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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越来越多的早期教育专业人士运用网络来改善自己的技能、知识和实践。就

为这些专业人士提供优质的基于研究数据的培训、信息和资源而言，网络也许是

一个实用的选择。但在设计网络材料和网站时，首先评估儿童早期教育专业人士

的需求非常重要，这样这些材料和经验才能够更好地满足他们的需要。本次同时

在几个州完成的研究主要探讨三个问题：（1）当今儿童早期教育专业人士运用网

络的现状如何？（2）在网站上，特别是在为他们设计的网站上，儿童早期教育

专业人士的偏好所反映的特征是什么？（3）对特定类型特征的偏好是否会随着

年龄、教育程度、经历和网络的舒适度等因素而变化？来自美国三个州（佐治亚

州、密歇根州和内华达州）的816位儿童早期教育专业人士填写了有关自己的选

择性偏好和网络专业发展经验的简单问卷。结果表明，受访者最有可能运用网络

收发邮件和因为专业发展和个人原因访问网站。受访者最感兴趣的是能够下载学

习活动和课程，获取网络培训和课程，获取给家长的材料和向专家提出问题。本

研究的信息对于当今参与提供网络教育机会的教育人士和正在考虑提供这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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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教育人士都非常有用。 

引言 

    目前随着成千上万的美国儿童进入家庭日托和幼教机构，提供优质的儿童保

教是非常关键的。在职专业发展被看做是提高儿童保教质量的一种方法（e.g., 

Arnett, 1989; Burchinal, Cryer, Clifford, & Howes, 2002; Doherty, Forer, Lero, 

Goelman, & LaGrange, 2006; Munton, Mooney, & Rowland, 1996）。这种专业发展

和成长有多种形式，包括正规教育、资格认证、专业性在职培训、传帮带和形成

联系网络(Sheridan, Edwards, Marvin, & Knoche, 2009; Tout, Zaslow, & Berry, 

2006)，以及自主探索和学习(Fleet & Patterson, 2001)。网络成为一种越来越受欢

迎的提供专业发展资源和机会的方式。但是，首先应确定儿童早期教育专业人士

需要什么样的网络资源，从而为他们更好地设计和制作网站，这是非常重要的。

在本文中，我们呈现了研究项目的结果，该研究的目的旨在为给早期教育专业人

士（如，家庭日托和幼教机构、机构主任、幼教顾问和培训师）提供专业发展资

源和机会的网站设计奠定基础。 

专业发展与成长的定义 

    已有研究一致表明，专业发展与员工培训都与优质的儿童保教有关。在关于

保教人员教育水平和培训与儿童保教质量之间关系的研究中，福克印克和朗特

（Fukkink & Lont，2007)通过元分析发现，相对于教育水平较低的保教人员来说，

教育水平较高的保教人员趋向于提供更好的个性化保教，更加敏感，能更多地参

与孩子的活动，并且具有更丰富的发展适宜性实践方面的知识。这些保教人员比

那些参与较少专业发展机会的保教人员更趋向于给孩子提供更丰富的学习经验，

使用更丰富的语言，并且能更频繁地刺激儿童的社会和动作技能。其它研究发现，

经常参加专业发展工作坊的保教人员比那些不太参加这类工作坊的保教人员与

儿童的互动更加敏感，能提供更优质的保教(Arnett, 1989; Burchinal et al., 2002)。

同样，经常参加培训的比那些偶尔参加培训或从不参加培训的家庭日托保教人员

倾向于提供更优质的保教(Norris, 2001)。因而，大量证据表明，专业发展与优质

儿童保教的一系列指标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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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儿童早期研究与实践》（ECRP）继续免费面向全球读者，我们真诚希

