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近年來，師資培育法的公佈與修改，使得幼兒教育學系的畢業

生不再理所當然的馬上成為合格的幼教老師，而是必須先經由實

習、教師檢定等制度的把關。這樣的轉變影響了師資生成為一位

老師的過程。因此，我先敘述國內幼兒教育師資培育制度轉變；

再探討有關從師培到實習這個階段而成為教師之相關文獻；最

後，探究影響成為幼教老師之相關因素。  
 
 

第一節   國內幼兒教育之師資培育  

幼兒教育師資培育方式的改變象徵著幼教師資培育正走向專

業制度化，也是顯示國家對幼兒教育的重視。許彩禪（ 1999）將
幼教師資培育制度發展的過程分成七個時期：婦女和女教徒訓練

（光緒 29 年以前）、保母訓練（光緒 29 年 ~宣統 3 年）、幼稚師
範教育（民國元 ~48 年）、在職訓練與職校幼保科（民國 49~72 年）、
師專日間部幼師科（民國 72~78 年）、師範學院幼教系（民國 79~83
年）及多元化培育（民國 83 年至今）。在民國七○年代，教育部
基於幼稚園師資短缺的考量，委託各師院辦理學士後幼教學分

班。在民國 83 年教育部公佈「師資培育法」後更是一個重大的轉
變，不僅各師院幼兒教育學系的培育多了一年的實習，各大學也

紛紛成立幼稚教育學程。這些改變說明了師資培育從被師範院校

一元化走向多元化的培育管道；將幼教師資提升到大學程度，也

代表著幼教師資素質與幼教專業成長的日漸受重視。  
以上這些法令與制度的公佈造就了現在多元的幼教師資培育

制度，茲將現行的師資培育管道與實習制度分述如下：  
 
 

一、師資培育管道  
國內現行的幼教教師培育機構共有三類，學生來源與招生

方式標準有所差異，以下便針對現階段幼教師資培育管道逐一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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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師範學院幼兒教育系  
培育幼兒教育師資最主要來源便是師範學院幼兒教育學

系，其中包含了國立台北師範學院、台北市立師範學院、新竹

師範學院、台中師範學院、台南大學（原台南師範學院）、屏

東師範學院、花蓮師範學院及嘉義大學（原嘉義師範學院）、

台東大學（原台東師範學院），共九所。  
這幾所師範院校招收的學生主要是高中畢業或具同等學

歷者，並參加大學學科能力測驗後選填志願分發或參加推薦甄

試入學者。修業年限為四年。但並非所有幼教系學生都要修完

幼教學分才能畢業（許彩禪， 1999）；若要具備幼教老師資格
者，是必須修習普通、教育專業及專門等課程共 148 學分畢
業，並參加教育實習。  

 
2.大學院校的幼稚教育學程  

根據「大學設立師資培育中心辦法」（ 2003）第九條：「大
學各學系二年級以上及碩士、博士班學生在校期間經甄試合格

者，得修習教育學程。前項甄試程序由各校訂定，報中央主管

機關備查。」第十條：「學生修習教育學程，未在規定修業期

限內，修滿應修學分者，得申請延長修業年限一年至二年」。

也就是說，大學校院的幼教學程招收的是該校大學在校生，修

業年限以一至三年為原則，但學程所規劃的學期皆為四學期，

共計兩年。  
幼教學程招生方式雖由幼教學程的大學校院自訂，但最常

見的是以在學成績、筆試、面試等方式進行（許彩禪，1999）。 
 

3.學士後幼教學分班  
學士後幼教學分班成立的源由是因為教育部基於幼稚園

師資短缺的考量，而委託師範學院辦理的幼稚園師資培育學

程。招生的對象是國內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校院畢業或教

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校院畢業，獲有學士以上學位者，此外男

性必須服完兵役或無兵役義務者。以聯合命題、公開招考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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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日間班修業年限一年，夜間班、週末班修業年限兩年。修

畢幼稚園教師資格 26 學分的專業課程與半年教育實習課程成
績及格者，得以參加教師資格檢定考試。  

 
二、實習制度  

民國 83 年的「師資培育法」及民國 84 年的「教師法」施
行後另一重大的改變是，幼兒教育學系畢業的學生須經由教育

實習才能成為合格的幼教老師。而民國 84 年公佈、87 年修訂的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定及教育實習辦法」

就是教育實習制度實施的主要法源。雖然此法已於民國 92 年 8
月廢止，但依現行的「師資培育法」（ 2004）第 20 條：「本法修
正施行前已修習而尚未修畢師資培育課程者，其教師資格之取

得，得依第八條及第十一條規定辦理，或自本法修正施行之日

起十年內，得適用本法修正施行前之規定。」也就是說在此之

前入學但尚未畢業者可自行選擇新制或舊制。因為本研究參與

者可以選擇用新法與舊法，且「師資培育法」曾做一大幅度修

正，並於民國 91 年 7 年 24 日公佈修正後全文，故在此將師培
法於民國 91 年修正前後的制度一併描述。  

 
‧修法前（ 91.7.24 公佈前）  

根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定及教育實

習辦法」（ 1996）的規定，任何幼教師資培育學程的修業學生，
得申請幼教教師資格初檢，在學歷檢覈無誤後，初檢合格者，

由直轄市政府教育局、縣（市）政府核發實習幼教教師證書，

必須到公立或立案私立幼稚園實習一年成績及格才具有複檢

資格。而申請幼教教師複檢資格，必須是取得實習幼教教師證

書且到幼稚園實習一年成績及格者。因此，只要在幼稚園實習

一年的成績及格，並將過複檢審查無誤，即可取得合格幼稚園

教師證書。  
 
 

