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澎湖縣實施國民教育幼兒班之討論與建議 

 

    幼兒教育是最為基礎的教育，亦是影響最久遠的教育。幼兒教育是家庭教

育、學校教育以及社會教育的起始點，幼兒教育的成功與否對於家庭社會大至國

家的健全發展，都具有相當的影響力（陳木金，2004；簡楚瑛，1995）。但是以

往政府在公資源的教育分配一向重視大學的發展，不斷投入巨額增設大學，其次

是專科，以及國教育，最後才給予幼兒教育。從幼兒教育資源統計中，黃武雄

（1998）指出民國 87年幼兒受教人口（即滿 3歲至 6歲）佔就學人口（即滿 3

歲至 22 歲）之 16%，但是幼教經費在中央部份只佔教育預算之 3%，資源之貧乏

顯示出政府忽視幼兒教育之重要性。這一次政府對於整個幼兒教育政策之規劃，

踏出國幼班的第一步，吾寧願相信政府真正開始意識到幼兒教育的重要性，而非

只是選舉的選票爭取。 

 

    本章節將依據第四章對澎湖縣之馬公市、湖西鄉、白沙鄉、西嶼鄉、望安鄉、

七美鄉，一市五鄉所做實施國幼班之財政經費、師資人力、空間設備之可行性分

析，加上各鄉、市長以及澎湖縣教育局長、國教課長、幼教承辦人員的訪談，針

對澎湖縣在 93 學年度實施國幼班時的資源，呈現一個完整的分析結論。 

 

 

第一節  澎湖縣實施國幼班所遭遇的問題與現況 

 

根據教育部（2004b）指出現行幼托機構未來轉型幼兒園欲辦理國幼班之

各項規劃（參見表 5-4-1），以及以上對於澎湖縣實施國幼班的財政經費、師

資人力及空間設備分析，再配合離島三縣三鄉國民教育幼兒班實施計畫中之

目標、標準以及預期成效，我們整體可以分成以下部分來分析探討： 

 

表 5-4-1 現行幼托機構未來轉型幼兒園，欲辦理國幼班之各項規劃表 

類別 

項目 

公立學校附設幼稚園 

轉型國幼班 

私立幼稚園及公私立托兒所

轉型的幼兒園 

中央主管機關 教育部主辦 內政部主辦 

招收年齡層 
5-6歲優先，有餘額再招收4-5

歲幼兒 

招收 2-5 歲幼兒，師資、場地

設備符合一定標準，可兼辦托

嬰及國小學童課後照顧服務。 

亦可申請辦理 5-6 歲的國幼

班。 



類別 

項目 

公立學校附設幼稚園 

轉型國幼班 

私立幼稚園及公私立托兒所

轉型的幼兒園 

課程標準 國幼班課程綱要 

5-6 歲：國幼班課程綱要 

2-5 歲：幼兒園幼兒適性發展

活動課程綱要 

師資 
符合幼托整合後「幼兒園教

師」資格者 

國幼班師資兼具備「幼兒園教

師」資格，未來新聘任之師資

依幼兒園所需求聘任符合條

件之師資 

學費補助 
5-6 歲者每生每學年補助五千

元整 

就讀國幼班者公立每學年補

助五千元，私立每學年補助二

萬元 

設備補助 教育部為主 
內政部為主 

教育部為輔（承辦國幼班者） 

 

資料來源：幼托整合方案（草案）－北區公聽會議手冊，（41 頁），教育部、

內政部，2004b，台北市：作者。 

 

 

一、澎湖縣幼兒人數與幼托機構供應量的現況 

 

