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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幼稚園老師運用圖畫書發展教學活動的歷

程，運用圖畫書的觀點，及影響此歷程的因素。由於教學歷程具有動

態發展的特性，會受到現場脈絡中人事物的影響；且教師的觀點涉及

個人價值觀和過去經驗影響，研究者認為透過質性研究重視自然情境

蒐集描述性資料、關注研究歷程、以歸納性方式分析資料、重視參與

者觀點的方式（Bogdan ＆ Biklen, 2001），最能達成本研究之目的。

因此，研究者採用質性研究的方式，透過觀察、訪談，輔以文件資料

的蒐集，希冀能夠描繪幼稚園教師運用圖畫書的全貌。 

以下將從研究現場的描述、資料蒐集、資料整理與分析及資料的

可信賴度等四個部份，說明研究方法及進行步驟。 

 

 

第一節  關於研究現場 

 

決定以質性研究方式進行後，研究者於 93 年 9 月開學第二週進

入現場，先與幼兒及老師們建立關係，並熟悉班級作息流程。正式開

始資料蒐集則是從 94 年 2 月開學後至 94 年 6 月底逐漸淡出研究現

場。本節將分別說明進入現場的過程及研究現場的描繪。 

 

壹、進入現場的過程 

在構思、撰寫論文計畫的階段，研究者開始尋找研究參與者。

研究者設定參與者選擇的條件為： 

1.具有意願：相關研究證實教師本身的意願會影響教學改變是否能

夠成功。本研究需要本身有意願嘗試，非受到園所長或教育當局

要求；且不只是在填充時間使用，而是運用圖畫書發展教學活動

的教師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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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樂於與人分享：由於本研究焦點之ㄧ是要探討教師運用圖畫書的

觀點，研究者選擇樂於分享的教師，以利於了解其內在看法。 

 

基於「本身有意願」且「樂於與人分享」的條件，經過一段時

間搜尋，找尋到藍天附幼白雲班1
及綠地附幼彩虹班。藍天附幼白雲

班教師是因教師個人的喜好及興趣而運用圖畫書；而綠地附幼則是由

彩虹班圓老師提出建議，取得全園教師共識後，共同嘗試以圖畫書做

為教學主軸的方式。研究者認為彩虹班圓教師符合「本身就有意願」

的條件。與兩個班級的老師聯絡取得同意後，就選定兩地為研究現場。 

從 93 年 9 月開始進入研究現場，綠地附幼一週觀察兩個半天，

藍天附幼一週觀察一個半天。進入現場觀察的目的是與兩個班級的教

師建立關係，並希望了解他們運用圖畫書的狀況。此時研究者大多退

居一旁觀察，鮮少與幼兒、教師互動。因為藍天附幼位於台北縣，往

返需耗時三個鐘頭的車程，考量真正進入現場後個人的時間及精力，

經過口試委員同意，最後決定以綠地附幼彩虹班做為研究現場。 

論文計劃通過後，研究者與彩虹班老師確定研究的方向、輔助工

具的使用及研究的細節，並於 94 年 2 月開學後正式進行資料搜集。

由於 93 年 9 月開學後即進入彩虹班觀察，已經與幼兒及老師建立良

好關係，所以不須花費很多時間適應該班的運作模式。 

 

貳、研究現場的描繪 

本研究以綠地附幼彩虹班為研究現場，以下將分別介紹綠地附

幼、彩虹班及兩位研究參與者。 

 

一、綠地附幼 

綠地國小座落在台北市一個熱鬧的地區，屬於老舊社區，社區內

多是隔代教養，除了部分父母親社經地位較高，大部分幼兒父母親則

                                                 
1 本研究出現的學校、班級、教師、幼兒名字皆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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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忙於商圈或是市場的工作。 

綠地附幼成立至今五十多年，採用大單元教學模式。目前有 5 個

班級，分別是 2 班中班、2 班大班及混齡班 1 班。綠地附幼教室原本

排列成一字型，民國 90 年新校舍完成後，仍延用大單元教學，但享

有獨立空間。每間教室並沒有明顯的角落，而是在教室外的公共空間

設置數學區、美勞區、生活自理區、圖書區、益智區，並於每週二、

四上午進行一個小時打破班級編制的學習區探索活動。另外，還設置

有餐廳，幼兒所有點心及午餐都在餐廳內食用。 

新校舍完成後，綠地附幼接受評鑑。當時擔任園長的晴老師和教

學組長圓老師商量，希望改變園內教學模式，不再使用坊間教材，要

求老師們自己設計教案，並請圓老師事先思考新做法，在園內會議提

出來討論、表決。由於圓老師平日很喜歡閱讀圖畫書，且經常於課堂

使用圖畫書，當時她正好看到台灣閱讀協會「童書閱讀創意教學設計

活動」徵稿活動，她認為運用圖畫書設計教學活動應是可行的方式，

一方面可作為新學年教案，另一方面若是投稿得獎也是一份肯定。全

園老師都贊同圓老師的想法，於是圖畫書在綠地附幼正式成為教學的

主軸。 

綠地附幼的教師們有共識要以圖畫書為教學的主軸後，於 91 年 3

月著手開始設計教案。剛開始老師們較依賴台灣閱讀協會提供《我的

鄰居是空中飛人》教案設計範本。這個教案範本內容分得很細，包含

的範圍很廣。 

 

例如說：我的鄰居，那鄰居有誰誰誰，然後又有社區，那社區裡面

又有公園、又有醫院、又有什麼，然後鄰居的職業是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職稱什麼，然後什麼是空中，然後空中可能就是交通工具啊，

有什麼鳥啊，然後特技團又有哪些（2005.03.30.01 訪圓） 

 

圓老師認為這本書延伸出來的內容包含鄰居、社區、職業、空

中、特技團五部份，每一部份包含的範圍又很廣，若是按照這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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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雖然內容很多、很豐富，但老師們可能無法在一個月內將內容