望您能为我们的杂志提供资金支持。您的点滴帮助将给我们带来极大的支持！ 

    谢里丹等人（Sheridan et al.，2009) 将早期儿童教育中专业发展定义为“……

提升教育、培训和早期教育从业者发展机会的经验”(p. 379)。另外，他们认为，

专业发展是 “……试图提升知识基础、技能组合、或从业者在从事家访、家长教

育、儿童保教、学前教育和/或者幼儿园到三年级的教育时所应有的态度观点等

的一系列活动”(p. 379)。 

    从这个角度来说，专业发展可被看做包含了几个维度。专业发展包括正式的

培训，如学历教育，资格认证，大学课程和培训工作坊等；也有非正式的培训，

如早期教育专业人士阅读与自己兴趣相关的书籍或者从其他早期教育专业人士

那里借鉴想法等。另一个维度区分了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的方法，一种是专家

决定专业发展的内涵，或者决定早期教育专业人士最需要知道哪些东西（如，得

到认证的培训，大学设计的课程，法律规定的培训要求等）；一种是自主的方式，

早期教育专业人士被看做是自己专业成长的积极参与者和设计者（如，寻求与自

己的兴趣和需要相关的具体信息和知识）。最后，专业发展和成长可以被看成是

线性发展的（如，遵从学徒-资格认证-学位的顺序）到非线性方式发展的（如，

个别化自助式课堂，培训课程、自学和互助学习）。 

    虽然研究人员一般会探讨关于专业发展的正式的、自上而下的和线性的维

度，但是研究表明，大多数的早期教育专业人士在他们的专业成长问题上是积极

的参与者，坚定的探索者和专业信息和机会的消费者(Fleet & Patterson, 2001)。

正如克拉克（Clark，1992)所坚持认为的，“教师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是愿意

学习的而不是顽固的，是明智的和博学的而不是学疏才浅的，是多样化的而不是

同一的”(p. 77)。早期教育专业人士对获取最新的信息和资源非常有兴趣，并且

有着尽可能多地学习与早期保教相关的问题的强烈愿望(Clark, 2007; DeBord, 

1993; Olsen, 2007)。研究表明，早期教育专业人士相信，培训和继续教育对儿童

保教来说是必需的(Gable & Halliburton, 2003)，专业发展和成长能提高他们的保

教技能和增加专业自信心(Taylor, Dunster, & Pollard, 1999)。许多保教人员参加了

与儿童发展和儿童保教相关的工作坊，完成了相关的大学课程，或者参加了专业

会议(Clark, 2007; Norris, 2001; Rusby, 2002)。还有许多保教人员参与了自主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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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积极寻求新知识和新想法，寻求同伴的支持和有经验的带教老师和辅导师

的帮助(Fleet & Patterson, 2001)。似乎可以合理地假设，为了提高效率，专业发

展和成长应该整合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学习机会，并围绕早期教育专业人士的需

求、兴趣和可达到的要求进行设计。 

网络用于专业发展的潜力 

    网络可能是为早期教育专业人士提供优质的、以研究为基础的培训、信息和

资源的实用性选择。总体来说，大部分美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上网并把网络作

为收集信息的工具。最近皮尤研究中心（the Pew Research Center）发布的数据表

明，79%的成人都上网，包括95%的年龄在18-33岁的成人，86%的年龄在34-45

岁的成人，81%的46-55岁的成人，76%的56-64岁的成人，58%的年龄在65-73岁

的成人，74岁及以上的人上网的比例明显较低(Zickuhr, 2010)。另外，三分之二

的美国人通常在自己家里有宽带网络连接，使得上网快速而方便(Zickuhr, 2010)。

网络通常被用于收发邮件，搜索信息，阅读时事和新闻报道(Zickuhr, 2010)，而

且许多使用网络的人也在网上进行与工作相关的研究(Pew Research Center, 

2005)。 

    专业资源和培训材料的网络传播可能是促进早期教育专业人士专业发展和

成长的一种方式。儿童保教人员可能有动机把网络作为专业发展的途径，因为它

很方便，且更容易纳入他们的时间表(Olsen, 2007)。工作坊、会议和课堂被认为

没有使用网络和可靠资源的电子邮件获取信息更加方便(Clark, 2007)。儿童保教

人员的一个研究发现，与课堂环境下的工作坊相比，他们选择网络培训(Olsen, 

2007)可能是因为网络培训的灵活而方便的特点。但是，许多儿童保教人员表明，

除了网络资源，他们仍然愿意通过工作坊、视频、书面材料和会议来获取信息 

(Olsen, 2007)。 

    最近研究已经表明，网络能够成为提供专业发展机会的有效途径。在开端计

划教师的一项研究中，鲍威尔，黛蒙德和科勒（Powell, Diamond, & Koehler，2010)