（一）澎湖縣幼兒人口數與幼托機構的關係上，基本上為供過於求，唯有五

個村：馬公市之虎井里、桶盤里，以及白沙鄉之大倉村、員貝村及望

安鄉之東嶼坪村、西嶼坪村、東吉村，由於各為獨立之小島嶼，且島

上並無任何幼托機構，因此島上幼兒之就學情形無法就地滿足，需要

渡海至鄰近島嶼或馬公本島上就學。此外，澎湖縣某些離島地區在幼

托機構的選擇上，通常只有公立附設幼稚園或公立托兒所其中之一，

如：馬公市之澎南區與將軍島上只有公立托兒所的設置；整個七美、

望安及花嶼島上只有公立附設幼稚園的設置，幼兒於幼稚園與托兒所

所受課程品質是否相同，為一處需討論的地方。 

 

（二）澎湖縣之私立幼托機構，皆集中分布於馬公市：私幼有 2所、私托有 4 

所，雖然私立幼稚園核准招生數多於私立托兒所，但在實際探訪過程

中，卻發現私立托兒所在實際招生量上大過於私立幼稚園，其中 1所

私立幼稚園也面臨招生的危機。 

 

（三）澎湖縣在幼托機構的數量上，幼稚園設置數多於托兒所設置數，但是



在幼兒名額的提供數量上，托兒所收托之幼兒數量遠遠超過幼稚園所

招收之數量，托兒所在澎湖縣的學前教育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尤其是

鄉、市所成立之公立托兒所，為一股龐大的勢力，也因此，托兒所的

師資將是澎湖縣實施國幼班所需解決的第一個重大問題。 

 

 

二、澎湖縣國幼班幼教師資格問題的現況 

     

在分析得知澎湖縣幼托機構之供應量充足之後，緊接而來的即是幼教從

業人員的資格問題，而與國幼班的實施最切身相關的，即是在申辦國幼班的

幼教機構中，是否有充足與合格的幼教教師。 

 

（一）公立幼稚園：公立附設幼稚園在甄選幼教教師時，即明確規定需要具

有合格幼教教師證始可報名，經至澎湖縣教育局查證，

澎湖縣公立附設幼稚園教師為 100%幼教合格教師。 

 

（二）私立幼稚園：2所私立幼稚園於教育局登記之師資，幼二專畢業者有 3

名，其他學歷為 14 名。 

 

（三）公立托兒所：公立托兒所以國家考試的方式（普考）進用保育人員，

由鄉鎮市長以公務人員派任方式任命所長。公立托兒所

中保育人員（托兒所之師資）及所長均具備公務人員資

格。但是，其中幼托專業訓練背景並非公立托兒所招考、

或聘任人員時的必要條件。 

 

（四）私立托兒所：澎湖縣私立托兒所之保育人員，以專科幼保或非幼保相

關科系畢業者及其他學歷（如：高中、高職畢業者）居

多。 

       

由於幼稚園與托兒所於地方政府亦分為兩個主管機關，因此在幼托師資

資料的審核及評鑑追蹤上，更是兩套嚴格與鬆散完全不同的方式。此次藉由

國幼班的政策實施，盼望能掌握合格的幼教師資，並妥善評鑑機制。 

 

 

三、澎湖縣實施國幼班之財政經費現況 

     



      由於澎湖縣政府在教育人事支出上已佔頗重的比例，加上以公立托兒

所部分而言，各鄉市編列托兒所之預算其中人事經費也佔了 67%，因此在

93 學年度國民教育向下延伸一年之政策中，依據其特性採非強迫、非義務

方式實施，在不增加人事經費的基礎上配合辦理。雖然中央教育部在離島

三縣三鄉國民教育幼兒班實施計畫中仍編與經費加以推行與補助，但皆以

階段性任務為主，因此，若牽涉到地方府須負擔往後常設性之人事經費，

則縣政府在考量地方財政之後，無法允諾並答應。 

 

      公立托兒所的預算編列以及是否申請國幼班的辦理，在於鄉、市公所

的支持與配合，而辦理國幼班所需之人事經費須由鄉、市公所籌措經費支

出，在鄉市公所財政狀況不甚完善的同時，又要增加人事的費用，會造成

地方沉重的負擔。 

 

