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齡前兒童學習美語概況調查報告 
 

壹、    前言 

 

根據中華民國九十年臺閩地區兒童生活狀況調查報告分析，曾經上過才藝班

的學童中，以兒童外語居首，達百分之三十三點三五。而近年來在教育政策倡議

國際化，美語教學向下延伸，國人學習美語的年齡層不斷下降。部份所謂的語言

專家力倡學習語言愈早愈好，加上媒體大力的推波助瀾之下，許多家長深怕孩子

輸在起跑點上，連學齡前的兒童也被捲進這股熱潮之中，開始學習美語。 
  

  確實，幼兒在學習語言的發音表現比成年人好，孩子如果是處於某種語言的

自然環境，能夠於生活中自然地使用，很快地便能理解並表達該種語言。但目前

台灣並無自然學習美語的環境，整個大環境缺乏實際使用美語的機會，許多幼教

及學前托育的工作者在實務工作中發現，學前幼兒在無自然學習的環境中學習美

語，造成孩子不少的負面影響。也有愈來愈多的質化研究報告顯示，美語學習掛

帥的學習環境下，孩子的價值觀、生活教育的養成⋯等，往往相對被忽略。 
  
為提昇兒童教育品質，維護兒童權益，兒福聯盟基金會進行本項調查，

期望了解當前學齡前兒童學習美語的狀況，顯現幼兒學習美語可能遇到的

困境，藉由調查統計資料數據的發表，對家長、政府以及補教業者提出可改進

之方向，呼籲宣導讓大眾更加重視此一議題，進而為孩子創造更好的學習

及成長環境。 

 

  
貳、調查方法 

 

本次調查為學齡前兒童學美語概況調查，本次調查抽樣對象分為家長與兒童

兩部分。針對家長部分，採由電腦輔助電話調查方法為主，將電話後四碼經由電

腦隨機抽樣，由人員進行電話訪問。調查時間為91年7月12日到7月14日夜

間，訪問對象為台北市育有學齡前兒童之家長，共完成有效樣本196位。因對象

不易找尋，故輔以特定對象電話訪問，針對過去曾來電兒童福利聯盟諮詢托育問

題之家長，進行意見調查，共完成有效樣本126位，總計完成322位台北市育有

學齡前兒童家長之意見調查。兒童的部分，則是由托兒協會之27所托兒所會員

以及兩所北市公設民營托兒所老師進行協助訪問，由托兒所老師一對一向托兒所

內的兒童詢問相關問題的看法，並依孩童意見代為填入問卷，共計回收兒童問卷

267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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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調查結果—兒童學美語的現況 
 

（一）八成五以上的家長認為孩子在學齡前有學習美語的需要 

 

在本次的家長的意見調查部分，詢問家中有學齡前兒童的家長，孩子是否需

要學習美語？結果發現，有85.4％的家長認為尚未就讀小學的孩子，有學習美

語的必要性。認為不需要的家長則佔12.4％，未表示意見的家長為2.2％（參見

下表一）。由結果顯示，多數的家長認為孩子在學齡前有學習美語的需要。 

 

表一、家長認為孩子是否需要學美語？   N＝322 

答項 次數 百分比 

需要 275 85.4 

不需要 40 12.4 

不知道/拒答 7 2.2 

  
（二）六成以上的孩子，在學齡前曾學習過美語 

 

而在本次調查中詢問家長，家中的學齡前的孩子目前是否在（曾）學習美語？

結果顯示60.6％的家長表示，目前或曾讓孩子學習過美語。若由兒童問卷的結

果來看，得到相近的結果，也有高達六成五以上（65.9％）的兒童表示自己有學

過美語（參見表三、表四）。 

若以目前台灣約173萬的學齡前兒童，以六成的比例曾學過美語來推估，目

前約有104萬名學齡前孩童在念小學前，學習過美語。 

 

表二、孩子是否在（曾）學習美語？   N＝322 

答項 次數 百分比 

是 195 60.6 

否 127 39.4 

  
表三、你有沒有學過英文？   N＝267 

版權所有，非經書面同意不得隨意轉載或作其他利用!! 

