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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灣當前社會面臨少子化的趨勢，並嚴重衝擊著幼兒園的經營。現今社會家長管

教的方式已經逐漸改變，從早期的權威式教育到現在的民主模式，講求的是溝通

代替管教。由於少子化的關係，家長在選擇幼兒園的過程中，不再只是單方面的

由家長自行選定，亦開始注重孩子的意見。隨著時代及環境快速的變遷，教育已

從傳統封閉走向開放多元，不少先見之士企圖導入企業管理的概念以強化管理績

效，其中行銷觀念，便是逐漸為教育界所注目的新興思維。幼兒園在行銷市場中

算是一種提供教育服務的商品，家長為孩子選擇幼兒園的行為，就是一種消費行

為。因此本研究欲了解家長在面臨連鎖品牌及眾多小型幼兒園的競爭下，如何選

擇適合自己子女的園所，為了了解幼兒園提供了何種產品策略、價格策略、通路

策略、推廣策略來吸引家長讓幼兒就讀，從產品、價格、通路、推廣等策略特性

找出評選時準則的重要程度，以了解家長選擇幼兒園時，何種因素是家長選擇幼

兒園之關鍵因素。 

本研究利用層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探討幼兒園的行銷

組合 4P 策略中，何者為家長們評選幼兒園的首要條件呢？讓幼兒園經營者了解

家長選擇幼兒園之考量關鍵因素後擬定行銷策略，期能對幼兒園有所助益。 

 

關鍵詞：行銷組合、行銷策略、層級程序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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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台灣當前社會面臨少子化的趨勢，並嚴重衝擊著幼兒園的經營。依據行政院

主計總處的資料顯示，近年來台灣地區人口出生數，由民國90年的260,354 人

逐年下降至民國104 年的213,598 人(行政院主計總處，2015) y 資料。因少

子化的影響，入學人口也持續不斷的下降，因應這樣的趨勢，幼兒園所也逐

年降低師生的比率並提升幼兒教育與受教的品質，並透過行銷策略來增加招

生來源。現今社會家長管教的方式已經逐漸改變，從早期的權威式教育到現

在的民主模式，講求的是溝通代替管教。由於少子化的關係，家長在選擇幼

兒園的過程中，不再只是單方面的由家長自行選定，亦開始注重孩子的意見。

此外，台灣的經濟快速發展已不如早期，家庭的結構也由傳統大家庭轉為小

家庭，家中長輩照顧子孫的家庭逐漸消失，加上雙薪或單親狀況普及，現代

父母在生活上或工作方面也都越來越忙碌將小孩托育在幼兒園的時間越來

越長，因此家長變得更重視教育與學校品質問題。期望孩子能取得優勢與不

輸在起跑點上，因此家中有幼兒的家長更慎重地去選擇優質並且適合自己孩

子的幼兒園。 

隨著時代及環境快速的變遷，教育已從傳統封閉走向開放多元，不少先見之

士企圖導入企業管理的概念以強化管理績效，其中行銷（marketing）觀念，

便是逐漸為教育界所注目的新興思維（O'Connor ＆ Trussell，1987）。而行

銷一詞最早來自經濟學，早期歐洲學者的行銷定義多未能脫離傳統事業的範

圍，初期係指狹隘的產品與金錢交換過程，而後在生產者與消費者二者間，

加入調查、分析、產品發展、溝通、通路與滿足需求等諸多過程，成為一系

列的挖掘、擴大及滿足人類對商品或勞務需求的活動（許長田，1999）。「外

部行銷」也就是傳統的行銷策略─發掘市場、確定目標與產品以及行銷組合

的運用，其執行對象係針對外界的顧客或競爭者（黃俊英，2002）。行銷組

合是行銷策略的核心。McCarthy（1981）最早所提出的組合包含產品（product）、

價格（price）、推廣（promotion）和通路（place）等內容，通常稱為行銷的

4P，此見解最為人所知悉與引用。幼兒園教育的消費者－學生與家長將能依

據其意願和偏好在眾多幼兒園中選擇個人最喜好者，教育市場勢必逐漸走向

以「消費者」為主要導向的競爭機制（李敦義，2000）。 

幼兒園在行銷市場中算是一種提供教育服務的商品，家長為孩子選擇幼兒園

的行為，就是一種消費行為。根據Engel、Kollat& Blackwell（1993）和Kotler

（1997）認為消費行為本身就是一連串決策過程的組合。Devore & 

Hanley-Maxwell (2000)也指出家長在選擇幼兒園時除了衡量子女的學習品質

及狀況外，亦會將價格成本因素考量進去。因此本研究欲了解家長在面臨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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鎖品牌及眾多小型幼兒園的競爭下，如何選擇適合自己子女的園所，今日今

時家長甚至以幼兒意見為考量，讓孩子到一個他們比較能熟悉且能快樂學習

的環境，此外家長不只要求核心服務的完美，更希望額外獲得關係利益，家

長心中的那把尺，究竟是如何根據幼兒園的優勢及成本考量，來排出先後順

序？為了了解幼兒園提供了何種產品策略、價格策略、通路策略、推廣策略

來吸引家長讓幼兒就讀，本研究從產品、價格、通路、推廣等策略特性找出

評選時準則的重要程度，以了解家長選擇幼兒園時，何種因素是家長選擇幼

兒園之關鍵因素。 

本研究利用層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探討幼兒園的

行銷組合4P策略中，何者是家長選擇幼兒園的關鍵因素，其分析結果將可提

供給幼兒園經營者，讓幼兒園經營者了解家長選擇幼兒園之考量關鍵因素後

擬定行銷策略，期能對幼兒園有所助益。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探討消費者(幼兒家長)在選擇幼兒園時考量的關鍵因

素有哪些，因此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如下： 

1. 先整理家長選擇幼兒園的考量因素 

2. 利用層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找出影響消費者(幼兒

家長)選擇幼兒園之關鍵因素。 

3. 探討在因應少子化的趨勢下，幼兒園的應對模式結論。 

本研究針對幼兒園背景與發展做初步地文獻探討，擬定及確認研究的主題後，

並發展研發背景與動機與研究目的之確定，針對相關之重要文獻進行統整，

建立家長選擇幼兒園關鍵因素之評估準則，並建立本研究之層級程序分析法

(AHP)研究架構，在此研究架構下設計本研究的問卷題項，進行實際的 AHP

問卷調查，接著分析回收後的問卷，獲得實證之結果。 

貳、 文獻探討 

本章內容主要分為兩小節。第一節為幼兒園背景之文獻探討，包括幼兒園產

業概述、定義與幼兒園發展介紹，第二節為行銷組合策略之文獻探討，包括

行銷組合策略之定義、幼兒園行銷組合策略之文獻整理。 

一 、幼兒園產業介紹 

台灣第一所幼稚園設立於日治時期 1897 年 12 月 1 日。起因為臺南市教育會

蔡夢熊赴日考察，發現日本已有幼兒教育，故在返台後邀請台籍、日籍有力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6%97%A5%E6%B2%BB%E6%99%82%E6%9C%9F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94%A1%E5%A4%A2%E7%86%8A&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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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在祀典武廟六和堂開辦「關帝廟幼稚園」。學生主要皆為仕紳富豪官

