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 教育研究集中! 第 50 輯第 4 期

298-348).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大y Press

Lin, N. (1994). Action, soc阻I reso叮C間，&出e ernerg阻ce of social structure: A rational choice

th∞ry. Advanced in Group Pro呵呵， 11，的-85

Lμ1血E咒， N. (199妙叫9仍). Social networks and status a甜位臨蝴a叫i阻e閒叫n剖I.A血1111ηI1U叫σal Reν叫ewof、古S必oc口帥z的'all扣'ogy， 2幻5， 467-487

L咀且， N. (20∞01η). Social c叩z砌f的αI: A t的he叩or吵y ofs叩oc口1ωαal s跡t身，川t叫J

b蚯n泊dge Unive凹rSl大守y Press

L血， N. , Ense1, W. M. , & Vaughn. J. C. (1981). Social reSOlifces and s臨時也 ofti臼 Stmcture

factors 咀呱啦tic田1 s個叫sa臨nment 卸的can Sociological Reviel舟\ 46(4), 393-405.

North, D. C. (1 990). Institutional cha咿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齡， MA: Cam

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chultz, T. W. (1961). 1nvestm凹t in human 開pital.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叫 51(1)，

1-17

17

教育研究集刊

第五十輯第四期 2004 年 12 月 頁 17-44

童年的蛻變:

以生命~觀看幼師角色的形成

倪鳴香

摘要

幼兒教師的童年經驗主叫可在(團體與生活世界交互影響下，促發生命主權踏上

幼教之途?本研究以德國80 年代在人文社會科學中興起之生命傳記研究取向，採

用社會學者F. SchUtze 所發展的敘述訪談及理論建構分析方案，進行資深幼兒教

師們童年經驗及職業角色形成歷程的詮釋分析，透過敘述文本之再建構，闡述出

「父親身教楷模的陶養」、「修復童年的虧與匿」、「頤水推舟以退為進」與「追求

母職教師及教師母穢的交融」凹類幼兒教師職業習性的陶養歷程。在這些歷程中，

幼兒教師的主體置身於社會文化環境中，個體與社會、個人與系統兩者的交會，

使人在邁向職業角色的過程中產生動力，負向限制返回主體自身時，竟成了生命

翻轉的推力。童年成長經驗在生命的必然與偶然交織下，為存有主體開顯出生命

追尋的軌跡，過去的我已在生命流程結構中朝向認同幼師專業角色的未來。

關鍵詞:幼師職業習性、傳記研究、敘述訪談

倪鳴香，國立政治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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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ldhood: A Study of
Preschool Teachers' Professional Role For臨a-

tion from a Biographical Perspective

Ming-Shiang Ni

Abstract

This 阻search project's purpose was to characterize the professional disposition of

preschool teachers. It examined the oral biographies of preschool teachers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ir childhood experiences and their professional

role fonnation. The method of data collection was the narrative interview; the method

of data analysis wa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onstruction analysis. Thus far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se teachers have undergone 品。ur di宜erent modes of occupational so-

cialization. They were motivated and have learned to become a preschoolteacher: (1)的

a result oftheir father's love and care in early childhoo泣; (2)due to the effects of re

ceiving little love 仕am their parents in early childhood; (3)a丘er coming to accept the

limitations in their own abilities and early environment; (4)through their natural inc1i-

nation to enact the role ofteacher-as-mother

Keywords: preschool teachers' professional disposition , biography research ,

narrative int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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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記得我爸到七、八十歲、其實他八十歲過世他到七/九很