答項 次數 百分比 

有 176 65.9 

沒有 91 34.1 

  
  
（三）擔心跟不上別人，是家長讓孩子學美語的原因 

 

    針對回答有讓孩子學美語的家長，我們進一步追問為何會想讓孩子在學齡前

學習美語？家長主要表示學習美語是趨勢，擔心孩子不學怕會跟不上別人（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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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認為趁孩子年紀小學美語會比較容易（30.8％），再次之則是家長認為

國小一年級即將開始實施美語教學，要讓孩子在小學前先有準備（8.2％）。 

 

表四、為什麼想讓孩子在上小學前學習美語？   N＝195 

答項 次數 百分比 

學習美語是趨勢，擔心孩子不學會跟

不上別人 

73 37.4 

趁年紀小，學美語比較容易 60 30.8 

因應國小一年級，即將開始實施美語

教學，讓孩子在小學前先做準備 

16 8.2 

配偶決定的 5 2.6 

孩子自己想學 3 1.5 

親友推薦 2 1.0 

不知道/拒答 13 6.7 

其他 23 11.8 

  
（四）孩子每週平均花三小時以內時間學習美語 

 

    目前學齡前的孩子，每週在學習美語的時間上，以3個小時內居多（33.8

％），但也有20.5％的小朋友每週在學習美語的時間多達9個小時以上。 

 

    表五、孩子每週花多少時間學習美語    N＝195 

答項 次數 百分比 

1-3小時內 66 33.8 

3-6小時內 42 21.5 

6-9小時內 10 5.1 

9小時及以上 40 20.5 

不知道 37 19.0 

 

 

（五）近四成的家長不清楚孩子美語老師的師資狀況 

 

    當詢問家長是否清楚孩子美語老師的師資為何？本次調查中有36.9％家長

表示自己不清楚孩子的美語老師的師資狀況。另有26.2％的家長表示只知道孩

子的美語老師是外國人，但不清楚其是否有受過專業幼教訓練，也不知道是否是

合格幼兒教師。從數據中也可發現，有四成以上（41.1％）的家長為兒童選擇美

語師資時，以外籍老師為選擇（參見表六）。 

 

表六、你的孩子美語老師師資為何？   N＝195 

答項 次數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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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 72 36.9 

外籍老師，不知道其學歷 51 26.2 

本國籍外語相關科系畢業 29 14.9 

有幼教資格的外籍老師 25 12.8 

由托兒所（幼稚園）老師教 18 9.2 

 

（六）九成孩子表示是喜歡學習美語的 

  

    在家長的調查中，詢問家長自己的孩子喜不喜歡學習美語？74.4％的家長認

為自己的孩子是喜歡學習美語的，20.5％的家長則表示不清楚孩子是否喜歡學習

美語。僅有10位家長表示自己的孩子不喜歡學習美語（參見表七）。 

   而孩子的意見調查，則顯示九成以上的孩子（90.3％）是喜歡學習美語的。

但也有近一成（9.7％）的孩子表示自己是不喜歡學習美語的（參見表八）。 

 

表七、您的孩子是否喜歡學習美語？   N＝195 

答項 次數 百分比 

喜歡 145 74.4 

不喜歡 10 5.1 

不知道 40 20.5 

  
表八、你喜不喜歡學英文？（兒童問卷）   N＝267 

答項 次數 百分比 

喜歡 159 90.3 

不喜歡 17 9.7 

  
（七）有六成以上（63％）沒有學習過美語的孩子，表示想要學習美語 

     

本次調查中，另外對於沒有學習過美語的孩子，詢問是否會想學美語，63％的孩

子表示想學，37％的孩子則表示不想學（參見表九）。 

 

表九、想不想學英文？   N＝92 

答項 次數 百分比 

想 58 63.0 

不想 34 37.0 

 

  
（八）因為不會說英文，而變得不敢說話，是孩子學習美語時的困擾 

 

    詢問有學美語經驗的小朋友，是否會因為不會說英文，而變得不敢說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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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調查中有27.8％的小朋友表示會有這樣的困擾（參見表十）。也有三成（31.3

％）的小朋友表示會分不清楚什麼時候要說國語、什麼時候要說英文（參見表十

一）。另外，有14.2％的小朋友表示曾有因為英語說不好而遭到同學取笑或交不

到朋友的經驗（參見表十二）。 

 

表十、會不會因不會說英語，所以不敢講話？   N＝176 

答項 次數 百分比 

會 49 27.8 

不會 127 72.2 

  
表十一、會不會分不清楚什麼時候該說國語、什麼時候該說英文？N＝176 

答項 次數 百分比 

會 55 31.3 

不會 121 68.7 

 