宦的子女，男孩占 2/3，但因缺乏師資及經費，1900 年 10 月關閉，此後台灣

各地私立幼稚園亦多重蹈覆轍。為孩子選擇幼兒園園所，除了軟、硬體的設

施，更重要的是園所教學理念是否能符合家長需求與孩子特質。台灣的公立

托兒所與公立幼兒園像是兩個不同世界一樣。尤其是鄉鎮的公立托兒所，多

數甚至是未合法立案的，硬體、軟體、衛生、消防安全都跟不上現代教育服

務的需求；教保人員的專業也有限，早期師資不乏高中學歷的公務人員，在

現場，由於不諳教學策略，常常管秩序的時間比教學的時間還多。則公立幼

兒園的師資水準整齊，出身幼教科系，老師較能理解適合幼兒學習的方法；

普遍不教注音與英文，教材也少用坊間教材商的課本，多以教師自編的課程、

教材為主。 

由於台灣於 2011 年公布「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並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正

式啟動幼托整合，所以台灣統一以「幼兒園」取代原先以教育為主體的「幼

稚園」以及以托育為主體的「托兒所」。 

二、行銷組合策略 

行銷策略包括市場區隔策略、定位策略與行銷組合。美國行銷協會(1988，

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AMA) 將行銷定義為:「理念、財貨與服務

產生、定價、推廣與分配的規劃與執行過程，其目的在創造交換，以滿足個

人與組織的目標。」（洪順慶，2003）。行銷的關鍵在於「創造」或「突顯」

出交易的價值，而此價值並不限於產品自身，也有可能發生於產品以外，且

被交易雙方所認知。行銷大師 Kotler (2003)則認為:「行銷為一種社會性和管

理性的過程，個人和群體透過創造、提供自由交換有價值的產品與服務的過

程，滿足其需求與慾望。」 

行銷管理人員用來促進其交換活動，以達成其行銷目標的工具是行銷組合

(Marketing Mix)。其行銷組合包括產品(Product)、訂價(Price)、通路(Place)以

及推廣(Promotion)，又稱為 4Ps。 行銷組合策略是用來滿足目標市場顧客需

求之各項行銷活動做法，從「行銷為一種社會性和管理性的過程」觀點來看，

企業所提供的產品和服務結合本身制定的價格，必須透過推廣組合的設計來

配銷通路與目標消費者，在與顧客進行行銷溝通，而這一系列多規劃設計稱

為全方位行銷組合策略。 

學習其他相關產業的成功經驗、構思策略。策略是一種手段和方法，透過衡

量自身優勢、弱勢、競爭者與可用資源，藉由檢視環境、經驗、觀念、思想

與機會點，而提出可行方針與具體的作法。需有足夠的遠見掌握市場機會，

並透過建構達到目標所需的行銷、品牌和發展幼兒園本身展業價值。Peter Fist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5%80%E5%85%B8%E6%AD%A6%E5%BB%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7%9C%E5%B8%9D%E5%BB%9F%E5%B9%BC%E7%A8%9A%E5%9C%92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7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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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認為策略須由外而內建構而成，跳脫產業的傳統思維，除了將本身的

「核心競爭力」視為重要核心外，更要從「市場機會點」來思考未來的發展

方向(池熙璿，2008)。 

產品策略 (Product Strategy) 

何謂產品定義? 指確定產品需要做哪些事情。通常採用產品需求文檔(Product 

Requirement Document，PRD)來進行描述，PRD 可能包含目標市場、競爭分

析、產品功能的詳細描述、產品功能的優先順序、產品用例、系統需求、性

能需求、銷售及支持需求等。而現產品新定義前階段的任務是觀察行業及技

術的發展趨勢，需要傾聽客戶，將客戶的需求融入到產品開發中，需求清晰，

定義明確。而產品策略是指滿足目標顧客需求所有的屬性集合。產品本身可

以是有形的實體商品、無行的服務或者是結合有形與無形的第三種產品，也

可能是一種人物觀念或地點。產品策略包含了產品組合、產品功能、產品品

牌、產品線、包裝、服務及保證等決策的制定。 

而學校產品組合不外乎就是教育的行銷面，如何推動學子來就讀，首當其衝

的是家長的選擇權。湯堯，(2001) 在學校產品策略中認為教育的「核心產品」

主要是教育服務，教育產出反映於學生的能力、態度或情感等方面之改變；

「有形產品」包含師資、師生互動、班級的經營、課程教學方式、設備、親

師關係與行政服務內容等。在探討家長為子女選擇幼兒園時，選擇的影響因

素相關研究發現：康淑雲（2004）研究發現，家長教育選擇的影響因素上，

「幼兒感受」、「師資」、「課程內容與模式」等為最主要影響項目。 

在幼兒園的現場，不論園長、主管乃至司機、跟車老師與廚工等或多或少都

會與外界顧客產生互動，亦即所有的成員皆具有非專職行銷人員（part-time 

marketers,PTM）的角色，而互動行銷的第一主角屬於教師應無可置疑（Becker 

& Epstein,1982）。然而「互動行銷」指服務提供者與顧客接觸的過程，將由

服務提供者與顧客的互動關係與過程所達成的效果。服務業的服務亦即為產

品，服務有生產與消費同步發生的特性，致使機構人員與顧客的互動及人際

關係的重要性相對提昇。黃義良（2005a）採訪談方式，發現幼教園所內部

人員的互動行銷內涵主要為形象塑造、親師互動與師生互動等層面。 

因本研究範圍為家長選擇幼兒園之研究，而在幼兒園中的產品，因而根據上

述文獻分析，大致可歸類為「課程模式」、「教學方式」、「師資」、「師生互動」、

「親師關係」等面向，故本研究擬採上述選擇的影響因素為探究之內容。 

價格策略 (Price Strategy) 