老了六七十歲他其實沒有所謂說多老他自己不覺得他他

還是很會JfIl鄰居的小孩那些小弦很喜歡跟他捉迷藏很喜歡

跟他們玩那從小這樣這樣看著看著爸爸這樣Jl R小孩玩

就會覺得那種快樂很不一樣哼沒有任何的沒有任何負擔

你就是成覺就是很單純的拱樂所以所以也會/我我後來會怨

說其實我很適合跟孩子在一起當然當然那時候還不清楚

的時候不會覺得可是會會會一直有那種印象會覺得鄰居

的孩子很喜歡來我們家啊我也可以跟他們玩啊因為更多

的時候是看到爸爸在跟他們玩(輕笑)其實都沒有年齡的隔

閉會覺得九這個很有意思所以當然後來走這個走到幼教

的領域裡面也是覺得九其實很單純就是怨說且在孩子玩很

快樂 u立心 127-138) 1

在幼兒教師(以 F均簡稱幼師)的職業生命故事捏，孩子是不會缺席的。孩

子與幼師的關係發生於學校，稱之為師生關係。然師生關係1蓋不僅 rf:.於社會角色

的互動，它似乎是生命與生命闊的邂逅與成全。如果僅認定接受的資培育訓練後，

即可成為幼師，那將忽視生命成長中的「自我完成性 J 0 臺灣社會升學制度溼涓分

明的層層篩選，似乎也讓人容易遺忘自我追尋是人成長的權利。邁向自我追尋的

過程，其中重要面向是個體能進入職業角色的發展與規範中，此意義在於生命如

何從既存的規範中開展出自我安適的位置，此安逍尤指那心靈狀態，因此「角色

形成J 昆終需指向主體主動賦予角色意義的歷程，立唯有在探究此過程後，才能

對教育學中所關注之生命自我實踐的形成性應程，有較深刻的認識。本研究採德

1 牧心為本研究的研究對象之一，此段口述文稿摘錄自其原訪談口述傳記文本的 127

行至 138 行。



想教師形象，作為師資培育的指標。 1970 年代英美相認之教師生涯發展研究，可

以說是教師社會化研究過渡到 1980 年代生命史及傳記研究典範的預備， I成為教

師」被視為一個相當個別性的學習與發展過程，它不是一個順利、沒有問題的處

境轉換或角色轉變，也不是由所參與之外在社會化機構來決定 c 立「成為教師 J

亦是一個複雜沛其危機性的發展過程，會受到特殊環境與個體罰素交互影響

(Terha吭， 1995: 228) 。因此，早期僅E助企探討教師職業生涯階段性的研究，包括

職前及在職爾脈絡，己開始產生由局部向整體生活面貌擴充的趨勢，諸如認同、

傳記及生活史等方案進入教師的研究領域中，它與社會科學轉向主體性認識論之

發展趨勢並進，致力於主體主觀觀點與生活世界連結的理解，亦為人與環境互動

之動態社會化研究注入生命時間流元素，提供變遷社會內社會化意義中主體歷史

性的參與。至螂日德國社會學學者 Bude (1984: 8-9) 所言，透過傳記研究不僅可獲

得生命歷程中社會規範機制的理解，同時可獲得生命意義的邏輯及生命歷程社會

化堆砌的樣態。

國內有關幼師研究1970 年代才起步，探究的主軸多強調「教都角色」所需具

備的專業能力、知識內涵，如德國方面的發展，企區建立理想教師職業圖像，

以作為師資培育或社會楷模的參照系統。隨著1980 年代後期師資培育制度的轉變

(前院成立四年制師資培育課程〕、新課程的推動(開放性之教學模式)與相關研

究所的成立，在過去十餘年幼師的研究，快速的成為幼兒教育研究領域中的重要

命題。依據黃意舒(1999 : 4-20) 回顧(近十年 (1990明 1999 )幼教師資研究之整

合性分析一一以國科會精助及獎勵案為主卜所進行的 61 篇論文分析歸類，幼師

研究主要的議題包括:教師戰場中心理因素探討(含教學關注、教學興趣、教學

困擾、幼稚園環境因素、工作搭檔及自我要求)、教師專業成長(多只限於初任或

實習教師為主)、教學信念及教學行為、教師之教育觀與實際知識、師資培育與在

軍車進修與教師的反省?生思考。關於幼師專業角色形成及幼師專業認同陸軍室的研

究，也許因研究法的限制，至今仍乏人耕耘。對於幼師社會角色形成的觀點，主

要以已成為「幼師」之角色為研究起點，傾向自角色理論中的角色期待立場探究

「理想之專業圖像 J '間接強調生命個體被動接受社會給定的角色歷程，也就是

說，I角色J 是先於且獨立於生命個體之外的社會存在，生命個體生日覺並接受社會

20 教育研究集刊第 50輯第 4 期

國 1980 年代再度興起之生命傳記研究取向，進行幼目前生命敘說中童年經驗與職業

角色形成意義之詮釋性研究，企區建構具本土社會文化內涵之專業論述。

貳、教師職業研究新取向

教師研究一直是教育學研究的核心範疇，舉凡教師教學行動、能力、信念、

實踐知識與專業發展等皆為重要的研究命題。過往對於「教師角色」的探討傾向

建立專業社群角色期待內涵， J'l[J多著重於勝任教師角色所需具備的專業知能，企

圖建立一理想型的教師職業圖像，以作為師資培育或社會楷模學習的參照系統

( Kelchtenna凹， 1990: 321; 悶， 2001: 9) ;另一方面，從教師社會化研究的觀點也

發，強調社會化是一種人與環境交互作用影響的過程，主要依循階段與生游發展

的分析，關注教師在教育專業體系中，獲得專門知能、形成專業規範及!有化教師

文化環境影響的燈程，重心多放在「新手/實習教師/初任教師J 導入「教師角

色」的歷程與關係研究。然隨新興生命傳記研究派典的形成，教育學中關於教師

織業生活研究的取向及興趣焦點也有了延展。白1970年代世界各地的教育文獻紛

紛出現許多以生命史觀來研討教師職業行動的研究與理論，其中，不只關注個體

與機構組織脈絡的關f系，同時也關注教師本身的生活史。Kelchtεnnans (1990

321呵322) 將 1980-1990年間運用生命史與傳記之研究加以整理分類計有.教師認

知功能、教師職業社會化問題、學校改革、課動社會學及學校史，並主張教師職

業研究，若能在結合過去、現在及未來觀點下，才得以有效的理解。Terhart (1995:

234-256)在其(教師傳記) (Lehrerbiographien) 一文中列舉出五徊在此研究領域

中的代表作，分別是: A. Combe (美的引動年輕教師生命藍圖與生命史>lAlles

SchOne kommt d叩ach) ; P. Sikes 等人〈教師生涯中的持續性與危機) ( Kontinuitat

und Krisen im Lehrer1eben) ; M. Hubeman (教師專業生命循環) (Der berufliche

Lebenszyk1us von Lehrern) ; G. Hirsch (教師的傳記與認同) (Biographie und

Identitaet des Lehrers) ; K. F1aake (教師們的職業取向) (Berufliche Orientierungen

von Lehrerinnen und Leh間凹)。

教師職業生活研究在德國教育學研究中興起於1960 年代，著重在發展典型理

j兒鳴香 童年的蛻變 以生命史觀看幼時角色的形成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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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定的角色作為據以行動的規範'這樣的觀點荒而見了生命個體主動形成與創化角

色的潛能，包括創造社會中新角色，或斌予社會角色獨自 j的內容與意義，再經由

自我角色踐行，進入社會關係網絡 i中，達到生命自我的完成。

「童年經驗」與「職業角色形成」潤的關系，不同於量化取自之職業選擇研

究，它將幼師角色相關研究之起點向生命歷史性經驗推進，而生命敘說話料之微

觀詮釋分析，將能開啟在歷史 文化一社會脈絡中理解{固體主觀存有意義結構的

視筒，不只能闡述個體童年生命經驗如何在個人與生活世界交互影響下，對其職

業角色選擇帶來影響，同持亦可呈顯出童年生命經驗與職業角色形成筒，可能的

文化社會脈絡關係與意義，值得深入探究。

參、蜴師職業習性

1993 年起我陸續進行不同服務年，資幼師的敬業生命敘述訪談 2 在聆聽及閱

讀大部分幼師職業成長史的敘說與文本中，發現「喜愛小孩 J 幾乎是其共同的職

業性向基詞。「喜愛小孩 j 這原本近乎合理化的職業動機，在我的幼教專業思維中

從未被質疑，對於幼師「喜愛」的動機也未曾想、再烙上註腳。直至 1997 年期筒，

在生命經驗敘說詮釋分析困境驅力的推動下，為了要對數十位幼部敘說中，不斷

顯現「喜愛小孩 J 的生命意向性，尋求合理性約關述，於是對照己採集之個案職

業史語料內容，再進一步進行胡毒草荷 3老師童年成長經驗的敘述訪談，並依據德圓

教育學傳記研究學者 R. Kokemobr 的「參照推論分析」展開其童年史經驗敘說意

義的再建構。順著敘說流的前進，在解析「成為幼師」的生命軌跡牽引下，我逐

漸形塑堆砌該敘說主體成為幼師「不幸中的大幸」的自我完成意義闡述(悶， 2001:

116-144)。微觀語料分析詮釋歷程中清楚地EE現，主體童年經驗在其幼師職業角

色形成脈絡內扮演著決定性的影響。具體而言，貧窮及被忽視之家庭經驗提供她

2 r敘述訪談法 J 在本文研究方法中有進一步說明。

3 胡黎持為化名。訪談當時的她是一位臺灣南部公立幼稚園的教師，已在幼教工作服

務 14 年之久。

一個豐富自由「和孩子玩」的童年生命意向，而在權威與高期望的學校環境要求

下，生命自主性中的實然(被分配到放牛班)與應然(渴望再升學)的相互辯證，

外在社會實存的機構機制(幼保科的存在)引動了主體「能學習如何與孩子玩」

之生命取向意念，通過社會機構柵櫥及升學考試的考驗後，得以順利的進入師資

培育機構接受「幼獅」的陶養，奠下主體生命運轉中「成為幼部 J 的必然性基石 c

NP藉由跨入社會機構接受掏養，促發主體童年所建構的幼師圖像，遂由「可以跟

孩子玩」轉化蛻變成「要教育孩子J 約未來幼師圈像，而此一個體生命運轉中偶

然與必然交織形塑之實然的現象 l &1~職業角色形成相連串吉之形成性現象，援用

Kokemobr ( 1989: 338-342) 在參照推論研究中對說者所建構之 gf 息推論及生存脈

絡的分析概念「習性 J (Disposition) 4 ，命名為「幼師職業習性 J (die

berufsbiographische Disposition) (Ni, 2001: 9) 。該段潛之研究結果闡述了幼師職

業習性的陶養，與建構其童年生命經驗的家庭與學校機構之歷史事件息息相關。

(參見圖 1 胡老師童年經驗推論脈絡主架構)