上完。圓老師提議簡化此架構，只要由圖畫書延伸出四個部份，一個

月以四週計算，每週可探討一個部份。老師們取得共識後，綠地附幼

決定教案設計的方向是運用圖畫書設計出四個小單元，然後再依每個

小單元設計相關活動。  

配合台灣閱讀協會徵稿要求，加上老師們認為《童書久久》根據

十一大能力提供建議書單，如此可與小學九年一貫的能力指標銜接，

因此就從《童書久久》建議書單中選書。依據十大能力挑選出十本圖

畫書，做為每個月的單元書，再由此單元書發展出四個小單元，單元

書的名稱即成為該月的單元名稱。 

由於第一次進行課程設計，老師們發展出來的小單元重複性很

高，為避免太過雷同降低學習興趣，由圓老師先圈出內容重覆的部

份，然後召集園內老師開會取得共識。經過反覆討論定案後，老師們

才根據小單元設計學習活動、學習單、相關兒歌，及整個月的評量。

每個月除了單元書外，老師們還會加入相關的圖畫書。綠地附幼教師

整整花了兩個月編寫教案，且不斷地討論、修正。教案編寫完成後，

圓老師將十位老師的設計集結成教案手冊，提供每位老師參考。這份

教案就在 91 年 9 月至 92 年 6 月使用。 

有鑒於綠地附幼招收中班及大班的幼兒，老師們決定繼續編寫

第二年的教案，以後這兩份教案交替使用。第二年單元書仍選自《童

書久久》及《童書久久Ⅱ》的書單，並延續第一年設計的方式。只是

老師們這次在編排單元順序時，會盡量把單元跟季節變化、節慶活動

做結合。 

 

〈小黑魚〉2 剛好是有關團結力量大啦，又天氣越來越熱，我們就

把它排在五月；然後六月排一個〈慌張先生〉是講有關時間的。我

有給老師們一個目標就是說，這個慌張先生你裡面除了要講，例如

                                                 
2研究者以〈〉表示單元名稱，例如：〈小黑魚〉表示小黑魚這個單元；本文中出現的單

元名稱皆以此種方式呈現。以《》表示書籍，例如：《童書久久》表示童書久久這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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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時之外，然後裡面還要有幼小銜接，讓小朋友瞭解時間的觀念。〈春

神跳舞的森林〉那個單元最明顯，因為那個單元本來是排在後面，

後來想想，我們是不是可以把它提到春天。〈春神跳舞的森林〉跟〈好

安靜的蟋蟀〉，這兩個都在春天，所以又調整了很久。後來老師們覺

得說上〈好安靜的蟋蟀〉的時候，剛好有螢火蟲可以看，所以就讓

〈春神跳舞的森林〉再往前，我們有安排這樣的時間性在裡面

（2005.05.12.13 訪圓）。 

 

由於這兩份教案都還在摸索、實驗階段，綠地附幼教師決定再繼

續使用。93 年 9 月研究者進入現場，老師們是第二次使用第一年的

教案，截至 94 年 6 月止，綠地附幼實施以圖畫書為教學主軸的方式

將滿四年。 

綠地附幼以圖畫書為主軸進行教學時，正逢當時教育部長曾志朗

推動二千年閱讀活動3
。老師們希望幼兒可以透過喜歡圖畫書進而喜歡

閱讀，所以就把推展閱讀當作是綠地附幼的遠景。從佈置書香環境、

舉辦專業成長活動、充實語文活動幾個部分進行改變： 

 

（一）佈置書香環境 

園內老師取得共識後，園長晴老師就從環境部份先著手，佈置一

個充滿書香的環境，「學習區隔間櫃子後面，我請人來訂作，用壓克力把它隔

開成透明書架，隔開以後就可以擺書，而且可以配合每個學習區的書籍來使用

（2005.06.22.01 訪晴）」。由於推展閱讀需要大量圖書，所以老師們發動家

長捐書，善用教育部贈送的三百本書籍，並且逐年增購圖書，充實園

內藏書量。各班級也成立班級圖書館，由每位幼兒提供三本書與其他

人分享，「三十個孩子就有九十本書，你去投資三本故事書，可是你去分享到的

是九十本的書（2005.06.27.05 訪愛）」。每週幼兒還可以借書回家，享受親

子共讀樂趣，並完成親子閱讀分享單。 

                                                 
3民國八十九年教育部開始推動全國兒童閱讀計畫，針對幼稚園、國小學生及家長，計

畫實施由八十九年八月至九十二年八月，為期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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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舉辦圖畫書專業成長活動 

在圖畫書知能部分，老師們提議可以請專家學者協助老師如何充

分運用圖畫書。園長支持老師們的提議，她向教育局申請經費補助，

聘請相關學者來園介紹「圖畫書與多元智能」。圓老師認為只有學校

推動閱讀不夠，希望家長也可以共同參與，所以綠地附幼從 92 學年

度開始辦理父母成長班。最初是由教授帶領老師及家長共同學習童書

推動的工作，之後則是由老師們輪流依自己專長向家長分享圖畫書運

用的心得，這個活動一直推展至今。 

 

（三）充實語文活動 

綠地附幼有獨立空間，方便使用全園廣播系統，所以除了課堂上

看圖畫書、欣賞圖畫書外，老師們決定在晨間時間讓全園幼兒朗讀。

朗讀內容包括唐詩、閩南語兒歌。午餐後至睡前約十五分鐘為空中花

園時間，每日安排不同內容讓幼兒欣賞。每週一、三、五播放音樂欣

賞故事、生活故事或成語故事，並配合「故事錄音帶錄製活動」播放

幼兒的作品；每週二由該月設計教案的老師說此單元相關的故事；每

週四則由小朋友擔任小小廣播員，介紹重要新聞、念童詩、說故事。

另外還定期舉辦說故事比賽、故事圖彩繪比賽。在綠地，童書不只是

提供視覺之美，幼兒還能夠去聽、去說故事。 

 