價格定義在現代社會的日常應用之中，價格一般指在進行交易時，買方所需

要付出的消費支出。由於現代社會以金錢交換為主流的買賣方式，買賣雙方

https://tw.news.search.yahoo.com/search;_ylt=A8tUwZJtgihWkx0AfiFr1gt.;_ylu=X3oDMTBycDRvanUzBGNvbG8DdHcxBHBvcwMxBHZ0aWQDBHNlYwNzYw--?ei=UTF-8&p=%e4%bd%95%e8%ac%82%e7%94%a2%e5%93%81%e5%ae%9a%e7%be%a9&fr2=cosmos&fr=yfp-t-900-tw
http://wiki.mbalib.com/zh-tw/%E7%9B%AE%E6%A0%87%E5%B8%82%E5%9C%BA
http://wiki.mbalib.com/zh-tw/%E6%96%B0%E4%BA%A7%E5%93%81%E5%BC%80%E5%8F%9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6%88%E8%B2%BB%E6%94%AF%E5%87%BA&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91%E9%8C%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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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方會以金錢付款，因此商品的價格便可以以金錢作為單位，不同商品

的價格亦因單位相同而能夠比較。傳統觀念的「價值」並無必然的直接關係。 

而價格策略是指顧客為了取得產品所必須支付的金錢或其他代價，在訂定價

格時通常會考慮顧客的需求反應、競爭對手、產品本身的成本、法律及道德

等因素。基本的定價策略可分為 (1)以總成本加上所欲達成的利潤定價 (2)

根據供需定律及生產成本定價 (3)根據競爭市場的情況定價。 

學校價格策略泛指在消費者交換產品或服務所需付出之成本及代價，學校的

收費主要有註冊費、學雜費、書本費、餐費、交通費與才藝課程費用等。價

格策略的運作，包括上述收費的定價、折扣、折讓與付款期限等，還有獎學

金與招生佣金等。像是提早報名，可享學費優待九折、可以免費試讀、提供

入學的用品(書包、制服及餐帶)等 

價錢常是顧客即幼兒園家長優先考慮的重點項目之一。雖然說家長為了子女

常不吝惜付出，但如何在價格與感受到的價值取得平衡，將有助於吸引家長

的選擇。與公立幼兒園相較下，私立幼兒園雖收費較高昂，但是因課輔和才

藝等課程較多，寒暑的假期較短，故整體成本與時間成本也具有若干優勢。

另外在幼兒園中收費一般像是有註冊費、學雜費、月費、書本費、餐費、交

通費、才藝課程等而課後留園或延拖費用也是現今幼兒園需要收費的項目，

消費者(幼生家長) 所體驗到的服務品質價值與價格的匹配與服務差異化也

涵蓋其內。 

因本研究範圍為家長選擇幼兒園關鍵因素之研究，而在幼兒園中的價格，因

而根據上述文獻分析，大致可歸類為「註冊費」、「學雜費」、「月費」等構面，

故本研究擬採上述選擇的影響因素為價格策略探究之內容。 

通路策略 (Place Strategy) 

何謂通路定義:當我們開始為自己所計劃的工作對各部門及單位主管實施報

告時，能不能讓每一位扮演通路的主管，深深覺得這項工作是份具有便利性

(Convenience)及有效的，當然如果答案是否定的，相信將會造成這項「貨品」

嚴重的滯銷。而通路策略：Kotler 指出在行銷學上的「通路」係指公司要將

產品送達目標客戶，所採取的各種活動，目的在給予消費者最大的便利性與

提升產品的可接觸性（高登第譯， 2002）。通路策略指顧客想要購買的時間

和地點以提供合適的產品，藉由此創造地點、時間和佔有效用，目的是在提

供適量且契合的產品於適當時間與地點，企業可以藉由同路的設計提高服務

品質而獲得較高的顧客滿意度。 

就已學校通路方面來說 : Gary（1991）提出就教育機構的通路，包括機構的

地點、外觀、校園內設備、週邊環境、交通、以及教育以外的服務（如學校

https://tw.news.search.yahoo.com/search;_ylt=A8tUwZJtgihWkx0AfiFr1gt.;_ylu=X3oDMTBycDRvanUzBGNvbG8DdHcxBHBvcwMxBHZ0aWQDBHNlYwNzYw--?ei=UTF-8&p=%e4%bd%95%e8%ac%82%e7%94%a2%e5%93%81%e5%ae%9a%e7%be%a9&fr2=cosmos&fr=yfp-t-900-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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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產業界合作管道），這些因素將會影響參與者及旁觀者對機構的印象。現

代的教學設備，每間班級教室皆有學習區的設置，通風良好，開放的活動空

間，設有專業教室像是律動教室與電腦教室，並擁有電腦與單槍投影設備。

校園的建築美觀，門面設計，吸引目光。校內空間規劃良好，有百坪以上的

草皮綠地，專聘園藝人員定期為植物作修整，美化綠化的工作成效佳，園所

位於住宅區內，鄰近國小，園內空地多，綠地大，提供接送幼童且符合標準

的交通車，妥善規劃路線與時間，提高學校對幼生的可接近性。衛生方面不

只以預防為主、防治結合、加強教育的原則，通過安全、衛生教育培訓，增

強幼兒的自我防護能力，通過齊抓共管，營造全園教師關心和支持幼兒園安

全、衛生工作的局面，從而切實保障師生安全不受損失。學校每週、每月和

每學期開學以後，幼兒園都把安全隱患排查工作作為重點檢查內容之一。通

過排查，對查出的危險隱患及時整改，有效地預防了各種安全事故的發生。 

在幼兒園中的通路，幼兒園安全、環境、衛生則是幼兒園所通路家長選擇園

所的附加價值，提高家長的選擇面向。Bitner（1990）與Haywood-Farmer（1988）

等學者提出互動行銷的重要構面包含實體設備、服務過程與服務人員的行為

及專業性等。不過，若從服務行銷的角度分析，扣除部分與內部及外部行銷

重疊處，應以服務流程、人際觸接表現為主。 

而本研究範圍為家長選擇幼兒園因素研究，在幼兒園中的通路策略中，因而

根據上述文獻分析，大致可歸類為「地點」、「外觀」、「校園內設備」、「週邊

環境」、「交通」等構面，故本研究擬採上述選擇的影響因素為通路策略探究

之內容。 

推廣策略 (Promotion Strategy) 

推廣策略：推廣包含所有能將訊息傳送至目標受眾（target audience）的溝通

工具。除了常見之廣告外，還包括人員銷售、促銷、媒體宣傳、廣告信件、

網路媒體、公共報 導與公共關係等（黃俊英，2002）；推廣策略中學校為增

加學校招收人數，呈現學校辦學績效，依決定之行銷計劃、目標、選擇適宜、

經濟實惠、效果卓著的媒體，如廣告、人員推銷、促銷和宣傳、公共報導或

以公共關係搭建學校與內外公眾良好溝通關係，促進學校顧客接受學校產品、

服務和觀念，以經營學校良好形象的口碑。推廣為行銷組合的一項關鍵成功

因素，為組織對其顧客所有說服性溝通有關的主要行銷工具及其用法。推廣

組合必須擴展整合行銷傳播 (Integrate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IMC) (許