比较了现场培训和网络远程培训对教师在创设提供支持的和丰富的早期读写和

语言经验的课堂环境的效果。研究人员发现，教师在现场和网络条件下都能获得

技能，而且在两种培训条件下教师所教的学生在字母知识、发音组合方法和前书

写技能方面都获得了进步。皮安塔，马什伯恩，唐纳，哈姆雷和贾斯蒂斯（Pian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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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hburn, Downer, Hamre, & Justice，2008)也描述了一个使用网络的专业发展尝

试，该培训旨在改善幼儿教师与幼儿的互动技能。他们发现，这个项目提高了教

师与儿童的互动质量，并提高了儿童早期读写的技能。 

作为网络消费者的早期教育专业人士 

    只有当早期教育专业人士在登录和运用网络方面感到舒适时，网络信息对他

们来说才是有用的。研究发现，较高比例的保教人员表示，他们家里有自己的电

脑能够上网 (Clark, 2007)，且大部分人认为自己虽然没必要成为网络专家，但也

是自信而有经验的网络使用者(Olsen, 2007; Stanford, 2008)。有研究表明，大部分

保教人员至少每天都会上网，主要是在家或者工作的时候，并且经常使用电邮与

他人沟通(Olsen, 2007)。同时他们也使用网络来查看地图或者导航、玩游戏和获

取相关时事信息 (Clark, 2007)。保教专业人士也表示愿意参加网络培训(Stanford, 

2008)，且相信网络能够提供有用的信息和学习机会(Olsen, 2007)。其中有研究表

明，伊利诺斯州将近一半的保教人员表示自己运用网络查询与儿童保教相关的信

息(Clark, 2007)。这些受访者同时也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儿童保教人员都能上网，

都知道怎么使用网络，并且他们可能会认为这些问题是网络学习的障碍。 

    与其他儿童保教人员建立联系网络已被证明与儿童保教质量有关(Doherty et 

al., 2006)，而且一些研究发现，许多儿童保教人员表达了与其他保教人员建立联

系网络的强烈愿望(Taylor et al., 1999)。近年来，社交网站的使用在总人口中的比

例已经大大提高，包括83%的18-33岁的人，62%的34-45岁的人，50%的46-55岁

的人，43%的年龄在56-54岁之间的人(Zickuhr, 2010)。看起来好像网络能够为儿

童早期教育专业人士提供与其他人建立非正式联络渠道的机会，而不需要付出参

加工作坊和会议所需的经费和时间。不幸的是，现在还没有具体探讨儿童早期教

育专业人士社交网站的选择和行为方面的相关研究。 

总体来说，数量尚少但不断增多的研究文献表明，一些儿童早期教育专业人

士已经把网络作为优质专业发展、资源和培训的渠道。而且在满足教师的特殊需

要方面，网络资源被认为是最有帮助的 (Whitaker, Kinzie, Kraft-Sayre, Mashburn, 

& Pianta, 2007)。这一发现表明，为儿童保教专业人士开设的网络材料和网站的

设计者应该首先评估人们的需求，这样材料和经验的设计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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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概述 

