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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多年來，教育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鴻溝，始終是學術界所關心的議題，然鮮少

從教育理論建構途徑的本身來切入探討。因此，本文首先以 Wilfred Carr的觀點為

框架，企圖說明不同理論應發揮的實踐功能不同，若能根據其實踐功能恰當運

用，自能有助於縮短教育理論和實踐之間的鴻溝。

其次，雖然國內已有學者逐漸重視行動研究在建構教育理論上的重要性，然

學術界對此一途徑仍有疑義，而僅將之視為教師用以解決教育問題的歷程，忽略

其建構教育理論的可能性。因此本文針對以下問題加以探討:行動研究如何建構

理論?行動研究所建構的理論有何特色?透過行動研究所建構的理論，應如何確

保內、外在效度?澄清學術界的疑慮，並主張行動研究在理論上乃是一可能的理

論建構途徑。

最後，本文試圖說明行動研究之理論建構取向，突顯其所能發揮的實踐功

能，並討論其與其他教育理論建構途徑的關係。文中指出其無法取代其他的建構

途徑，期待行動研究能與其他教育理論建構途徑互補，共同努力達成教育理論改

善教育實踐的目標。

關鍵詞:行動研究、教育理論建構、教育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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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研究中的教育理論建構問題探討

Investigation of Issues of Action Research 
to Educational Theory-Building 

Hsiao-Yuh Ku (0) Doctoral Student, Department of EducatioÌ1,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o rethink the gap between the。可 and practice t趾ough different 叩

proaches to educational theory-building. Wilfred Carr argued that a conception of educational the

。可 should support a conception of educational practice. Beginning 仕'Om this idea,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if we want to bridge the theory-practice gap, we should define the the。可 in terms that always 

keep in mind the putting of it into practice. Although some scholars suggest that action research can 

be an approach to educational theory-building, others still have many questions about it. In order to 

form a solid methodological basis for action research, this article aims to discuss the following 

issues: the process oftheory-building through action research, the characteristics ofthe the。可， and 

the intemal and extemal validity ofthe the。可﹒ Through this discussion, the author argues that action 

research is theoretically a possible approach. Finally, the article addre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tion research and other approaches to theory-building and contends that action research cannot re

place other kinds of research. Each approach, including that of action resear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ory-building. Furthermore, the importance of action research for theory-building should 

be emphasized and further studied by educational researchers and practitioners. 

Keywords: action research, educational theory-building, education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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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理論與實踐間的鴻溝，歷來總為國內的教育實務工作者所批評，而二者之

間的落差，或可從數年前九年一實課程推動時所產生的混亂局面中窺見一二。當然，

教育理論與實踐間之所以有此鴻溝，原因康多，誠如何秀煌(1998 : 78) 曾指出:

「許多社會改造運動的失敗，往往不在於其所依據的理論錯誤。當我們將理論普及

化的時候，我們往往扭曲了理論的精義。」本文認為教育理論與實踐之落差必須從

不同理論建構取徑背後之理論如何發揮實踐功能的預設來檢視，了解不同理論取徑

的預設，才能恰當地運用各種教育理論，縮短理論與實踐的鴻溝。W. Carr (1986) 

