等為 7 至 8 職等。 
17 該論點乃依據本研究可採訪到的資料顯示，部分第一任所長包括松山、雙園、古亭因死亡或個人因素未提供報

導資料。 
18 可參本研究臺北市立托兒所歷任所長一覽表，因篇幅限制未附於本成果報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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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議會每次質詢都一直在問：到底公托為什麼存在？當然他們看到的是量啦

不是質啦，他們覺得假如只是照顧弱勢為什麼不把這些經費去補助孩子們到私托

去這樣就夠啦……可是在審經費的人他們講求量不是質，那我們自我考慮到的是

質的照顧，那這中間是蠻多的好幾個轉，最後就變成一個妥協至少我們先一個行

政區一所，先減掉 7 所然後配合那個人事精簡。(團訪退休所長：397-403) 

2003 年至 2007 年間市府為因應人事精簡政策，在公托經費支出龐大及托育環境已受

少子化衝擊影響的狀況下，19將 19 所北市公托整併為 12 所，仍維持一區一所的原則

裁撤 7 所中的 3 所（松山、雙園、士林）於 2005 停止收托業務，其餘 4 所（大安、

古亭、內湖、大同）逐步轉型為公設民營托兒所，20採非營利組織經營模式，繼續提

供臺北市民托育服務。  

  北市公托的轉型整併無疑是組織的一大變革，這個變革在集體記憶中亦是充滿

「情感性」的重大事件。北市公托的數量變化，呈現了社會對它的需求，也映照著實

踐者自身職業歷程與組織發展交融下的心境： 

在 1987 幾年的時候陸續一直到 1992 年可以說是一個高峰，然後慢慢的就沒有成

立，然後到 2004 年就慢慢開始整併，所以會由下往上再下來。(團訪退休所長：559-563) 

公托要整併那時候感覺就是，我們大家這麼辛苦地做，那我們每個人都是埋首苦

幹也不太會宣揚自己的政績或功勞，可是要裁的時候反正你就 7 所就不見要關

門......因為就是要關門所長要兼一所兼兩所，那保育員就想說沒地方去趕快跑，

那時候我感覺就一直往下掉。(團訪退休所長：360-364) 

「市立托兒所」對於實踐者而言並非純然的任職之所，而是一片她們以生命力耕耘的

田野。北市公托組織的形成與變革，也並非純然是數量的起伏，而是反應了組織擴充

與變革的內在機制，當然它也因著生命性的投入，而照應出人們內在的情感世界。 

  總體而言，北市公托作為一個整體組織來思考，自第一所北市公托 1954 年啟用

後，1970 年代至 1980 年代期間急遽地擴充至 19 所，1980 年代中後期公共事業民營

化的聲浪直接考驗了北市公托的存在價值，遂而在 2003 年至 2007 年整併為今日的 12

所北市公托，此可視為北市公托組織的第一度變革；而 2011 年面臨幼托整合的來臨，

我們可預期此將會促使北市公托產生第二度的組織變革。與其說北市公托「沒有了」

（退休所長 1000301：273），不如說它即將蛻變為另一種型式，成為提供臺北市民多

元托育服務的機構，使北市公托組織在人的參化下「繼續寫歷史」（團訪現任所長：

666-668）。 

二、「弱勢優先」的社福精神 

公托長期以來，它沒有說哪一年，它長期以來一直都是執行弱勢優先這樣一個福

利政策，這是非常重要的。(團訪現任所長：38-39) 

「托兒所」作為一個社會福利機構來理解，從歷史－社會變遷的觀點出發，它在

臺灣光復後幼兒教育發展史中的記載可追溯到 1945 年，當時依據私立救濟設施管理

                                                 
19 參焦點團體訪談：376-404；2003 年 12 月 11 日自由時報第 14 版「公立托兒所 3 年內減為 12 所」；2005 年 6 月

30 日臺北市政府公報「臺北市立托兒所專案精簡要點(核定本)」。 
20 大安托兒所轉型為公設民營辛亥托兒所；古亭托兒所轉型為公設民營國興托兒所；內湖托兒所轉型為公設民營

康寧托兒所；大同托兒所轉型為公設民營重慶托兒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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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等有關規定辦理登記有兩所的設置，至 1950 年增為 7 所，且全為工廠為照顧廠

方員工子女而附設的（丁碧雲，1975：126-129）。曾服務於省政府社會處第四科承辦

該托兒業務的張秀卿女士認為，此一時期可說是臺灣光復後，「托兒所」作為社會服

務機構發展的萌芽時期（1988：7/153）。於戰後 1949 年至 1959 年期間，臺灣在政治

上雖然逐漸趨於穩定，但是經濟上卻面臨貧困，整體經濟的重建，伴隨著婦女就業人

數的增加；而中華民國政府自大陸撤退來臺後，臺灣人口爆增且呈現向都市集中的現

象，加上小家庭的發展，關於家庭中幼童的照管與保育，乃逐漸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

亟待社政單位的關注。依據省政府社會處關於托兒所數量的記載，1951 年是個轉捩

點，十年期間到 1959 年托兒所的數量從 7 所已增設高達 173 所，收托幼童從 904 位

躍增二十倍到 18,655 位 （張秀卿，1988：8/154）。基於托兒所設置與救濟設施性質

迴異，1955 年 10 月內政部訂頒了「托兒所設置辦法」，取代原依私立救濟設施管理規

則登記設立，該辦法內將托兒所之設置、收托方案、設備場地條件、保育員及教師資

格標準等等建立詳盡的規範，以利將托兒所業務納入社政兒童福利範圍來推展。1950

年代儘管在教育體制中早已有「幼稚園」的設置，招收六歲以下之幼童，然在「社會

變遷急促需求」的時代條件下，半世紀以來在福利與教育二元雙軌制合併實施的運轉

中，內政部的「托兒所」儼然與教育部的「幼稚園」並駕齊驅，是照顧與教育臺灣學

前幼兒成長學習的重要社會機構。 

因為托兒所是福利政策的一環，所以它這個弱勢優先從最初開始的經濟的弱勢優

先，之後是不是也進入到對於身心障礙的優先(大家:對)，那到現在又配合社會狀

況的改變就是對新移民的優先，那現在兩個子女以上的優先，所以我想它其實是

社會福利的一環，配合社會的一些變遷，會有不同的情況出來。(團訪曾任所長：53-57) 