長田，2004)，為了傳達給顧客一致性的形象，將行銷的推廣策略重新整合再

定位其競爭優勢，以利全方位整體傳播行銷產品與訊息的服務。然而除了要

協調整合各項溝通工具外，要要考量到產品、價格、通路的配合與協調，才

能找出最接近顧客選擇意願較高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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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推廣也不外乎口耳相傳，學校會利用學校內部彼此之間，以及與社區和

家長之間的溝通樞紐及雙向溝通管道，為了解與接納之有目的性行為，但這

必須要先從建立學校本身良好形象做起，然後才能爭取社區家長的支持與合

作。園所資訊也可於網上得知有效的網路行銷：及推廣園所的一些資訊讓家

長更能了解。而園所會委請專業人員架設生動又活潑的多媒體網站，除了將

固定版面介紹園所辦學理念、環境、教學與發展特色外，同時快速更新最新

資訊、活動訊息與活動照片連結上去，讓大眾與家長可以透過網路得知園所

訊息。網站上提供學校專屬的電子信箱，成為溝通的便利管道，同時也有線

上報名的服務可供家長快速報名；而提供免費撥接，乃希望藉由誘因，吸引

外界大眾加入。雖然行銷推展未臻完善縝密，但初具服務行銷三向度的雛型，

在同一時間也有導入一些科技設備與資訊的元素，藉以促進行銷的效果。 

幼兒園的推廣策略，包含推廣運作與招生活動。幼兒園中可以多多利用教學

觀摩、發表會或說明會等場合主動的與家長溝通理念，加強家長的參與，增

進家長對園所的了解。希望以人與人之間的口耳相傳方式，加強既有家長對

親友之推薦活動，直接提昇園所口碑。在推廣自身品牌可以充分地運用標誌

識別，將幼兒園所的logo印製在書包及餐袋上，同時也準備了氣球與墊板等

廣告品；服裝上，由幼兒園所統一定製以求整齊統一，且強化園所的識別。

然而以上述推論可得知在幼兒園中的推廣行銷策略有「園所資訊」、「推廣」、

「品牌」。在現在網路發達的社會中「園所資訊」更可以在幼兒園網站上查

閱，而品牌對在市區的家長更為優先選擇。 

因本研究範圍為家長選擇幼兒園關鍵因素之研究，綜合上述文獻分析研究發

現推廣在幼兒園中，大致可歸類為「園所資訊」、「推廣」、「品牌」等面向，

故本研究擬採上述選擇的影響因素為推廣策略探究之內容。 

參、 研究方法 

第三章內容主要為說明本研究之研究方法及研究設計描述，共分為二個部分。

第一部分為層級分析法(AHP)；第二部分為研究設計。 

一、層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 

層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為美國匹茲堡大學教授 

Thomas L. Saaty 於1971年所發展出來，這方法主要應用在不確定情況下及具

有多數個評估準則的決策問題上，經不斷修正與應用後，1980年，Satty遂將

此一理論整理成專書問世。經由AHP來做決策時，有分大群體和小群體，則

大群體是適合以統計抽樣的方式配合計量方式求得決策結果；而小群體是專

家決策，是由少數專家交換意見來決定出的決策，一般小群體的樣本數均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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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0，所以不適用於統計量抽樣方法。然而，層級分析法的理論簡單，同時

又具有實用性；因此，自發展以來，已被各國研究單位普遍使用。 

層級分析法之內涵特性 

目前社會發展是一個「問題複合體」(problematigue)的結構，這些問題會有

著相互影響的因素存在，在社會及行為科學上已經廣泛的應用系統方法的發

展，使得複雜的問題能夠進而簡化，同時又建立相互影響關係的層級結構

(hierarchical structure)。層級結構有助於家長對事物的了解，不過面臨選擇適

當計畫或方案時，必須根據某些基準實施可行計畫的評估，來決定可行計畫

的優勢順位(priority)，從中找出適當並可行之計畫。 

層級分析法之評估尺度 

層級分析法的評估是將每一層級的上一層要件，作為對下一層要件評估之依

據。換言之，就是將某一層級內的任二個要件，以上一層的要件為基準，分

別的去評估這二個要件對基準的貢獻度或重要性(Jensen,1984)。 

層級分析法在處理認知反應的評估時，則採取比例尺度(ratio scales)。比例尺

度兼具區間尺度的特性，有固定的原點，尺度的數值可加減乘除運算，由於

具相同的原點，以不同單位的任意二個值，其比例完全相同，如 1cm/2cm 與

4kg/8kg 的比值是相同的。層級分析法的評估尺度的基本劃分包括五項，即

同等重要、稍重要、頗重要、極重要即絕對重要，並賦予 1、3、5、7、9 的

衡量值；另有四項介於五個基本尺度之間，並賦予 2、4、6、8 的衡量值。

有關各尺度所代表的意義。 

層級分析法步驟決策程序 

處理複雜的問題時，需利用有系統的方法加以分析，層級分析法即秉承此一

精神，在具有多目標(multiobjective)或多評準(multicriteria)的決策領域中，是

一種簡單又實用的方法。在實際應用層級分析法處理複雜問題進行決策問題

的評估，主要包括以下步驟： 

(1) 確認研究問題 

(2) 建立評估的層級架構 

(3) 建立各層級要素權重的計算 

建立成對比較矩陣 

層級分析法使用1-9的比例尺度值，對於n個準則重要程度的成對比較，可得

到一個成對比較矩陣(pairwise comparison matrix)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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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ij]n×n  

其中     aij >0      ，i,j=1,2,…,n 

         aji =1/aij   ，i,j=1,2,…,n 

         aii =1      ，i=1,2,…,n 

假設有n個準則時，則需進行n(n-1)/2個成對比較，將n(n-1)/2個準則相對重要

程度的數值，用比例值(1/9、1/8、…、1/2、1、2、3、…、8、9當中一值)置

於成對比較矩陣A的上三角形(upper-triangular)部分，而下三角形

(lower-triangular)部分之數值，為上三角形相對位置數值之倒數，而對角線部

分的數值均為1(為準則自身相對重要程度之評比)。其中，成對比較矩陣如下

圖所示： 

 

 

A = [aij] =

[
 
 
 
 
 

1 a12 ⋯ a1n

1
a12

⁄ 1 ⋯ a2n

⋮ ⋮ ⋱ ⋮
1

a1n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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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特徵值和特徵向量   

在層級結構圖中，某一層級的要素A1,A2,…,An，在上一層某一準則為評估基

準下，取每一要素之權重w1,w2,…,wn。此時，Ai與Aj的相對重要程度以aij表

示，因此準則A1,A2,…,An的成對比較矩陣。若n個為已知時準則w1,w2,…,wn

時，則成對比較矩陣A可寫成如下形式： 

 