曾為文探討不同的教育理論取向，其背後隱含的理論一 實踐觀，雖然其立場為批

判取向，然其架構清晰，有助於吾人深入討論各種理論取向背後的實踐觀。

對於教育理論建構途徑的反省，但昭偉( 1994) 曾提出教育理論的建構應該由

教育理論研究者與實務工作者共同合作來完成，才能使教育理論真正協助教育實務

工作者。他認為教育理論研究者應從了解教育現況出發，在與實務工作者的對話中

建立共識，並將共識結構化及邏輯化以形成初步的教育理論，最後要付諸實踐以考

驗初步的教育理論，才能形成教育理論。潘世尊 (2005 : 172) 則進一步指出 I使

教育活動圓滿進行的教育理論，終究要由教育實務工作者本身來建構。」也就是要

由教師進行「行動研究 J ( action research) 。他認為但昭偉所提出的理論建構途徑其

實也可歸為行動研究，因為其亦以改善教育實踐或解決教育問題為基礎來建構理論。

此外，蔡清田 (2000 : 7)也指出行動研究企圖建立實務的理論與理論的實踐，努力

縮短實務與理論之間的差距 O 由此可見，國內學者在建構教育理論的途徑上，逐漸

重視行動研究的重要性。而此一途怪不僅為國內學者所提倡，國外學者Whitehead

(1 994 )也指出教師應該透過行動研究來建構屬於自己的「有生命力的教育理論」

(living educational theories) 。承上所述，學者們對於透過行動研究建構教育理論此

一途徑有所肯定，但相較於其他建構教育理論的途徑，行動研究的途徑畢竟較不為

人所熟悉，甚至對於其是否真能建構教育理論也仍有疑慮，尤其是類推上所產生的

困難，畢竟教育理論強調類推性，而教師在特定情境脈絡下所建構的教育理論是否

能穎推至其他情境，仍是一大問題。因此，本文旨在說明行動研究如何建構教育理

論，以及可能遭遇到內、外在效度問題，進而為此一途徑奠定方法論上的基礎。

為達上述目的，本文採理論分析法 1 ，首先以W. Carr (1986) 所提出的理論一實

(一方法論議題的探討一方一到應用層面叮文所提呵屬理論建構階段應朋以及後一討一術向力吋謝審查委員的細j
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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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觀為基礎，說明不同的教育理論建構途徑隱含了不同的理論與實踐之關係，並且

從教育實踐的角度出發，分析各理論取向在教育實踐上優點與限制。其次，說明行

動研究之教育理論的形成及其所建構之理論的內、外在效度，澄清人們對於此一教

育理論建構途徑的疑義，並藉著上述問題的解答闡釋行動研究所體現的理論 實踐

觀。最後，探討行動研究與其他教育理論建構途徑的關{系，強調行動研究無法取代

其他教育理論建構途盔，行動研究應與其他教育理論建構途徑互補，各自從不同角

度建構教育學理論體系，達成教育理論改善教育實踐的目標。

壹、 Carr 的理論一一實踐觀分析

英國哲學家Wi世edCarr曾於 1986 年發表一篇名為(理論與實踐的理論> (Theories 

oftheory and practice) 的論文。文中， Carr ( 1986: 179 )提出一個重要的論點，他認為

人們對於教育實踐所進行的理論研究，是以保證此研究結果對於教育實踐具有效用

的方式來進行研究的，因此不同的教育理論背後，實隱含著研究者對於教育理論如

何運用於教育實踐的預設。在此觀點之下， Carr 區分出四種理論取向，包括:常識

取向 (the “common sense" approach) 、應用科學取向 (the “applied science" 叩"

proach) 、實務取向 (the “practical" approach) 、批判取向( the “critical" ap

proach) ，並說明這四種取向不同的理論 實踐觀。以下即以Carr的分類為基礎，說

明這四類理論取向之理論的形成及理論如何運用於實踐，並從教育實踐的角度出發，

對這四頓取向進行檢視。

J 、常識取向

在常識取向中，理論的形成主要是揭示和闡明蘊含在「好的實踐」中的觀念、

原則和技能，理論本身乃是抽象出來的實踐原則，而教育實踐則是運用這些實踐原

則來思考、行動，並修正實踐行為中的不足 (C前" 1986: 180) 。例如:康門紐斯

(Comenius, 1591-1670) 提出了一些教學原則，包括:妥善安排教學順序、掌握事物

的基本原則、透過感官進行教學;裴斯塔洛齊 (Pestalozzi， 1746-1827) 則提出直觀教

學原則。此類教育理論的實踐觀在於教師必須根據實踐原則來行動，才能有效地進

行教育實踐。雖然英國分析哲學家0' Conner ( 1957: 109) 曾提及此類理論最大的問題

在於，教育理論家根據成功的實踐所提出的解釋多半只是出於敏銳的推測，有的甚

至是沒有事實根據的猜想。然而我們不得不承認此類理論的確有助於教育實踐的進

步，尤其是不少生手教師的教育實踐也常根據資深教師所提供之淺顯易懂、容易操

作的實踐原則來進行，因此，此類理論在教育實踐上的確其有實用性。但須謹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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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依照常識而產生的教育原則是否就是完全正確?為了奠定穩固的教育學知識基