  承上，北市公托的福利政策隨著社會的變遷，從 1975 年之前的經濟弱勢優先，

穿越 1980 年代至 1996 年身心障礙優先，至 2000 年初關注臺灣社會人口結構變遷下

新移民族群的湧入，而現今面對少子化的衝擊，在弱勢優先的原則下進一步提供擁有

兩名子女以上的家庭優先入園（臺北市市立托兒所收托自治條例，2011），依此北市

公托「弱勢優先」的社福精神可依：協助脫貧（1975 年前）、關注全民社會福利一般

市民福利（1975-1996 年）、多元化托育服務（1996 年迄今）三個時期，分別說明於下。 

（一）「協助脫貧」的萌芽期（1975 年前） 

建成是最早的，然後那個時候就是照顧低收入的，叫貧戶，以幼兒為主，讓他們

能夠安定家庭，父母能夠外出工作增加收入來改善生活。(退休所長 1000323-2：26-28) 

托兒所的成立，我覺得在當初社會局的設想，它未必是從兒童的立場出發，它其

實是幫助低收入戶的家庭脫貧的一個方法。(團訪曾任所長：49-50)  

    不論是「照顧低收入」貧戶的幼兒，讓父母能夠安心外出工作，或是將設置托兒

所之社會功能視為幫助低收入戶的家庭「脫貧」的社會福利政策，1970 年代前，「托

兒所」的設置即從社會救濟的福利觀點出發，指向對一群社會邊緣的低收入貧戶伸出

援手，使「托兒所」在社會福利政策中開始扮演起提供「托育服務」的社會角色。 

    1970 年臺北市政府公布〈臺北市市立托兒所兒童托養辦法〉，其中第二條規定可

申請市立托兒所托養者，需為設籍臺北市一年以上的貧戶或家境清寒兒童。此項規定

宣示了臺北市市立托兒所托育服務乃為「救濟脫貧」補充性服務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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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注一般市民」的發展期（1975-1996 年） 

  從公共資源的角度出發，政府辦理公立托兒所，在福利經費的限制下，基本上是

無法普及服務一般家庭，因此其僅具社會示範性。然而，隨著社會結構轉型及價值觀

的變遷，職業婦女的托兒問題無可忽視，為因應婦女加入勞動市場需求，才逐擴及至

一般市民的福利（王順民，1999：127）。根據 1978 年臺北市政紀要記載，公立托兒

所之收費採「對於救助戶兒童免費收托，一般市民兒童僅收成本費，低收入市民兒童

再減半收費，以方便其父母上班就業無後顧之憂。」自 1970 年代起，北市公托逐漸

朝向協助轉型中家庭的就業婦女，使其得以在家庭與職場間獲得支援，而且在設置的

數量上亦急速增加。 

因為低收也慢慢地減少，托兒所的家數也在增加，所以就開放給職業婦女，第一

優先是弱勢、貧戶，第二優先就是職業婦女，只要你有拿了工作證明就優先收托，

這是第二個階段，第三個階段我們先從這個收托對象講起，第三個階段就是繳稅

市民的抗議，我有繳稅的義務為什麼沒有享受社會福利的一個權利，然後後來就

變成說，依排隊先後順序，有的比較城市地區，就是漏夜排隊，有夜裡兩點擺椅

子排隊，那這樣子造成是對老百姓的一個虐待、不公平。(退休所長 1000323-2：42-51) 