      目前若以提供澎湖縣五歲幼兒都能夠就讀國幼班，則需要增加之經費總共

約為 14,119,200 元，其中包含鄉市公所增加員額之人事經費，以及縣政府補

助離島地區幼兒之就學交通補助經費。 

 

 

 

 

 

 

 

 

 

 

 

 

 

 

 

 

 

 

 

 

 

 



第二節  澎湖縣對於實施國幼班抱持的態度 

 

教育部推動國家政策需要考量地方的實際狀況，應在推動之前，依據政

策推動所須具備之條件，先進行地方上之調查與評估，並針對地方所顯示出

的問題，尋找推動政策之解決方案。離島三縣三鄉於 93 學年度實施國民教育

幼兒班之政策，中央政府對澎湖縣幼兒教育狀況之客觀條件並無充分的瞭

解，因此，澎湖縣如何因應此政策之試辦與實施，可分以下四個部分來討論。 

 

一、希望教育部對於政策推動要有完善配套措施 

          

當問及教育局對於國幼班政策的看法時，教育局局長表示： 

「國民教育幼兒班於澎湖試辦之政策略顯粗糙，配套措施不夠完善、周全。」（教育局局長） 

 

「我們當然對國教向下延伸一年樂觀其成，畢竟這是兒童受教品質的提升，願意盡力配合，⋯⋯，

顯然要地方配合辦理，最基本的應該要增加地方的人事預算，公幼是沒有問題，至於公托的部分

要不要辦理，必須要看鄉市長的意願，再來是看鄉市公所是否有編列人事費用，鄉市公所編列出

人事費用還要鄉市民代表會是否支持，所比政策本身需要地方支應與配合的話，需要過繁複的行

政手續，不是說喊實施就馬上實施的，至少應該在 1至 2年前就已經開始準備，要求地方政府籌

措這筆經費，瞭解地方政府能不能配合做，如 2年了地方政府籌得出這筆經費，或中央願意配合，

看地方政府籌措多少，大家站在一起為教育打拼的立場上，大家就都可以做。」（教育局局長） 

 

國幼班政策實施問題，同樣問及於教育局國教課課長，課長表示： 

「國教向下延伸政策，尤其是充實便遠地區師資，這是正確的做法。但是如何提升師資水準？擁

有哪些配套措施？以及如何真正落實到地方、滿足地方的需求，這要有一個完善的制度。大家也

都嘗試在摸索中，希望教育部給我們許多的資源，不要空口說白話，到時候政策又跳票。」（教

育局國教課課長） 

 

辦理國幼班業務的承辦人員是第一線人員表示： 

「希望教育部在決定一個政策的實施時，先做好瞭解與研究，要有完善的配套措施，當中央自己

都不曉得要如何時，地方更不曉得該如何去實施。」（教育局幼教業務承辦人員） 

 

望安鄉鄉長對於此政策的看法亦表示支持： 

「有規定我們也會要去申請，當然支持國幼班的政策。這對幼兒來說也是好的，所以我們也會去



申請辦理。」（望安鄉鄉長） 

 

當問及國幼班政策看法時，西嶼鄉鄉長提出補助對象應為承辦單位： 

「目前所補助的對象是家長，而西嶼鄉立托兒所能提供國幼班的師資水準、人力、班級設備，都

顯不足。中央政府在實施政策前應該瞭解地方的狀況才實施。」（西嶼鄉鄉長） 

 

由以上地方教育局以及鄉市長對於政策的看法中，我們可以知道：教育

部在推動國幼班政策上，並沒有與澎湖縣教育局有一完善的溝通，彼此充滿

對於政策之不確定性以及對互相的不瞭解。在尚未有完善的溝通以及共識的

達成時政策即將實施，因此，對於政策的實施，澎湖縣僅依目前所具備之客

觀條件配合辦理。 

 