礎，仍有待更嚴謹的研究來確立。

二、應用科學取向

Carr (1 986:181) 指出，在此類取向中，理論的形成主要是經過經驗驗證而產生

出客觀的、科學的法則。由於此類理論的研究者認為科學研究為求維持客觀性，必

須排除價值涉入的可能性，因此形成的理論主要僅探討事實問題，亦即為達某項教

育目的，需採何種手段最為有效，而不涉及教育目的。而這類理論運用於教育實踐

即是依據最能有效達成教育目的之科學法則來指導教育實踐，教育實踐只是一種技

術性的活動。近來盛行於英、美的「科學本位 J ( scientifically based) 研究或「證據

本位 J ( evidence-based) 研究可為此類理論取向的代表。此類教育理論的實踐觀，

Schwandt (20的: 294-295) 認為乃是一種技術理性( technica1 reason) 的觀點，在此脈

絡下，不僅實踐由科學理性秩序展開，強調計算與結果，教師本身也成為達成既定

目的的技術人員。

針對技術理性的理論 實踐觀， Schwandt (2005: 296 )提出以下的看法，可幫

助我們了解此類理論在教育實踐上的侷限:

在教育學生的這個層面上，要決定所做是否正確以及如何做好，教師所需的遠

遠超過「證據本位」教學方案。其需要做決定的方法，這無可避免地必須考量

情境的特殊性以及考量價值、興趣、習慣、信念、傳統等， ......這種具實踐性

地考量教育上的方法及目的，是不可能被科學本位的思考所取代的。

換言之，教育實踐絕非技術性的活動，而應是一種充滿寶路智慧 (practica1 wis

dom) 、能考量情境中複雜因素作出明智決定的活動。因此，欲以一套科學法則控

制教育活動以達教育效果，乃是忽略了教育情境的複雜性。此外， Schwandt 更指出

(2005: 301) 科學本位的研究往往與市場經濟以及政治權力相糾葛。教育理論如果

不考量教育目的，則恐無法真正促使教育邁向公平、正義。

除了技術理性之理論一一實踐觀與教育實踐本身的特性不符外，陳惠邦( 1998 : 

110 )亦指出此類理論本身的限制，他認為此類理論「為了遵循科學探究的精神，常

必須嚴格控制某些變項與步驟，因此所觀察到的教育現象孤立於教師的生活世界之

外，而失去對現象意義之掌握與對問題之深入洞察。」此類理論日的在於解釋變項

之間的因果關f系，卻忽略了意義的理解，以及因果關係背後各類因素交互作用之複

雜的因果機制，實與教育實際現況脫節。由於此類理論本身過於抽離實際教育情境，

因此當教師面對實際的教育情境時，此類理論反而不易幫助教師解決涉及各類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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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複雜因素的教育問題。