  隨著臺灣社會經濟發展與家庭結構的變遷，投入勞動市場的職業婦女相對增加，

北市公托的托育服務也隨著社會需求的步伐逐步由貧戶擴及至一般市民。依據 1975

年市府公布之〈臺北市立托兒所收托辦法〉第二條規定，設籍本市一年以上，年滿二

歲至六歲之兒童為核定有案之貧戶、家境清寒戶、一般市民之一者，得由其家長或監

護人向市立托兒所申請收托。在北市公托數量逐漸增加且臺北市低收入戶逐漸減少的

情況下，北市公托可收托幼兒數量的分配隨之擴及「一般市民」。從關注家庭發展的

社福觀點出發，投入勞動市場的「職業婦女」顯然成為托育服務首要關注協助的對象。

然而此一時期北市公托收托對象擴及至「一般市民」的宣告，在排除優先收托對象後

餘額的分配機制上其實是處於「僧多粥少」之狀，自然萌發出納稅市民權益爭議；換

句話說，1980 年代北市公托在財政預算的限制下，要邁向如先進社會福利國家達到「關

注全民」的托育服務，其實是個天方夜譚。 

  回觀北市公托招生報名漏夜排隊的奇景，甚至引來媒體的關注。1990 年臺北市

18 所北市公托在收托將近 4000 位幼兒的情況下，在關注全民托育服務的期待中，發

酵為「收托數量嚴重不足」與「擠破頭」的權益之爭。1990 年 7 月 12 日聯合報以〈市

立托兒所家長擠破頭〉、〈競爭激烈中籤率最低〉反映市民對臺北市政府托育服務需求

量的渴求： 

由於競爭激烈因此每年市立托兒所登記、抽籤，向來都是家長最緊張的時刻……

根據社會局統計 18 所市立托兒所總錄取率平均為百分之 24.7，其中有九家中籤

率皆不滿百分之 20，其中民生托兒所甚至只達百分之 11，可見競爭之激烈；其

餘除松山托兒所高達百分之 79，龍山托兒達百分之 74.42 外，錄取率皆在百分之

50 以下（陳素玲，1990）。 

面對北市公托僧多粥少不易錄取的處境，臺北市社會局除了建立抽籤制度、鼓勵市民

轉向教學用心、評鑑績優的私立托兒所就學外，「增設」北市公托似乎是達成關注全

民托育服務必要的路徑。1991 年 3 月 2 日中國時報報導「市府已通過明年中籌建四所



11 
 

市立托兒所」，但因經費不足並逢人事精簡的政策，該發展趨向最終卻未能執行。 

（三）「多元服務」的變動期（1996 年迄今） 

  1980 年代中後期，北市公托在政府部門民營化運動的影響下，1984 年至 2000 年

間臺北市社會局陸續將四所公托轉型為公設民營托兒所。但是北市社會局卻也更確立

公立托兒所在社會福利服務上的責任使命。在 1998 年公佈的〈臺北市立托兒所收托

辦法〉中，規範了北市公托的收托方式，其中有優先收托服務（以設籍臺北市低收入

戶、原住民、身心障礙、危機家庭、中低收入戶等，弱勢家庭兒童為對象）、一般收

托服務（設籍臺北市半年以上符合收托資格之幼兒，並於招生期間登記者，超額採抽

籤）、臨時收托服務（設籍臺北市半年以上，年滿二歲至六歲入學前之兒童，其監護

人確有照顧困難者）及輕度身心障礙與發展遲緩幼兒收托服務（採融合教保方式）等

四種。隨著社會福利意識高漲，以及落實社會福利正義精神的考量，此階段〈臺北市

立托兒所收托辦法〉的修正，除提供一般托育教保服務外，也明確將父母一方為原住

民者、發展遲緩兒童、持有輕度身心障礙手冊者、符合兒童福利法規定的危機家庭或

機構安置的兒童、父母一方為中度以上身心障礙者納入優先收托對象。基本上臺灣現

有的兒童照顧政策實偏向以私人照顧系統為主的自由主義國家（Meyers& Gornick, 

2003:405-406），社會福利服務的責任分散由政府、營利事業體、非營利組織及家庭

共同承擔。截至 2003 年北市公托可提供的服務量也僅占總市場的 5%，21於是在幼兒

教育與照顧公共化政策尚無法啟動的前提下，北市公托社福的任務仍以「弱勢優先」

的社會責任為核心。 

  在臺北市社會局 50 週年所發行《臺北市社會福利發展軌跡》一書中的歷年大事

紀要中記載著：「1996 年 9 月開始辦理市立托兒所多元化托兒服務計畫，提供家長延

托、臨托服務及推展身心障礙兒童融合教學活動。」同時，將此開辦「多元化托兒服

務計畫」作為北市公托托育服務功能變革的轉捩點（臺北市社會局，2007：84）。計

畫中所包含的融合教育、臨托與延托方案，拓展了北市公托提供服務的面向，增添北

市公托托育服務的多樣性。具體而言，一方面倡導身心障礙兒童「回歸主流」的托育

理念，協助有身心障礙兒童之家庭獲得適當的照顧與心理調適服務；另一方主張面托

育服務政策「社區化」與「家庭化」的觀點，以滿足各種家庭因父母工作時間、工作

型態差異或臨時緊急事故而產生的多元托育需求（王麗容，1995：76-78）。 

  另外，此一時期隨著臺灣跨國婚姻比例的增加，22經由婚嫁來到臺灣的「東南亞」

及「大陸」的新移民女性，已成為臺灣人口結構中不可忽視的一環。根據內政部資料

顯示，非本國籍生母的新生兒數比例，從 1998 年 5.12%，已逐年遞增至 2003 年的

13.37%達最高峰，之後雖有下降的現象，至 2006 年其比例仍有 12.12%。針對臺灣社

會人口結構變遷的現象，臺灣新生兒出生率、女性生育率呈現逐年下降的趨勢，23以

                                                 
21 參林相美（2003 年 12 月 11 日）。公立托兒所 3 年內減為 12 所。自由時報，14 版。 
22 根據內政部資料顯示， 近十年來每年跨國婚姻超過兩萬對，例如 1998 年有 22,905 對，占當年臺灣總結婚對數

145,976 之 15.7﹪，2000 年開始驟增至 44,966 對占 24.8%，也就是每 4 對登記婚姻中有 1 對為外籍通婚；2003
年達到最高峰有 54,634 位，占總結婚登記對數的 31.9%。鑒於大陸新娘與東南亞新娘人數之激增，政府統稱為

「新移民」；近年來人數稍微緩和，但去年(2006)仍有 23,930 位，占總結婚登記對數的 16.8%，即每 6 對登記結

婚中有 1 對為外籍通婚。引自薛承泰（2007）。 
23 根據內政部兒童局 2006 年統計資顯示，我國出生人口為 20.4 萬人，僅是 1981 年的二分之一。此外，我國總生

育率從 1966 年的 4.8 人開始下降，2006 年已下降至 1.11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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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外籍配偶所生子女相對比率逐年提升，也很明顯的反映在市立托兒所收托族群結構

上的變化。為了使多數無法馬上取得臺灣設籍條件的新移民子女得以進入北市公托就

讀，臺北市政府於 2002 年修訂〈臺北市市立托兒所收托自治條例〉，開放兒童之法定

代理人之一方為大陸地區人士或外國人如無法設籍時，僅需兒童另一方法定代理人設

籍滿六個月即可，讓新移民家庭兒童可不因母親設籍之限制，順利進入社會福利服務

系統的托育機構，此作法可說是北市公托在政策上為新移民家庭服務的起始（臺北市

社會局，2008：6）。依據 2009 年臺北市政府主計處所提供的資料，北市公托收托之

新移民子女人數乃呈現逐年增加的趨向（參見表 3）。 

        表3 臺北市新移民子女優先進入公立幼稚園、托兒所人數（單位：人） 

年     別 公立幼稚園 公立托兒所 

2005年 142 184 

2006年 177 215 

2007年 341 258 

2008年 128 364 

較上年增減數 -213 106 

較上年增減% -62.46 41.09 

             資料出處：臺北市政府主計處（2009：23）。 

    面對新移民家庭激增的社會現象，臺北市社會局呼應內政部的政策，於 2004 年

起規劃「新移民家庭及兒童服務方案」啟蒙服務的專案，以協助新移民母親處理各項

親職教養問題。 

其實就是新移民，它鎖定在語言這一塊，可是實際上我們在實施的不只是語言，

還包括生活適應，甚至連家長的支持……因為家長如果沒有上來的話，它的效果

是有限的。所以事實上，我們做下來並不是兒童局起初鎖定的「語言」，我們一

直延伸到親子的部分，包括家長成長團體、生活適應，碰到弱勢家庭有需要連結

資源，我們也就發揮社會福利系統的本能，就會去連結社會福利。所以啟蒙是播

一個種子，它後面帶出來的其實是把整個社會福利涵蓋進去。(團訪現任所長：72-80) 