本研究的目的旨在弄清在专门为儿童早期教育专业人士设计的网站中，幼教 

专业人士认为哪些类型的特征对他们来说最有用，以及了解这些看法与运用网络

的舒适程度和保教人员的经验可能有什么关系。以下是本研究的三个主要问题： 

 儿童早期教育专业人士运用网络的现状如何？ 

 在专门为儿童早期教育专业人士设计的网站中，他们最喜欢哪些特征？ 

 对特定类型特征的偏好是否随着年龄、教育水平、经历和运用网络的舒适

程度等特征有关？ 

    来自美国三个不同的州（佐治亚州， 密歇根州和内华达州）的儿童早期教

育专业人士填写了简单的问卷。样本包括家庭日托和幼教机构的保教人员，还有

幼教机构主任和顾问/培训师。我们让机构主任和顾问/培训师参与研究是因为经

验表明，他们是非常积极的网络资源的消费者，他们也许能够直接提供关于儿童

保教人员的信息。本研究也是优质儿童保教扩展联盟 （eXtension Alliance for 

Better Child Care）网站开发的一部分。优质儿童保教扩展联盟这一网站的开发，

是利用了早期教育专业人士对网络资源和信息不断增长的需要、兴趣和消费。优

质儿童保教扩展联盟这一网站是国家扩展（ eXtension）计划的一部分，国家扩

展（eXtension）计划是指美国74所大学的教育合作关系。这一网站是由多个州的

全国合作扩展系统中的早期儿童教职工和专业人士队伍创造。这一项目成果不仅

使得优质儿童保教扩展联盟网站的设计选择更加受到专业人士的欢迎，并且还能

为其他的专业团体和组织设计网上培训和资源时提供帮助，从而满足家庭日托保

教人员和幼教机构保教人员和其他早期教育专业人士的需求。 

方法 

研究对象 

本研究有来自佐治亚州（N = 581）， 密歇根州（N = 58）和内华达州（N = 

177）的816位早期儿童教育专业人士填写了简单的问卷，他们希望以此支持优质

儿童保教扩展联盟这一网站的开发。表1显示，研究对象的平均年龄是40.70岁，

在本行业的平均工作年限是9.81年。大部分被试是幼教机构的保教人员（70%）；

其他的被试是家庭日托的保教人员（14.2%），机构主任（10.1%）和顾问/培训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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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研究对象的教育水平有很大差异，大部分研究对象至少修过一些大学

课程。 

 

表 1 

被试人口统计特征 (N = 816) 

  频率      % 

年龄 

平均年龄和标准差 (SD) 40.70 13.85 

<24岁       104 14.9 

25 - 34 岁  159 22.8 

35 - 44 岁 138 19.8 

45 - 54 岁 156 22.4 

55岁及以上         139 20.0 

儿童保教人员类型 

家庭日托保教人员        100 14.2 

幼教机构保教人员 493 70.0 

幼教机构主任 71 10.1 

儿童保教顾问或培训师 40 5.7 

教育 

低于9年级      3 0.4 

有高中学分 24 3.4 

高中学历或普通教育水平（GED） 173 24.6 

高中和修大学课程或者中等专业学校 237 33.7 

2年大学学历或者儿童发展资格证书（ CDA） 125 17.8 

4年大学学历 95 13.5 

研究生 47 6.7 

幼教专业工作年限 

平均年限和标准差 (SD) 9.81 9.00 

程序 

    被试填写了关于当今网络使用习惯、特定网站特征的选择和自己的个人背景

信息的问卷。大部分（91.4%）被试在长期面对面的培训课程或州立研讨会议现

场填写了问卷。通过通讯和个人联系而招募到的一小部分人（8.6%）是在网上完

成了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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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卷包括三个部分。首先，要求被试在一个1-4级评分的（1=不重要；2=有

点重要；3=重要；4=非常重要）评定量表上给网站的20个不同潜在特征的重要

性进行打分。在问卷的第二部分，被试回答他们是否运用网络收发电子邮件，进

行社会交往（Facebook, Twitter等），购物，为自己和家人查找信息，查询儿童保

教机构的信息，分享照片和视频以及玩网络游戏。同时要求他们报告自己由于工

作和个人原因而使用网络的频率（1=从不到5=至少每天一次），以及他们运用网

络的舒适程度（1=一点不舒服到4=非常舒适）。最后，被试还提供了有关年龄、

教育水平、在儿童保教行业工作年限、儿童保教人员类型和自己每周与孩子在一

起的时间。 

研究结果 

作为消费者的儿童早期教育专业人士 

    首先，我们想了解一下早期教育专业人士作为网络消费者的一般状况。我们

要求被试报告自己由于工作和个人原因运用网络的频繁程度，以及使用网络的舒

适程度。图1表明，大部分被试表明，他们在运用网络时感到舒适，并且由于工

作和个人原因经常使用网络。表2显示，年长的和经验较丰富的被试与年轻的被

试相比，较少因为工作和个人原因使用网络，而且运用网络时感到舒适程度较低。

另一方面，教育程度较高的被试倾向于更加频繁地因为工作和个人原因使用网

络，而且在使用网络时更加自信。 

 