然而，筆者必須指出即使此種理論取向有上述限制，並不代表其無助於教育實

踐。教育情境複雜多變，此類取向之優點正在協助吾人執簡御繁，掌握複雜現象背

後的原理原則，況且教育的對象是人，人類在生物學上亦屬一物種，自應有其共通

的經驗事實(如心理學上的認知發展歷程) ，教育若無法掌握這些共通的經驗事實，

則面對複雜的教育情境自亦容易迷失、無法著力。只是必須指出的是，在運用此類

理論時應該考量教育情境的多變性和複雜性，而非機械式地套用原則，如此才能真

正發揮此類理論的實踐功能。

三、實務取肉

相較於應用科學取向將教育實踐視為一種技術性活動， Carr (1986: 181-182) 指

出此類理論取向將教育實踐視為一種「開放、反省的、不確定的、形式複雜的人類

活動 J 因此其所產生的理論並非理論原則，亦非技術性法則，應是一種解釋性理

論( interpretive theories ) ，亦即通過幫助實踐者發現他們最根本的價值觀，並揭示他

們工作中固有的各種內隱的、先前未認識到的假設，來描述他們的實踐情境。此類

理論運用於實踐上，在於啟發實踐者，了解一己思想和實踐表面之下的東西，以作

出明智而謹慎的判斷。從教育實踐的觀點來檢視此一理論取向，可發現此類理論雖

然考量到教育情境的複雜性以及深入探討教育實踐的意義，符合教育實踐乃是充滿

實踐智慧的特性，有助於實踐者考量各類因素以作出明智判斷，然而，卻忽略了教

育實踐場域涉及權力、利益糾葛，也並未針對實踐者之思想及實踐背後所隱藏之意

識形態進行批判。因此，此類教育理論在教育實踐上雖較應用科學取向多考量到情

境複雜性和深度意義的詮釋，然而就促進教育實踐之變革以邁向公平、正義而言，

仍有賴批判的理論取向來補足。

閥、批判取肉

相較於實務取向忽略了意識形態的批判， Carr (1 986: 182-183) 認為批判取向的

理論形成主要是解釋客觀因素會怎樣限制實踐者信念的合理性，而此類教育理論運

用於教育實踐上，不僅和實務取向一樣，透過自我認識來啟發實踐者，更希望能把

實踐者從不合理的信念和誤解中「解放」出來。解放了錯誤的信念和誤解，實踐者

才能進而改善教育實踐中的不公平、不正義，使教育發展更具合理性。由於理論能

幫助改善實踐的不合理性，因此理論運用於實踐並非如同常識取向及應用科學取向，

是由實踐原則或科學法則來指導實踐，亦非如同實務取向，是由解釋性理論來啟發

實踐者，而是辯證的( dialectical )關係，陳伯璋(1990 : 78) 指出，-辯證是指陳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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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客觀實體的矛盾和不合理，然後從其反面企求加以否定及超越的種種努力。」換

言之，批判取向的理論運用於實踐，乃是強調以理論來批判實踐，以求實踐的改善。

綜合上述四類理論取向可知，相較於常識取向及應用科學取向，實務取向能協

助教師了解教育現場問題背後的複雜意義;批判取向著手改善教育實踐中之不合理

處，以促進教育實踐的變革，似乎在教育實踐上更貼近教育實踐的本質，包括情境

複雜性及意義性，且與權力、利益糾結。然而這並非意昧著教育實踐不需常識取向

及應用科學取向，常識取向及應用科學取向各有特性，若仍掌握其特性，恰當地運

用，則亦能有助於成功的教育實踐。

貳、行動研究之理論的形成與效度

承前所述，對於透過行動研究來建構理論的途徑，較不為人所熟悉，因此，此

部分將分別探討兩大重點:一、行動研究如何建構理論?所建構出的理論有何特色?

二、行動研究所建構之理論，其應如何確保內、外在效度?以進一步說明行動研究

所體現的理論 實踐觀。

一、理論的形成

行動研究學者Agyris 、 Putnam 和 Smith指出行動研究所產生的理論可稱之為「行

動理論 J (theory of action) ，其是「一大套複雜而彼此相關的假設 J 假設的基本

形式是「在S情境中，若要達到C結果，便做A行動。 J (夏林清譯， 2000 : 69) 此

一基本形式雖然看似簡單，然而其間包含了兩項要點必須進一步闡釋，以突顯行動

研究建構之教育理論的特色。

(一)考量極聾的教育情境

相較於抽離實際教育情境以取得有效手段之應用科學取向的理論，行動研究所

產生的理論則強調將達成目標的有效手段放在實際的教育情境脈絡下來考量，重視

教師自身對於複雜教育情境的理解以及在此理解下教師欲採取何種行動來達成何種

結果。由於此類理論強調考量複雜的教育情境，以及在此複雜情境中各類因素彼此

間的交互作用，因此應屬「實質理論 J ( substantive theory) ，亦即「是在原始資料

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適於在特定情境中解釋特定社會現象的理論。 J (陳向明，