關於胡黎荷生命經驗個案研究的結果，童年史的分析，不僅豎富了「童年j

對生命成長影響意涵的理解，亦也應了 Kelchtennans (1990: 321) 所主張之教師

職業研究，若能在結合過去、現在及未來觀點下，才得以有效的理解。Zeic凶er

與 Gore ( 1990: 333)回顧教師社會化相關文獻，從心理分析觀點學者B. Wright 、

S. Tuska 及 S. Feiman-Nemser 等的研究提出: r成為教師」的社會化過祿，會受到

4 在 Aristotle 的(範疇篇〉中，習性是歸屬於性質此一範疇， r性質」意指著決定某

一事物如此這般的原因。「習性」不同於狀況，是一種易於變動的性質，除非經過

經年累月偶然成為人的本性，已根深蒂固，難以改變時也許就可稱為狀況或品質(秦

典華、余紀元擇， 2002: 39) 。而從西洋哲學辭典的說明可以瞭解，習性囝然已給

于某些特殊活動及經驗的基本可能性，但它卻不能供給行動完全而充份的準備，這

些有賴於練習和習慣的養成才可獲得。可以說， r 習性」一方面給予主體可能活動

的特定方向，但另一方面卻也造成了某種限制，其發展也繫於環境、生活必需品以

及意志的自由決定(項退結譯， 1976: 123-124)。因此，由童年經驗研究幼師職業

習性的養成，或許可作為理解其職業角色對何形塑之各種可能動力，進一步可為幼

師職業角色認同研究真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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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時期與重要他人(如母親、父親、老師)關係品質的影響，其成為老師是某

種延伸，是一種試圖成為像童年時期與重要他人關係的過程，或是一種試圖複製

早期童年時期的關係。據此觀點，個體早期與重要他人的關係成了其往後人生關

f系的原形 (prototyp品) ，且個體會成為哪一類型的教師，亦受到童年時期之人格

建構的影響。在教師研究中「教師職業行動深受早期經驗和未來觀點的影響」已

是這方面學者的共識，也指出了研究教師童年的意義(黃瑞琴， 1989 : 16 ;

Kelchtennans, 1990: 321; Woo品， 1993:4) 。因此，本研究延伸拐黎荷幼師個案研究

結果，採生命傳記主體主觀理論研究取向，擴大樣本進行對「幼師職業習性陶養

歷程」的探討。具體而言，本研究的目的在於以生命史觀探討幼師「童年經驗」

如何在個體與生活世界交互影響下，影響著生命主體踏上幼教之途?試圖透過幼

師對其童年經驗與職業生涯經歷的敘述建構中，再建構幼師角色形成之主體存有

意義圖像。

〔學校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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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代表敘說文本中訊息、推論所參照的脈絡

圓 1 胡老師童年經驗推論脈絡主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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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方諸

眉目於生命詐L程時間、順序的關係，只能在資料採集的實際方法上來獲得。基

本上，對個體行動意義內涵的探討，從事生命傳記研究派典之研究者會強調，那

是需要將其置身於其行動脈絡中來理解的，口述或書寫傳記的材料圓其具備蘊藏

生命經驗運轉的特質，所以它不僅有 E提供生命個體與社會文化互動脈絡中所建構

之存在的自我意義與自我的社會意義，同時在時間歷史流特質的牽引下，也提供

研究者觀察社會歷史事件意義建構的平臺。值得重視的是，生命傳記研究在德國

能快速發展，社會學家F. SchUtze 在 1970 年代所發展的生命口述傳記採集法「敘

述訪談 J (D描 n阻淵明 In記rview) 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且早已在質性研究

法中列為生命傳記研究領域典型的資料採集法，被公認為最有效、最重要的方法

(Schiilze, 1993: 26 )。

一、資料採集:敘述訪談

本研究主要採用「敘述訪談法」來進行幼師口述傳記的資料採集，其有別於

過去標準化的訪談，訪談者的「詢問」角色轉為「傾聽」的角色 (Hennanns ， 1984:

421) ，訪談的主題以報導人億人的生活經歷為主，呈現出種故事及日常生活表

達的形式。作為社會科學資料採集的方法，Schiitze將敘述訪談定義如1C:

敘述訪談是一種社會科學採集資料的方法，它讓報導人在研究命題範疇

內，將個人的事件發展及相闊的經歷濃縮、細節化地即興敘述。(Schutze,

1987: 49)

其歷程主要分三段來進行﹒(一)主敘述(Haupterz孟lung) : net階段由訪談者閱

啟一「起始問句J' 如， γ就請你試著從小時候有記憶開始談你這一路走來的成長

歷程 J' 以促進敘說者對自我生命侍記的敘述。內容讓報導人自己撿選鋪排其生命

故事的主軸敘述，中途不干擾、不打斷，讓敘述得以持續進行，直到敘述結尾出

現例如: c就這些，完了﹒」才哥哥始進行第二部分的田間。(二)罔聞 (Nachfrage )

透過對主敘述的傾聽，由閩中訪談者針對話語斷裂、沒提到、看起來不重要跳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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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不清楚、不能明白、有矛盾或抽象模糊的地方提悶，讓報導人的敘述潛力繼