 - 11 - 



‧修法後（ 91.7.24 公佈）  
學生修習普通課程、專門課程及教育專業課程至少一年

後，另加參加半年之教育實習課程，修畢規定之師資職前教育

課程，成績及格者，由師資培育之大學發給修畢師資職前教育

證明書。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得依證明書所載之類

科別，報名參加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定。以

筆試進行之。考試結果經中央主管機關所設教師資格檢定委員

會審查及格者，由中央主管機關發給教師證書。  
 

民國 91 年 7 月 24 日「師資培育法」修正施行前後主要相關問
題比較整理如表 2-1（請見下頁）。  

 
本研究參與者分屬三種不同幼教師資培育機構，又因入學年

度不同所適用的辦法亦不同，其中幼兒教育學系與幼教學程的參

與者是可選擇半年或一年的實習，但他們皆選擇一年的實習；學

士後學分班則是進行半年實習後，參與資格檢定考試。將三人從

修業至取得合格幼教教師證過程，圖示如下：  

 
 
 
 
 
 
 
 
 
 
 

及格

及格

及格

及
格 

取
得
合
格
幼
教
老
師
證
書 教師資格  

檢定考試  實習半年

實習一年  

實習一年  

修業一年

修業二年

修業四年  

學士後幼教學分班

幼稚教育學程  

幼兒教育學系  

圖 2-1  三位研究參與者取得合格幼教老師證書路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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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師資培育法修正前後比較（ 91.07.24）  
 
 修法前  修法後  

實習資格  

完 成 幼 教 師 資 培 育 課 程

後，得申請幼教教師資格

初檢，經教師資格初檢合

格者，取得實習教師資格。

修習普通課程、專門課程

及 教 育 專 業 課 程 至 少 一

年，並另加教育實習課程

半年。  

實習時間  

實習期間自當年七月起至

翌年六月止。（重大疾病或

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不受

實習起訖年月之限制）  

所定半年教育實習，以每

年八月至翌年一月或二月

至七月為起訖期間  

參 加 實 習

之身分  
實習教師  學生  

檢定方式  

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

幼稚園教師資格檢定及教

育 實 習 辦 法 」 規 定 辦 理

初、複檢，係屬書面形式

審查。  

另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定辦

法」辦理，係採筆試行之。

取 得 合 格

教師證書  

在幼稚園實習一年成績及

格者得申請幼教教師複檢

資格，經複檢審查無誤，

即可取得合格幼稚園教師

證書。  

修業成績（含普通課程、

專門課程教育專業課程與

教育實習）及格者，發給

修 畢 師 資 職 前 教 育 證 明

書。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

育證明書者，可參加教師

資格檢定考試，考試結果

經中央主管機關所設教師

資格檢定及格後發給幼稚

園教師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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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師資生成為教師之相關議題  

由前一節中得知，要成為一位教師（ learning to teach/ learning 

to be a teacher）除了修習教育學分，更要經由實習的洗禮；採用

新制者（ 92 學年度後入學者）還需參與教師檢定。在學階段師資

培育到實習這樣的歷程，已是「教師專業發展」的開端。當教師

具備專業的知識與能力，才能勝任教師工作，這是被普遍認同的

共識。從專業資格的觀點看，一個合格教師，沒有職前教育課程

為基礎，以及後續的教育實習歷練，是無法具備法定資格的，因

此，在學階段的師資培育課程是教育實習的基礎，而教育實習則

是在學階段師培課程的延續，兩者都是專業教師必備的條件，關

係十分密切，缺一不可。  

 

一位教師的養成及如何持續發展成為專業的教師，這在探究

教師專業發展歷程上是一個重要的議題。然而，國內大多數的研

究，僅只是將焦點分別放在實習教師及初任教師上，較少有研究

探討在學階段的師資生成為幼教老師之歷程。從教師專業發展的

角度來看，師資生從在學到在職階段會歷經許多不同的階段。國

內外不同的學者所關注的焦點不同，所區分的階段亦不同。本研

究參與者歷經在學及實習階段，因此我特別針對師資生從在學的

師培階段過渡到實習這一歷程，以及與此歷程相關之研究進行分

析與整理。以下分為專業發展階段及師資生所面臨的困擾與調

適，加以探討：  

 

一、專業發展階段  

國內外學者提出教師發展階段論，將教師發展區分成不同階

段。有些學者僅將範疇放在在職教師之專業發展；有些則將在學

期間之培育及導入階段也涵括進來。國外師培制度與國內不同，

在國外研究中提及的實習制度與我國有所差異，許多情況是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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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而論，但在學師資生至現場實習時的衝擊與震撼是相似的，

許多資訊仍是可以交互參考、印證。  

 

饒見維（ 1996）提出教師發展的理想階段應是「教師專業發

展三階段六時期論」，其中前兩階段是針對職前師培階段與實習導

入階段：  

（一）職前師資培育階段  

此階段為教師成為合格老師前的求學時期，包括高中與

大學時期，但仍偏重於大學時期的職前師資培育階段。本階

段又分為探索期與奠基期。  

1.探索期：此期的主要特性是，探索教師的工作特性，並試

探是否符合自己的性向，並決定是否將教師工作當成終身

職業。  

2.奠基期：此時期指的是師資培育課程大二到大四這段期

間，或學士後教育學分班這段時間。主要是奠立成為教師

所需的基本專業之能與基本學科知能。  

 