基於落實托育政策社會資源整合的使命，「啟蒙專案」被視為建立「托育資訊網路」

的一顆種子。從照顧新移民的經驗，拓展到關注長期可能因貧困或無法獲得足夠教

育、社會資源等處於弱勢之幼兒，該專案於 2006 年修改名稱為「新移民及弱勢家庭

兒童學前啟蒙服務方案」，整合各項托育服務的資訊，以連結幼兒托育的需求者與供

給者。 

    整體而言，兒童福利作為社會福利中重要的一環，國家兒童福利政策的訂定從歷

史演化的觀點，在時空的互動中勢必受到社會、經濟、文化、政治等因素的影響。北

市公托從二十世紀 1950 年代至 1970 年代初，免費提供臺北市貧戶家庭托育服務，1970

年代後期因應職業婦女就業收托一般家庭幼童，至 1990 年代中期起，則在落實公部

門優先收托弱勢幼童的政策下，關注於新移民家庭的社會融入教育。在這長達 50 餘

年的歲月，北市公托雖然隨著農業、工業、商業時代社會結構的變遷，在不同的時期，

在兒童福利服務的範疇內，以「示範性」的姿態提供不同的補充性托育服務，但是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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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把持著「弱勢優先」照顧與保護的核心價值。從救濟、照顧、保護到促進的演化歷

程，北市公托的托育服務透過擁有社工背景的經營管理者，已將其自身的實踐行動尋

源溯本地推向「發揮社會福利系統」的聲稱中。 

三、北市公托教保樣貌之演化圖像 

    以「弱勢優先」作為推動社會福利事業的核心關注，托兒所內之「教保活動」對

於北市公托而言，在初期的發展上並未受到重視。 

我們所長基本上在社會功能的部分是一般私立托兒所無可取代，但是在教育的功

能上老實說我們公托在這一塊非常缺少，我常常就覺得說自己都不是學教育來辦

托兒所，我們根本都是外行對不對我們也是一面做一面學(團訪曾任所長：169-172) 

    誠如受訪所長所言，北市公托早年會因教育專業性不足被貼上「吃喝玩樂」（退

休所長 1000323-2：65-68）的標籤。然而隨著所長秉持「一面做一面學」對教育專業

不斷鑽研探究態度，使北市公托 50 餘年來的發展，在教保活動方面亦呈現邁向幼教

專業化的演變圖像，以完善以社會福利為本之教保內涵。順著時代的演進，北市公托

的教保圖像可推演出三段歷程：以行動實踐者「邊做邊學」作為發展教保專業途徑的

時期；為樹立「示範性」角色，透過「展現教育專業」來轉換北市公托的社會形象；

最後則以「關懷弱勢」的精神，投入融合教育與多元文化教育耕耘的歷程，以下分別

闡述之。 

（一）「邊做邊學」發展教保專業  

    由於 1950 年至 1960 年期間臺灣幼保師資欠缺，當時只要擁有初中畢業學歷者即

可透過進入北市公托擔任保育員，通常所長會任用會彈鋼琴者，僅有少數保育員在任

職前及具備國小老師或幼稚園教師資格。這些保育員通常由所長參照保育班專業機構

培訓方案內容，嚴格督促保育員建構保育能力，提供幼童托養照顧之工作為主。（倪

鳴香，2007：16）此一階段在北市公托以「濟貧」為目的，「協助托育」為手段的時

期內，從教保專業觀點來審視，北市公托的教保行動的確深受考驗。基於社會福利機

構組織編制中主管人員無需具備幼教專業，加上所內保育員之任用未有明確規範，使

得北市公托創辦初期的教保社會形象仍無法免除傳統世俗「帶孩子、換尿布」的觀感。 

因為社會的需要，那就一直配合，那時候公托給社會的觀感就是帶孩子、換尿布，

然後現在來講，就是要協助家庭，以媽媽的心來照顧每一個幼兒，讓父母安心上

班，讓孩子也要享受這個快樂的童年 (退休所長 1000323-2：112-115) 

    而此一時期北市公托之教學採以「單元教學」。通常是由教保組長列出整學期的

單元名稱，再以抽籤的方式分配老師們負責規劃書寫各單元教案，內容包括目的、引

起動機、活動內容及兒歌、律動。書寫好的教案由教保組長及所長看過後，即印製成

冊發給老師一人一本，整個學期教學活動就依規畫好的單元活動循序漸進，至於教學

活動所需的教具多由保育員們自己動手製作。以上課形式來看，與後期教學型態比較

起來，幼童們被要求規規矩矩地做在椅子上，猶如小學上課般顯得呆板。當時為尋求

超越如此呆板的教學，所長與保育員們亦曾至美國學校參觀，希望能採行新式教學

法，在教室內設置不同的學習區（倪鳴香，2007：19），但礙於教師專業能力的限制，

事隔十餘年後方才得以實踐。 

坦白講，其實我剛始進入木柵的時候，真的什麼都不會，那我自己本身也去修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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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課程……有開課或是說有甚麼演講專題我都會去參加，然後我自己會看書，就

是譬如說單元方面設計我們不會，可是我就知道那時候有一本書嘛，我就把它仔

細地看……就慢慢，我是覺得慢慢這方面就會比較，自己本身這方面的專業就會

比較加強。（退休所長 990906-1：899-909） 

    雖然許多所長在掌管托兒所時尚缺教保專業知能，但其秉持著「邊做邊學」的態

度，透過積極參與專業課程的自我進修，參加公務人員訓練中心所開設的相關課程，

以及聽取幼教專家學者的專題演講，加上自修閱讀補充自身的教保專業知能。然而無

可諱言的，實踐者本身行動經驗的智慧結晶，實為北市公托發展其教保專業的基石。 

（二）「專業專人專用」展現教保專業 

    基於北市公托具有「示範」的社會責任，要以公托為點來帶動整個臺北市托育品

質的提升，一直是歷任各所所長背負的任務使命。期間如 1979 年所舉辦的托兒所教

具展，1985 年的臺北市公立托兒所自製教具展及幼兒活度單元展，並以「凡走過必留

下痕跡」為名，出版了一系列的出版品，諸如：1982 年《托兒工作經驗談》、1985 年

《臺北市立托兒所活動單元》、1988 年《幼兒教保活動設計叢書》、1991 年《幼兒認

知教具創作集》等，特別以北市公托聯合集結出版的教保活動紀錄最受關注，亦有報

紙以「市立托兒所全力發揮幼教功能：教保人員編印單元教材啟發幼兒學習創造能力」

為題，刊載 34 冊幼兒單元活動設計出版的訊息。 

1973 年以後到大直托兒所成立，這是托兒所的發展盛期，然後大概 1978 到 1993

這是知名度的建立時期……1978 到 1982 年是公私立托兒所聯誼最密切的時候，

都是由公托來帶動結合私托辦理大型活動，然後 1982 到 1988 是公托「凡走過必

留下痕跡」，就是蔡局長的時期，就是出版書的時候。(團訪退休所長：492-497) 