 

二、希望申請辦理國幼班之園所其所屬行政機關要同調進行 

           

教育局局長提出政策要於地方上落實必須要多個行政單位的配合： 

「教育局全力配合來做，但是鄉市長並不一定要配合。因為鄉市長也是為民選，而且不是屬於縣

政府的下級單位，若鄉市長不編入預算，鄉市民代表也無法審預算。」（教育局局長） 

 

國教課課長則希望中央能給明確的指示： 

「以公托來說，為符合國幼班的條件必須增加師資，公托也會受不了，政府需要回歸制度面來討

論，應該檢討幼托是否要整合？該如何整合？確定的做法為何？教育部應好好評估，不要再把事

情都丟給地方政府，會受不了。」（教育局國教課課長） 

 

「澎湖有些地方沒有幼稚園的設置，需要依賴公托，鄉市公所是否願意支付人事費，其實有些鄉

市公所是不願意的，他們把問題丟給縣政府，且希望把托兒所的業務問題以後全丟給教育局處

理，這種心態是不對的。」（教育局國教課課長） 

 

白沙鄉鄉長也提出幼托分屬不同行政單位管轄的問題： 

「托兒所歸內政部管，國幼班歸教育部管，分屬不同的體系，我們一個托兒所裡面要應付內政部

又要應付教育部，這樣是雙頭馬車不是很好的，請政府做好妥善完整的規劃。」（白沙鄉鄉長） 

 

在國幼班政策的試辦中，選擇離島縣三鄉為試辦地區，目的除了提升弱勢地

區的幼兒受教品質外，另外在於離島的試辦行政經驗中，先以小規模地區試行教



育行政單位及內政行政單位的聯繫與接洽溝通。顯然，在政策將試辦之際，中央

與地方都考慮到這樣的問題，但是對於這樣的想法，中央與地方卻是不同的態

度：中央希望地方藉著政策的試辦，嘗試與內政部的地方體系溝通，尋找出一種

模式；而地方卻希望在中央決定試辦國幼班政策時，先做好部會與部會的溝通並

直接告訴地方單位，該如何去實施。雙方主動與被動的態度是極不相同的，需要

於國幼班政策試辦的目的與任務中，做一完善的詮釋。 

 

 

三、希望國家政府要積極介入離島地區的幼兒教育 

 

不管是教育局的局長、課長以及望安鄉鄉長，都認為離島地區弱勢的幼兒教

育，需要國加強力的介入及給予協助。 

「一個良善的政策能繼續推動，這是我們所希望的。但是師資與設備是否能長期供應，是我們所

需要的，當地方財政困難時則需要中央政府的介入，來補足這個缺口，讓我們五足歲的幼兒獲得

很好的照顧利於國民教育的銜接。」（教育局國教課課長） 

 

「師資培育需要 2年的時間，不可能立竿就見影，必須充分的補足人事的經費預算。」（教育局

局長） 

 

「對於偏遠地區的幼兒教育，希望能夠全額補助幼兒學費，以減輕幼兒家庭的負擔。」（望安鄉

鄉長） 

 

我們可以發現，地方政府希望國家能夠積極介入離島地區的幼兒教育，但是

利用何種管道介入，全部都指向財政經費。經費財政的介入受否就能夠真正提升

離島幼兒教育的品質呢？值得再進一步思考。事實上，當地方政府對於幼兒教育

有極大重視，可對於地方區域內的幼兒教育生態做一個大體檢，具體提出目前的

幼教狀況以及所需要政府積極介入的層面為何，並研提可能性的解決方案，相信

呈現的報告將會有助於中央對於離島幼兒教育的重視。 

 

 

四、政策對於公私立幼托園所來說缺乏公平性 

 

對於政策試辦中補助五歲幼兒就讀公立之國幼班為每學年五千元，而就讀私

立者補助每學年兩萬元，馬公市市長認為有違公平性。 

 