綠地附幼全園教師從圖畫書教學設計的擬定、修正、定案，到充

實環境設備、親師共同提昇圖書知能，及提供幼兒豐富大量的語文刺

激，一點一滴累積，從無到有，逐步實現推展閱讀的遠景。 

 

二、彩虹班 

彩虹班成員包括圓老師、珍老師、兩位修習大學幼教學程的一年

制實習老師叮老師及噹老師，及 27 位中班幼兒（11 位女生，16 位男

生，其中一位為經過鑑定的特殊幼兒）。珍老師是代課老師，代課期

間自 93 年 9 月至 94 年 6 月。自 94 年 2 月至 6 月進入現場觀察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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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以圓老師及珍老師為研究參與者。以下將介紹彩虹班作息活動

時間、教室空間、教學活動。 

 

（一）作息活動時間 

幼兒每日 8 點 30 分入園後，彩虹班老師會安排畫日記圖或是數

字運筆練習等活動。8 點 45 分開始進行全園朗讀，幼兒在老師領讀

之下，手指著書本的字跟著念讀。朗讀時間結束後，就開始單元教學

活動（除週一全園有升旗律動，週二、週四有學習區活動）。上午點

心過後，再進行另一段單元教學活動時間。下午吃過點心後，老師會

安排不同的活動，包括與單元內容有關的電影欣賞、戶外活動或是不

同領域的學習。 

彩虹班幼兒可以在 8 點 30 分以前，吃完點心後的時間及午睡前

自由選擇圖畫書閱讀。下表 3-1 是彩虹班的作息活動時間，此僅為大

致作息流程，實際狀況會有所調整。 

 

表 3-1 彩虹班作息活動時間 
     星期 

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08：45－9：00 
全園朗讀 

（週一、二朗讀唐詩，週三、週四朗讀閩南語兒

歌） 

英語 VCD 

09：00－10：00
全 園 升

旗 

全園學習

區活動 

單元： 

數學活動 

全園學習

區活動 

單元： 

自然活動 

10：00－10：30 點心時間 

10：30－11：30
單元： 

認知常識

活動 

單元： 

語文活動 

單元： 

美勞活動 
體能課 

說明週末

作業 

玩具分享 

11：30－14：30 午餐、空中花園時間、午睡 

14：30－15：00 點心時間 

15：00－15：40
任意領

域活動 
電影欣賞 

體能或 

戶外活動 
語文活動 課程複習 

15：40  放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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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室空間 

彩虹班的教室全部都鋪設木質地板，大致呈現六角形。教室內並

沒有明顯的角落，僅有幾格櫃子擺放積木或是玩具；另有一個角落為

班級圖書館，擺放每位幼兒帶來學校的三本圖書。 

教室前方有一塊長方形的空間是團討區，除了小組或是個別操作

活動外，幼兒都會在團討區活動。教室後方兩片牆面是幼兒作品展示

區，這裡常會呈現幼兒每個單元學習的作品，或是與節慶有關的佈

置，例如：母親節、畢業典禮。 

彩虹班教室裝有電視機及投影銀幕，老師常會運用電腦連接單槍

投影機，透過投影銀幕跟幼兒說故事。下圖 3-1 呈現彩虹班教室空間

安排。 

 

圖 3-1 彩虹班教室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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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活動 

圓老師希望幼稚園可以提供幼兒廣泛接觸學習的機會，在規劃

教學活動時，她都會盡量涵蓋各個學習領域。例如：週一是認知常識

領域、週二是語文領域、週三是美勞及數學領域，週四是體能活動，

週五是科學活動。每日會彈性調整，但每週教學活動大致會涵蓋此六

大領域。除了她自己設計活動時有此考量，她還會希望珍老師、實習

老師叮老師及噹老師安排活動時也能達成此目標。 

從 2 月至 6 月進入現場期間，彩虹班進行五個單元。彩虹班老

師由每本單元書再延伸出四個小單元，並依照每週單元設計涵蓋各領

域的教學活動，然後透過作品、學習單或是操作觀察，評量幼兒的學

習成果。彩虹班單元進行時程如表 3-2。 

 

表 3-2 彩虹班單元進行時程 
時間 單元名稱 每週單元 

色彩王國 

我要來抓怪物啦 

白天和黑夜 
2/14－3/11 討厭黑夜的席奶奶 

星星的故事 

小雞的生長 

奇妙的蛋 

動物王國 
3/14－4/8 紅公雞 

美妙的聲音 

老鼠老鼠 

老鼠蓋房子 

小主人與小客人 
4/11－5/6 十四隻老鼠大搬家 

媽媽我愛你 

植物的生長 

蔬菜蔬菜我最愛 

水果品嚐 
5/9－6/3 傑克教授的菜園 

認識植物生長的環境 

我長大了 
6/6－6/30 媽媽的紅沙發 自我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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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參與者 