在 1980 年代在托育制度政策相繼訂定與規範，且臺北市各區陸續依制新設公立

托兒所的情況下，已運轉二十餘年之北市公托似乎顯得老舊需要汰新，特別是其保育

員之資格，並不符新制度之規範，成為爭議性的問題。針對這些入所任職已達近二十

年資歷之資深保育員的去留問題，主管機關核定需三年內通過教育行政考試才具公務

人員資格，讓資深保育員資格就地合法化，不需被迫離開。然當時並未有資深保育員

通過教育行政考試。而隨著臺北市內公立托兒所陸續的設置，社會局於 1974 年在救

災總會附設托兒所開辦「臺北市公務人員保育訓練班」，此訓練班課程內容包括教材

教法、音樂、唱遊及琴法。市托、龍山及松山托兒所的保育員們，每週星期一至五歷

時約一個學期的時間，需接受此一訓練班的課程培訓（倪鳴香，2007：21）。另一方

面，為進一步確保北市公托保育員的專業性，所長們也積極的爭取保育人員在國家考

試中的開科設考。 

我們就提出來說，你這個要專業專人專用，不然托兒所的品質沒有辦法提升，所

以我跟另外三個，就四個人就跑到人事行政局去建議要有保育人員的一個考試， 

那時候在之前，熊媽媽是有去爭取兒童福利專業人員資格的特考，那我們去爭取

的是教保人員的這個職位。(退休所長 1000323-2： 72-377） 

1983 年保育人員普考開科設考，通過了第一批保育人員的任用，分發到各個北市公托

之中。這些新進保育員們多為大學畢業生，但非就讀幼教相關科系，亦缺乏幼教專業

知識及技能，惟有透過資歷較深與擁有豐富教學經驗的所長與教保組長們帶領，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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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的學習設計單元、製作教具以及練習琴法。 

    然而，雖然高普考制度為北市公托引入高等教育人才，但是透過普考來任用保育

員，卻出現以公托作為進入公務系統的「跳板」現象，或作為補習業者用來招攬女性

報考者的說詞，此也一度成為阻礙公托專業性發展上的濫觴。 

我在民國 80 年普考保育人員，我記得那時候，女生要去考公務人員只要進補習

班，幾乎補習班都會建議妳考保育人員，知道為什麼嗎？它的名額最多，雖然考

的人也很多，除了這以外就是它考的科目就是很好唸。(團訪現任所長：183-186) 

當然很多人會說普考的人進來，是公托很大的，當年很大的敗筆，就說不被接受

為專業的一個地方。(現任所長 1000303-1：1040-1042) 

    除了透過普考分發而來的保育員外，北市公托內也編制有代理保育員，通常經所

長聘用，核報社會局即可。由於沒有制度規範代理保育員的聘用條件，北市公托內也

曾聘用非幼教專業科系或非相關科系高中畢業學歷之人員任職代理保育員。此問題直

至 1993 年社會局委託勞工局國民就業輔導中心辦理第一次代理保育員甄選時才有規

範，即制訂代理保育員需幼教或幼保科系畢業者方具考試資格，於是此甄選考試提供

了想在公立學前托育機構任職服務之幼教老師機會，循此另類的管道，許多參加此雇

員考試徵聘的人員，後來參加內部升等考試後能獲得正式公務人員的資格。 

    對於北市公托而言，教保人員聘任制度上的革新與整理教保活動實踐的經驗，可

以說是北市公托「知名度」能從原先「吃喝玩樂」形象，轉化作為北市公私立托兒所

社群「示範性」角色功能的關鍵政策機制。 

（三）「關懷弱勢」開創多元教保專業 

    當外界對於公托專業性有所質疑之際，北市公托內部的編制與進修機制也逐步有

所發展。隨著所內重要的關鍵實踐者，所長與保育員之專業性發展受到重視，所內教

保活動的品質也隨即開展出多元豐富的面貌。誠如受訪所長的聲稱，隨著教保專業的

發展，北市公托配合所在行政區域在地特色，也已展現出多元的教保圖像。 

現在的所長大部分都領有主管人員訓練，保育員的部分也是，所以我們公托目前

來講，大概 99%都是幼教相關科系畢業，反而非相關科系的已經比較少了，所以

教保人員素質上，這 10 年來已經有很大的提升，因此現在裡面有主題單元教學、

有角落教學都是不一樣，各所依照它的區域特色發展自己的教學方式，目前公托

12 所可能外表是一樣，裡面的教保內涵可能有點不一樣。(團訪現任所長：177-182) 

而北市公托「關懷弱勢」的社福精神，在「早療教育」、「弱勢服務」業務的推展，以

及 1990 年代中期的多元化托育服務，北市公托托育對象從貧戶、一般市民轉向了社

會邊緣的弱勢族群的圖像中開顯。在受訪所長的視域內，開辦多元化的托育服務，無

疑是北市公托發展上重要的里程碑。她們從不懂到去吸收、去參觀、去研習然後確實

去實踐。 

那個 86 年的時候開辦多元化的托育服務，開始非常注重發展比較特殊孩子的托

育，這是蠻重要的一個里程碑。(團訪退休所長：83-84) 

    其中融合教育裡能讓特殊和正常孩童共處的畫面，不但構築出兒童福利與教育行

動緊密結合的專業服務形象。同時，多元化的托育服務政策的實踐，更將這群具有社

工背景的所長推向「捨我其誰」利他的自我實踐的專業行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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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像我們最近這幾年，很多所長會分享自己所裡的譬如說早療的服務，或者是弱

勢的服務，其實倒是從以前到現在，我覺得是公托最強的一項，因為我們太多了，

那而且我們大部份的所長都是社工背景，所以在這個部份，我覺得幾乎每一所所

長，真的都是捨我其誰啦！(現任所長 1000324-1：1549-1553) 