A = [ai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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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aij =
wi

wij
⁄  ，i, j = 1,2, …,n 

         aji = 1
aij

⁄  ，i, j = 1,2, …,n 

W為n個準則的權重向量，即 W=(w1,w2,…,wn) 

取得成對比較矩陣後，就可取要各層級準則之權重。成對比較矩陣A乘上要

素權重向量W等於n W，即: 

(A-nI)W=0 

這時W即為矩陣A的特徵向量。由於aij為家長在進行成對比較時，主觀判斷

所給予的評比，與真實的wi/wj值有某種一定程度的差異，故AW=Nw便無法

成立，Saaty(1980)建議以A成對比較矩陣之最大特徵值λmax來取代n。即: 

λ𝑚𝑎𝑥 = ∑α𝑖𝑗

n

j=1

W𝑗

Wi
⁄  

此時，若成對比較矩陣A為一致性矩陣(consistency matrix)時，特徵向量W可

上式求得：(A − λ𝑚𝑎𝑥𝐼)W = 0 

一致性檢定 

一致性指標(C.I.)，若C.I.=0時，單一準則下n個準則相對重要程度的判斷完全

具一致性；若C.I.>0時，則家長的判斷不具一致性，Satty(1980)建議C.I.<0最

佳。CI =
𝜆𝑚𝑎𝑥−𝑛

𝑛−1
 

根據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與Wharton School進行研究，評估此度1-9

所產生的正倒值矩陣，不同階數(order)下產生不同的C.I.值，稱隨機指標

(Random Index,R.I.)，如表1所示。 

表1 隨機指標表 

階數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R.I. 0.00 0.00 0.58 0.90 1.12 1.24 1.32 1.41 1.45 1.49 1.51 

相同階數矩陣下，C.I.值與R.I.值的比例，稱一致性比例(C.R.)，若C.R. < 0.1

時，則矩陣一致性程度令人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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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 = CI
RI⁄  

整體層級目的與準則權重計算 

完成一致性後，即可決定各層級準則在最終目標(第1層級)下的優勢權重；優

勢權重愈大者，表示該方案或計畫愈重要。最後一層可行方案的準則權重，

表示在整體層級所有要素考量下，達成最終目標的重要程度。只需求得該家

長之準則權重在一位家長情況下；若為多數家長，則以加權方法求得平均權

重，以取決可行方案先後順序。 

二、研究設計 

層級分析法研究步驟 

本研究為運用層級分析法探討家長選擇幼兒園之關鍵因素，根據研究目的以

及文獻探討，本研究決策程序之研究流程圖以Saaty(1971)提出之層級分析法

發展而出。 

步驟一：家長選擇幼兒園評選準則之界定 

本研究以家長選擇幼兒園因素為本研究之決策問題，並搭配行銷組合策略做

為因素參考面，再結合Saaty(1971)提出之層級分析法(AHP) 做為本研究之評

估方法，故發展出本研究題目為「運用層級分析法探討家長選擇幼兒園關鍵

因素之研究」。 

步驟二：建AHP層級架構 

人在面對較複雜問題時，容易將問題切割以利思考工作上的執行，而建立層

級結構，能清楚地界定目標完成後，本研究之層級結構是依照 Saaty(1971)

提出之 AHP 法之框架下，畫出本研究之層級架構圖-組合行銷下家長選擇幼

兒園層級架構圖。如圖 1。依層級分解為目標、主準則及次準則等相關聯的

要素，準則之間為相互獨立之關係。 

目標 

 (LEVEL 1) 

主準則 

(LEVEL 2) 

次準則 

(LEVEL 3) 

 

 

 

 

 

運
用
層
級
分
析
法
探
討
家
長
選
擇
幼
兒
園
之
評
估 

產品策略 

Product Strategy 

價格策略 

Price Strategy 

 課程模式 

 教學方式 

 師資 

 師生互動 

 親師關係 

 註冊費 

 學雜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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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組合行銷策略下家長選擇幼兒園層級架構圖 

步驟三：問卷設計 

本研究的問卷設計，本研究之問卷題項如表2所示。完成本研究構建之評估

層級架構後，家長(即家長)需進行成對要素相對重要程度之比較，目的在於

減輕決策者的思考，能更有效清晰呈現決策絕對重要、非常重要、的確重要、

略為重要、等同重要等五項，並給予1、3、5、7、9的衡量值；則介於五個

基本尺度之間的四項給予2、4、6、8的衡量值。因此藉由成對比較格式，設

計問卷的形式，同時也清楚地解釋問卷裡每一個成對比較的問題，以協助者

進行判斷。 

表2問卷題項 

主準則 次準則與問卷題項 參考文獻 

產 
 
 

品 

課程模式. 

課程的規劃，像是主題教學、體能、奧

福音樂等。 

吳金香 & 張茂源 (2012) 

康淑雲 (2004) 

湯堯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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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方式. 

一般主題式、蒙特梭利、華德福。 

湯堯 (2001) 

陳銘達（2000） 

鄭孟忠（2001） 

師資. 

老師是應為資格符合教保員，是否有相

關證書與證照，學經歷。 

康淑雲 (2004) 

湯堯 (2001) 

鄭孟忠（2001） 

師生互動. 

老師與幼生之間的互動。 

康淑雲 (2004) 

湯堯 (2001) 

Becker & Epstein (1982) 

親師關係. 

老師與家長的互動與聯繫。 

湯堯 (2001) 

黃義良 (2005) 

Becker & Epstein (1982) 

價 
 
 

格 

註冊費. 

書本、文具、正餐點心費用。 

鄭美惠 & 謝美慧 (2009) 

徐聯恩與彭志琦（2006） 

學雜費. 

制服、餐具等費用。 

鄭美惠 & 謝美慧 (2009) 

徐聯恩 & 彭志琦（2006） 

月費. 

每個月加收之費用。 

謝美慧（2006） 

劉育吟（2005） 

通 
 
 

路 

地點. 

幼兒園的地點。如：鄰近住家或家長公

司。 

Gary (1991) 

高登第譯 (2002) 

外觀 

校園內外觀美化。如：建築美觀、門面

設計 

Gary (1991) 

設備. 

校內軟硬體設備，戶外遊樂設施設備齊

全完善。 

Bitner (1990) 

Gary (1991) 

週邊環境. 

週邊生活機能便利。 

Bitner (1990) 

Haywood-Farmer (1988) 

Gary (1991) 

交通. 

鄰近市區、交通便利。 

Gary (1991) 

推 
 
 

廣 

園所資訊. 