（一）圓老師 

圓老師幼教工作經驗近 13 年，民國 77 年高職幼保科畢業後，就

到私立幼稚園任教。圓老師發現高職的學歷未能得到他人的認同，往

往被舊老師當作是助教，連家長認定她為保育人員，「家長覺得說，老

師你好會綁頭髮，好像都只是認定在我們只是會綁頭髮、唱歌，就是把自己定位

在一個保育、陪孩子玩的角色（2005.06.08.01 訪圓）」。圓老師決定繼續念二

專幼保科，並且同時念師院「幼進班」，取得幼稚園合格教師證。 

在私立幼稚園待了 5 年後，她考上綠地附幼，並利用暑假時間進

修取得學士學位。圓老師來到綠地第 1 年就擔任園長，每次教學活動

結束就必須投入園務行政工作，與家長及幼兒的互動很少，這讓他覺

得自己像個才藝班老師。之後她轉任教學組長達六年之久，負責構

思、主持討論園內教學會議，她認為這個工作能激發自己先思考，然

後再把想法提出來讓全園老師討論。 

圓老師因緣際會之下進入幼保科。從念書及工作的經驗中，她發

現自己很享受跟幼兒說故事的過程，加上對幼兒身體、心理發展過程

很好奇，她從中發現幼教工作的樂趣，而這也是支持她堅守幼教工作

的動力。她希望讓人覺得幼教老師很用心、專業，而老師的專業是展

現在規劃、安排豐富的環境與活動，讓幼兒可以適性發展，「我覺得幼

兒進來這邊（幼稚園），就像進入一個大博物館一樣，她們可以看到各種東西，

也可以去嘗試，他喜歡的東西他可以盡量去做，可是他不喜歡的東西，他也可以

去試試看（2005.05.12.09 訪圓）」。除了認知能力外，圓老師認為常規、生

活習慣、禮貌、品格教育各方面，幼兒也應該要均衡發展，所以她常

會藉由幼兒淋雨、生病住院、燙傷等生活事件讓幼兒進行討論。 

圓老師本身很喜歡繪本，也很愛買繪本。在研究期間，她常會

跟研究者分享她個人的藏書。大學時，她就經由張湘君老師介紹接觸

大量繪本，而運用圖畫書設計活動是受到當時高明美老師的影響。 

 

因為他（高明美）那時候有讓我們去找，例如從一個作家，像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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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去找五味太郎的書，他的書有很多種，我們可以從《神祕的聖誕

節禮物》來認識形狀，帶到數概念，《春天來了》這本書，我們就帶

到自然方面。我們發現好多書，我們可以把它帶到各個領域，（這樣）

就變成一個多元的學習。或是從認識「我」的概念，（認識）自我的

概念書有哪些，從一個主題去找相關的圖畫書（2005.09.19.07 訪圓） 

 

圓老師 13 年教學經驗中，過去在私立幼稚園有印製好的教材，教

學只要按照園內教材教，有時會有趕進度的壓力，且很少有機會運用

圖畫書。來到綠地後，每間教室都設有圖書角，擺放很多安徒生童話

的書籍。當時雖然尚未以圖畫書做為教學主軸，且使用坊間教材教

學，但是圓老師就常會運用相關的圖畫書進行教學。 

圓老師期許自己像《爺爺一定有辦法》書中的爺爺一樣，不斷探

索、思考圖畫書的運用，獲得行動研究首獎就是對她最好的肯定。她

認為故事容易感動幼兒，她也同樣深深被繪本感動。因此，圓老師與

圖畫書結下了不解之緣。 

 

（二）珍老師 

珍老師有 2 年幼教工作經驗，在尚未到綠地附幼服務前，曾在金

門代課一年，那裡是她正式成為幼稚園老師的第一站。大學念外文系

主修韓文的珍老師對原本念的科系沒有興趣，加上在醫院當義工接觸

幼兒獲得愉快的經驗，所以會走上幼教老師之途。 

 

在醫院當義工，我覺得蠻好玩，就是很有樂趣。（我的工作）就是服

務人家啊，帶人家去看眼科，然後就接觸（到）小孩。因為小朋友

看眼科就哭啊一直哭（台語），然後我就在旁邊哄她們，就是接觸的

過程覺得有興趣這樣子，（所以會想要從事幼教老師的工作）

（2005.05.04.22 訪珍）。 

 

由於接觸幼兒的過程很有趣，珍老師大三時就報考幼稚園教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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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畢業後實習一年，她覺得實習過程蠻愉快的，沒有因為教育現場

的衝擊而被擊倒。面對年幼、單純的幼兒，她認為自己有能力給幼兒

適合他們的東西，因此堅持投入這份可以讓她開心又可獲得成就感的

工作。 

 

我覺得孩子很小、很單純，什麼都不懂。那我覺得如果在這個時候啊，

你可以給他一些東西是適合他的，對他好的，我覺得對他以後幫助好

大喔！那如果今天我有這個能力，我不會打她們、揍她們；然後好像

可以幫助她們一些什麼，可以帶給她們一些什麼正面的東西，然後不

會被孩子煩死，我就覺得那或許我就可以去試試看。反正一樣都是工

作，我覺得那怎麼不找一個可以讓我很開心的工作（2005.05.04.22 訪

珍）。 

 

珍老師安排課程時很重視經驗的延續性，她常會針對圓老師上課

內容思考要如何再延伸，她認為如此可以讓幼兒腦海中的印象一直不

斷地被增強。珍老師不認為教師是知識的權威者，基本的知識要由老

師來講述、教導，「他（幼兒）接觸到，但他並不知道它的名稱，他可能不知

道這是耳朵，這是肚臍，我覺得這個東西是基本的、基礎的知識，我覺得還是

要老師告訴孩子（2005.06.01.14 訪珍）」，但她也重視幼兒有實際操作的經

驗。她認為只要沒有危險性，都可以讓幼兒親自操作、感覺，而此時

老師的工作就只要提供環境，然後退居一旁，去支持、去看、去聽幼

兒在做什麼。她希望讓幼兒知道學習不只是經由別人告知，自己也可

以嘗試做做看，「你自己做的跟別人說的不一樣，不代表你錯，一定還有別的

原因，你可以再做一次看看（2005.04.06.06 訪珍）」。 

珍老師過去曾修習過與兒童文學相關的課程，之前在國小附幼代

課時，偶爾也會針對不同單元使用圖畫書。對她來說運用圖畫書並非

是完全陌生的經驗，「以前使用圖畫書可能就是ㄟ針對這個單元，比如說水的

（單元）好了，或是沙的（單元）好了，然後去找這方面的書，然後拿出來講，

可是它可能就是以那一週的活動為主（2005.03.09.01 訪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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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班兩位老師：一位是喜歡與幼兒相處的感覺，因而轉行投入