（二）初任教師導入階段  

係指教師從任教第一年至第四年，亦即現行一年實習制

度中的實習階段到正式合格教師後第三年這段期間。在整個

教師專業發展的歷程中，這個階段有著關鍵性的影響，「這

個階段是否能順利渡過、順利成長，會深切影響日後的專業

發展」。本階段可進一步劃分成適應期與發奮期。  

1.適應期：為從完成師資培育課程後，成為實習教師開始，

一直到獲得合格教師資格為止，此段期間約一年。此期主

要特性為求適應與求生存。師資生初入現場面臨著許多的

震撼與挑戰，為了生存他們只能可能讓自己去適應各種的

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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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發奮期：此時期係指擔任合格正式教師第一年到第三年的

這段期間；主要特性為發奮圖強、大量學習，以使成為一

個勝任教師。  

 
Fuller 早在 1969 年時，從 10 個研究中把教師發展歷程所關

注的事項歸納如下：（一）教學前：無明確關注；（二）教學前期：

關心自己（ self）；（三）教學後期：關心學生的成就。  

（一）教學前：無明確關注  

由於沒有研究專門探討主修教育的學生在實習之前關心

的事，因此這個「教學前」階段只涵蓋準教師從第一次接觸

學生到真正開始教書之間的時間。在這個階段問這些準老師

們有什麼問題，他們多半提及與同伴的相處或學業上的挫

敗。如果問的是教學關注（ teaching concerns），他們不是重

覆別人的回答，就是根據聽來的消息作答。也就是說，準老

師的關注顯得模糊籠統，不直接指涉教學中明確的層面，顯

示他們對教學涉入（ involvement）的程度非常低。  

（二）教學前期：關心自己（ self）  

到了教學現場後，新手老師們最明顯的關注在於自我的

表現是否適切。 Fuller（ 1969）從 10個研究中歸納出這個一

致的結論。雖然新手教師沒有直接表達卻隱含著的關注是：

「我的位置在哪裡？」這樣的疑問。  

 

之後，Fuller 和 Bown(1975)更仔細地將教師專業發展階段區

分為四個階段：「職前教育關注 (pre- teaching concerns)階段」、「早

期關注生存 (early concerns about survival)階段」、「關注教學情境

（ teaching situation concerns）階段」及「關注學生 (concerns about 

pupils)階段」等四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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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前教育的關注階段」，指在成為正式教師前的師資培育階

段，他們認同於現實中的學生身份，並沒有實際的經歷過教師的

角色，因此，對於教師的角色是採取想像中理想化的觀點。  

「早期關注生存階段」，指剛開始接觸到實際教學工作的教

師，先前理想化的關注焦點轉變為關注是否能勝任教職，開始關

注如何實踐職前所學得的教學原理與原則、如何增進教學能力、

精熟教學內容、班級經營技巧與關注評鑑者的態度以及心理特徵

（充滿壓力與缺乏自信，有時會迫於現實環境的壓力而放棄原有

的原則和理想，以求取生存適應）。「關注教學情境階段」的教

師則轉向關注自己教學的表現。而「關注學生階段」則是開始關

注學生的學習、社會與情感的需求，並視每個學生為獨特的個體。 

在學階段師資培育的師資生是為「職前教育關注階段」，而接

觸實習現場後的師資生為「早期關注生存階段」，然而每個人的發

展不同，未必總是依照一定的次序及原則發展，在關注的層面也

會有重疊的可能。  

 

高強華（ 1996）從教師社會化的角度將在學階段師資培育之

前的時期融入教師發展的階段中，其分為：專業教育訓練之前的

社會化、職前養成教育階段的社會化、實習前後教育階段的社會

化、正式服務任教階段的社會化。  

（一）專業教育訓練之前的社會化  

許多研究認為，個人在接受正式的師資養成專業之前，

個人的種種經驗都是影響教師社會化的重要因素（高強華，

1996）。Wright (1959)與Wright & Tuska (1967, 1968)的系列

研究指出，教師孩提時代的重要他人對其教師社會化有相當

可觀的影響。這些實證的研究將這稱之為「教師發展的童年

故 事 理 論 （ childhood romance theory of teacher 

development）」。另一方面， Lortie(1975)也提出「觀察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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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 (apprenticeship of observation)」的影響，也就是說個人在

學生時代的經歷中，一直在觀察老師的態度、教學模式及行

為 等 ， 在 他 之 後 成 為 老 師 時 會 將 這 些 特 質 內 在 化

（ international），所以早期的經驗對其成為老師之間的關係

是很密切的。  

（二）職前養成教育階段的社會化  

這個階段主要是接受成為教師所需要的基本專業知能。

國內的職前課程將理論與實習課分割；師資生在學習理論

時，經常與教學實際無直接相關，或只是虛擬的情境中學

習，自然造成理論與實際的區隔（周淑卿，2000）。許多的

研究發現，師資培育對於師資生之價值、信念及態度上的影

響並不大，對教師真正重要的影響，是由教師的形象、學生

的角色、知識、課程和專業人員彼此之間交互作用形成多重

而複雜的潛在課程所構成（Bartholomew, 1976; Giroux, 1980; 

Ginsburg, 1984; 1985; Popkewitz, 1985；引自高強華，1996）。 

（三）實習前後教育階段的社會化  

在此階段的師資生一方面學習如何適應學校文化、適應

學校系統的運作，也在「理想的角色期望」和「實際的角色

扮演」中歷經矛盾與衝突。谷瑞勉（ 1998a）認為：師資生

如何與輔導老師相處和融入校園文化是實習階段教學以外

最困難的事。師資生在學校中的身份不明使得他們與輔導老

師觀點不同時，不知何所依據，最後多半放棄自己的想法（張

明麗， 1995；谷瑞勉， 1998a；Lacey， 1977）。因此，陳嘉

彌（ 1998）認為：如何有效地將師資生導入現實的教學世界，

賦予真實的情境經驗以整合其學習之理論，減少他們未來將

面對的「現實震撼與衝擊」，實習輔導老師的重要性顯得格

外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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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cey（ 1977）更針對實習教師進行研究發現其社會化的歷程