图1. 不同保教人员类型的网络运用和舒适程度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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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运用和舒适程度与人口统计学变量的相关 

  
因为工作原

因运用网络  

因为个人原

因运用网络  

运用网络的舒适

程度 

年龄 -.164** -.278** -.310** 

教育 .342** .283** .208* 

从事幼教工作年限 .011 -.074* -.174** 

* p< .05. 

**p < .01. 

     

另一个系列的问题是调查被试是否运用网络收发电子邮件，进行社会交往

（Facebook, Twitter等），购物，为自己和家人查找信息，查询儿童保教机构的信

息，分享照片和视频以及玩网络游戏。图2表明，几乎所有的被试都使用网络收

发电子邮件，而且很多人还登录网络获取个人和专业信息。将近一半的被试还运

用网络进行社会交往、购物、分享照片和视频。在网上玩游戏的被试很少。 

 

图2. 被试使用网络的频率百分比 

 

    系列卡方检验分析表明，机构主任和顾问/培训师相对于家庭日托和幼教机

构的保教人员来说，在运用网络收发电子邮件 （  (3) = 15.34, p < .01）、查找

机构信息 （  (3) = 36.75, p < .001），为自己查找资料（  (3) = 12.62, p < .01）

以及购物（  (3) = 13.08, p < .01）方面得分比预期的高。幼教机构保教人员和顾

问/培训师在运用网络进行社会交往的得分比预期的高（  (3) = 11.44,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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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教机构保教人员更多地运用网络玩游戏（  (3) = 26.05, p < .01）。另外，比较

还发现，年长的被试更少运用网络收发电子邮件[t(659) = 4.24, p < .001]和进行社

会交往 [t(634) = 10.22, p < .001]。同样，在儿童保教领域工作年限较长的被试更

少地运用网络进行社会交往[t(693) = 5.45, p < .001]。相反，教育水平较高的被试

更多地运用网络收发邮件[t(666) = -7.49, p < .001]，寻找机构信息[t(662) = -7.16, 

p < .001]和为自己查找资料[t(659) = -5.74, p < .001]。 

网站的选择性偏好 

另外一个系列的问题是让被试给20个不同的网站潜在的特征的重要性进行

打分。表3的网站特征重要性的平均分是根据从最重要到最不重要的顺序排列。

被试最感兴趣的是能够下载学习活动、课程和发放给家长的材料；进入在线培训

课堂和单元以及向专家咨询问题。被试认为邮件群发、音频资料（播客）和私人

在线杂志是网站中不太重要的功能。然而，值得一提的是，被试认为，这些特征

中的大部分特征在网站功能中至少是处于“重要”的等级，在4分的量表中，大

部分特征的平均分数值在3分以上。 

 

表 3 

潜在网站特征重要性的平均得分 

特征  Mean 

能够下载大量的学习活动和课程指导并在机构中运用 3.75 

网络培训课程和单元 3.69 

分发给家长的儿童发展和家庭教育资料 3.65 

能够向专家提问问题   3.63 

优质儿童书籍的搜索清单 3.54 

可下载的各种各样话题的文章 3.53 

当地早期儿童组织和信息的链接 3.50 

国家早期儿童组织和信息的链接 3.47 

实践研究更新 3.39 

教学视频 3.38 

自我专业发展轨迹的网络记录 3.32 

与其他保教人员联系的论坛或留言板 3.29 

新闻和热点区   3.26 

儿童早期话题的民意测验  3.22 

信息丰富的专家博客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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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研讨会、讲座和在线聊天 3.13 

电子通讯  3.11 

与其他保教人员的邮件群发    2.98 

音频信息和会谈（播客）       2.92 

私人网络日志的机会 2.63 

*总计 N = 816. 