    在臺灣「幼稚園」與「托兒所」雙軌制度並行的社會歷史背景下，托兒所的教保

專業性一直深受幼教專業者的挑戰與質疑。北市公托透過所長與保育員專業素養的提

升，確保了其教保專業發展的穩定性。而堅守不變「關懷弱勢」的社福精神，在涉入

融合教育與接受多元文化時代挑戰的洗禮，教保活動與其所處的社會福利工作緊密扣

連，彰顯出其身為社會福利機構的專業定位。 

四、北市公托的歷史性社會角色任務 

公托對於整體的兒童福利這一塊，其實真的有它的貢獻，有它的存在價值。(現任

所長 1001125-1：410-411) 

  若以 1996 年為分水嶺來觀看北市公托在社會角色與功能上的演化，我們不難發

現 1990 年代以前，北市公托被期待要成為帶動臺北市托育機構教保品質的據點；而

1990 年代以降，北市公托的存在價值，在人員精簡、民營化運動等聲浪中載浮載沉，

它被賦予了更多的社會任務，它的角色與功能再次擴充，使「北市公托」這個本以「家

庭」為服務單位的社福工作，正朝向多元化、社區化的方向發展，以下依此分水嶺分

立兩小節闡述之。 

（一）帶動北市托育機構教保品質的據點 

我覺得公托有存在的必要，因為既然是兒童福利，假如你公部門自己沒有經驗只

是去管理，那你怎麼去管理私部門？那會變成純粹理論式，所以我覺得公托有存

在的必要，作為一個示範。（退休所長 990906-1：1219-1225） 

  北市公托作為北市社會局推動托育服務政策的重要區域性組織之一，其托育服務

型態的演化，實際上也刻畫了北市托育政策目標的變遷。早期它在臺灣社會環境貧困

的時代，承擔著協助低收家庭脫貧、養育與照顧該家庭兒童的任務。1970 年起「一區

一所」計畫的推動，使其托育政策的目標在照顧經濟弱勢家庭的基礎上，強化托育服

務的可得性與可近性。1975 年起隨著社會經濟結構的轉型，因應婦女就業而衍生的托

育需求，擴及至一般市民的福利，其托育政策乃在原基礎上促進與穩定就業的目標。

於 1980 年代隨著北市公托數量的積累，托育政策目標的累加，北市公托被社會局賦

予要成為「能帶動臺北市托育機構教保品質的據點」此一社會任務。 

那時候科長、局長要求我們以公托為點去帶動整個臺北市的一個托育服務品質，

所以就聯合辦理畢業典禮、體能活動，然後跟私托就有些互動，所以那時候公托

就聯合辦理教具展覽啦或是每次研發一個主題。(退休所長 1000323-2：103-108) 

今天的托兒所，已由單純的生活照顧，轉變為兼具教育與福利等的功能。作為社

會行政機關，有責任探究一個健全托兒所，應具備哪些條件，發揮哪些功能，才

能符合幼兒的需要，滿足父母的期盼，達成社會的責任。（臺北市政府社會局，

1982：序） 

北市公托面對來自社政機關所賦予的社會責任，其中的經營實踐者事實上是以實際的

行動來承接。藉由自製教具展、教保活動單元展、教學觀摩、聯合兒童季等系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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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強化與私立托兒所的聯繫；並透過系列的出版品，將北市公托自 1950 年代起累積

的托兒工作經驗予以公共化，作為全市教保工作人員實行教保活動的參考與基準，以

充實北市整體托育環境的教保內涵。這股正向的社會力，亦改變與提升社會大眾對「北

市公托」的觀感，既而成就了 1980 年代北市公托活躍的榮景。 

（二）多元托育時代下公托角色的擴充 

隨著政策的演變，賦予公托一個任務，你們什麼事要做得比人家好，有什麼新的

政策你們要帶頭示範帶頭做，所以我們開始帶頭做多元化服務方案、弱勢家庭啟

蒙服務方案等等，包括現在育兒友善園。 (現任所長 1000330-2：873-898) 

  1996 年多元化托育服務計畫的開辦，象徵著北市公托的托育服務邁向多元化的發

展，也可以說是北市公托業務急遽擴展的時代開端。作為「政策先鋒」的北市公托，

除辦理多元化托育服務，建立實施模式以供私托參考外，2002 年陸續辦理的新移民家

庭兒童學前啟蒙方案，以及 2010 年起所推展的育兒友善園，基本上皆是在以「家庭」

及「社區」為基本服務單位的社福思維下，正視社會結構變遷下家庭型態的演變，結

合社區相關社會資源以發展社區服務，從充分利用公共資源的觀點，為所在社區之居

民提供外展服務。 

還有托育服務網，我們還要幫私立托兒所辦一些研習活動及師資成長研習，所以

其實陸陸續續幾年下來，我們已經開始承擔很多非托兒所本業的業務進來，所以

我們在角色上面現在已經其實是很多元了，我們做的工作已經不純粹只是教保，

所以它其實它的角色功能一直在擴充，但是人力也沒增加，以前托兒所真的比較

單純，它就是純粹做教學然後辦教學觀摩給私托，跟私托做這樣子的互動，現在

以這個角色功能上面，跟以前是很大的不一樣。(現任所長 1000330-2：898-913) 

  「北市公托」除了在服務內涵越來越分化、越來越多元、越來越走入社區之外，

亦在社政機關期盼其能協助促進公私立托兒機構資源流通的功能下，於 1998 年起開

始設置區域活動的「托育服務網」，將北市 12 個行政區分為東西南北四區，由各區的

公托承擔起業務聯繫、政令宣導、保育員研習、教學觀摩與經驗分享等工作，期待藉

由將社區內公托與私托的連繫，來擴充北市公托引領性的社區角色功能。 

    走過半百，北市公托仍承擔著將其經驗加以公共化的使命，繼 2005 年社會局提

供《托育機構行政管理參考手冊》於網站後，在 2010 年因應托育環境及相關業務資

訊之變化，再度邀集多位公托所長與幼保工作者完成《臺北市政府社會局托兒所行政

管理實務彙編》，借助其擅長的經營管理經驗，使托兒所中所涵蓋的業務面向，包括

人事、財務、總務、文書、安全管理、教保行政及綜合服務等皆有系統性的參考資源，

讓北市托育工作人員在二十一世紀資訊化時代能更有效率地執行托育業務。 

  肆、代結語：走在時代的需求裡 

我覺得回頭一看絕對不能忽視，我們其實有走在時代的需求，時代的需求我們走

在前面，而且從底層很踏實地做，然後又把它整理出來成制度的東西分享給相關

領域。（團訪現任所長：280-282） 

北市公托五十餘年來歷史行動的軌跡，見證著臺灣社會結構從農業轉為工商數位

化的社會改革景象。透過「人」的敘述，它讓我們看見「公立托兒所」實承載著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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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因應社會結構變遷的社會責任。這一部源於口述的北市公托歷史，彷彿是一連串不