可以分為四個階段，在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發展特性：  

（一）蜜月期（ honeymoon period）  

實習教師陶醉在初為人師的新鮮感與喜悅，凡事熱心好

奇，專注投入教學，面對學生或校內的非正式規範都以樂觀

的想法處理，他們滿心憧憬著自己的理想教師角色。這個階

段的實習教師，雖覺察到些許的困擾問題，可是未能作深入

的思考反省，以為會隨著時間的拉長及學校生態熟悉度的增

加自然解決。  

（二）適當教材教法尋找期（ the search for material and ways of 

teaching）  

實習教師漸漸地發現教室的秩序失控，自己的判斷力不

夠果斷，臨場的應變能力不足，因此努力地尋找更豐富的教

材及各種生動活潑的教法來吸引學生注意，他們面對到教室

管理及教學技巧有效運用的困擾。同時也開始檢討自己的理

想角色期望，但未輕易放棄理想，學校中的管理導向仍無法

影響實習教師所抱持的人文導向教學態度。  

（三）危機期（ the crisis period）  

實習教師發現仍然無法透過教材教法掌控學生及教室秩

序，逐漸覺得力不從心，挫折感油然而生，此時實習教師漸

漸發現許多問題，也面臨著自我成就水準與現實的衝突，希

望能從別人身上得到協助。此時期中當實習教師感到教學與

管理兩方面的失敗時，他們會有著嚴重的自責，並抱怨學校

與學生，怨天尤人的情緒也動搖了原本全力以赴的理想目

標。理想與現實的衝突、理論與實際的差異，加上本身實務

經驗不足，實習教師開始懷疑自己是否適合當一個教師。  

（四）動盪期（ learning to get by or failure period）  

實習教師經歷危機期的挫敗後，會意識到他必須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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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現實之間的衝突與差異有所調適，調適成功者會繼續任

職，調適失敗者，可能會離開教職另謀出路。實習教師可能

採行下列幾種社會策略：  

1.內在化的調適（ internalized adjustment）  

個人完全同意身旁權威者的意見，內心和外表均接受現

實環境的限制，價值觀和行為取得一致。這種裡外一致的適

應，是最安全的方式，但如果環境不盡理想，實習教師只求

適應的做法，則可能失去自己的理想性與自主性，成為過度

社會化的人。  

2.策略性的服從（ strategic compliance）  

有些實習教師在表面上服從身旁權威者的意見，但內心

反抗其壓力，私底下仍保留自己的意見。  

3.策略的再界定（ strategic redefinition）  

個人不同意身旁權威者的意見，設法重新界定情境而試

圖改變。在這種策略裡，加入個人主動創造的成分，可能成

功也可能失敗。若失敗，個人可能離開教職，或採取另一種

適應環境的策略；而若成功，卻能改變原機構可接受的行為

範圍，甚至改變該團體原訂之社會化目標。  

在動盪期，有些實習教師作「策略性服從」，採選擇性

的改變；有些則以自我為合法化的標準，對情境定義作「策

略的再界定」，運用此一策略成功者和前述策略的使用者一

起留任教職。然而，一旦運用「策略的再界定」失敗時，即

可能離開教職。  

 

關於幼教教師專業發展階段，有 Katz 及 Vander Ven 兩人提

出：Katz（ 1972）認為：幼教教師成長有其階段性及其需求，將

之 分 為 四 個 階 段 ： 求 生 階 段 （ survival stage）、 強 化 階 段

（ consolidation stage）、求新階段（ renewal stage）、成熟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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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urity stage）。Vander Ven(1988)則將教師專業發展分為五個

階段，並定義每個階段的專業程度：新手階段（ novice stage）、

萌芽階段（ initial stage）、獲知階段（ informed stage）、整合階段

（ complex stage）及影響階段（ influence stage）。這兩位學者所

提及皆為正式幼教老師之專業成長。本研究參與者仍未成為正式

幼教老師，但從在學到實習這段期間所經歷過的歷程也可能會與

Katz 求生階段及 Vander Ven 新手階段的特徵雷同。  

Katz 所提出的：在「求生期」中的教師較關切自己的生存問

題，且發現到他們所預期的成功與教室內的實際情況之間有所差

距。常會感覺自己還沒準備好，也不適合當幼教老師；這階段的

教師非常需要現場的支持與技術協助。  

Vander Ven（ 1988）指出：在這個階段的幼教工作者通常是

以助手或助理的身份與幼兒做第一線的接觸（林育瑋，1996）。教

師在專業能力上還不足，他們通常會表現出無知或不適當的個人

情緒，對幼兒發生狀況時的反應也不夠專業（王旭萍， 2004）。  

 

以上是不同學者對於在學階段師資培育到實習階段的師資生

在專業發展階段之看法。師資生從在學到進入現場實習時，常會

有對工作的陌生與不熟練，及對所學理論尚未融會貫通，不知如

何在現實情境中運用等情況。周淑卿（ 2000）指出，當他們試圖

將所學的專業知識套用到實際狀況上，往往發現這些專業理論不

適用。從以下許多師資生在實習所遇到的困擾中可窺知他們的衝

突與不適應。  

 

二、困擾與調適  

就教師專業的整體發展而言，教育實習是職前教育極有價值

而不可或缺的一環（陳美玉， 1999）。然而，教育實習是一個複

雜的情境與過程，多數實習老師面對實習的情緒也是錯綜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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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是因為未具有實際教學經驗的師資生進入教學現場、遭

