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送版

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倫理守則參考資料總說明
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在工作場域中，面對日漸多元的幼兒及家庭文化與
需求，時常面臨倫理兩難問題，造成專業服務的困擾。因此，針對幼兒園
教保工作人員在進行教保專業服務時，亟需建構一套共同遵守的依循原則，
以此相互勉勵及督促，以強化教保專業地位並在專業服務對象心中建立專
業形象及信任。
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十六條第二項規定：「各級主管機關應協助教保
服務人員成立各級教保服務人員組織，並協助其訂定工作倫理守則。」為
提供各級教保服務人員組織訂定工作倫理守則有可供參考的資料，爰訂定
本參考資料。本參考資料之定位與一般法規不同，著重於教育性，並無強
制力，係為鼓勵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能朝向此理想邁進，並可提供工作倫
理守則的基本架構（核心價值及專業關係層面）
，讓教保服務人員組織可依
其組織型態、地域特質、成員意見、特殊的關注及未來新興的議題，進而
可為所屬組織訂定合宜之倫理守則，供教保服務人員組織會員間基於專業
自我約束之參考。
本參考資料主要適用之對象包括參與教保服務人員組織之相關人員，將
其面對之對象及專業關係歸納為三項：服務倫理（對幼兒及其家庭）
、組織
倫理（對同事、機構及部屬）及社會倫理（對專業及社會）
，提出幼兒園教
保工作人員工作倫理的四個核心價值：尊重接納、公平正義、負責誠信、
關懷合作。
一、尊重接納
尊重個人權利及個別差異，接納個人在個性、觀點、經驗、文
化及需求的不同。
二、公平正義
在幼兒的最佳利益原則下，秉持公正客觀的態度，維護個人的
權益，一視同仁，提供每個人品質均等的機會，不歧視、不偏心。
三、負責誠信
誠信正直，自尊互敬，篤實負責，力求專業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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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關懷合作
關懷他人，包容合作，和諧互助，共同促進融合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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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倫理守則參考資料
層面
及對
象
核心
價值

服務倫理

組織倫理

社會倫理

（對幼兒及其家庭）

（對同事、機構及部屬）

（對專業及社會）

1.我們應該尊重並接納每位 1.我們應該理解與尊重機構 1.我們應該瞭解幼兒園所在
幼兒及其家庭的獨特性，
主管的個人觀點、專業經
地區的情境，尊重當地的
並依其背景、經驗及特
驗、做事方法及風格。
文化及特色，並積極納入
質，調整與其互動的方式 2.我們應該肯定每位同事的
教保活動課程，培養幼兒
及內容，以符合每一位幼
能力及貢獻。
對在地文化的理解及關
兒的最佳利益。
3.我們應該尊重機構及同事
懷。
2.我們應該尊重幼兒及其家
庭的隱私，除法令另有規
定外，未經同意，不得以
任何方式（如口頭、書面、

尊重
接納

的隱私，對機構的業務資 2.我們應該理解並尊重所屬
料及工作人員的個人資料
專業組織成員的專業經驗
應予以保密，除法令另有
及意見，共同攜手為專業
規定外，未經同意，不得
及社會發展而努力。

談話、圖片或照片、電子
任意蒐集、處理或利用。 3.我們應該尊重其他教保專
資料）
，對外發表或提供有 4.對機構及其工作人員有任
業組織的立場，並肯定其
關幼兒或其家庭的任何資
何建議或疑慮時，我們應
努力。
訊，也不得傳播任何不實
該先瞭解狀況並掌握事實
的資訊。
資料，並可循行政管道，
註：幼照法第三十一條第
依實陳報或反映意見。
三項規定：
「幼兒園、教保
服務人員及其他人員對前
項幼兒資料應予保密。但
經家長同意或依其他法律
規定應予提供者，不在此
限。」
3.我們做任何與幼兒或其家
庭有關的重要決定前，除
法令另有規定外，必須徵
得其同意。

公平
正義

1.我們應該公正公平的對待 1.我們身為機構主管時，應 1.我們應該主動關心及參與
幼兒及其家庭，不因其族
該提出完善的人事政策，
社區、社會及國家資源的
群、性別、個性、文化、
秉持公平且無成見的態
分配或相關政策，必要
語言、宗教、經濟或社會
度，在人事處置上應依據
時，積極爭取，以確保幼
背景等因素而有歧視。
具體的事實，不受工作人
兒、幼兒家庭及教保專業
2.我們應該以幼兒的最佳利
員的性別、種族、國籍、
能獲得公平、足夠且符合
益為考量，視幼兒的個別
宗教信仰、年齡、婚姻狀
需求的資源。
需求，提供公平而適足的
況、家庭的社經背景、身 2.我們應該在建立及執行所
教保機會及教保資源。