提供網站、親師聯絡簿上介紹園所辦學

理念、環境、教學與發展特色外，同時

快速更新最新資訊、活動訊息與活動照

黃俊英 (2002) 

許長田 (2004) 

施振典 (2005) 

http://www.parenting.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26418
http://www.parenting.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23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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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連結上去。 

推廣. 

人與人之間口耳相傳，發放廣告單、教

學觀摩、發表會或說明會等，讓家長有

管道了解幼兒園所。 

黃俊英 (2002) 

許長田 (2004) 

邱宏仁（1997） 

許舒翔等 (2002) 

品牌. 

幼兒園的名氣、經營特色。 

林麗清（2010） 

吳金香 & 張茂源 (2012) 

謝媓玫 (2010) 

步驟四：兩對比較判斷之檢定 

依據家長填回的問卷，取得個要素的相對重要程度結果，量化後建立許多成

對比較矩陣，進行特徵值與特徵向量的求取。 

步驟五：檢定層級一致性 

整體層級的一致性若達到可以接受範圍，進行完特徵值與特徵向量後，同時

繼續進行成對比較矩陣的判斷是否符合一致性之要求。 

步驟六：層級分析法各層級要素權重計算 

檢定層級一致性均符合，最後步驟將各階層層級要素的相對權重加以整合計

算後，以求算整體層級的總優先向量，求得向量之相對權重愈大者，表示方

案最為重要。 

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幼兒園家長或家中有幼兒即將進入幼兒園就讀之家長，

透過問卷調查方式來進行研究。 

肆、 資料分析 

一、樣本描述 

本研究以幼兒園所家長與家中有幼童之家長為問卷發放對象，問卷總共發放

20 份，實際有效回收問卷為 20 份，有效回收率為 100%，人口統計變數之內

容包含性別、年齡、教育程度、收入及職業，共計五項，資料統計如表 3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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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樣本以女性居多(14 位，70%)；年齡分布以 25 歲至 35 歲及 35 歲至

45 歲(10 位，50%)一樣居多；教育程度以大學學歷比例做高(12 位，60%)，

其次為高中學歷 (4 位，20%)；收入方面分部以 20001~30000 元(7 位，35%)

最多，其次為 30001~40000 元及 50001 元以上(4 位，20%)一樣居多，

40001~50000 元(3 位，15%)排其第三，最後為 10000 元以下與 20001~30000

元(1 位，5%)；職業部分以資訊業佔最大宗(5 人，25%)，其次為軍公教 (4

位，20%)，接著是服務業、自由業與製造業(3 人，15%)，最後則是家管(2

位，10%)。 

本研究樣本之人口統計變數詳細敘述如下： 

(1) 性別：本研究對象共 20 人，男性佔 30%，女性佔 70%。 

(2) 年齡：25 歲以下佔人數 0%、25~35 歲人數佔 50%、35~45 歲人數佔 50%、

45~55 歲人數佔 0%，最後 55 歲以上人數佔 0%。 

(3) 教育程度：高中(含)以下人數佔 20%、專科人數佔 15%、大學人數佔 60%，

最後為研究所(含)以上人數佔 5%。 

(4) 收入：10000 元以下人數佔 5%、10001~20000 元人數佔 5%、20001~30000

元人數佔 35%、30001~40000 元人數佔 20%，40001~50000 元人數佔 15%，

最後為 50001 元以上 20%。 

(5) 職業：服務業人數佔 15%、資訊業人數佔 25%、製造業人數佔 15%、自

由業人數佔 15%、軍公教人數佔 20%、家管人數佔 10%，最後學生人數

佔 0%。 

表 3 幼兒園家長及幼兒家長基本資料統計表 

人口統計變數 內容 樣本數 百分比(100%) 

性別 
男 6 30% 

女 14 70% 

年齡 

25 歲以下 0 0% 

25~35 歲 10 50% 

35~45 歲 10 50% 

45~55 歲 0 0% 

55 歲以上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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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程度 

高中(含)以下 4 20% 

專科 3 15% 

大學 12 60% 

研究所(含)以上 1 5% 

收入 

10000 元以下 1 5% 

10001~20000 元 1 5% 

20001~30000 元 7 35% 

30001~40000 元 5 25% 

40001~50000 元 3 15% 

50001 元以上 4 20% 

職業 

軍公教 4 20% 

服務業 3 15% 

資訊業 5 25% 

製造業 3 15% 

自由業 3 15% 

家管 2 10% 

學生 0 0% 

二、權重分析 

本研究透過層級程序分析法(AHP)框架設計出本研究之問卷，回收問卷共 20

份，透過軟體 Expert Choice2000 計算及調整一致性，經整合得到綜合性之權

重資料。 

主準則權重分析 

建立 AHP 之成對比較矩陣 

各成對比較矩陣之一致性檢定，根據公式(11)計算出主準則與次準則成對比

較矩陣之一致性(C.I.)及公式(12)一致性比率(C.R.)，若專家綜合意見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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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與一致性(C.R.)均小於 0.1，則符合「一致性」。由表 4 得知 C.I.=0.000，

C.R.=0.000，結果顯示家長的判斷皆通過一致性檢測。且四項主準則權重排

序為：產品策略(0.377)為最重要，其次為通路策略(0.268)，第三為價格策略

(0.224)，最後為推廣策略(0.131)。 

藉由分析結果可知家長於幼兒園關鍵因素的選擇認知中，主準則中所佔權重

最高者為產品策略，也就是說家長在為孩子選擇幼兒園所時，於選擇決策中

此項因素是家長最重視的。故幼兒園業者應先將自身產品素質提高來吸引家

長選擇。其次為通路策略與價格策略兩個主準則，對於家長來說此兩項因素

在選擇幼兒園行為中屬於次要影響因素。因此，幼兒園的學區地理位置、環

境及其費用則會間接影響家長在為孩子選擇幼兒園。而家長較不重視的為推

廣策略，家長認為在選擇幼兒園上所提供的園所訊息、推廣與品牌在決策中

較無感覺。 

表 4 主準則的權重排序與一致性檢定表 

主準則 權重 排名 C.I. R.I. C.R 

產品策略 0.377 1 

0.00 0.9 0.00 
價格策略 0.224 3 

通路策略 0.268 2 

推廣策略 0.131 4 

次準則權重分析 

1.「產品策略」準則 

本問卷先進行 C.I.與 C.R.檢定值，若 C.R.≦0.1，表示可容許的誤差範圍，而

C.R. ≦0.1，即表示整體評比過成達到一致性。經表 5 計算後，得知 C.I.= 0.000，

C.R.= 0.000，結果顯示家長的判斷皆通過一致性檢測。 

由表 5 可得知，在「產品策略」準則下，其次準則排序為師生互動(0.291)為

首，其次為親師關係(0.220)，第三為教學方式(0.177)，第四為師資(0.175)，

第五為課程模式(0.137)。經分析結果可看出家長於產品策略準則中，師生互

動佔的權重最高，也就是說家長選擇幼兒園關鍵因素時，於選擇決策中此項

因素是家長最重視的影響因子。故幼兒園所在老師與學生互動上必須要有更

多的關心及其耐心與愛心。 

表 5 「產品策略」之次準則的權重排序與一致性檢定表 

次準則 權重 排名 C.I. R.I. C.R 

課程模式 0.137 5 

0.00 1.12 0.00 教學方式 0.177 3 

師資 0.17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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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互動 0.291 1 