表十二、會不會因英文說不好而被同學取笑或交不到朋友？N＝176 

答項 次數 百分比 

會 55 31.3 

不會 121 68.7 

  
 

肆、建議與呼籲 
 

當前學齡前兒童學習美語，在本次的調查中發現，已成為一股趨勢與潮流，

在強調國家競爭力與全球化的同時，孩子與美語學習間關係越來越緊密。坊間目

前的學齡前的美語教學機構亦是林立，這樣的社會現象中，兒福聯盟也要提出以

下幾點建議與呼籲： 

 

（一）數據顯示，85.4%的家長認為學齡前的孩子需要學習美語，也有60.6%的

幼童已實際學習美語。而在已學習美語的幼童中，高達93.3%的孩子喜歡

學習美語，可看出幼兒學習美語已是相當普通的需求。但目前國內學前教

育機構中的美語師資並無適當的管理辦法，師資在幼兒美語的學習是一大

問題。因此建議政府部門應因應國人美語學習需求，制訂配套管理辦法，

讓幼兒美語教師能符合專業訓練，讓孩子能擁有專業與適當教師教導。就

本國籍的師資而言，受過幼教或保育員訓練的人員有足夠的幼教及保育能

力，但未必具備美語教授能力；反之，外語系的師資語言能力無慮，但對

於幼教及保育的知識與能力卻可能不足。因此本國師資部份，建議可再給

予保育或美語教學的專業訓練的加強。再就外籍美語教師而言，目前政策

上，學前托兒機構（托兒所及幼稚園）均不得聘顧外籍師資，但實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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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學前托兒機構已行聘顧外籍師資之實，而在師資地下化缺乏政府法令

把關的情況下，教師的品質著實令人擔憂；另外補習班雖然得聘顧外籍師

資，但外籍師資的資歷卻缺乏嚴格的把關，幼兒的教育及生活照顧品質堪

慮。子在美語學習能擁有專業良好教師，制訂學前機構的美語教師資格限

定與管理辦法實是刻不容緩的。 

  
（二）家長應為孩子謹慎選擇良好學習環境。在本次的調查中，每週學習美語的

時間長達9小時以上的孩子有20.5%之多，學習3-9小時的亦有26.6%，

可看出美語老師教導孩子達一定的時數，但國人家長在為孩子選擇美語教

師時，卻有高達五成以上的家長並不知道孩子的美語老師的師資狀況，或

僅知老師是外籍教師，但不知外籍師資的學經歷。在孩子必須這麼長時間

接受美語老師的教導與照顧的情況下，家長對於美語老師的背景缺乏了

解，著實是令人憂心的現象。另外，也有高達20.5%的家長不知道孩子是

否喜歡學習美語，但仍選擇讓孩子去學習美語，可看出目前家長對於孩子

的學習關心不足，對於孩子的學習及成長實非益事。孩子的成長只有一

次，不能重來，家長們應多花心思與時間為孩子選擇更好的托育成長環境。 

  
（三）應多重視孩子的美語學習困擾問題，避免成為孩子陷入語言學習障礙。本

次的調查發現有三成學習過美語的孩子因不會說美語，而變的不敢說話。

語言的障礙將造成孩子溝通上的困擾，可能危及孩子的成長及學習。無法

適切表達自己的情緒，孩子可能產生自閉等情緒障礙，甚至可能連飲食起

居如廁等基本需求都因不敢以語言表達而被忽略。另外除了不敢表達的問

題之外，尚有31.3%學習美語的孩子產生不知何時該說國語或美語的困

擾。語言的混淆，可能造成孩子國英語夾雜，無法適切且完整的應用語言，

更可能導致孩子國語文能力低落，而英文也沒有學好的窘境。因此建議家

長們在孩子學習美語時，應多注意孩子的語言發展及表達意願，切莫因疏

忽造成孩子的遺憾。 

  
（四）孩子學習美語並無不妥，唯應多方考量，選擇適合的環境與師資，家長們

也應於孩子學習美語的過程中，關心孩子與美語老師的互動狀況、孩子的

語言適應狀況、生活照顧及教育養成等⋯需求是否被滿足。若家長對於如

何選擇托育或學前教育機構仍有疑慮，可洽兒福聯盟文教基金會

02-27486008轉2，本會備有選擇托兒所注意事項－送托三用手則可索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