「這樣政策的公平性值得存疑，這樣的方式也不大對。」（馬公市市長） 

 



    對於國幼班政策試辦的目的，居住於試辦地區的人民與官員似乎並不瞭解，

只清楚政策的實施於學費補助上金額的不同，而不清楚其實際的內涵。當政策推

動時，中央與地方應有一良好的推廣與宣導管道，讓人民之其所以然，而不至於

有另一方面的猜想。 

 

 

 

 

 

 

 

 

 

 

 

 

 

 

 

 

 

 

 

 

 

 

 

 

 

 

 

 

 

 

 

 

 

 



第三節  澎湖縣國幼班實施的因應之道 

 

由於中央教育部對於離島三縣三鄉國幼班政策實施已勢在必行，因此，澎湖

縣將在資源不充裕的現況下，因應國幼班政策的推動。其所採取的方式為： 

 

一、依照政策的標準辦理，預期試辦成績將不理想 

 

教育局長認為，政策的草率實施，將導致試辦成績的不理想。 

「最大的問題在公托，鄉市公所不支持、不願編人事經費則無法為公托找到師資，只好不辦。目

前公托並無合格的幼教師資。國教司司長提到國幼班師資不得低於 1/2，即使找到師資，也勉強

只能達到剛好 1/2。」（教育局局長） 

 

「只能說效果好不好而已，因為只能依賴 17 班公幼與 7所私幼、私托。實施的成績也只能達到

一半而已。」（教育局局長） 

 

目前我國合格幼稚園的師生比為 2：30，而且教師皆必須具備合格的幼教合

格教師證。由於考量澎湖縣地區五歲幼兒就學必須仰賴公托的供應，而公立托兒

所之師生比為 1：25，且托兒所之師資具公務人員資格卻不見得具備有幼教師資

格，因此，教育部於試辦期間降低合格幼教師的比例，希望能夠漸進提升離島幼

教品質，並且取得托兒所行政部門及幼稚園行政部門的溝通與協調經驗。若地方

教育局能夠為申請國幼班的私立幼稚園、托兒所及公立托兒所之幼教師資格，執

行嚴厲的把關，相信試辦這一年的成果將比以往澎湖縣幼兒教育的品質更進步。 

 

 

二、公立托兒所採彈性自願辦理 

 

由於政策以非強迫、非義務性的方式進行，因此，對於需借重公托來承辦國

幼班的澎湖某些地區來說，只能鼓勵希望公托申辦。 

 

「由於澎湖縣的幼教大部分需借重公立托兒所，公立托兒所的師資多是不合格為一個問題，另外

目前公托中師生比為 1：30，要提升至國幼班的標準 1：15 必須要增加 1名人手，其中之人事費

教育部並沒有補助，種種因素導致公托申辦國幼班意願不高。」（教育局幼教業務承辦人員） 

 

澎湖縣各鄉市托兒所申請辦理的情形為： 

「馬公市立托兒所在辦理國幼班上有困難，但又不能不辦，因為市公所附近的居民基於地利之便



就讀於市立托兒所，若是馬公市立托兒所沒有辦理國幼班，除了家長會質疑外，也會使孩子的權

益受損，所以亦申請辦理國幼班。現在因為增加人事經費上有困難，所以先暫時以現有人力做統

籌調整，看看招生之後的狀況以及家長反應，再做因應與調整。」（馬公市市長） 

 

「本來白沙鄉立托兒所是不申請辦理國幼班的，但是怕白沙鄉的幼兒及家長損失其補助的權益，

所以在最近已申請辦理國幼班了。但是我們托兒所有 2班，需要多增加 2位老師，那一年的人事

經費則需要多增加大約一百萬元左右，鄉市公所根本沒有辦法支付，但是基於幼兒家長的權益考

量，加上對幼兒教育的重視，今年我們還是辦了，也只好借錢來辦。」（白沙鄉鄉長） 

 