2000 : 319) 又由於此類理論強調教師自身對於情境的理解及在此理解下的行動規

劃，故此類理論應是一種「解釋性理論 J (interpretive theory) ，亦即重視教師自身

的意義理解，而非僅是變項間因果關係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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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楓教育情境中的價值

相較於只考量技術性手段而忽略價值性目的之應用科學取向的理論，行動研究

所產生的理論不僅考量手段，亦重視涉及價值的教育目的。 Agyris 、 Putnam 和 Smith

所提出的「使用理論 J ( theory-in-use) 2 模式可充分說明此一特性(夏林清譯， 2000 : 

71) (見【圖 l 】)

主導變數 卜 行動策略

世
卜後 斗

【圖 l 】使用理論模式

Agyris 、 Putnam在lSmith指出，在此模式中的主導變數 (goveming variables) ，乃

是指行動者尋求去滿足的價值觀(夏林清譯， 2000 : 71) 。根據這個模式，在教育

情境中，行動者所追求的價值之間乃是多元且矛盾的，因此行動者必然會進行價值

抉擇;然後，行動者會盡量使其所抉擇的價值能落實於教育實務中，達到一個令人

滿意的程度，若價值無法落實於教育實務，則導向行動研究的進行。此外， Whitehead 

(1994: 4) 也指出透過行動研究所建立的理論應是「有生命力的 J (living) 教育理

論，因為「有生命力的」一詞正是強調價值是體現於每個人的生活形式中的，當前

的教育實踐事實上是與對過去之教育實踐的評價以及意圖創造更好的世界有關。

既已說明行動研究所建構之理論的基本形式及其特色，接下來必須探討對於身

為行動研究者的教師而言，如何透過行動研究建構理論。首先，教師必須要掌握住

一己內在之假設，才能針對此一假設進行批判地反思及改變。然而，這類假設通常

是內隱的知識( tacit knowledge ) 'Scl的n認為這些內隱的知識深埋在人們的判斷能力

以及技巧性行動之中，教師平時並不會覺察到這類知識的存在，然而當教師因為自

己的行動並未達到預期的後果而感到困惑時，就會對自己的行動進行反思，而反思

本身就是 J種使得內隱知識得以揭露出來的方式(引自夏林清譯， 2000 : 42) 

Friedman (2001: 161 )則更具體的指出，可透過 F列問題幫助教師自身反思，揭露內

隱的、行動背後的假設:

(1)行動者如何覺知情境或問題?

H叫一人們宣…行的理論後者一髒行繡叮動

{([rr2址勾洶2 Agyr句旬蜥gy昕y戶r巾 P叫…na咖川…am叫…m叫川和仙S…行動理…信悍自一奉輯吋理崎論 (廿e郎…s

林;清盲譯， 2劫00∞0: 69則)。而行動研究所欲產生的理論乃是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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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動者希望達成什麼目標?

(3)為了達成目標，行動者想採取什麼策略?

(4) 行動者實際付諸實行的策略為何?

(5) 這些策略的實際結果為何?

(6) 這些結果不符合預期的程度為何?什麼原因可說明這種不符合的情況?