間歇的社會托育服務型態的變動史。然而我們也發現在變動中，蘊含著一種不變的，

埋藏在對人服務與教育的信念，是一種追求人與社會關係中彌補存在差異的一股社會

力，它穩定持續推動著北市公托走過半世紀的教保服務任務。 

我自己覺得就是說盡自己的力量，自己覺得很用心的去經營它。……那這個不負

所託其實是一個責任感，我當然第一個想到的是孩子，我覺得孩子在我手上我就

有責任，第二個想到的是我的長官，那還有就是家長。我第一個想到所謂的不負

所託是我沒有耽誤到這個孩子，因為童年只有一次，我盡我能力能夠把每一個孩

子都照顧好，我覺得這個就是我最開心的地方。(現任所長 1000330-2：855-862) 

我覺得托兒所真正的是說，孩子接受到很好的照顧跟教養奠立了他往後的學習態

度，然後家長在整個觀念上因為跟我們接觸，他改變了對他有所影響而是正面的

影響，這個才是真正的價值。（現任所長 961216-1-21：505-508） 

什麼是教保的核心價值與任務？托兒所的專業性其實仍是建立在對「人」服務的

基礎上。讓參與其中的孩童因它的存在而獲得「良善的照顧」及「成長的動能－學習

態度的建立」；並讓參與的父母能在相互合作溝通中，建構優質的親職觀念與正向的

行動。換句話說，「托兒所」的價值即建立在孩童、家長以及園所教保人員間共同孕

育出對生命成長的熱誠上。這種看似尋常，卻是發生在托兒所每日人與人互動的微觀

生活世界裡。 

人存在的價值是不變的 小孩也是一樣小孩接受教育我們要把教育那個教育的價

值是固定在那邊是不因為人而異動的（現任所長 961216-1-21：510-511） 

「托兒所」作為一種社會機構，它當然不會只是一個純粹的社福機構。在有「人」的

參與下，特別是為成長中孩童而存在的社會機構，它除了負有收托看護的職責，它當

然也必然兼負著陶養下一代的教育責任。人存在價值的不變性，指向的是一種追求，

一種對人性尊嚴永恆價值的追尋與維護。而身為社福機構，托兒所中「要讓公托成為

孩子成長的淨土」、「要讓自身成為他人貴人」的助人理念，形塑了一種「不負所托、

捨我其誰、好好做踏實做」的工作圖像。走過半世紀，一步一腳印隨著時代向前邁進，

在各階段政府機關指派任務聲中，默默的完成了世代變遷所應負的社會托育責任。悠

悠歲月裡，它的光芒或許不是最耀眼的，但它在自身歷史的演變中，見證了臺灣社會

福利的時代精神。本文嘗試在凝結自各所所長的生命經驗裡，彰顯它的社會行動理

念，並在所有參與者的合作下形構出其社會實踐的圖像。 

邁向未來，在幼托整合政策將付諸執行之時代轉戾點，公立托兒所或許隨著幼托

政策之變革，勢將面臨組織及托育服務的重新定位與轉型，希冀其一路走來所肩負照

顧弱勢家庭幼童之社會使命，累積之實踐經驗與專業知識，對教育本質的關注及「助

人」思維的信念，能在此政策變革中延續與傳承。 

 

 

 

 

 



19 
 

參考文獻 

Flick, Uwe (1999). Qualitative Forschung. Gesamtherstellung Clausen & Bosse, Leck. 

Kokemohr, Rainer (1989). Bildung als Begegnung? Logische und 

kommunikationstheoretische Aspekte der Bildungstheorie E. Wenigers und ihr 

Bedeutung für biographische Bildungsprozesse in der Gegenwart. In Otto Hansmann 

and Winfried Marotzki (Hrsg.). Diskurs Bildungstheorie: Rekonstruktion der 

Bildungstheorie unter Bedingungen der gegenwärtigen Gesellschaft (7-371). 

Weinheim: Deutscher Studien Verlag. 

Meyers, M. K.＆ Gornick, J. C.（2003）. Public or private responsibility? Early children 

education and care, inequality and the welfare stat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 34(3), 379-411. 

Schütze, Fritz (1984). Kognitive Figuren des autobiographischen Stegreiferzählens. In: 

Kohli, Martin; Günther (Hrsg.).  Biographie und soziale Wirklichkeit. Stuttgart, 

S.78-117. 

Schütze, Fritz (1987). Das narrative Interview in Interaktionsfeldstudien: 

erzähltheoretische Grundlagen: Teil I: Merkmale von Alltagserzählungen und was 

wir mit ihrer Hilfe erkennen können. Studienbrief der Fernuniversität Hagen. 