續擴充。(三)平衡整理階段(Bilanzierungsphase) 主要著重在促進報導A~J白我

生命傳記的評估，訪談者要能協助報導人闊展其耳里論化的潛能，使之成為評論自

我生命故事的專家與理論家(倪鳴香，2004 : 28-30 : SchOt血， 1983: 284-285) 。

訪談結束會建構出一份文本，呈現原敘說語料。由於研究分析歷程需逐句掃

描解讀語言結構，包括語言指示器(如然後、那等)及語料中顯現之不確定性，

因此，所有訪談過程全程錄音，並依既定之轉錄系統代號「逐字」目書寫為可閱讀

性的文本。

本研究所採集的XI]師生命敘說文本，順著主體生命流程的前進，內容涵蓋從

童年穿越家庭、學校場域而邁向成為幼師的種種經驗歷程，並在敘說者返回自身，

重構自我歷史事件意義中，文本內容也給出了得以探討敘說主體「童年經驗」與

「幼的角色形成」闊的可能關係。

二、研究對象

由於每位敘述主體生命遭遇經驗的獨特性，每份口述傳記文本會因敘述主體

所經歷之事件特性，及其自我與世界觀而里顯出文本的特性。本研究主要參照

SchOtze 學派生命傳記研究之採樣模式，以滾雪球方式，由熟識介紹願意提供採訪

分布在臺灣各地年資達 15 年以上之幼師為資料採集對象， 2002 年 6 月至 2003 年

2 月期詞，共成功採訪了 21 位5百前仍服務於幼稚園或托兒所之資深教師及團長

的職業生命口述傳記作為本研究的母樣本。經閱讀每份敘述內容比對後，依研究

童年經驗之目的需要，選取其中敘述故事內容台括童年影響經驗之樣本 13 份，得

依文本敘述意義結構的獨特性，分次掏選出其差異性之樣本進行語料分析，最後

共篩選出四個分別在家庭、學校、社會文化及母職教師具典型代表性之案例進行

5 所有案例皆採化名，其中僅一位妝務年責為 10 年，其餘皆 15 年以上。本研究採樣

不僅考量童年經驗之研究，亦希望包括後續職業專業認同歷程之研究，因此依據過

去 10 年採樣的經驗，通常 7 年年賢以下之幼師其職業口述資料，尚缺乏足以探究

專業認同歷程之內涵。

文本意義詮釋。而選樣歷程意外發現，四位{專主竟分屬臺灣自市培系統生態中不同

的發展軌跡(可參見附錄一社會機制中幼師角色形塑流程圓)，該現象值得留待

日後加入更多相關文本比對後再進…步探討。

三、資料分析

語料分析乃質性研究中關鍵性之研究步驟，其方法llU依研究目的而選用 c 平;

研究資料分析亦參照 Schutze 與其學生W. Kallmeyer所發展出之理論建構分析方

案進行。 SchOtze (1 983: 285-288)提出兩類協助理解文本的分析工具:(1)理解文

本內涵的解讀工具，包括敘述基本規框(Ramenschaltelemente)、文本三結構(敘

述、描述與評論)及敘述的認知指示器(Kognitive Indikatoren) 之觀察: (2)五個

分析操作步驟文本敘述基本視框規範分析、段落內容的結構描述(如此tuelle

Beschreibung) 6 、整體形塑 (biographische G自amtformung)、知識分析(Wissen

sanalyse) 及個案問對照比較 (konstrastive Vergleich) 0 SchOtze ( 1983: 287)強調，

「如果沒有生命事件與經驗的視窗，研究者是不可能對生命承載者所提出之自我

理論之知識內容有所理解的。 J 並主張關於生命知識的理解與詮釋，乃是奠基於

前面幾個分析步驟的堆砌。透過這些步驟，目的在描述說明傳主生命運轉的結構，

詮釋其中抽象結構闊的關係，以形塑出生命整體蠻景，為整個生命運轉流程建構

也主體與社會互動歷程的理論，而在不同文本的比對中，發掘出新的知識。

恆、轉麟職業習性之闢養攝像

研究結果呈現四位傳主生命經驗整體形塑，鋪排幼的童年時期面對決定未來

職業角色的行動策略上，主體企日{可承載自身與社會現實環境的變遷。「自我」透過

敘說將混沌、無形的事件統整為和諧、完整的生命流程，並將白我經驗的開展轉

6 口述傳記資料語料相當豐富，本研究僅進行其中童年史到跨入師培教育機構之段落

的案例結構描述分析。因「結構描述 J 內容長達 24 頁，在此省略，本文中僅呈現

「整體形塑」比一部分，有興趣者可與作者聯繫。



28 教育研究集刊第 50輯第 4 期
倪。島香 童年的蛻變:以生命史觀看幼師角色的形成 29

進入教會系統

幼師師培系統
一一--.

i 父親與鄰居小孩嬉戲 -j

l 主流教育體制付出失去健(

1 康的代價

1 人是不是定要讀書? l

[家庭)脈絡]

[自然環境脈絡]

童年嬉戲「快樂

自由 J 的經驗

圓 2 牧心成為幼師童年經驗推論脈絡主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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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代表主體「成為幼師J 此一訊忌推論的脈絡

那麼自然曠野在牧心的生活中使扮演一個重要的文化教育角色。

生活經驗包括對於生長環境、環境中所進行的活動，以及和他人的關係過程，

在彼此(人事物)互動關係中，逐漸地形塑生命個體應對世界的態度，生活經驗

中個人習性的形成，除文化亞外，還有很重要的社會扇。對牧心而言，影響其社

會面(或說社會化)的成形，父親作為生命中重要他人發揮了極大的影響力。

牧心約童年，除了在大自然中自由自在嬉耍所獲得的滋養外，父親的踐行教

養方式、為人處事態度對她具有正面的意義，父親的角色形象具體包括身體力行、

尊重鼓勵孩子、正向看人以及很會祝福他人等 (49-101 )。父親與鄰居小孩遊戲時，

雙方所表現出的單純喜樂的畫富，是牧心邁入幼教之路時參照的社會角色楷模圖

像。在信任與敬愛父親的基礎下，當牧心面臨不顧進入主流價值下之升學管道，

而需選擇其他學習機構時，無疑地聽從父親的建議進入教會教育系統並走上幼教

之途。父親角色楷模的影響在牧心進入幼教場域後，仍深深地影響其幸冕戰教育的

理念，其主張「小孩子在成長的過程需要有一位楷模、一個榜樣 J 在父親深刻

地影響下，這也成了牧心經營幼稚圍所秉持的理念之一(1日-125 )。

牧心

成為幼師

童年經驗對於成長個體的影響，從牧心的敘述中清晰地披露出來。對牧心來

說，這個陶塑形成的背景是其所處的自然環境，及關鍵人物父親的言行舉止所要自

懿出的角色形象。

在鄉下長大的小牧心，童年所生長的那片土地對她而言是真正的一塊「汶

野 J '那塊決野提供了童年生活嬉戲的場地、提供了5常家庭生活所需的實質功

能、提供了餵養家禽家畜的環境和銀養過程的樂趣，也是安撫受傷心靈的廣大土

地 (22-45 )。倘若一直到七歲，孩子彼此間的溝通以及自我闊的對話是藉著遊戲

而非語言，而遊戲中聽、閩、看、意外與安全感等需要給出一個自由活動空間，

經四位傳主的童年成長經驗與職業角色的文本語言結構描述分析，本研究建

構出下列四類幼師職業習性之掏養圖像。為使讀者易於閱讀，在每一類型商述話，

皆先簡略描述傳主基本資料，再給出其童年史之「車主權形塑 J' 並以圖示勾勒出整

體形塑中敘說主體「成為幼師」歷程的分析推論架構。

一、父親身教楷模的帽聲:童年家庭經驗的影響

1954 年出生的牧心生長在臺南的鄉間，由於一家人皆是基督教徒，因此從小

便浸淫在此種宗教的氛圍中。從豪北市立師範專科幼稚教育二年制師資班畢後，

大多服務於教會所附設的幼稚園，當然其中也短暫服務於非教會組織的圍所，就

這樣一路走來，從事幼教 21 年。目前i¥J4生心自己創辦了一家幼稚圈，寶勝三吾吾吾1出的

教育理想。

看著爸爸這樣跟小孩玩......成覺就是很單純的快樂。( 1妙-131) 7

7 本文此類號碼為案例訪談文本中之行號。

化在所萌發的存有意義。這個過程有如 Dewey (1934: 14) 所言，

生命有所成長，是在生存條件下，當暫時的混亂，成為機體能量，欲獲得

更大平衡的轉換時產生。......當克服了這些街擊或對立的因素時，他們便

轉化進入更有能量且更具意義的不同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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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從生命經驗中重要他人的現身，真實地呼應著主體戶if體驗到的成