幼教工作的珍老師，另一位是從高職唸書時期發覺自己對幼教工作的

興趣而不斷進修的圓老師。兩人帶著過去與圖畫書相處的經驗，共同

經營彩虹班。她們與 27 位中班幼兒會和圖畫書奏出什麼樣的美妙樂

章呢?這份論文就是關於她們的故事。 

 

 

第二節  資料蒐集 

 

本節首先呈現資料蒐集的方式，其次說明研究者在本研究中所

扮演的角色。 

 

壹、資料蒐集的方式 

質性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為研究工具，在自然的情境下，採用多

種資料蒐集的方式對某種現象做整體探究，最代表性的方法就是參與

觀察和深度訪談（Bogdan ＆ Biklen, 2001），研究者再輔以相關文件

的蒐集及研究者札記，希望透過廣泛資料蒐集，呈現幼教現場教師運

用圖畫書發展教學活動的歷程。 

 

一、參與觀察 

在九十三學年度上學期末，與彩虹班的老師討論研究細節、輔助

工具的使用，取得老師們同意後，研究者於 94 年 2 月開學後正式進

入彩虹班觀察蒐集資料，觀察時間一直持續到 6 月學期結束，總計進

行了 63 次現場參與觀察。觀察時間表請詳見附錄二。以下分別說明

班級教學觀察及與教學有關園內活動觀察之細節及內容：                       

 

（一）班級教學觀察 

彩虹班於週二及週四早上固定有學習區時間，為了要蒐集彩虹班

教師運用圖畫書進行教學的大致流程，研究者選擇週一、三、五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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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進入現場觀察。週一從十點三十分開始觀察，週三及週五的觀察

時間皆從九點至中午吃飯前。 

每週一、三、五觀察時間，其中週三固定由實習老師教學，且為

配合某師院幼教系大三學生實習，4 月有三週時間由師院學生教學，

但是每週五仍由彩虹班的圓老師及珍老師輪流主教；下午觀察時間則

彈性調整，且以彩虹班教師運用圖畫書進行各領域活動、課程複習為

觀察的範圍。總計班級教學觀察 55 次。 

觀察的內容為：教師如何運用圖畫書發展教學活動；探究進行教

學活動時，老師受到哪些因素影響，以致於活動有所更動，以及兩位

教師對教學活動安排的合作與溝通等。 

 

（二）與教學有關的園內活動 

除了觀察班級教學外，經由圓老師協助及園內教師同意，研究者

增加與教學有關的園內活動觀察。包括每個單元開始前由單元設計者

召開之教學會議 3 次、單元結束前全園教學觀摩 5 次（此類活動的細

節將在第四章研究發現中呈現）。 

 

以上參與觀察時，除現場筆記外，取得研究參與者同意後還進行

錄音，以利研究者專心觀察師生間的互動及臉部表情等非言語的動

作，避免忽略現場情境快速的變動。在觀察結束後，研究者盡可能在

觀察後兩天內，配合現場筆記，將錄音資料轉譯成逐字稿，並且在觀

察紀錄表的省思紀錄欄內寫下研究者當時的想法、個人的感受、疑

問。然後將此觀察紀錄進行初步分析，從中發現相關的問題及疑惑，

以做為下次觀察重點及訪談的參考資料。  

 

二、訪談 

Langness 和  Frank（1981）提到如果研究者希望了解人們的內

在觀點，除了觀察他們正在進行的活動或事件，同時也需要訪問他

們，才得以了解他們的信念、夢想、動機、判斷、價值、態度和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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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黃瑞琴，1991a）。為了暸解兩位老師對運用圖畫書的觀點，研

究者也進行個別訪談。 

訪談包括非正式及正式訪談兩種。非正式訪談是在每次教學過

後，利用幼兒上廁所或是點心後空檔時間短暫討論。討論內容包括：

研究者有待釐清的疑惑、教師教學設計的想法、省思等，例如：在〈傑

克教授的菜園〉單元，圓老師以花果山故事開場，研究者於課後詢問

是否每月教學不一定要由單元書開始，圓老師也談到她設計此活動的

理由。 

正式訪談則是在每個單元結束後利用下午時間進行。每次訪談前

會先擬定訪談大綱（訪談大綱請詳見附錄三），但會依據訪談當時的

狀況調整、增加訪談的議題。總計圓老師正式訪談七次，珍老師訪談

五次，兩位實習老師各一次。另外，也尋求綠地附幼有意願的愛老師

及當年園長晴老師各訪談一次。訪談時間表請見附錄二。 

訪談也在研究參與者同意之下，全程使用錄音機錄音。盡可能在

訪談後三天內將訪談內容轉譯成逐字稿，並記錄下訪談當時的感受與

疑惑。然後將轉譯完成的訪談內容交與研究參與者看，請他們確認是

否有誤解的情形，並針對有疑義的地方再做澄清。 

 

三、文件蒐集 

相關文件可做為進一步訪談或參與觀察的補充資料，且可以用來

檢驗和增強其他資料來源的證據（黃瑞琴，1991a）。本研究相關文件

的蒐集包括彩虹班教學紀錄、綠地附幼教學資料等兩大類文件。 

 

（一）彩虹班教學紀錄 

彩虹班教學紀錄包括教師日誌、老師們設計的學習單、幼兒作

品。其中幼兒作品多張貼在教室牆壁或是由幼兒帶回家，所以研究者

以照相機拍攝留存。經由彩虹班教學紀錄，一方面可以由此了解教師

設計活動與孩子的學習狀況，並據此與老師們討論對圖畫書運用的觀

點、教學活動設計的想法；另一方面，也多少可以瞭解研究者未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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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所發生的教學活動、特殊事件、教師個人的省思與檢討。  