親師關係 0.220 2 

2.「價格策略」準則 

本問卷先進行 C.I.與 C.R.檢定值，若 C.R.≦0.1，表示可容許的誤差範圍，而

C.R. ≦0.1，即表示整體評比過成達到一致性。經表 6 計算後，得知 C.I.= 0.000，

C.R.= 0.000，結果顯示家長的判斷皆通過一致性檢測。 

由表 6 可得知，在「價格策略」準則下，其次準則排序為註冊費(0.348)為首，

其次為月費(0.327)，第三為學雜費(0.325)。經分析結果可看出家長於價格策

略中，註冊費的權重較高，也就是說家長選擇幼兒園關鍵因素時，於選擇決

策中此項因素是家長最重視的影響因子。由此可得知，大部分家長在為孩子

選擇幼兒園關鍵因素時，都會先蒐集註冊費費相關資訊。 

表 6「價格策略」之次準則的權重排序與一致性檢定表 

次準則 權重 排名 C.I. R.I. C.R 

註冊費 0.348 1 

0.00 0.58 0.00 學雜費 0.325 3 

月費 0.327 2 

3.「通路策略」準則 

本問卷先進行 C.I.與 C.R.檢定值，若 C.R.≦0.1，表示可容許的誤差範圍，而

C.R. ≦0.1，即表示整體評比過成達到一致性。經表 7 計算後，得知 C.I.= 0.000，

C.R.= 0.000，結果顯示家長的判斷皆通過一致性檢測。 

由表 7 可得知，在「通路策略」準則下，其次準則排序為設備(0.331)為首，

其次為周邊環境(0.227)，第三為交通(0.194)，第四為地點(0.152)，第五為外

觀(0.096)。經分析結果可看出家長於通路策略中，設備的權重最高，也就是

說家長選擇幼兒園關鍵因素時，於選擇決策中此項因素是家長最重視的影響

因子。由此可得知，大部分家長在為孩子選擇幼兒園關鍵因素時，都會先看

看幼兒園所設備是否齊全或保持更新。 

表 7 「通路策略」之次準則的權重排序與一致性檢定表 

次準則 權重 排名 C.I. R.I. C.R 

地點 0.152 4 

0.00 1.12 0.00 
外觀 0.096 5 

設備 0.331 1 

周邊環境 0.22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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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0.194 3 

4.「推廣策略」準則 

本問卷先進行 C.I.與 C.R.檢定值，若 C.R.≦0.1，表示可容許的誤差範圍，而

C.R. ≦0.1，即表示整體評比過成達到一致性。經表 8 計算後，得知 C.I.= 0.000，

C.R.= 0.000，結果顯示家長的判斷皆通過一致性檢測。 

由表 8 可得知，在「推廣策略」準則下，其次準則排序為園所資訊(0.425)為

首，其次為品牌(0.341)，第三為推廣(0.234)，經分析結果可看出家長於服務

品質準則中，園所資訊的權重較高，也就是說家長為孩子選擇幼兒園時，於

選擇決策中此項因素是家長最重視的影響因子。由此可知，大部分的家長在

為孩子選擇幼兒園時，應公開提供家長相關幼教資訊 幼兒園應主動向家長

公開資訊，提供幼兒園訊息，讓家長對幼兒園之教學品質、師資、課程模式、

環境衛生有初步的瞭解，以確保幼兒受教的權益。 

表 8 「推廣策略」之次準則的權重排序與一致性檢定表 

次準則 權重 排名 C.I. R.I. C.R 

園所資訊 0.425 1 

0.00 0.58 0.00 推廣 0.234 3 

品牌 0.341 2 

整體架構分析 

AHP各層級要素相對權重計算 

本研究針對全體家長填寫的問卷之分析結果，將四大主準則下之十六項次準

則經過公式特徵向量法之計算，求出各層級要素之權重並加以排序，結果整

理如表 9 所示。 

透過權重排序顯示，家長在為孩子選擇幼兒園時選擇決策的重要程度。研究

結果發現，在整體權重值的排序中，前三名依序為師生互動(0.109)、設備

(0.088)、親師關係(0.082)，由此可知，家長在選擇幼兒園時最先考慮的因素

為老師和孩子的互動，其次為幼兒園設備與老師與家長的關係。 

表 9 各準則整體權重排序表 

主準則 權重值 次準則 權重值 整體權重值 排序 

產品策略 0.377 

課程模式 0.137 0.051 11 

教學方式 0.177 0.066 7 

師資 0.175 0.065 8 

師生互動 0.291 0.109 1 

親師關係 0.220 0.08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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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策略 0.224 

註冊費 0.348 0.077 4 

學雜費 0.325 0.072 6 

月費 0.327 0.073 5 

通路策略 0.268 

地點 0.152 0.040 14 

外觀 0.096 0.025 16 

設備 0.331 0.088 2 

周邊環境 0.227 0.060 9 

交通 0.194 0.051 11 

推廣策略 0.131 

園所資訊 0.425 0.055 10 

推廣 0.234 0.030 15 

品牌 0.341 0.044 13 

伍、 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本研究之層級架構模型乃參考 Saaty(1971)提出之層級分析法發展而擬定，透