     

其次，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相关分析，来检测早期儿童教育专业人士对网络的运

用和运用舒适程度与网站特征打分之间的关系。表4呈现了显著的相关性系数（p 

< .05）。在使用网络时感到比较舒适的被试更倾向于认为网络培训课程和单元比

较重要，而认为网络民意测查在网站中并不太重要。另外，经常由于工作原因运

用网络的被试更倾向于认为信息和内容特征，如网络课程、电子通讯和他们在机

构中能用到的信息是重要的。而更多由于个人原因运用网络的被试则较少选择留

言板、在线杂志、民意测查和博客等特征。 

 

表 4 

潜在网站特征与网络运用的显著相关 

 

特征  r  

在运用网络时感到比较舒适的保教人员更倾向于选择：  

网络培训课程和单元   .09*  

在运用网络时感到比较舒适的保教人员不太可能选择：  

关于儿童早期话题的民意测验 -.09*  

经常因为工作原因上网的保教人员更倾向于选择：  

网络培训课程和单元  .11**  

电子通讯  .11**  

能够下载并运用到机构中的各种学习活动和课程指导     .08*  

分发给家长的儿童发展和家庭教育资料 .08*  

经常因为个人原因上网的保教人员不大可能选择：  

信息丰富的专家博客 -.08*  

与其他保教人员联系的论坛或留言板 -.12**  

关于儿童早期话题的民意测验 -.14***  

国家儿童早期组织和信息的链接 -.09*  

实践研究更新 -.09*  

音频信息和会谈（播客） -.11**  

私人网络日志的机会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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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 .05. 

** p < .01. 

***p < .001. 

 

     

我们同时也考查了早期教育专业人士对潜在网站特征的评价是否依赖于他

们如何使用网络。一系列的多元方差分析显示，运用网络来收发电子邮件、进行

社会交往、为自己查找信息、为机构查找信息、购物和分享视频的被试更倾向于 

 

认为网站中包含的一些特征是比较重要的。表5概括了分析的结果。总体上，似

乎有这样的趋势，参与电邮和社会交往的人会更倾向于选择含有更多互动的特征

（如，民意测验、在线聊天和博客、在线日志和播客），而运用网络更多地查询

信息的人会倾向于选择更加信息化的特征（如，文章、可检索数据库、电子杂志

和其他资源链接）。 

 

表 5 

不同网络用途使用者对网站特征选择的多元方差分析结果 

网络使用 特征 
F 

不同的上网目的 更明显的选择这些特征 

电子邮件   

  

信息丰富的专家博客 4.50* 

与其他保教人员联系的论坛或留言板 4.28* 

关于儿童早期话题的民意测验 8.62** 

音频信息和会谈（播客）           5.53* 

私人网络日志的机会 11.50** 

新闻和热点区    4.17* 

(Wilks’  = .94, F(20, 524) = 1.70, p = .03*, partial  = .06) 

为机构寻找信息 能够下载的包含各种主题的文章 6.08* 

信息丰富的专家博客 2.82† 

电子通讯  3.11† 

优质儿童书籍的搜索清单 3.38* 

当地儿童早期组织和信息的链接 4.34* 

(Wilks’  = .93, F(20, 523) = 1.86, p = .01*, partial  = .07) 

为自己和家人寻找

信息 

能够下载的各种各样话题的文章     6.91** 

(Wilks’  = .96, F(20, 519) = 1.09, p = .36, partial  = .04) 

社会交往 信息丰富的专家博客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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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儿童早期话题的民意测验 5.86* 

电子通讯 3.73† 

实践研究更新 7.96** 

音频信息和会谈（播客）            5.12* 

在线研讨会、讲座和在线聊天 4.94* 

私人网络日志的机会 4.19* 

与其他保教人员的邮件群发    5.48* 

新闻和热点区  7.11** 

(Wilks’  = .96, F(20, 507) = 1.18, p = .27, partial  = .04) 

购物 信息丰富的专家博客 4.46** 

与其他保教人员联系的论坛或留言板  3.29† 

分发给家长的儿童发展和家庭教育资料 2.93† 

自我专业发展轨迹的网络记录 8.01** 

在线研讨会、讲座和在线聊天 2.86† 

私人网络日志的机会 8.97** 

与其他保教人员的邮件群发 5.23* 

(Wilks’  = .95, F(20, 516) = 1.44, p = .09†, partial  = .05) 

分享照片和视频 音频信息和访谈 (无线广播)            2.83† 

(Wilks’  = .97, F(20, 504) = .67, p = .86, partial  = .03) 

† p <.10. * p< .05. **p < .01. 