掌握住一己之內在假設之後，教師必須針對原有的假設進行批判、修正，以進

行下一次的行動，然後再根據行動結果反思、批判、修正假設，透過循環不斷的行

動、反思、批判、修正，直至教育的價值能落實於教育實踐之中，教育實踐真能獲

得改善。最後，當教師掌握教育實踐過程中各項假設之間的相互關係，形成一大套

彼此相互關聯之假設，就產生了一套個人的實踐理論 (personal theory of practice ) 

(McCutcheon & Jung, 1990: 144) 。惟需強調的是， Agyris 、 Putnam和Smith認為行動

研究應是一種雙路徑學習 (double-loop leaming) ，亦即當行動失敗，行動者應反思、

批判、修正原有的假設，其不僅考量手段，還涉及價值與目標，以重新設定不同的

問題及目標(夏林清譯， 2000: 44) 。由此觀點看來，行動研究本身的確蘊含著促

進教育實踐之合理性的潛能。

二、理論的放度

行動研究之研究者既是教師，研究的對象叉是教師本身內隱的知識，則研究者

如何在理論建構的過程中確保真實地反映研究對象，就是相當值得探討的問題。此

外，行動研究所建構的理論既是適合於解釋特定情境之特定現象的實質理論，如何

類推於研究以外的其他情境，亦是相當值得關注的問題。此部分所欲探討的重點就

是此兩項問題，前者即是「內在效度 J 後者則是「外在效度」。

(→)內在她磨

如前所述，行動研究要探討的乃是教師本身對於情境的理解以及在此理解下的

行動規劃，因此，黃光國(1998 : 120) 指出:

它(行動研究)所分析的對象，是透過溝通經驗而獲知的一種「有意義的實在」

( meaningful reality) ，而不是藉由戚官經驗( sensoηexperience) 所認識到的「客

體化的實在」。

Uljens (2002: 372) 亦指出，在後現代反再現( anti-repres巳ntation) 3 的觀點之下，

理論並非如實地描述實在，而是組織我們的經驗，因此評價理論並非是評價理論與

獨立的外在世界的關聯，而是我們的經驗與理論之間的關聯。那麼教師要如何確知

[3 ，反再現」是指「理論或心靈內容不再反映世界或世界的存在方式。 J (楊深坑 .2002: 29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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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獲知關於自己的「有意義的實在 J ?叉如何確保自身經驗和理論之間的關聯呢?

首先，教師研究自身以建構教育理論在確保內在效度上的確有其困難，因此，

除了教師自身批判、反思自己的解釋歷程之外，蔡清回 (2001 : 14) 建議，可成立

「效度檢證小組 J 小組的組成乃是可能進行行動研究的學校教師同仁、校長主任、

專家或學者，小組成員一起來批判、反思，以確保內在效度。而教師則必須蒐集「直

接可觀察的資料」及案例、對話( Frie由1阻， Razer, & Sykes, 2004: 185) ，並將解釋的

歷程明朗化，以開放小組檢驗 (Friedman， 2001: 162) 。關於檢驗的方式， Friedman 

(2001: 162) 依據Agyris 、 Putnamf日 Smith I 推論的階梯 J 4 (伽 ladder of inference )之

隱喻，發展自己的階梯，來說明檢驗理論的問題，他指出「推論的階梯」可包含三

層，第一層是具體可觀察的資料以及如實地對資料的詮釋，第二層是第一層的抽象

化，例如歸類( attributi on )和評價( evaluation ) ，第三層則是理論。每當小組對較上

一層的意義理解產生分歧，則走下階梯，回到前一層，甚至回到第一層重新連結資

料以及對於資料的詮釋。他認為這樣的歷程雖不能保證獲致「正確」的解釋，但至

少是「較合理的」。

除了確保理論本身確實反映教師自身的意義理解之外，行動研究所建構之理論

還必須確保理論本身的確發揮實際的效果。陳惠邦(1998 : 225) 即指出:

行動研究的方法論特色，就在於強調以實踐效用作為知識的判定標準'並且個

人在知識與價值上的自我解放，這是教育行動研究與一般質性研究在效度議題

上的主要差異。

簡言之，就是必須具有促進改善的功能，包括教育實踐的改善以及教師個人的

知識、信念的重組與解放兩個層面。至於理論是否的確造成了實際的改善，則亦有

賴小組的檢驗，當然研究結論越能獲得小組的認可，其所建構的理論就越能獲致外

在效度，有助於不同情境下的教育實踐。

(三)外在難度

行動研究在面對外在效度的問題時，由於所建立的乃是適合於特定情境、解釋

特定情境之現象的實質理論，因此，其在類推於其他情境 C' 的確無法如同普遍法

則般進行直接的推論。甚且，行動研究所建立之理論乃是教師個人的實踐理論，因

此在類推時更顯困難。然而教育理論的建立，本有其實踐功能，若無法類推於其他

教育情境，則此一教育理論對於教育實踐本身的助益亦不大。惟行動研究所建構之

可分為三層，第一層是:相闋的、可直接觀察到的資料(指言語以及可被觀察及描述的訊息，可 E
([C巳ι句旬圳gy抖is' P…m叫叫………一m叫………和仙刊叫S恤捌m叫i
用錄音及錄影的方式來檢查第二層是:文化的意義(同屬一相同語吉社群中的成員揭可能對自

該盲語、行動所產生的了解第三層是:聽者所賦予的意義(夏林清譚， 2000 : 48) 0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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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在運用於實踐時，所採取的觀點乃是間接的，誠如Huxham (2003: 247 )所言，

理論並非直接規範行動的歷程，而是提供實踐者工具，以理解情境，並提供實踐者

平臺，做出與行動有關的抉擇。這種間接的類推方式， Schön及Rein (1 994: 204) 稱

之為「反思性的轉移 J ( reflective transfer) ，亦即不同情境下產生的模式必須在實踐

者對自身情境的反思中產生轉移，而他人的模式可有助於實踐者設定問題並發展出

解決方案。因此，理論對於類似情境的實踐者而言，僅是提供其洞見，幫助實踐者

了解自己所處的情境，反思及批判自己的行動背後的預設，開放更多行動的可能性，

以改善自己教育實務上的問題。亦由於行動研究所建構之理論嘗試掌握問題的整體，

因此實踐者在運用時應能更容易理解並能在自己的行動脈絡中使用( Friedman, 2001: 

168 )。為了提高理論的可轉移性情ansferabi1ity) ，更順利地將行動研究所產生的理

論轉移至其他教育情境，教師應針對其教育情境及問題進行厚實敘寫( thick descrip

tion) ，詳細、清楚地描述研究的情境和人事，使得讀者(其他教師)能掌握研究情

境與自身情境的共同特徵，將理論運用於自身的情境當中(潘慧玲， 2003 : 139 )。

參、行動研究與其他教育理論建構途徑之關係

從上述的分析可知，行動研究在理論上是一可能的教育理論建構途徑，而且行

動研究建構之教育理論，冒在了解教師本身對於情境的理解及其對於「採取何行動

可達到何結果」的內在預設，並且強調理論運用實踐時乃是提供實踐者洞見，除了

啟發實踐者反思自己的內在預設外，更有助於實踐者批判以獲得解放，故其產生的

教育理論偏向實務取向及批判取向，是一值得發展的教育理論建構途徑。學術界除

了鼓勵教師進行行動研究之外，亦可與教育實踐場域之教師進行協同的( collaborative ) 

行動研究 50 Whyte (1989: 380) 即認為進行參與的行動研究最能有效促進教育理論

的發展，因為從實踐場域中可以獲致不同於學科基礎的技術知識及分析技巧，找到

有潛力之整合智識力量的方式。

然而， Dearden (1984: 14) 明確地指出，僅仰賴教師個人所發展的理論，對於教

育學整體理論的發展而言，將會導致進步的緩慢，因行動研究雖然能有效解決有限

範圍內的問題，-但是......不可能概括出一門已經建立的學科所得出的那些結果和

標準。」此外，他也主張為了確認問題所在，其他理論的協助仍是必須。因此，我

們必須承認行動研究建構之教育理論雖然較常識取向、應用科學取向的教育理論更

貼近教育實踐的本質，然而行動研究無法取代之，畢竟常識取向提供了成功實踐可

【「協同的行動研究」是指教師和學術研究工作者學校叮僚、主管教育行政機構有關人，

員、學生及學生父母等人協同合作，一起進行研究，共同實踐教育理想(陳惠邦. 1998 : 132) 0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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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法的實踐原則，相當具有參考性及實用性;而應用科學取向協助吾人在複雜的教