人與孩童共處之互動形象，學習楷模的誕生，楷模的一舉一動牽引著那邁向成長

的孩子對其自我未來角色圖像的形盤，經由將外在他者楷模內化，再由內而外控

的「外內外」的歷程，埋下的是影響主權未來職業選取的因子，當渴望或企

求與社會機構提供的規劃相映縛，個體隨即選擇進入該既定之社會關係網絡中，

接受學校機構內「職業角色」的陶養。這樣的一個轉化過程，關鍵在於生命流程

中重要他人的出現，並能在共處的互動結構中產生「楷模認同」與自我轉化的影

響力。

二、修復童年的虧與軍:童年學校機構的影響

1962 年出生的菁菁'雖然在高雄出生，但是從小的生活便是隨著父親的工作

異動而居無定所，並遭逢父母離異。從樹德家i萄幼保科，直到樹德科技大學進修

畢業以來，便直在同一所幼稚圓任教室主整 20 年，直到 2002 年因為耳疾而不得

不提早退休。

我在彌補我沒有得到那種/我用這種心情去面對我的學生這樣。( 121-122)

菁菁童年結構描述中，呈現的是 個主體在其童年時期，如何面對自身所處

的區乏失衡環境所顯現出的生命能動性。在經歷主動調解危機中，選擇成為幼的，

並在走上幼教之路的同時，展開對童年生命經驗斷裂的修復之旅。

由於生命塵封裂的產生，促發主體為維持生命連續性中的平衡，從而採取因應

的策略。策略推進的同時，亦是形成自我治療的關始。菁菁從小居無定所，以致

機構化的學習斷斷續續，不斷遷移變動的結果導致了學業表現不佳;加上父母感

情失和、對孩童照顧上的疏忽，這對需要情感依附與肯定的主體而言，造成了嚴

重的打擊。然這些來自家庭與學校環境的外在打擊，郤成了主體提早獨立的條件。

在其自我意識逐漸彰顯下， c把絕聯考」成為菁菁的反動，為了讓自己快樂而主動

爭取就讓幼保科。從「拒絕」到進入「自我決定」反思的經程，樣誌出自我進入

了早在層內在心靈，有意識地接納白身的境狀，沈浸在交忠自我的世界中，探尋著

自身的種種。

然能動主體的心讓並不只是意欲主動尋求自我出路，更需要尋覓的是與其他

心靈的對話。此一可能性在菁菁選擇進入幼保科學習後，具體實現在師資培育機

構所滋養的內涵，包括專業知能的學習，機構中重要他人的鼓勵與肯認，此兩項

:i;JJ師培育機構機制彌補了其幼待所缺乏約自信 (77-110) 。而學習歷程中的實習機

傲，則為菁菁進一步帶來確認白我職業角色選擇的正確性，是-種生命主體追尋

與社會環境的呼應。

實習期間的未來預備，自前生互動約情境引發了她曾經受傷的心靈，那段不美

好的童年經驗問憶，逐成為菁菁「教育觀」與「教育行動」的參照視域。面對幼

童，主體拒絕社會複製的可能性，生命經驗界華轉化戰向不同的可能性聞展。幼

教場域中的師生圖像，讓菁菁內在過往的陷落愈發清晰，孩童的笑臉映照出過去

那個充滿囡頓與不快樂的自己。在過去與未來角色區像交疊對照下，主體的自我

與世界關係在「彌補 J (122) 的修復意念下，有了轉化。質言之，當主體走過家

庭與學校兩個成長過程中主要的社會化陶養機構時，其逐漸形塑出約個體自我

感，並非僅是被動地在機構或文化中接受陶鑄。在菁菁的童年經驗史中，讓我們

理解到能動主體重01可自有限的環境條件下，反轉自身的處境， c限制」為主體意識

的萌發閱啟出一道曙光。主體 方面在社會的機制下堆砌出負面的經歷，也接受

職業知能的養成，但另 方面亦有意識地價展策略完成自我。

整體而言，依的於幼師角色行為中的「幼都與孩童」暸係內，為童年匿乏失

衡的菁背帶來生命經驗重現與補償的機會。而此補償的機制在主體透過專業學習

機構的有效性滲透，職業角色的可認同性才逐漸建立起來。一旦能動主權發展出

套修復生命斷裂的機制詩，心讓就在此過程中獲得提昇與上揚，童年時期被決

定或受折損的那部分，逐漸癒合。在環境限制中選擇穩定性具「教師」性格之職

業角色的決定，邁向幼穌的職業道路，鋪設也菁菁跨入自我治療的橋樑。能動的

主體為其「童年」與 γ幼自用之路」的蛻變旅程，賦予了自我「修復虧與匿」的生

命意義。

三、順水推舟以退為進:社會文化經驗的影響

小住在四位傳主中是比較年輕的， 1972 年出生在臺北縣的她，家庭與佛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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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菁菁成為幼師童年經驗推論脈絡主架構

淵源從祖母那一代起便有著密切的關係。從省立女中約設的家政科到臺東部院幼

兒教育師資科進修畢業，小住一竄奉行著幼教學習機構中教師的教誨，以考取公

幼及取得證無為目標。因此，雖然畢業後沒有進入公幼，但是小佳仍不斷地努力，

最?絲妻於進入公幼任教，但在一些內在街擊下，她轉向佛教所們設約幼稚園服務。

所以我這條路走不通，換另一條路走。 (41-42)