丁碧雲（1975）。兒童福利導論。臺北：正中書局。 

內政部統計處（1997）。中華民國八十五年臺灣地區兒童生活狀況調查報告。臺北市：

內政部。 

王順民（1999）。我國托育服務的轉型與賡續：以臺北市公立托兒所為例。華岡社科

學報，13，123-137 。 

王麗容（1992）。臺北市婦女就業與兒童福利需求之研究。臺北市政府社會局。 

王麗容（1995）。臺北市家庭結構變遷與福利需求之研究。臺北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

委員會委託專題研究報告。 

余漢儀、郭登聰（1993）。臺北市社會局兒童福利服務之績效研究。臺北市政府社會

局委託專題研究報告。 

李紀祥（2001）。時間‧歷史‧敘事─史學傳統與歷史理論再思。臺北市：麥田。 

姚小平譯（2004）。W. Von Humboldt 著。論人類語言結構的差異及其對人類精神發展

的影響。北京：商務印書館。 

倪鳴香（2004）。敘述訪談與傳記研究。教育研究月刊，118，26-31。 

倪鳴香（2007）。臺北市立建成托兒所五十年發展圖景之研究（1954-2007）。臺北市政

府會局委託研究成果報告。 

張秀卿（1988）。近四十年來我國托兒事業之發展。教育資料集刊，13 輯，147-176。 

陳素玲（1990 年 7 月 12 日）。市立托兒所家長擠破頭。聯合報，15 版。 

陳素玲（1990 年 7 月 12 日）。競爭激烈中籤率最低。聯合報，15 版。 

馮燕（1997）。托育服務。臺北市：巨流出版社。 

鄒理民譯（2002）。Peter L. Berger, Thomas Luckmann 著。知識社會學：社會實體的

建構臺北：巨流。 



20 
 

臺北市政府社會局（1982）。托兒工作經驗談。臺北市：臺北市社會局。 

臺北市政府社會局（1995）。臺北市社會事業統計年報 。 

臺北市政府社會局（2007）。社會局 50 週年－臺北市社會福利發展軌跡。臺北市：臺

北市政府社會局。 

臺北市政府社會局（2008）。學前啟蒙服務成果專輯。臺北：臺北市政府社會局。 

臺北市政府秘書處（1962-1978）。臺北市政紀要 。 

歐姿秀（2004）。臺北市托兒所公設民營政策探討。載於陳漢強（主編），兩岸民辦幼

兒教育（頁 219-236），臺北市：五南。 

薛承泰（2007）。近十年台灣家庭變遷－新移民與新台灣之子現象。國政分析。2008
年 3 月 6 日，取自：http://www.npf.org.tw/print-2121.html。 

法規 

內政部（1981）。托兒所設置辦法。 

臺北市政府（1969）。臺北市托兒所組織規程。 

臺北市政府（1970）。臺北市托兒所兒童托養辦法。 

臺北市政府（1975）。臺北市市立托兒所收托辦法 。 

臺北市政府（1998）。臺北市市立托兒所收托辦法。 

臺北市政府（2002）。臺北市市立托兒所收托自治條例 。 

臺北市政府（2011）。臺北市市立托兒所收托自治條例 。 



國科會補助計畫衍生研發成果推廣資料表
日期:2011/10/30

國科會補助計畫

計畫名稱: 從生命史觀探究台北市公立托兒所1954-2005年間演化之圖像

計畫主持人: 倪鳴香

計畫編號: 99-2410-H-004-100- 學門領域: 幼兒教育

無研發成果推廣資料



99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研究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倪鳴香 計畫編號：99-2410-H-004-100- 
計畫名稱：從生命史觀探究台北市公立托兒所 1954-2005 年間演化之圖像 

量化 

成果項目 實際已達成

數（被接受

或已發表）

預期總達成
數(含實際已
達成數) 

本計畫實

際貢獻百
分比 

單位 

備 註 （ 質 化 說

明：如數個計畫
共同成果、成果
列 為 該 期 刊 之
封 面 故 事 ...
等） 

期刊論文 0 1 0% 
期望在此成果報

告的基礎上投稿
期刊論文。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1 1 100% 已完成此研究之

成果報告。 

研討會論文 0 1 0% 

篇 
期望在此成果報

告的基礎上，在幼
教史相關議題之
研討論發表。 論文著作 

專書 0 2 0%  

已經受訪者初步

同意，擬將此研究
案所採訪之訪談
稿以口述傳記的
形式集結出版成
書；相關研究成果
擬在累積後成專
書。 

申請中件數 0 0 0%  
專利 

已獲得件數 0 0 0% 
件 

 
件數 0 0 0% 件  

技術移轉 
權利金 0 0 0% 千元  

碩士生 1 0 0%  
博士生 0 0 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0%  

國內 

參與計畫人力 
（本國籍） 

專任助理 1 0 0% 

人次 

 
期刊論文 0 0 0%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0%  
研討會論文 0 0 0% 

篇 
 

論文著作 

專書 0 0 0% 章/本  
申請中件數 0 0 0%  

專利 
已獲得件數 0 0 0% 

件 
 

件數 0 0 0% 件  
技術移轉 

權利金 0 0 0% 千元  

國外 

參與計畫人力 碩士生 0 0 0% 人次  



博士生 0 0 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0%  

（外國籍） 

專任助理 0 0 0%  

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
果如辦理學術活動、獲
得獎項、重要國際合
作、研究成果國際影響
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
術發展之具體效益事
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
列。) 

本研究的進行，實際上受到北市公托眾多的所長支持，歷程中所做出的努力，

除保留了參與公托歷史行動者其寶貴的口述傳記文本外，亦在研究過程，將許
多散落而珍貴的公托出版品收集加以整理。往後該研究案將持續發展，以現有
採集之資料內涵繼續探究北市公托各所獨特的發展面貌。另外重要的是，基於
支持本研究的進行，現任公托所長們集體參與了本研究案焦點訪談的會議，使
本研究得以在幼托整合前，為這群北市公托所長留下歷史性的集體合影檔案。

 成果項目 量化 名稱或內容性質簡述 
測驗工具(含質性與量性) 0  
課程/模組 0  
電腦及網路系統或工具 0  
教材 0  
舉辦之活動/競賽 0  
研討會/工作坊 0  
電子報、網站 0  

科 
教 
處 
計 
畫 
加 
填 
項 
目 計畫成果推廣之參與（閱聽）人數 0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

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 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 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 字為限） 
在臺灣幼兒教育「幼托整合政策」即將上路的歷史轉銜時刻，「北市公托」將在歷史演化

的洪流中退位消失，其 

在臺灣學前教育史上曾扮演的拓荒耕耘角色與「示範性」社會功能，也將隨著政策的變革

而成為歷史的一部分。 

本研究以生命史觀對於「臺北市公立托兒所」所成就之社會任務加以探究，研究結果不僅

添補臺灣幼教生態發展史的內涵，讓這段「無法淹沒」的臺灣近代幼教發展痕跡得以再現

與保存。 

而已採集 27 位北市公托所長的口述傳記，亦將成為日後深入探究臺灣幼教專業工作者職

業認同與自我實現，或重塑北市公托各別機構史演化圖像的珍貴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