「西嶼鄉立托兒所並沒有申請國幼班。」（西嶼鄉鄉長） 

 

「湖西鄉托兒所，認為對托兒所老師本身沒有好處，所以不願配合申辦國幼班。」（教育局幼教

業務承辦人員） 

 

「有規定我們也會要去申請，當然支持國幼班的政策。」（望安鄉鄉長） 

 

「要增加一個人也是可以，只是幼兒人數較少。若有需要增加一個員額也是可以，只是要在編制

內的話，需要經費出來，而且必須是幼教合格教師，但是如果在編制內，以後幼兒人數不到那麼

多時，又會多出一個員額了。」（望安鄉鄉長） 

 

由於採非強迫、非義務性的方式進行，因此，基於各種理由公托不一定會配

合辦理。未來於計畫全面實施時，政府必須掌握地區幼兒人數及就學機構容納

量，加上對於申請國幼班的條件嚴格把關，以提供五歲幼兒充足的國幼班。 

 
 
 
 
 
 
 
 
 
 
 
 
 
 
 



第四節  澎湖縣實施國幼班之建議 

 
研究者綜觀澎湖縣客觀條件、幼教生態、政策的目標以及相關理論的討論，

針對澎湖縣實施國幼班政策以及未來國幼班政策的階段性實施，研提下列幾項建

議： 

 

一、對於無幼教機構設置之離島地區幼兒，應比照就讀國民教育之學童辦理補助 

 

目前離島學童就讀國民義務教育，依據離島建設條例中的辦法，給予離島上

無小學、國中之離島地區補助其就學的交通補助。國民教育幼兒班的實施，基於

公平原則必須讓想讀國幼班的幼兒都能夠就讀，因此在無國幼班之離島地區，希

望於島上之小學設立附設幼稚園，提供就學的環境，若基於國家與地方政府的整

體考量無法增班設校，則希望考慮給予幼兒及幼兒家庭比照國小學童的補助。 

 

 

二、中央政府需提升澎湖縣幼教師資；地方政府須為申請國幼班之師資嚴格把關 

 

根據全國幼兒教育普查，90 學年度全國幼稚園教師合格率為 58.33%，不合

格教師率為 41.63%；其中公立幼稚園合格教師率為 99.35%，私立幼稚園合格教

師率為 45.75%；公立幼稚園不合格教師率為 0.74%，私立幼稚園不合格教師率則

高達 54.25%（教育部，2002）。除了私立幼稚園不合格教師的高比例，再加上公

私立托兒所的現職未具合格教師證之老師，成為幼兒教育師資中最需要解決的一

個問題。 

 

澎湖縣的狀況也如同以上所述，只是更迫在眉睫需解決的，為公立托兒所老

師之問題，由於不比私立幼托機構，可依法令規定聘請合格之幼教師，公立托兒

所之現職人員皆具有公務人員身分，為符合教師資格之現直幼教人員於現場教學

的事實，不能視而不見。如何鼓勵這些未符合教師資格之現職幼教人員在職進修

取得資格，實為提升幼教品質的重要關鍵（許嘉興，2003）。 

 

政策階段性實施至全國全面辦理的期間，現職托兒所教師一方面進修取得教

師資格，一方面可先仿照中小學代課二六八八辦法（教育部補助各縣市政府增置

國小教師員額，簡稱二六八八專案），聘請幼教合格教師，將公托之班級師生比

維持於 2：30，且合格教師率達 50%以上，將多出來的人事費補足。 

 

另外，針對私立幼托園所申請承辦國幼班時，地方政府應嚴格把關，掌握幼

教專業教師從事五歲幼兒的教育工作。 



三、中央與地方政府需建立國幼班的課程輔導與評鑑機制 

 