 

（二）綠地附幼教學資料 

綠地附幼已將單元設計者的設計內容編成教案手冊，供全園教師

參考。除此教案手冊外，綠地附幼推動閱讀的實施計劃、教學會議的

參考資料、以往園內教學會議、教學觀摩紀錄等，也是研究者文件蒐

集的範圍。藉由這些資料，可以幫助研究者對綠地附幼運用圖畫書發

展教學活動的歷程有更深入的了解。 

 

四、研究者札記 

在整個研究過程中，研究者將參與觀察、訪談過程中個人的感

受、疑惑，或是與研究相關的事情，皆記錄在觀察紀錄表或是訪談紀

錄表；另一方面，對於研究者扮演的角色、訪談的技巧甚至是假日在

圖書館運用圖畫書的心得也會記錄下來。例如在 9 月剛開始進入現場

時，研究者帶著從相關文獻獲得的啟示企圖去"比對"資料，以致於終

日陷入無力與困頓情緒之中，甚至懷疑自己是不是要繼續這個研究，

還好很快就發現自己的偏見。 

 

是不是在一開始，我就帶著批判的眼光進入現場，當發現與文獻不

一致的情形出現時，我就 say “No”。但是質性研究本來就是重視

現象於情境脈絡下呈現的特質，且很多因素會影響到教學的進行，

這些因素交織之下，應該會呈現不同的面貌吧！（2004.10.05 札記） 

 

透過研究者札記，幫助研究者澄清自己對圖畫書所持有的想法，

也幫助研究者反覆思考、檢視研究歷程中的想法與發現。 

 

貳、研究者的角色 

進入研究現場以前，一直思索要以何種角色穿梭在研究現場，當

綠地附幼舉行全園升旗時，研究者告訴大家「各位綠地附幼的小朋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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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好，我是郭姐姐，我聽說綠地附幼有好多好好聽的故事可以聽，所以我來彩虹

班聽故事」。這次介紹不僅是與綠地附幼所有老師第一次見面，也讓「來

聽故事」成為研究者在這個場域出現的目的。 

一開始進入現場，研究者扮演的角色是「觀察者」，坐在教室角

落，靜靜欣賞師生與圖畫書譜出的美妙樂章。進入現場初期，幼兒會

很好奇跑過來看研究者在做什麼?然後問：「你在寫什麼?」，認字能力很

強的小元還會看著筆記，然後說：「你在寫我們（白板）上面的東西

（2005.02.16 觀圓）」。研究者只是回答：「對啊，我把你們說的好玩事情寫下

來」。經過幾次以後，幼兒似乎也慢慢習慣研究者就是來跟他們一起聽

故事，然後把好玩的事情寫下來。 

原本以為可以持續扮演「觀察者」的角色，但是後來發現吃完點

心的玩具時間，常常無法拒絕幼兒的邀請加入娃娃家扮演遊戲；或是

閱讀時間聽幼兒講故事，甚至基於老師們拜託，協助記錄幼兒的想

法。然而透過此低程度的參與，不但對幼兒的想法有更深刻的了解，

且據此跟老師們討論時，也可以更清楚了解老師們設計活動的歷程。

Gold（1958）曾對現場觀察時，研究人員介入或參與所觀察人們和活

動的程度區分出四種角色（引自黃瑞琴，1991a）。隨著時間增加，研

究者認為自己的角色從「觀察者」逐漸轉變為「觀察即參與者」（an 

observer as participant）。不過參與程度屬於「被動消極，介入程度低」

的參與。 

對彩虹班的幼兒來說，研究者就像是他們的「友伴」；又因為姐

姐的身分，雖不是老師，卻也是教室裏的成人，所以有時候研究者是

幼兒的「諮詢」對象。當幼兒請求協助時，研究者多半採取消極的回

應，例如：珍老師請幼兒畫出自己最害怕的東西，小宏不會畫，而求

助於研究者，因為不想涉入程度太多，且本身主要角色是觀察者，研

究者就照著珍老師的說明回應小宏「珍老師說畫你自己覺得可怕的東西啊

（2005.02.21.08 觀珍）」，然後把問題交由主教老師珍老師處理。然而仍

有少數會回應的情況，例如：噹老師在說明學習單的做法後，讓幼兒

回到座位做學習單，小元忘記學習單要怎麼做，他就問研究者「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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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單）說什麼?」，研究者說：「哪一個比較小? （2005.02.23.12 觀噹）」，小元

聽到研究者的回答了解學習單的說明後，很快就把學習單完成。 

對老師來說，研究者是個外來者，雖然從 9 月就進入現場建立關

係，但畢竟多了一雙眼睛盯著看，老師們需要時間適應。一開始老師

在課堂上針對幼兒不專心的態度提醒、訓誡完後，還會覺得很抱歉，

讓研究者看到老師在罵小孩。但可能因為研究者也曾當過幼稚園老

師，可以體會老師的作法，使得老師們逐漸不會因為研究者的存在而

有所顧忌。隨著與老師們彼此關係的熟稔，對彼此了解的程度越來越

多，兩位老師主動和研究者討論的話題也越來越多。例如：老師們會

主動聊起研究者沒有觀察時班上的教學狀況，或是分享幼兒作品，「昨

天用他們念過的唐詩－種荔枝引起動機，讓他們品嘗荔枝，然後跟他們講說我們

也來學詩人做一首詩，我就先說紅紅蘋果甜又甜---（2005.05.25觀訪圓）」。這樣

的交談有助於研究者更深入、豐富地了解彩虹班的狀況。 

研究者也在能夠顧及研究資料蒐集及本身能力範圍之內，協助彩

虹班的教師。例如：拍攝活動照片、教學活動結束協助整理環境、幫

忙分發材料，或是協助教師記錄幼兒的想法。對老師們來說，研究者

應該算是一個可分享教學點滴的支援人物。 

 