在小佳童年結構描述內容中，小佳老師的童年經驗顯現之境況，是在學習能

力條件的限制下，不斷受教育制度內升學考試機制的話制。主體依循著外在有限

的渠徑，思索自身的條件能力，順著學習機構的流轉，最後進入幼教師資培育機

構，並在師培機構所提供的眾多課程中，逐漸引發出對當「幼兒老師」的興趣。

而選擇成為幼師之途，對小{圭而言是一個內外世界條件的辯證過程。

在小佳的回溯流中， r幼稚醫」的生命經驗，是其探究自身成為幼飾的關聯性

起點。在幼稚園期間，小{圭亞口擁有生命中第一位幼師的形象，那是正向的、充滿

溫暖與舒服的感覺(于12) ;隨著年齡的增長，圓小期間對未來可能之職業蜜像她

建立在符應當時社會「清高」與「時髮」的價值觀，社會刻板圖像中的「老師」

4吧。烏香 童年的蛻變:以生命史觀看幼師角色的形成 33

與「空姐J 的職業角色思維 (12-18)' 凸顯了主體自我意識在此時期的混沌與噯

目末 。

面對臺灣社會教育制度中的升學機制，小佳是認真地思考自我可能的出路，

不只參照外在現實考試制度的要求(文、理科兼顧) ，同時顧及個體本身能力條件

(只有文科可，且要就讓公立學校以減低家裡負擔);幸運地碰上「剛好」新教育

制度的頒布，因緣際會下得j;)、獲得最佳的生命選擇，在職校聯招中，順水推舟地

進入「公立名女中」附屬家政科就讀，並非經由高中聯考而被錄取。

在臺灣，大部分的學生皆避免不了要捲入社會既存的升學機制系統中，個體

的生命在歷經考試機制的篩選下，一方面制度很制及決定主鍾的學習道路;另一

方面，能動的主體也似乎在毫無選擇下被決定。小佳顯著此機制延展其生命樣態，

將生命開展的「不確定性」在「依他起性」與自我完成的可能傾向中萌生出意義 G

進入家政科學習了三年的小佳，畢業之際仍再度面臨人生學習階段的抉擇。

在「能力」與「興趣」現實限制落差 f' 無法為自身已顯現的音樂性向尋求實踐

自我的出口。主權回歸自身職業教育經驗內容中尋求依循，在社會同儕價值比評

中， r幼兒」終成為小佳自我職業角色化的出口。然面對幼兒約工作，小佳選擇的

是社會中「教師」的角色，是一個她自幼以來既存的正向生活體驗與正向的社會

職業角色。

從外在的限制返回自身條件的評估，評估行動中反映的是現實可行的未來職

業角色圖像，再次的環境機緣，幼教系正好開設進修部學分班，主體囡沛能立即

順勢連結起其可踐行的「希望成為老師」的職業角色圖像。

整體而言，考進師院，確保了小佳能踏上成為幼師之路，過往童年將期的期

待與未來的可能住在此相遇發生對話，主體有了可以投 j主主主努力的方向。在此她

凝聚起專業企o能所需的「多學」策略，師培機構為其勾勒出未來「公幼老師」的

幼師生涯藍圖。至此，小使生命發展的意向性益發鮮明，其不僅意欲成為幼飾，

更朝向幼街角色理想的集體圖像「公幼老師」邁進 o 主體以退為進，在環境條件

的推波助瀾下孕育專業知能，最後終達成心願進入公幼服務。雖說歷經峰迴路轉，

但在順應現實的抉擇過程中「成為幼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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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小佳成為幼飾童年經驗推論脈絡主架構

四、追求「母職教師」及「教師母職」的交融:必然與偶然

的交織

1955 年出生在臺中的妙容，從小圓母親家務分身乏力，而多主宇宙姊姊代勞照

顧，由於是家裡最會唸書的小孩，所以可說是父親的掌上明珠。早年從臺灣宮前範

大學家政教育學系畢業後(現已改為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她並沒有進入幼稚園

任教，反倒是在一般園中教書，直到婚後為追隨去美國唸害的丈夫而辭職。在美

圈她找到1;(踩桂圓打工的工作，成為助理教師。目前她在公立幼稚園己任教 24 年。

將來我我如果是當/從事教育工作的話我會對我的孩子。句的那種教養......

會有比較嗯可能我自己小時候想成燭的那種那種嗯教育的那種成覺。

(25-29 )

妙容的童年敘述鋪陳出兒時自身母子關係中對「母親角色」的經驗，以及師

生關係中「教師的母親角色」經驗的對照，開展出一種兼容「母職教師」及「教

師母職J 取向的職業角色期待與嚮往。

孩童時期的妙容穿梭在家庭與學校間，其生活上對人事物的體驗，是綜合相

互參照立交織在一起。在缺乏母愛下，小妙容意識到學校老師對待孩童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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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是在知識水平上與白己的母親相去甚遠 (5-21 )。兩相參照「教師」所代表的

知識與教養孩子態度的正面形象亦益發凸顯，r教師角色」成為妙容認定兼具母親

良善教養，與教師知識涵養的職業模範。「學校教師」與「家庭母親」兩角色的參

照，形象上的差異所促成的社會角色意向，充 f分顯現於主體所往返的兩個生活世

界，同時也流動於兩個社會角色的互動結構中。同樣地，生活世界中，人不跨地

與他者互動，在妙容幼時經驗裡，那個負向偏差的成人與孩童關係品墨麓，長輩對

待孩童的「不尊重」態度，主體在希冀被尊重的幻滅下，這份不被滿足的缺憾終

究流轉至主體對「未來老師工作」的角色期待上，並形構出主體對成人與孩童問

「尊重 J 的倫理價值觀。

家庭中母愛的缺乏，卻在父親與兄姐們關愛聚焦與肯定下，形成小妙容自我

情感意識中美好的意象， !Jt情感性的支持帶來實際面對挫折挑戰的力量，縱使升

學考試結果不是預期的「心理系 J' 但來自父親的期待滿意與對父親的關愛，加上

自身對「教師工作」的想望 (92) ，皆將主體推向接受不滿的考試結果，選擇進入

師資培育機構中的家政系就讀。主體依約父愛所產生的白我發展意向性，實奠基

於父女腐係中無批評性情感的交流，而此一依附父愛的自我生命圖像，卻成為童

年妙容自我生命開展所依存的內蘊動力。

考進師大家政系對妙容而言，實是自我期許的落空，然而內心的失落在父親

引以為榮的情感支持中獲得撫慰，帶來跟自我期待妥協與接受現況。失落中獲得

家庭中重要他人的肯定，開啟主體重新向外關注與認同未來可能約社會角色。對

妙容而言，進入師資培育機構，除能預見未來「當老師」的職業角色外，更引領

她發掘內在對幼兒教育的興趣驅力，可謂「失之東隅， ~11:之桑隅 J 0

在師資培育系統中就讀，學習內容的引導給出了學習主體將「老師」與「母

親 J IJ.IJ.j種角色合而為一的契機。家政專業預備的學習使之得以回歸到「以家庭為

重」與「對老師工作嚮往」之生命意向上。由是，主體依循著內在興趣學習的動

力，攀附著外在學習環境， r教師母親J 的職業角色圖像逐漸鵑花結果。

在家政教育的薰陶下，妙容對 f母女關係」的體認上閱始有了轉變，家庭結

構中「母親」扮演的是對家人無我的付出與順從的角色，形塑出其具體的「賢妻

良母」母親角色圖像。兒時心中的對母親的不諒解，透過未來職業預備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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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 5 妙容成為幼師童年經驗推論脈絡主架樁