 

    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相关分析来检测被试的年龄、教育水平和经验与潜在的

网站特征之间的相关关系。表6 呈现了所有的显著性相关（p < .05）。值得注意

的是，像电子杂志、实践研究更新、新闻以及热点话题在年长的被试和在早期保

教领域工作时间较长的被试中比较受欢迎。年长的被试也喜欢民意测查、私人日

志和教学视频特征，而经验比较丰富的被试则选择学习活动和课程指导，以及全

国儿童早期教育组织的链接。相反，教育水平较低的被试则选择互动性强的特征，

如向专家咨询问题、信息丰富的博客、留言板和研讨会、邮件群发和在线日志以

及追踪专业发展的能力。教育水平较低的被试还喜欢民意测验、电子杂志、播客

和教学视频。 

 

表 6 

特征和个人特点之间的显著性相关 

特征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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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长的保教人员更倾向于选择： 

关于儿童早期话题的民意测验 .08* 

电子通讯 .10* 

实践研究更新 .14*** 

与其他保教人员的邮件群发 .08* 

新闻和热点区   .11** 

教学视频 .09* 

教育水平较低的保教人员更倾向于选择：  

向专家提问的能力 .09* 

信息丰富的专家博客 .20*** 

与其他保教人员联系的论坛或留言板  .19*** 

关于儿童早期话题的民意测验           .23*** 

电子通讯 .08* 

自我专业发展轨迹的网络记录 .14*** 

音频信息和会谈（播客）           .16*** 

在线研讨会、讲座和在线聊天 .09* 

私人网络日志的机会 .21*** 

与其他保教人员的邮件群发     .17*** 

教学视频 .11** 

在儿童保教领域工作时间较长的保教人员更倾向于选择： 

能够下载并运用到机构中的各种学习活动和课程指导 .08* 

电子通讯 .11** 

国家儿童早期组织和信息的链接 .08* 

实践研究更新 .08* 

新闻和热点区 .14*** 

*p < .05. **p < .01. ***p < .001. 

讨论 

    本研究的目的旨在深入了解早期教育专业人士对根据他们的需求设计的网

站最有价值的特征的想法。毋庸置疑，早期教育专业人士持续的专业发展将对早

期教育机构提供的保教质量有积极的影响。网络看上去将有很大的潜力成为优质

专业发展资源和培训的实用渠道。然而，在为儿童保教专业人士设计网络材料和

网站时，首先要评估他们的需求很重要，这样才能使得材料和经验能够更好地满

足他们的需要。 

    从网站特征方面来说，广泛多样的课堂活动、可用于搜索的儿童书籍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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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丰富的文章、在线培训课程、发放给家长的儿童发展和家庭教育资料、研究