由於澎湖縣之幼教機構與幼兒人數大體為供需趨平衡狀態，其中公立托兒所

佔整個澎湖縣幼教機構的比例最大，而公立托兒所之師資以國家考試的方式（普

考）進用保育人員，由鄉鎮市長以公務人員派任方式任命所長。公立托兒所中保

育人員（托兒所之師資）及所長均具備公務人員資格。但是，其中幼托專業訓練

背景並非公立托兒所招考、或聘任人員時的必要條件，因此在尚未提升公托師資

時卻要加以國幼班的實施時，則必須要建立良好的國幼班課程輔導與評鑑機制，

讓托兒所的老師皆能夠受到專業的幼教課程輔導，使就讀於公立托兒所辦理之國

幼班教育的 5歲幼兒，其在課程內容與教學方式上與幼稚園所辦理之國幼班教育

無所差異。 

 

 

四、中央政府需提供離島幼教師專業進修之管道 

 

上述提到公立托兒所之師資以國家考試的方式（普考）進用保育人員，由鄉

鎮市長以公務人員派任方式任命所長。公立托兒所中保育人員（托兒所之師資）

及所長均具備公務人員資格。但是，其中幼托專業訓練背景並非公立托兒所招

考、或聘任人員時的必要條件，而保育員於托兒所任教卻是一直存在的事實。 

 

研究者深入托兒所中理解，並非托兒所老師不願進修，而是在有家庭、小孩

與經濟的壓力之下，無法至台灣本島進修，況且不管是公立托兒所、私立托兒所

或私立幼稚園，皆是沒有寒暑假的安排，於上述機構任職的教師根本沒有時間取

得進修機會，若是利用平日或週末下班之時間，澎湖縣當地並無師資培育機構提

供任何之進修管道，即使想進修，也沒有其他管道可以進修取得資格。因此希望

教育部及當地教育局，在實施國幼班的同時，考量到離島教師的進修權益，提供

離島國幼教師進修之管道。 

 

藉由 93 學年度的國幼班試辦，突顯出離島師資缺乏的問題。雖然師資培育

機構每年培育出充足的合格幼教師資，但是由於澎湖屬偏遠的離島，師資不願前

往，或有任職者皆待 1至 2年以之為跳板，造成澎湖縣師資的流動率高或聘請不

到合格之教師。目前在職之幼教師，由於當地沒有任何師資培育管道的設置，導

致澎湖之現職幼教人員無法如台灣本島之幼教師一般，於平日上班之餘暇進修取

得幼教師資格，必須除去職務前往台灣本島始能進修。希望教育部及地方教育局

能夠爭取在澎湖縣設立幼教相關進修之管道，提升澎湖縣離島的幼教師資與幼教

品質，讓有心於澎湖幼教之幼教師能夠取得資格、不斷進修提升自己。 

 

 



五、中央與地方政府規劃專業研習給離島國幼班園所及教師 

 

離島地區幼教專業研習的缺乏，亦為幼教師資無法提升因素之一。當地幼教

資源中心承辦之幼教研習不多，加上澎湖縣與台灣地區幼教師參與研習相較之下

之風氣不盛，因此幼教研習常常落入偏重教學現場實物之技巧為主，來吸引幼教

師的參與，而較缺乏幼教師對於教學與幼教理論上的對話與省思層面的主題，這

對於提升幼教師專業的知能方面顯然有缺失不夠完整。另外，幼稚園所辦之研習

托兒所教師多半沒有參與，導致托兒所與幼稚園之教學各自為陣，並無交流與學

習的機制存在。因此，研究者建議能夠藉由此次國幼班的實施，將澎湖縣的幼兒

教育作一個統整，希望爭取更多資源協助辦理離島的幼教專業研習，並且不分幼

稚園與托兒所，將幼教資源共享，甚至開放家長的參與，藉由此舉動讓家長與社

會大眾明瞭幼兒教育的專業，無形中亦提升幼教師的社會地位。 

 

 