過層級分析法架構探討家長選擇幼兒園之評估可知，本研究之層級架構第一

層級之目標定為：運用層級分析法探討家長選擇幼兒園之評估，在此目標下，

第二層級主準則的因素即為產品策略、價格策略、通路策略、 推廣策略四

項因素，而在四個主準則因素的連結下，第三層級個別次準則歸納出 16 項

次準則:課程模式、教學方式、師資、師生互動、親師關係、註冊費、學雜費、

月費、地點、外觀、設備、周邊環境、交通、園所資訊、推廣、品牌，本研

究讓幼兒園家長與家中有幼童之家長為受測對象。接著在應用 AHP 來決定

各項準則對權重，並排序出各項次準則的優先順序，選出影響家長選擇幼兒

園的關鍵因素。 

家長選擇幼兒園關鍵因素排序方面，由本研究結果顯示，在層級分析法架構

探討家長選擇幼兒園之評估因素排序依序為：「產品策略」(0.377)、「價格策

略」(0.224)、「通路策略」(0.268)、「推廣策略」(0.131)主準則。首先，家長

在選擇幼兒園時四項主準則及 16 項次準則中，主準則中最重視「產品策略」，

而排名 2-4 為「通路策略」、「價格策略」與「推廣策略」。而在各準則整體權

重計算後排序分別為 1.師生互動 2. 設備 3. 親師關係 4. 註冊費 5. 月費 6. 學

雜費 7. 教學方式 8. 師資 9. 周邊環境 10. 園所資訊 11. 交通 12. 課程模式

13. 品牌 14. 地點 15. 推廣 16 外觀。由此可以得知，家長在為孩子選擇幼兒

園時最重視的極為孩子與老師之間的互動模式，其次則為幼兒園的設備設施

與老師與家長的溝通聯繫。本研究結果，對幼兒園所招生與幼兒園家長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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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幼童之家長有提供關鍵選擇的貢獻。 

二、管理意涵 

(一) 師生互動 

幼兒教育是紮根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啟蒙依據本研究發現，「師生互動」是影

響幼兒家長選擇幼兒園最重要的影響因素，在五花八門的招生訊息中，如何

為孩子選擇一個適合學習成長的幼兒園，除了安全的環境設備、師資、園所

辦學理念及學習課程的規劃外，家長更重視孩子在幼兒園所與老師的互動關

係，幼兒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啟蒙，唯有正確的幼教理念，才是帶領幼兒健全

的發展；幼兒教育是紮根教育，唯有穩健的基礎教育，幼兒才能茁壯成長。

透過實際參觀瞭解幼兒的學習環境、觀察師生互動，瞭解教師的教學理念，

有事前多方資訊的蒐集，才能選擇一個適合孩子就讀的理想幼兒園，所以相

較其他因素孩子在幼兒園是否乖樂成長是家長們眾所期盼的。  

(二) 設備 

提供符合幼兒身心發展需求的學習環境一個適合學習成長的環境，是幼兒教

育基本的需求，為幼兒選擇一個理想的、幼兒專設的幼兒園環境設施，則是

幼兒家長衷心的期盼，是以，教育主管機關對於國小附設幼兒園，更應留意

幼兒環境設施的需求，像是部份利用國小剩餘教室的學校，應極力核撥經費

改善環境設備，以符合幼兒教育的基本需求。 

(三) 親師關係 

參與幼兒園活動、用心觀察孩子的需求孩子進入幼兒園後，家長最好儘量抽

空自行接送幼兒、參與班級活動，以瞭解幼兒學習及幼兒園的實際狀況。聆

聽幼兒對上學的感受、觀察其行為反應，及評估幼兒園之適切性。幼兒園應

公開提供家長相關幼教資訊 幼兒園應主動向家長公開資訊，提供幼兒園訊

息，讓家長對幼兒園之教學品質、師資、課程模式、環境衛生有初步的瞭解，

以確保幼兒受教的權益，也能使家長清楚了解孩子在幼兒園中發生的一切狀

況。 

三、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提供如下建議為幼兒園經營與幼兒家長選擇幼兒園關鍵因素的歸劃

排序，擬定出一個新的幼兒園選擇關鍵因素模式及家長選擇因素施行運用之

參考，幼兒園來吸引家長的選擇，使業者能在市場上擁有更高的市佔有率。

並對本研究的限制提供建議給後續相關研究者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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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幼兒園業者之建議 

台灣當前社會面臨少子化的趨勢，並嚴重衝擊著幼兒園的經營。想要在這眾

多的幼兒園業者中脫穎而出，幼兒園的品質與服務必須要具有相當的獨特性

質。建議幼兒園組合行銷策略如下： 

(1)根據分析結果得知「產品策略」為家長在幼兒園選擇關鍵過程中排名第一

重視的因素。研究建議幼兒園業者，在五花八門的招生訊息中，除了安全的

環境設備外，更應留意師生互動、師資、課程模式、教學方式、親師關係、

園所辦學理念及學習課程的規劃，幼兒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啟蒙，唯有正確的

幼教理念，才是帶領幼兒健全的發展；幼兒教育是紮根教育，唯有穩健的基

礎教育，幼兒才能茁壯成長。 在推出幼兒產品策略時，可多與競爭對手進

行比較或確保此推出產品策略在市場上是吸引家長的。 

(2)根據分析結果得知「價格策略」為家長在幼兒園選擇關鍵因素決策中排名

第二重視的因素。研究建議幼兒園業者，瞭解幼稚園的優勢與劣勢包，在少

子化的社會推出實質有利的學費優惠，可以多與其他幼兒園業者比較確實在

價格策略上贏得一籌，方能增加家長為孩子選擇幼兒園來就讀。 

(3)根據分析結果得知「通路策略」為家長在幼兒園選擇關鍵因素決策中排名

第三重視的因素。研究建議幼兒園業者，提供符合幼兒身心發展需求的學習

環境，一個適合學習成長的環境，是幼兒教育基本的需求，為幼兒選擇一個

理想的、幼兒專設的幼兒園環境設施，則是幼兒家長衷心的期盼，是以，幼

兒園更應留意幼兒環境設施的需求，極力改善環境設備，以符合幼兒教育的

基本需求。地理位置、交通更優於其他幼兒園所方能讓家長更便利。 

(4)根據分析結果得知「推廣策略」為家長在幼兒園選擇關鍵因素決策中排名

第四重視的因素。研究建議幼兒園業者，應積極行銷與推廣招生事宜，行政

團隊的充分支援讓教學得以事半功倍，和諧的行政團隊是幼兒園園務推展的

舵手，幼兒園積極推廣招生事宜，是幼兒園品牌發展不可或缺的。透過各種

管道提供幼兒家長招生的資訊，因此，各園在招生訊息方面，宜透過招生簡

章、招生布條、宣傳海報、親職活動、幼兒園網站等管道多方經營。 

對後續研究的建議 

本研究方法以問卷調查的方式研究，建議後續研究者能找尋更多有關經驗的

幼兒家長或是幼兒園業者來進行質性或量化研究，另因質性研究著重於家長

個人的感受、生活與經驗的陳述，藉著與家長彼此的對話，更深入探討其差

異性，所得出的結果必將能提供更完善的參考價值。本研究運用層級分析法

探討幼兒園家長及家中有幼童即將進入幼兒園的家長來排序選擇幼兒園關

鍵之因素，後續研究者可嘗試以不同的幼兒園選擇決策或幼兒園經營主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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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如如何提升幼兒園招生、幼兒園選擇等，來進一步探討幼兒園業者與幼

兒園家長在其兩者間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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