從社會系統觀出發， r角色 J 實為社會結構的重要構成元素，透過角色，個體

能與其存在的社會關係網絡建立相互的關係，且在關係系統中建構沾自我的角色

行為。成長中約個髓，總是身處於複雜的角色結構中，學習參與社會各個層面的

租給活動，而這些基本的社會認知及學習而得的需求習性 (Be御自凹凸isposition) ,

即個體之職業角色意向或需求意向，研究社會化的學者 Tillmann (1999: 116-118 )

認為這些習得之內涵，宣視之為個體完成其職業角色行為的能力。以幼童為職業

對象的幼師，其主童年經驗內容中到底是什麼促發其選擇幼師為其職業角色。要回

答此一問題，唯有當我們回過頭來仔細聆聽幼師們的生命經驗故事峙，個體生命

的牽掛與社會機構、文化脈絡對主體影響才產生具體而生動的對話。誠如社會學

者 Kohli (1991: 304) 在其職業社會化斷裂的研究中指出，關於社會變遷和人的生

的學習獲得消融與理解。那個重視家庭，並以孩子為生命核心關照的母親角色冒

像，連結成為主體認同的角色踐行楷模。

1978 年時(妙容畢業那年)的幼稚園工作環境條件，當然無法與執教公立園

中之教師相提並論，即主體的幼師職業角色意向並未能獲得生活世界條件強有力

的支持，無法與幼師社會關係網絡建立連結，在生存因素考量 F妙容選擇進入函

中任教，前後共長達六年之久。畢業、結婚、生下第一個小孩， 1984 年的家庭變

遷為其帶來個人工作取向轉換的分水嶺。重家庭觀的妙容在「出國 J 與「守候」、

「家庭」與「工作」衡量筒，辭去那幾乎是全臺灣唯一的函中家政科職位，攜子

負笈美團與夫婿相聚。辭去教職意昧著主體宣示脫離這條穩定有保障的職業軌

道，然此一風險在出國能達成「家庭團團」與「自我再進修」的假設前題下定案

(283-285)。生命主體存在的意義與追求，在「家庭團聚」與τ出國念個書」的

意念交織下偏離了「當公立圈中教師」的職業生i崖路。

在追求家庭團圓的路上，主體斌予白己以家庭中「賢妻良母」的角色，不只

使之放棄早已在手的鐵飯碗，同時也將自我專業發展的欲求擱置。然此一職涯斷

裂的缺口，卻在轉換生活場域的機緣下，使主體過往已儲備之幼兒教師專業資格

與興趣，再度迴轉進入自我主動追求的工作軌道上。在美圓的幼兒學校雖然只是

一份打工的工作，卻在妙容的認知世界中，成為其踏上幼教之路回歸幼教工作成

為幼帥的里程碑。

整體而言，童年成長及求學階段，家庭與學校爾機構所給出的活動與關係場

域，主體遊走在不同的生活場域與角色關係之中，透過女性教師對待孩童的正向

形象與家中母親角色的參照，形成了「母親樣貌」的教師社會角色圖像e 主體一

方面遵循著社會政策的機制行動，另一方面則在機構中抑或遭受挫折、抑或獲得

滋養，穿越這些持續邂逅的入際溝通動態過程，主體的價值觀及未來職業角色的

認同逐漸鮮明，重要的是，r衝突」、「支持J 與 r 自我內在的和解」成為形構主體

發展職業角色認同以趨向生命(存在)和諧之主要推動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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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持續的發展之外，在人的生命中實有不經常的、突如其來的升起事件，

而此事件可能具有教育的重要性。因此我們在存在哲學的地盤上需要去認

識此不恆常過程(事件)的教育意義，並且從此認識中去得到有關對教育

活動的新的指引。(鄭重信， 1975:94)

8 現象學者汪文聖 (2000: 114-115) 在論述海德格哲學中「自我超越」與「時間」關

保持，以 f被拋性 J (Gewo吐b凶eit) 及「投射 J (Entwurf)來關聯生命主體存有

時間向度中的「過去」與「未來」。他指出「未來我」將在牽掛自身處境中，對生

活做「抉擇」與「投射 J 而重新過活。本文該名詞循此思路，以「投企」意謂主體

從過去既存的事實性中， r投」向未來而形成的「期符」與「實踐性」。

9 參見馮朝霖，轉化的「存有學 J ( ontological)向度研究計畫草稿， 2003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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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跳稅並拒絕環境限制帶來推力，進而彰親生1人的自我完成性。

這些主體能動的可能性與超越性，也只有從生命敘述微觀分析中，才能深刻

地展琨'旦同詩被看見。研究結果顯現的「父親身教楷模的陶養」、「修復童年

的虧與慶yf順水推舟以退為進」與「追求母職教師及教師母穢的交融 J J!:七四

類幼部職業習性的陶養歷程，道出了主體形成幼師職業角色童年意向投企

( entwerfen) 8的內涵。童年成長經驗在生命的偶然與必然性交織下，為存有主體

聞顯出生命追尋的軌跡。「過去J 的我，通過社會專業角色機構設置之柵欄，已在

生命流程結構中朝向認同幼師專業角色的未來投企。

二、幼師職業角色形成歷程所揭露之存有意涵

倪鳴香

從童年經驗到形成以幼師為其職業意向'J!:七一轉化過程可以說是生命存有的

基本現象。轉化 (Verwandlung) 一詞的西方文化論述源自於猶太基督教傳統，與

耶穌的「死後復活」傳說密不可分，因此其字源本身具有宗教性色彩，隨著文化

論述典範之變遷，轉化中的「超越J ( transcendence) 意義內滴越來越顯著，換

句話說，轉化一詞的宗教向度逐漸過渡為「存有學」向度9 。於是轉化所隱含的是

一種「超越」的可能，而轉化的發生離不開主體所置身的社會脈絡，尤其當主體

通過家庭、學校機構到師士音機構的社會化過程中，主體對文化社會的敘說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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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蛻變理論，仍處在缺乏主體性的論述中。在四位幼卸的口述傳記文本內，童年