 

第三節  資料整理與分析 

 

 研究者進入研究現場前，原以「幼稚園教師運用圖畫書為主軸

發展教學活動之歷程」為研究焦點。雖然綠地附幼企圖以圖畫書做為

教學設計的主軸，但是在資料蒐集及整理分析的過程中，研究者發現

彩虹班教師並非以圖畫書做為教學設計的基礎。兩位老師有事先預定

好的單元內容，圖畫書僅是做為引起動機或是增添教學的趣味性，且

教師所設計之科學、社會、數學等跨領域教學活動，並非是讓學生透

過藝術、戲劇、寫作等方式對文學做出回應（谷瑞勉，2003；引自

Scharer, 1992;  Tunnell ＆ Jacobs, 1989），僅是透過教學活動讓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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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探索教師預定好的單元內容。因此，在指導教授及口試委員的共

識之下，將本研究焦點修改為「幼稚園教師運用圖畫書發展教學活動

之歷程」。 

 

研究者為方便論文撰寫、引用時，能夠明確顯示從參與觀察、訪

談、文件蒐集、研究者札記各項資料的來源，因此將這四種資料編製

代碼，資料來源編碼格式如表 3-3。 

 

表 3-3  資料來源編碼格式 
類別 代碼 編碼原則 說明 

觀 

西元年月日＋頁數＋

代碼＋受訪者 

例：「2005.03.04.11 觀圓」表示西
元 2005 年 3 月 4 日觀察圓老師，
轉譯逐字稿第 11 頁 

觀察 

觀筆記 

西元年月日＋代碼＋

受訪者 
例：「2005.09.19 觀圓筆記」表示
西元 2005年 9月 19日觀察圓老師
筆記 

訪 

西元年月日＋頁數＋

代碼＋受訪者 

例：「2005.09.19.04 訪圓」表示西
元 2005 年 9 月 19 日訪談圓師，轉
譯逐字稿第 4 頁 

訪談 

觀訪 

西元年月日＋頁數＋

代碼＋受訪者 

例：「2004.10.04.03 觀訪圓」表示
西元 2004年 10月 4日非正式訪談
圓師，轉譯逐字稿第 3 頁 

 
電訪 

西元年月日＋代碼＋

受訪者 

例：「2005.11.23 電訪珍」表示西元
2005 年 11 月 23 日電話訪談珍師 

文件蒐集 文件 英文字母-數字＋代碼 

 
例：「A-1 文件」表示教學日誌
第一份文件 
（A 表示教學日誌，B 表示幼兒作
品，C 表示表學習單，D 表示綠地
附幼教學資料） 

研 究 者 札

記 

札記 西元年月日＋代碼 例：「2005.04.23 札記」表示西元
2005 年 4 月 23 日研究者札記 

 

 

觀察、訪談所獲得的資料轉譯成逐字稿後，研究者將逐字稿打成

正式的觀察記錄或是訪談紀錄。觀察、訪談紀錄中都使用通用符號表

示，常用的轉譯符號如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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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常用的轉譯符號 
符號 代表意義 範例 資料來源 
: 說話者說的話 圓師：那你覺得席奶奶應該怎麼做才

會看得到太陽呢? 

2005.02.14.09 

＞ 表說話者對聽

話者問話 

圓師＞小柏：考考你，公雞爸爸的雞

冠怎麼樣? 

2005.03.14.11 

（） 表示說話者的

動作、表情或

語氣 

珍師：從前有一隻叫做鵪鶉的蛋啊（師

拿出鵪鶉蛋的紙偶放在白板上），他一

個人在樹旁邊遊戲喔 

2005.03.21.01 

--- 表 示 聽 不 清

楚，沒有轉譯 

珍師：阿勇就說啦，真的嗎?我去看

看，ㄟ，有啊，真的有一隻尾巴在動，

而且還有牙齒--- 

2005.02.25.03 

⋯ 表示停頓 圓師：他會在樹上⋯ 2005.03.28.18 

//// 表示語句被打

斷 

圓師：裡面有廁所啊，廁所是//// 2005.03.04.12 

 

觀察或訪談紀錄轉譯完成後，研究者開始反覆閱讀、檢視所有的

文字資料。一開始並不預設立場，採開放性編碼，由一段話、一段描

述、兩三段對話或是三四段描述形成一個資料單位，然後寫下可以代

表這些資料單位的概念或是主題（黃瑞琴，1991）。例如：「小朋友可

以想到，ㄟ我不要害怕，我要去找爸爸媽媽來看啊，那這樣就，我覺得那就達到

這個效果了，就是以他這個年紀，如果遇到不能解決或害怕的事，他會去找人來

幫忙，我覺得嗯對啊，我就是希望告訴他們這個（2005.03.09.09 訪珍）」，針對這

一段訪談資料，研究者寫下「運用圖畫書可讓幼兒學習面對害怕事

物」。 

然而在所有的文字資料都完成開放性編碼後，研究者也思考這些

概念或主題是否有可能再增加、合併、擴展和調整原來的類別（黃瑞

琴，1991a）。例如：研究者針對第一段資料「後來我們發現，很多的書

我們（教師）講過之後，或是其他的同學分享過之後，他（幼兒）對那本書就有

不一樣的感情，他們就覺得，ㄟ等一下我也要來看這本書，然後就會去相互討論

這樣子（2005.09.19.05 訪圓）」，同時標記「教師是讓幼兒與圖畫書產生互

動的人」、「圖畫書可激發幼兒喜歡閱讀」；將第二段資料「因為童書，

它很漂亮，很有趣，最能夠打動孩子的心，也是最能增廣視野的一個工具，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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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希望藉由童書這個東西讓孩子增廣見聞（2005.05.12.13 訪圓）」，標記為「圖