遇多方困擾時，會有工作無力感、喪失信心、焦慮疲乏等現象（林

一鳳， 2003）。同樣地，教學現場也常使得實習老師未經省思就

放棄理想，接受現存的規範，甚至失去不斷成長、創新的能力；

如此不僅影響教學品質，甚至也會影響教學壽命。這樣的情況常

使得剛進入現場的師資生充滿了失望與幻滅，而導致「倦怠

（ burnout）」與「耗竭（ attrition）」（楊惠琴， 1997）。  

 

早期國內探討實習困擾的相關之研究，所指的多為集中實

習。這是因為民國 83 年「師資培育法」通過之後，民國 88 年起

才有一年的實習制度。仔細比對集中實習與一年教育實習這兩部

分，可發現這些困境是大同小異的，也就是說當師資生進入教學

現場時或多或少都有相似的難題產生，故在此一併進行探討：  

 

王莉玲（ 1992）探討花師 80 年度幼師科應屆畢業生實習教師

於集中實習期間所遭遇的困難，發現：  

1.試教前實習教師最困擾的事為：常規的訓練技巧、教案

的編寫、教具的製作、教學的技巧、如何與幼兒溝通、

對幼兒的了解等。  

2.試教期間最感困擾的事項為：秩序的控制、活動的銜接、

引起動機、與原班教師不易達成共識及不能控制外來的

干擾。  

3.試教期間實習教師對幼兒行為的輔導與處理及對幼兒意

外傷害及疾病控制的技巧與常識不足。  

4.試教期間實習教師的挫折來源為：實習生教學輔導技巧

欠佳（其中以課室管理技巧為最）、幼兒不合作、學習興

趣不高、實習生本身無法達成自己的要求，造成心理障

礙、實習生間溝通不良無法合作及與現實環境、家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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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教師之要求不合。  

5.有百分之四十的實習教師認為理論與實際相去太遠，僅

有少部分（ 2.2%）認為理論與實際非常吻合。  

 
劉慈惠（ 1993）針對 79 學年度 8 所幼師科應屆畢結業生於集

中實習期間所遭遇的困難，發現：  

1.試教前實習教師最困擾的事為：秩序的控制、教案的編

寫、帶領活動的技巧及對幼兒的了解。  

2.造成試教期間教學困擾的因素依序為：幼兒的的常規與

秩序、不能控制外來的干擾、教室空間不足及與原班教

師之溝通、共識不足。  

3.試教期間實習教師對幼兒行為的輔導與處理上多數僅認

為尚可而已，實習教師認為自己尚需強化有關幼兒攻擊

行為、打小報告、幼兒間的糾紛、幼兒相互排斥及說謊

等問題的處理能力。  

 
林麗卿（ 1996）採用詮釋性的研究觀點和方法，探討一位美

國幼教準教師在集中實習中所經驗的困境。發現其面臨了四大類

難題：  

1.夾縫求生之間：夾處於大學傳授的理念和幼稚園實務之

間、兩位原班老師不同的課室標準之間，使得這位準教

師對自己理念與標準產生了懷疑，甚至對成為稱職的老

師失去信心。  

2.角色界定混淆：常在原班老師與幼兒心目中所扮演的角

色感到困擾、不知所措。  

3.專業知識未臻成熟：由於自身在教學實務上知能的不

足，而教室中課程多樣化而且具有彈性，幼兒的表現和

反應往往無固定的模式；幼兒同儕互動頻繁因此衝突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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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教室規則往往不是依據現有的教條而是幼兒與教師

互相協商形成的。這種種現象均使得接觸現場不久的師

資生整天疲於應付。  

4.幼兒關注引發兩難狀態：同時注意到個別需求與團體需

求的衝突；因此，常在這種個體與群體需求的對立中感

到兩難，不知如何取捨。  

 
鄭立俐（ 1998）探究一位大四幼稚園實習教師在實習期間所

面臨的教學困擾有：  

1.人際關係的問題：不管是原班老師之間或實習搭擋之間

的問題，都與溝通不足及理念不同有關。  

2.角色定位的問題：實習教師對幼兒而言究竟是大姊姊，

或是老師的角色？對家長、輔導教師、師院教授而言，

究竟是一位學生或老師等角色的衝突。  

3.專業知能不足的問題：不瞭解幼兒的興趣、能力與個別

差異；在教案編寫、引導技巧、時間控制、常規管理、

幼兒行為輔導方面都感到困擾。  

4.實習幼稚園限制的問題：實習教師安排的課程與教學內

容必須配合園方政策，沒有充分自主權；幼稚園與國小

之間的協調、園方指令傳達不清楚。  

5.師院集中實習制度的問題：見習與試教次數太少、集中

實習時間太短、實習導師及師院諮詢小組的指導不夠都

是問題所在。  

 

民國 83 年，「師資培育法」通過之後，陸陸續續有不少學者

針對一年的實習制度進行相關研究。  

陳雅美（ 2000）在「幼稚園實習教師與實習輔導教師對於教

育實習一年之評估研究」中，以 6 位實習教師及其 9 位實習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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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為研究對象。了解由學生轉變為實習教師這段「由學到教」

的發展歷程，其發現在這段歷程中實習教師所遇到的困境包括：

人際關係的建立與培養、實習幼稚園的課程轉型、遇到實習幼稚

園重要活動干擾正常課程的進行、實習教師無法認同實習輔導教

師的作法等。  

 