經驗之再建構，在「如何成為幼師」訪談問題的邀約及敘述時問流歷史性自觀的

推動下，給出了敘說主體能將「童年經驗」與「成為幼師J 鷗係相互的連結，透

過文本分析的詮釋闡述，主體生命經歷中職業角色社會化的過程，包括主體所依

存的社會生活情狀、行動條件與社會能力的交互關係'透過個人傳記式的顯現過

程中獲得理解。四個案例敘述分析的結果，清晰呈現出職業角色形成之契機，乃

決定自令個體在生活經驗中所堆砌形塑出之「需求習性 j 與社會環境己安置之「社

會專業角色陶養機構」的邂逅。

臺灣社會中既存的職業教育體系、教會教育體系及 1992 年後師院幼教系的存

在，皆為企求以教育兒童為生命發展前景的個體提供出可能性，而社會幼兒教育

專業機構的陶養內涵，也擁有為參與其中的個體帶來轉化主權需求習性，邁向專

業角色的存在意涵。另外，臺灣社會文化政策中「升學機制」如何左右生命個體

進入未來職業道路的影響力，在四位傳主解析中亦顯然可見，升學考試通過與否

的篩選與淘汰，似乎決定著「幼帥」在社會系統中低學習成就的性格。而偏離主

流升學管道尋求符應自身需求習性，或拾棄個人性向以退為進順應環境條件的成

長策略，隱晃社會升學主義意識型態的壓力籠罩於資深幼師成長的生命經驗。在

此生存的條件下，幼師職業角色形成只能讓生命中的「不確定性」與社會文化中

的「偶然 j (如巧遇新制度的設立)來承載個體成為幼師的必然。(參見附錄

社會機制中幼師角色形成流程圖)

在{固體生命歷程中轉換的抉擇，反映的是社會主流的規範與價值觀，身處其

崗個體逐步形塑建構出其獨特的特質與需求意向。根據 E • H. Hoft 與W. Lempert

的職業社會化研究發現:資格能力與社會規範、價值觀是職業社會化的基本元素

(Heinz, 1995: 58-60) 。四位傳主角色形成歷程分析結果，揭露了「職業角色的形

成 J' 不只是作為個人生存於社會與社會關係網絡緊密持續連結的重要任務，它更

是置於社會標準化與個人能力的條件限制中，換句話說，角色資格能力的獲得，

需經社會選擇淘汰機制歷程來決定。但是，我們也從案例分析中理解，外在環境

條件雖有其煩範性與限制性，環境中持續的邂逅與人際溝通亦有其支持性，生活

世界中微系統內重要他人的楷模學習、經驗4專主主及資源提供的陶養歷程，皆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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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歷經牽掛自己處境與朝未來投企的抉擇。「抉擇 J 的活動絕非屬人之意志的行

為，它顯示著一種特殊的自身超越能力，而此超越能力反而是要來自對於自己所

為有限的體認(汪文聖 ， 2002:116) 。從四位資深幼師的生命敘說理解中，我們

清楚地看見人走向「定志」過程的轉折、思路及其採取的策略。主體置身於社會

文化環境中，但體與社會、個人與系統兩者的交會黑在一一「角色 J (Ti1lrn詛咒 1999

115) ，讓人邁向職第社會化過程中得以產生攀延的動力，循著社會既有的框架追

尋其安身立命之所的同時，也讓「角色」為其開展出獻身角色主體之自我追尋存

有的教育意涵。因此，人在生活世界裡所要追尋的此一「安身立命」歷程，便在

主體與社會拉扯的張力中開顯出生命獨峙的存有意涵。「父親身教楷模的掏養J 、

「修復童年約虧與匿」、τ順水推舟以退為進」與「追求母職教師及教師母穢的交

融J 的童年生命展延，不僅成為「幼師角色」的意義，亦具體的給出幼師職業習

性「陶養」概念的內漓。

已隱含著形塑主體面對處境的能動性。社會機制一方面可能限制及決定當事人;

另一方面卻在有限的現實環境條件中，揭露出轉化的可能性。轉化之路不只標誌

出主體如何思應、生活世界的各種限制機制，同時也揭露主體回應的行動策略，這

即是生命轉化的契機，亦是主體為其獨特存有樣態的發聲。

四位傳主生命敘述提供素材，讓我們理解主體選擇幼師作為其職業角色的面

貌，此一生命流程內容的轉折與豐富性，打破了過去制式化成為幼飾的刻板理解，

一位幼飾不再只是單純地透過考試制度進入師資格育機構獲得證照，便理所當然

地成為幼的，或只因「喜歡孩童」而造就現在的幼師我。選擇幼師角色作為生命

安身之所， c喜歡孩童」說詞的背後充滿著主體生命經驗堆砌的價值形塑，過去相

關之幼師研究鮮少仔細追聞此一現象歷程，更不清楚歷程中生命主體如何面對白

我與外在環境要求下，所隱含的深刻生命學習意涵。如同存有哲學所啟示的「去

認識此不恆常過程事件的教育意義J' 透過敘說者的回憶所開啟的生命歷程，能呈

現出人邁向職業角色的職業社會化之辯證歷程，而此歷程所蘊含的存有意i函，也

將彰顯出主體生命的意義。

回過頭來看凹位資深幼師的生命敘說，微系統內「重要他人」的存在，符應

象徵互動論自我形成的論點，他不僅只是學習模仿的對象，r楷模關f系的建立」更

是主體自主選擇欲與其同一的意向形成的根源。角色所承載的特質與需求意向，

在職業角色形成後，已揭露出主體不再只是被動迎合所謂社會既定之角色期待說

詞，可見的是，能動主體在參與職業角色行動前，己依循生命經歷所形塑出之需

求脅性，斌予其未來幼部角色存在的可能價值觀，如四個案例「跟孩子玩很快

樂」、「接觸孩子以彌補我沒有得到的那種快樂的成覺」、「要一份無憂無慮的工作」

及「嚮往羨慕兼負著媽媽角色的老師」。可以說能動的主體，在其參與職業角色形

成的同時，也參與了是否意欲維持，或超越社會系統運轉中角色期望的穩定性或

創建性。而「社會學校機構」也不再只是個單純提供恆髏學習的場域，機構中人

事物交往關{利亞絡的連結，師生關係、藝術性的學習內容及賞習制度之存在，皆

影響著幼師職業角色形成的陶養工程。

「吾土會文化傳統脈絡」鉅系統中之升學主義意識型態，亦鮮明地牽動著能動

主體對自我的牽掛，四位幼帥的升學歷程雖不盡量相同，卻也在成為幼師的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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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社會機制中幼師角色形成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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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區吾國小校長職位晉灌區守住那分棋

游美惠、柯伯昇

摘要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所蒐集得來的現職國小校長生命過程婚育事件及職位晉遷

等貫持性(longitudinal) 資料為基礎，探討現職校長其擔任校長行政職與過往室主

歷之中擔任主任行政職的事件，分別是在{耳聞尤態之下發生，是否受到婚育因素

或其他照顧工作責任的影響?而「從老師到擔任主任」與「從主任到校長j 所花

費的時悶，文有何性5日差異?是否受到父權結構下「女性應該歸屬於私領域」的

意識型態與相結而來的照顧工作所影響。個人本身是否有興趣擔任學校行政工作

姑且不論，以貫持性資料為基礎，可以發現校長職業生涯發展的性別差異模式。

藉由本研究的探討，希望能進一步瞭解男校長與女校長生涯發展路徑與歷程

之間與異，豐富教育行政領導的相關文獻，釐清教育體系之中的性別階層化問題，

並進而提出政策的建議與改善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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