心障礙與性傾向等因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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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專業組織的政策時，注

層面
及對
象
核心
價值

服務倫理

組織倫理

社會倫理

（對幼兒及其家庭）

（對同事、機構及部屬）

（對專業及社會）

3.我們應該摒除個人成見或
影響。
偏好，公平公正的對待幼 2.我們應該秉持公正的態度
兒的家庭，視幼兒的需
與工作人員溝通，不因個
要，調整與其家庭的互動
人情誼或成見而態度偏
機會及互動品質。
頗，並避免在幼兒或公眾
面前批評或譴責工作人
員。
3.當工作人員遇到不公平的

意幼兒教保的整體利益。

對待時，我們應該主動關
切，協助解決問題。
1.我們應該建立並維持安全 1.我們應該熟悉並遵守有關 1.我們應該積極維護教保服
及健康的環境，提供幼兒
幼兒園運作的相關法規。
務人員的專業形象，當有
優質的教保活動課程及照
顧服務，以確保幼兒在身
體動作、語文、認知、美
感、情緒發展及人際互動
等方面的發展。

負責
誠信

當機構的政策或同事的行
任何扭曲或污衊教保專業
為有傷害幼兒、家庭或違
或教保服務人員的形象
反法令時，我們應該根據
時，主動表達關切並督促
事實，進行意見的溝通；
改善。
經反映無效時，可依據具 2.我們平時應該態度言行謹

2.我們應該以誠實的態度面
體事實向機構主管或主管
慎，以身作則，並誠實面
對幼兒及其家庭，不強
機關反映。
對自己；當發現自己違背
迫、不欺瞞、不敷衍；也 2.我們身為機構主管時，當
專業原則或違反專業組織
不可因方便、壓力或誘
工作人員未達到合理的專
規定時，及時修正。
惑，做出危害幼兒或其家
業期許，應積極給予輔導 3.我們應致力於提高教保服
庭的決定或行為。
及協助，倘仍無法改善而
務人員在社會中的職業聲
3.我們應該主動向家長說明
需依法進行人員異動處理
望；主動向社區及社會說
教保服務方式及內容，並
時，應具體告知原因，以
明教保理念、目標及成
提供家庭有關幼兒接受教
保障其應有之權益。
果，增進社會對幼兒教保
保服務成效的資料。

3.我們應該誠實提供有關個
人工作資格、經驗及能力
的資訊，並以誠信的態度
管理運用機構的各項財物
資源。
4.我們應該積極參與追求專
業精進的培訓方案，持續
吸收新知，支持、參與或
進行有關幼兒的研究，並
主動分享專業經驗、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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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的瞭解。

層面
及對
象
核心
價值

服務倫理

組織倫理

社會倫理

（對幼兒及其家庭）

（對同事、機構及部屬）

（對專業及社會）

及資源，追求專業上的持
續成長。
1.我們應該與家庭建立合作 1. 我們身為機構主管時，應 1.我們應該主動參與或支持
伙伴關係，並透過各種方
該建立一個安全且相互
所屬專業組織之活動，與
式與家長溝通，提供相關
信任及合作的工作環
所屬專業組織、專業社群
的教保及親職資訊，支持
境，並提供工作人員專業
或關心幼兒福祉的專業團
父母或監護人的成長，以
成長的機會。
體相互觀摩、對話及交
扮演合宜的父母或監護人 2. 我們應該營造互相支援
流，積極建立支援網絡，
的角色。
及和諧的組織氣氛，維護
以提升教保服務品質，並
2.我們應該關懷幼兒家庭在
彼此的權益。
維護相關人員的權益。
教保方面的特殊需求，必 3.我們應該主動關心新進及 2. 我 們 應 該 主 動 與 社 區 交
要時，協助或代為尋求專
資淺工作人員的需求，提
流，互通資源，建立與社

關懷
合作

業服務。
供學習機會及資源，協助
區的互惠網絡。
3.我們應該主動關懷及察覺
其具備專業知能及態度。 3.當有關單位的政策或作為
幼 兒 受 虐 或 被 忽 略 的 情 4.我們應該與同事共同建立
傷害幼兒的最佳利益，或
形，依法通報；並主動關
對於工作分配、權利及義
有違幼兒家庭、教保服務
懷及察覺弱勢或高風險家
務的共識，並據以執行；
人員及教保的專業權益
庭的需求，適時聯繫社工
單位，尋求協助或建立支
持網絡。
註：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
益保障法第五十三條第
一項規定略以，執行兒
童及少年福利業務人員
於執行業務時知悉兒童
及少年有符合該條所列

為求幼兒的最佳利益，我
們應該與幼兒需求相關領
域的工作人員協調合作。

之不當情形，應立即向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通報，至遲不得超
過二十四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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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我們應該協助所屬專
業組織與其他相關組織協
調合作，以求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