林一鳳（ 2003）探討幼稚園實習教師在教學實習的過程中可

能遭遇的十項困擾有：教學主題的決定；主題網的撰寫、實施；

教學活動的實施；與幼兒互動；課室管理；親師互動；教學主題

的結束時間；主題受到外界事件的影響時如何處理；該用何種方

式結束主題；如何呈現幼兒的學習成果。  

 

谷瑞勉（ 2000）從瞭解「幼稚園實習教師在一年實習中的教

學與發展」中發現：實習老師與幼兒的關係會影響其教學過程，

使得他們費心思考如何讓幼兒接受和喜歡其教學。再者，實習老

師對於班上有嚴重程度的特殊需要幼兒，也感到困擾。另外，谷

瑞勉也針對實習教師的教學實作提出了八點的困擾：  

1.對幼兒太客氣、未能嚴格要求，以致幼兒不聽實習老師的

話；  

2.開始時不瞭解幼兒的想法，以致「語言」不通，無法掌握

全班的動向；  

3.不知如何提高孩子的學習興趣，活動無法延伸；  

4.不會掌握教學時間，只專注在教學忽略其他狀況；  

5.處理幼兒問題會模仿師傅的作法，卻不會應變；  

6.與師傅之間的互動有所拘束，有時因太在意師傅的想法、

看法而不敢表達；  

7.對幼兒雖友善但互動不足，無法發掘問題所在和注意到各

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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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常執著於一些觀點而放不開，很怕違背理論、過於追求完

美，以致不能隨機應變。  

 

綜合以上研究所得到，實習老師在教育實習時所遇到的困境

與挑戰可分為四方面：  

1.教學方面：教案編寫、教學技巧、常規的技巧  

2.角色方面：定位的曖昧  

3.與幼兒互動方面：不了解幼兒的興趣與能力，幼兒行為

輔導的知識不足  

4.溝通互動：與實習輔導老師的溝通互動  

 
以上大多數的研究是探究「集中實習」時所遇到困境；僅有

陳雅美、林一鳳與谷瑞勉是以實習一年的師資生為研究對象。實

習時會遇到困境與衝突似乎是無可避免。林麗卿（ 1996）指出，

經歷困境未必總是產生負面效果，端看實習生、實習輔導老師、

及實習指導老師如何互相協調以因應這些困境。當其研究對象面

臨四大難題時，實習指導教師及輔導老師所提供的情緒支持、教

學策略及認知上的挑戰，使得實習教師能夠從困境中省思而得到

專業成長。  

Veenman（ 1984）在其研究中歸納相關文獻後發現，剛進入

現場的老師最感困難的是如何調適理想與實際的問題。師資生面

臨的困擾所帶來的無力感與不適應，往往和其對教育工作的認識

與角色知覺不同有關。楊惠琴（ 1997）指出，師資生在師資養成

階段所接受的教育，形成一套自我對教育的知覺系統，諸如理想

教師的典型理想的學校情境以及理想狀態中的師生互動關係，然

而在實際接觸教學工作之後，現實與理想往往落差很大。谷瑞勉

（ 2000）也提到：實習教師在教學過程中不斷思考與經歷的是，

理論和實際的轉換、印證問題。當實習老師面臨這樣的衝突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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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儘管認為實習輔導老師的作法不妥，但「人在屋簷下」，只

能等有自己的班級時再去進行自己的方式；有的堅持學校所學，

從中摸索理論與實務的平衡點；有的接受實習輔導老師的建議，

相信真正能在現場用的，才是有效的。  

 

Bollough(1989)的個案研究發現，初任教師在面臨教學上的

困境時，會採用以下的對應之道：簡化環境、退縮、重新建構教

學情境、妥協、改進技巧（如：事前的計畫、彈性調整、對自己

與他們維持合理的期望）、推諉否認問題與自己有關，以及放鬆

自己的情緒（引自江麗莉，1995）。許多研究（Corcoran,  1981；

Weinstein, 1988）指出，經歷過現場震撼（ reality shock）的實習

老師教學態度由人文導向（ humanitarian orientation）轉趨管理導

向（ custodial orientation）或實利導向（ utilitarian）（引自張芬

芬，1991），這也是一種自我調適的方式。Green 與 Ross（ 1996）

將教師因應困擾的策略分為： 1.「自我指導」（ self-directed）策

略：如採一步步的行動計劃來解決問題、採教育途徑來校正問題、

自己以認真的情緒來面對問題、直接行動以處理問題、擱置其他

工作來解決問題； 2.「他人指導」（ other-directed）：在學校和

他人討論這種挫折與感覺、向家人和朋友發洩情緒、從他人那兒

尋找解決問題的建議、將自己的感覺告訴可信賴者； 3.逃避策略

（ avoidance coping）：包括嘗試不想問題、從事其他工作以轉移

注意力、放學後從事一些自己感到愉快的事、嘗試忽略問題等（引

自郭丁熒， 1998）。洪慧蓉（ 1998）曾探討國小實習教師的情緒

心理與調適策略，發現：實習教師所採取的情緒調適策略有解決

問題策略、暫時擱置策略、改變策略、逃避策略等。  

 

McDonald（ 1980）指出，師資生面對困擾與挑戰時，若沒

有得到適當的輔導與協助，早期在嘗試錯誤下所得到的因應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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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將形成教師終生的一種教學方式（施冠慨， 1992；白清平、

林新發， 2000）。故瞭解師資生所面臨的困擾，提供因應之道，

並協助其度過這困擾時期，是值得重視與實踐的。  

 

第三節   影響師資生成為幼教教師之因素  

 

成為老師是一連續性的歷程，也是環境脈絡、文化背景與個

人特質不斷交相作用、互為影響的過程（陳美玉， 1999）。從前

一節中，更不難看出師資生成為教師這樣的動態發展歷程，深受

其早期成長經驗、在學階段師資培育與實習階段的影響。本節將

分別從不同時期對師資生的影響，逐一探討：  

 