六、中央與地方政府需要成立一國幼班專責小組跨幼、托部門而整合 

           

幼稚園與托兒所在收托孩子的年齡及其服務的內涵上，具有高度的重疊性與

相似性，但是制度面上幼稚園與托兒所幼分屬教育與社會福利兩個行政部門管

理；幼稚園依幼稚教育相關法規規範，托兒所則依照兒童福利法規辦理；分別由

幼稚園教師與保育員任職，各依其培育、任用資格等負責幼兒教育與保育工作。 

 

幼稚園與托兒所中央分屬教育部與內政部，地方亦分屬教育局與社會局，為

兩個不同體系之行政單位，再加上公立托兒所分屬於各鄉、市公所管轄，除非成

立一專責小組來推動此國幼班政策，否則難以區分行政工作之任務與責任。既然

國幼班的實施皆以幼稚教育法規來規範，希望能夠成立一個國幼班專責小組，辦

理國幼班跨幼、托部門整合的工作。 

 

 

七、地方政府需將國幼班之相關資料建檔追蹤 

           

國幼班專責小組將負責國幼班的政策推動，與中央教育部配合密切聯繫之

外，對於地方上國幼班的實施仍要確切掌握，成為中央推動與地方實際實施國幼

班上的對口窗戶，有關國幼班師資的進修與研習課程安排、國幼班幼兒的相關資

料建檔以及政策實施上發現的問題，都將加以建檔與追蹤，成為第一年試辦國幼

班的資料庫，發揮試辦的最大效用。蒐集之資料與試辦發生的困難、程序與步驟

上的完整紀錄，將提供未來全國實施國幼班政策時，一份參考依據。 

 

 



八、中央政府可建立國幼班資源網絡 

           

離島三縣三鄉地區之幼教資源較為缺乏，希望能夠建立起互助的國幼班資源

網絡，讓各地方政府在實施國幼班的政策時，能夠相互協助與激盪，試辦的先鋒

經驗也將提供全國實施國幼班政策時，擁有一完整的國幼班資源網路資料庫。 

 

 

九、地方政府鼓勵公私立幼托機構申請辦理國幼班 

           

澎湖縣之幼教師資較為缺乏，而公立托兒所之師資皆非具幼教師資格，但是

公立托兒所之保育員仍在教學是事實，而澎湖縣需要借重公立托兒所辦理幼兒教

育亦是事實，因此，藉由國幼班的實施鼓勵公私立幼托機構申請辦理，以提升澎

湖縣的幼教師資。 

 

 

十、中央與地方政府不定期舉辦國幼班說明會讓訊息透明化 

           

舉辦不定期的國幼班說明會宣導政策，讓國幼班的訊息透明化，提供家長一

個正確訊息來源的地方，並且加以宣導幼兒教育的目的與內涵，讓家長能夠了解

整個實施的過程，瞭解自己所做選擇的優劣；也讓家長瞭解整個國幼班的政策在

做什麼，以及目前不同年齡層的幼兒可申請補助的方式。 

 

 

本研究之分析與建議，將提供其他縣市未來在推動國幼班的實施時，一套思

考及規劃的方式，畢竟不同的區域其幼教生態環境也不盡相同，倘若各個區域能

夠針對其區域之幼教相關條件，並配合教育部之政策，規劃出適合當地區域之國

幼班實施方案，那麼，整個國幼班的實行可為有其基本原則，在彈性調整的情形

之下，逐步的往最理想方式前進。 

 

93 學年度離島三縣三鄉地區先行試辦，藉著試辦前的分析經驗，將建議提

供教育部、相關單位作為政策實施的參考依據，並且在制定幼教相關政策與分配

教育資源時，能夠多方面的審視，並且把適當的資源分配在適當需要的地方上。

最後，希望能呈現出澎湖縣的幼教現況，提供後續的研究者在研究幼兒教育的城

鄉差距比較時，有另外一個不同性質的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