育現象中掌握法則(如教育心理學所提供的認知發展歷程) ，這些法則正說明了教

育實踐歷程中的可能性與條件，掌握了實踐的可能性和條件，教育實踐也較能成功

(馮朝霖， 2003 : 26) 

此外，哲學思辨及歷史研究亦是建構教育理論的重要途徑。 Winch (2001: 88) 即

指出對於實徵教育研究( empirical educational research) 而言，透過哲學思辨所產生的

教育哲學理論可有助於澄清教育價值、規範的問題;分析哲學家Hirst (1 998: 19-20) 

也指出教育哲學作為一個「理論性學科 J (theoretical discipline) ，應針對在教育實

踐場域中發展出來的「實踐理論 J (practical theory) 進行檢視，針對概念的意義、

證成及預設進行分析。另外，歷史研究所產生的理論則有助於揭示時間軸上縱向的

教育實踐發展歷程，誠如田培林 (1953 : 11) 所言 r 因為教育工作是一種「歷程o!l

一方面要受『過去』的影響，一方面叉要影響到「將來o!l所以只有根據教育史上

所得到的事實、材料，去建立的理論基礎，才能夠比較的正確。」

針對行動研究與其他教育理論建構途徑之關係， Huxham ( 2003: 246 )提出了一

個相當明智的說明:

行動研究不可能取代其他形式的研究，但可對其他形式的研究提供有用的補充，

因為其所提供的新洞見可有助於一個完整圖像的建立。

教育理論的建構是為幫助實踐者建構一個關於教育實踐的完整圖像，行動研究

不可能捕捉所有的圖像，其所捕捉不到的仍要透過其他理論發展的途徑，因此，行

動研究應與其他教育理論建構途徑互補，才能真正有益於教育實踐的發展。

結論

本文首先以Carr的理論 實踐觀分析為基礎，說明從教育實踐的角度來檢視，

各理論取向有其優點與限制，若欲縮短理論與實踐的差距，掌握各理論取向的特性，

恰當地運用，將是不二法門。其次，文中說明行動研究之理論的形成及內、外在效

度，指出行動研究在理論t-.是一可能的理論建構途徑，而且行動研究建構之理論既

是一種掌握教師自身意義理解的解釋性理論，叉能啟發教師、解放教師個人以改善

教育實踐中的不合理性，因此其所建構之理論偏向實務取向及批判取向，若能受到

重視，自亦能有助於理論與實踐的結合。最後，文中提及行動研究與其他教育理論

建構途徑應是互補關係，行動研究無法取代其他教育理論建構途徑，不僅是常識取

向和應用科學的取向，教育哲學與教育史亦是建構教育理論不可忽視的一環，教育

Dece叫凹 2007 Se叫叫ary Edu叫ion ~， 19 ，在



.~‘I - \JJ,------

行動研究 , 
專題論述 l

學理論體系的建立以及教育實踐的改善仍有賴各種教育理論建構途徑提供各自的貢

獻，捕捉教育實踐的完整圖像。雖然行動研究作為一個建構教育理論的途徑，仍不

為學術界所廣泛接受，然如文中所述，行動研究較能體現教育實踐之複雜性、意義

性及與權力、利益勾結的本質，亦是重要的教育理論建構途徑，因此學術界應該正

視行動研究在建構教育理論上所能提供的貢獻，並持續關注行動研究理論在這方面

的討論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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