一、師培過程前之成長經驗  

教師早年的成長經驗，對其教學專業理論與實踐有相當大的

形塑作用（Goodson， 1992）。早期生活重大事件會影響其對事

物價值觀，個人對角色的學習與認同歷程，也會受到早期成長與

學習經驗的影響而進行選擇或仿效。其中家庭環境是人最早被賦

予角色的地方，也是形塑個人性格最重要的地方；而學校環境中

教師的行事風範都可能影響一個人對「教師角色」的知覺印象，

成為潛在的孕育因素，而在未來實際擔任教師角色時發揮影響

力。Connell(1985)提出，教師童年時期所經驗的親子關係會反映

在他們和孩子的互動上。  

Wright 與Tuska（ 1968）曾提到：教師的兒童經驗，特別是

其與重要他人的關係，會影響其人格，並持續主宰他後來當老師

的 樣 子 ； 前 一 節 中 也 提 到 Lortie（ 1975） 認 為 「 觀 察 見 習

(apprenticeship of observation)」 --教師發展從小長期觀摩教師的

教學就有了，累積的效果甚至連專業訓練都難以改變。高強華

（ 1992）認為，根源於個人的生活經驗以及個人對生活種種主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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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覺與判斷，亦可奠基於教師的專業教育背景和專業社會化歷

程。  

另一方面，人格特質、信仰、反思內容與能力等個殊性的因

素也是會影響師資生成為一位幼教老師的歷程。因為每個人都是

獨特的，擁有不同的經驗、價值觀、個人目標與行為模式等，所

以每個人理想中的教師是不同的，對於自己想要成為什麼樣的教

師是有不同的形象。陳美玉（ 1999）提到，成功教師的人格特質

大致上包含：熱誠、開放、樂觀積極、樂於助人、偏好社會互動、

獨立自主、喜愛實踐性活動等。所以人格特質對個人成為老師的

適應歷程上有一定的影響。  

再者，家人的支持、鼓勵或排斥，影響個人對教師工作的投

入與離職。研究指出，由於父母的協助，鼓勵子女獨立和協助建

立信心，將使其養成早期的自信和企圖心，對往後生活的滿意度

有正面影響。另一方面，生活中的重要他人對其支持度，也會帶

來的影響，愈得到支持、認可，愈能為自己帶來信心而全力以赴。 

 

二、在學期間師資培育之課程與師培者  

師資生接受有系統的師資培育的課程訓練，修習專門學科

學程（如語文、數理、社會、體育、音樂、美勞等教育學系）、

學習教學專業知能、培養專業態度、並經由參觀教學、試教與

集中實習，被認為是一種品質保證。有研究者肯定其專業訓

練，尤其是各科的教材教法以及實習的經驗（簡紅珠， 1996；

羅明華， 1996）。然也有不少研究（謝寶梅， 1993；羅明華，

1996）指出，師資培育機構不僅過度偏重理論輕實務，師資生

不易將理論化的知識轉化應用。林育瑋（ 1996）的研究也發現：

多數幼教教師提到，師資培育課程的非實用性，以及理論與實

務的差距。無論如何，師資培育課程對成為老師的師資生有一

定的影響，只是有哪些影響？影響的程度為何？目前仍未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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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明確的答案。  

另一方面，在學階段師資培育的非正式課程及潛在課程，

對師資培育品質也會有相當大的影響。高強華（ 1996）指出，

有些學者認為師資養成教育過程中最重要的並非來自正式教

學的知識和技能，而是師範教育中的潛在課程才是真正影響教

師教學實際行為的關鍵因素。饒見維（ 1996）所提的有許多社

會或教育的一些重要課題，不應僅止於課堂講授，而應於社團

活動中深入探討。李鳳吟（ 1998）探究師資生在學期間的社會

化歷程，也發現：職前師資培育的社會化歷程中，其培育學校

的環境與氣氛會影響到師資生社會化的內涵與歷程。  

 

三、教育實習  

教育實習階段在整體師資培育制度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也是銜接職前教育和在職教育專業成長的橋樑，更扮演著教育理

論與實踐連結的角色。實習老師是否能經由此種轉換性教育的安

排，成功而順利的成為一位具有專業能力的正式教師，其在教育

實習階段的發展情形乃是關鍵性的因素（陳美玉， 1999）。  

 

在實習階段中，影響實習教師發展的因素，包括：  

（一）實習園所 /幼兒  

教師的養成教育無法單靠師資培育機構獨立達成，必須透

過實地教學與經驗才能使成為一位勝任的現場教師。經由實習

可讓師資生學習有關理論與實務對照、驗證、反省及修正的機

會。 Zeichner（ 1986）指出，整個教學生態環境與教師工作的

內容密不可分，且是一種互動關係；也就是說，園所內的各種

人、事、物皆與教師成長關係密切。故實習學校的選擇是影響

師資生學習的關鍵。若實習的學校能提供師資生在優質的實習

環境中學習，相信對於他們成為專業的「準教師」是很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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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之，若實習園所是師資生為廉價勞工或園所氣氛未能促

進教師專業成長時，對師資生而言，將是很大的殺傷力。

Copeland（ 1986）指出，不能提供適當學習經驗的學校，會使

得潛在課程的影響超過正式試教實習的成效（引自高強華，

1996），也就是說如果在一所不良的學校實習所造成的負面影

響可能遠超過他試教時所獲得的正面經驗。Mclaughlin（ 2002）

提到，教學的場域與所獲得的資源對於教師的教學有很大的影

響。若能在有教師學習社群（ community of teacher learners）

的學校中，實習對師資生的正面影響是有加分的效果的。  

 