新进展和教学视频等特征较受被试的欢迎。不需感到惊讶的是，被试给这些特征

的打分较高，因为这些都是儿童保教专业人士传统上选择的信息和资源类型（e.g., 

Clark, 2007; Gable & Hansen, 2001; Rusby, 2002; Taylor et al., 1999）。早期教育专

业人士通常需要那些能够直接运用到机构中的材料和观念。另一个评分较高的特

征是诸如询问专家的咨询机会。以往研究表明，这样的咨询能够提高保教人员与

儿童互动的技能(Downer, Kraft-Sayre, & Pianta, 2009; Pianta et al., 2008; Powell et 

al., 2010)。 

    其他特征的得分都不高，如播客、在线研讨会、博客、电子通讯、留言板，

以及在线日志和追踪专业发展的机会。由于被试更明显地选择查询那些他们能够

直接运用的资源，因而一点不奇怪，参与性较高但是比较消耗时间的活动（如日

志、论坛）可能不太受欢迎。而且，在这一点上，很难知道被试是对这些特征不

太感兴趣呢，还是仅仅对它们不太熟悉的缘故。许多打分不太高的特征是那些需

要更多直接参与的特征。可能本研究中的早期儿童专业人士对传统的信息传播特

征如信息丰富的文章、课堂活动的建议和教学视频比较熟悉。在本研究中，对“不

知道这是什么”的回答最多的是播客（5.0%），博客 （4.9%），实践研究更新（4.9%）

和私人在线日志 （4.2%），虽然数量比较少。然而打分最低的特征的分数仍在中

数以上，记住这一点很重要。网站的设计者应该考虑到，如果机会允许的话还是

应把它们放进去。 

    大部分被试的回答都反映了网络运用的高频率和舒适性，揭示了早期教育专

业人士是熟练的、规律性的在线消费者。这一发现强化了对诸如优质儿童保教扩

展联盟这种网站的需要。早期教育专业人士已经在运用网络寻找资源和培训机

会，如果组织者和培训机构还仅仅依靠传统方式提供培训的话，那就落伍了。这

一研究也强调了运用多种策略的需要来满足这些高水平的网络运用者的需要，比

如社会网站、博客和电子邮件“大爆炸”。 

    虽然对网络的接受度和使用率不断增长，还有许多早期教育专业人士仍然感

到运用网络不太舒服且不经常运用网络。本研究发现，一些被试由于工作（35.1%）

或个人原因（16.3%）使用网络仅仅为每月一次，或者在使用网络时完全没有或

者只有一点舒适感（15.3%）。年长的被试运用网络时舒适感较低，那些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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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的人也一样，这并不奇怪。我们并不想忘记这些从业者。网络仅仅是满足早

期儿童教育专业人士需要的一种工具。更多的传统方式如工作坊、邮件通讯和现

场咨询也应该继续使用，以满足有不同学习风格和需要的人。 

    总体来说，本研究结果表明，网络在早期教育专业人士的专业发展和成长方

面比较理想的是应该被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成为积极的网

络运用者，并运用网络作为提高技能、知识和实践的方式。网络能够通过提供指

导学习模块、深入研讨和学历课程来给予人们更多的专业发展的形式要素；它也

能提供满足自主性发展专业人员需要的特征。正如研究结果显示，被试对自己能

够直接应用的信息或与即时需要的信息特别感兴趣。甚至那些偏好网络，参与性

特征更明显的人也能发现网络在联系交流群、带教和咨询潜力方面非常有吸引

力。这样，我们的研究表明，网络有把各种培训如正式/非正式，自上而下的/自

主的，以及线性的/非线性的专业发展培训综合起来运用的潜力。 

局限性和结论 

    在解释本研究结果时有几点需要注意。样本并非随机选择，且大多数被试参

与了某种形式的现场培训。我们的研究对象与那些不经常参加培训的早期教育员

工相比，可能会更加关注专业发展问题，或者说他们可能更有能力接触和参加现

场培训。反之，大部分被试参加了面对面的现场培训，不能把他们的反应与那些

可能已经获得大量在线专业发展机会的人相比。同时，对潜在网站特征的熟悉程

度可能也影响了被试对各种特征的评分。早期教育专业人士可能对信息丰富的文

章、活动和书籍的可用于搜索的数据库和教学视频等特征比较熟悉，而对播客、

在线日志和聊天室等特征则不太熟悉。熟悉程度可能会使得被试的反应与特定特

征的实际用途相一致。最后，虽然我们发现了被试类别（如，家庭日托保教人员、

幼教机构保教人员、机构主任、顾问/培训师）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差异，但是机

构主任和顾问/培训师倾向于更多地运用网络收发邮件，寻找机构信息或为自己

寻找资料。这样，看起来似乎在线特征应该足够多样化，才能满足一线保教人员，

机构主任以及顾问/培训师的需要。 

    虽然有以上这些局限，本研究将注意力放在网络在传递优质和及时的专业发

展机会方面的不断上升的潜力上。早期教育专业人士正在成为更加熟练和敏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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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资源消费者。本研究结果强调了个人和组织在为早期教育专业人士开发网络

资源和机会时可能需要考虑的各种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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