幼教現場中幼兒的回饋師常是讓資生在幼教路上堅持下

去的重要因素。林育瑋（ 1996）的研究中發現，幼兒促使教師

成長的重要人物；孩子所問的問題也能幫助教師成長。  

 

（二）實習輔導老師  

實習輔導教師（又稱師傅）是師資培育階段實習老師接

觸實務恐慌，或新手老師初挑教學大樑無助時，希望可以依

賴、傾訴、發問和求助的人（谷瑞勉， 1998b）。王立行、饒

見維（ 1992）提出，實習輔導教師在協助實習老師統整教育

理論與實際，且協助適應由學生變老師的心理與能力的轉換

上都扮演關鍵性的角色。實習輔導教師和實習教師的互動關

係，也是影響教育實習實施成效的主要因素。陳嘉彌（ 1998）

認為，師傅與實習老師需要發展出親切、相互尊重而有建設

性的關係，他們需要像朋友一樣，有情感的交流和交感，但

是也要比單純的朋友多一些「目標與任務取向」，是一種兼具

「師友」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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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志成（ 1997）的研究則指出，實習教師自覺與輔導教

師的關係約可分為下列三種：  

1.亦師亦友或是學姊妹的關係：傾向於教學相長，在教學

上與生活上都會給予支持與鼓勵。  

2.正式的職務或契約關係：相敬如賓，比較少非正式的互

動，在成功經驗的分享上，此一類型的輔導教師似乎也

可能比較多所保留，形式上約定的輔導關係並不能保證

實質上的經驗交流。  

3.教師帶學生，或是「母雞帶小雞」的關係：以前輩的身

分提供實務上的指導。但這種指導關係也可能直接而強

烈，如果輔導教師不考慮實習教師角色上的困窘－既是

實習老師又是學生，而且在回饋中未能指出實習教師可

行的改進方向，似乎只會給實習教師極大的心理壓力，

促使教學上的負面成長。  

 

谷瑞勉（ 1999）在「實習教師和他們的『師傅』們—新

制幼稚園實習關係及其影響之探討」更深入了描述實習教師

與實習輔導教師對彼此互動關係的看法：  

1.對實習老師而言  

(1)一開始的情況是實習教師凡事盡量不自作主張，保持敬

重的態度，聽師傅的指令形式。  

(2)與適任的師傅建立正向的關係，對不適任師傅則形成不

滿。  

(3)希望逐漸得到師傅的信賴與教學自主權，爭取不到會覺

得無力與不耐。  

(4)對師徒關係的學習適應和社會化的過程覺得充滿挑戰

與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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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對實習輔導老師而言  

(1)積極的師徒關係讓自己也能得到成長  

(2)非自願的實輔責任帶來師徒關係的緊張和壓力  

(3)實習教師對師傅推託、不信任或依賴的關係，往往妨礙

其本身的學習進展  

(4)制度要明、關係要誠才能完成良好的實驗經驗。  

 

谷瑞勉（ 1998b）更指出，藉由有經驗幼師的資歷作為輔

導與示範，協助師資生學習教學法或社會化，以進入幼教的

專業領域。因此實習輔導教師對師資生的影響是很深遠的。  

 

國外多位學者（Costa, 1987; Terrell,  1986）的研究曾提

及，教師在實習期間所接觸到的實習輔導教師，會對其產生

如生物學上的「銘印」（ imprinting）效果。實習學生往後成

為一個怎樣的教師，深受其實習輔導老師影響（引自林蕙蓉，

1998）。 Staton 與 Hunt（ 1992）認為實習輔導教師在實習教

師的社會化過程中扮演了特別重要的角色（引自 Koeppen, 

1998）。Gratch（ 2000）也認為，實習教師的認同建構（ identity 

construction）明顯基於他們過去的經驗及指導老師示範的楷

模。  

 

（三）實習指導老師  

張芬芬（ 1991）指出，「實習指導教授是聯繫實習計畫、

實習教師與實習班級原任老師的重要人物，我國的實習指導

教授負責在學校對實習老師講述實習有關的理論與技術，安

排並帶領實習活動，此外也負責實習時的輔導工作。」李小

惠（ 2002）也提到，指導老師對實習教師獲得教學專業知識

的影響很大，不但使實習教師在日後教學實作中有足夠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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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可教學生，也可培養實習教師有正確的教學態度及反思能

力（Freese, 1999 ; Nath, 1995; Rikard & Beacham, 1992）。所

以陳嘉彌（ 1997）認為，當實習指導老師師能自我認知所扮

演的角色，才能讓教育實習發揮實質的成效，然而關於實習

指導老師的角色定位卻少有系統性的分析。Henry (1995)認

為，師資生在教育實習課程中之所以有效地學習，主要端賴

教育實習指導教師在各個學習階段中應用適當的管理策略，

展現良好的諮詢技巧與人際關係，及多樣化的回饋方式來達

成（陳嘉彌，1997）。實習指導教師在教育實習中一方面聯繫

教育實習機構，一方面也協助師資生做實習規劃，故可說是

教育實習的靈魂人物。但，可惜的是針對實習指導老師以及

其與實習教師的研究相當缺乏。  

 

每個師資生都依據本身的人格特質及經驗而形成自己的教學

方式與教學理念，這是在個人經驗中得到的。每個人的人格特質

不同、成長經驗不同、重要他人不同、實習場域不同，種種的差

異造就每位師資生屬於自己獨特的幼教之路，在幼教之路上的種

種經歷都是形成他成為什麼樣的幼教老師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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