畫書可增廣見聞」；第三段資料「透過故事裡面的角色讓他們（幼兒）去了

解，原來這樣子就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應該說他們比較沒有辦法抽象思考，有

一個這樣具象的東西，他們會比較容易理解（2005.09.19.04 訪圓）」，標記為「圖

畫書能幫助幼兒理解抽象事物」。經由反覆閱讀、檢視資料，研究者

認為這三段資料都反映出圓老師認為「圖畫書具有重要價值」，所以

將此三段資料合併。 

研究者從觀察、訪談等資料發現，彩虹班教師參加教學會議後，

會先決定出彩虹班未來的進行方向；單元進行時，由單元書開場，並

以此單元書延伸的小單元設計各領域活動，直到教學觀摩完，整個單

元才結束。每個單元都依循此三階段進行。所以研究者以「單元進行

前」、「單元的進行」及「單元的結束」分段呈現彩虹班教師運用圖畫

書歷程。依循此方式整理、分析所有資料後，研究者發現圓老師運用

圖畫書觀點包括：「圖畫書具有重要價值」、「圖畫書是方便好用的媒

材」、「圖畫書適合引起幼兒的學習興趣」，珍老師運用圖畫書的觀點

包括：「圖畫書具有重要價值」、「圖畫書適合引起幼兒的學習興趣」。

影響彩虹班老師運用圖畫書教學的因素包括：「教師本身」、「幼兒對

圖畫書的回應」、「教師搭檔狀況」、「園內支持系統」、「園所節慶活

動」。並將此研究發現分節呈現於第四章。 

第五章討論與建議的部份，研究者根據研究目的，對照相關文

獻，由研究發現選擇幾項重要議題，包括：「彩虹班圖畫書教學的方

式」、「教師運用圖畫書的觀點」、「影響教師運用圖畫書發展教學活動

的因素」進行深入探討。最後對有意嘗試以圖畫書發展教學活動的幼

稚園教師、舉辦圖畫書相關研習之機構及未來研究者提出建議。 

 

 

第四節  資料的可信賴度 

 

質性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為研究工具，在參與觀察或是深度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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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過程中會受到自身背景、經驗及個人價值觀影響。在參與觀察時選

擇自己想看者，深度訪談時問自己想問者，甚至是在撰寫時無法避免

的帶入研究者自己的主觀性。研究者有必要意識到自己對調查現象所

持有的偏見或是觀點，並盡可能提高研究結果的可信賴度。潘慧玲

（2003）提到澄清研究者的背景與立場、長期進駐田野、使用三角檢

正、運用參與者稽核、採用同儕審視、進行厚實敘寫、從事反例個案

分析、使用外部稽核等都是提高研究可信賴度的方法。在本研究中，

研究者運用三角檢正、參與者稽核、同儕審視等方法，提高研究的可

信賴度。 

 

壹、三角檢定 

質的分析之檢驗和實證過程中的三角檢定，有四種形式：不同資

料蒐集方法的三角檢定、同一方法不同來源的三角檢定、多個分析者

的三角檢定、多種理論觀點的三角檢定（吳芝儀、李奉儒譯，1995）。 

研究者將參與觀察、訪談、相關文件蒐集而來的資料，經過交叉

驗證，提高資料的可信度。例如：在整理影響彩虹班教師運用圖畫書

的因素時，研究者發現「園內支持系統：教學會議」會影響到兩位老

師運用圖畫書的歷程。訪談圓老師時，她提到教學會議是激發教師想

法的時機，「（透過那樣子的教學會議）我覺得大家那個創意的點子會越來越多，

有的老師可能會止於在這裡，啊原來我還可以這樣做，喔原來也可以這樣做，啊

我忘記了，還要再排這個進來（2005.03.30.05 訪圓）」；珍老師也認為教學會

議會先幫老師對此單元建立一個大致的輪廓。教學會議時，研究者也

發現兩位老師都很用心聆聽、記錄，然後選擇適合自己班級的資源，

應用在教學活動之中。因此，研究者更加清楚教學會議對彩虹班兩位

教師的影響。  

另外，對綠地附幼嘗試以圖畫書為教學主軸的創始歷程，研究者

也增加訪談綠地附幼晴老師、愛老師，以進行資料多重來源的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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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參與者稽核 

潘慧玲（2003）提到研究者可將所搜集之資料或所做的分析、詮

釋與結論拿給參與者表示意見，檢視其中是否有偏誤之處。研究者在

每次訪談完後就將轉譯完成的逐字稿拿給研究參與者看，請她們確認

是否有誤解之處，並針對有疑義的地方再做澄清。現場觀察結束，進

行資料整理與分析時，研究者仍與兩位老師保持聯繫，持續針對資料

詮釋進行確認；並將研究結果交與研究參與者看。珍老師對研究結果

的回應是「你寫出來的是確實存在的問題，例如：我們教學銜接協調的問題。

你切入的角度蠻客觀的，我覺得很 ok！」；圓老師也認為「因為很多東西我們

都有談過，所以你有把那個感覺寫進去」。經由兩位老師的確認，使得本研

究結果能夠以更為貼近實際現場的狀況呈現。 

 

叁、同儕審視 

在研究進行期間，研究者利用與指導教授、研究所同學、學姊定

期聚會的時間，報告研究進度、提出研究者在研究過程所遇到的困難

與疑惑。就像研究者剛開始進入現場時，因為看到現場的狀況跟所閱

讀的文獻有很大不同，曾經覺得很茫然。研究所學姊提醒「與文獻不

相同處不是要去批評，因為那對幼稚園來說不公平」，指導教授也提醒「有不

一樣的地方也很好啊，可以去看看不一樣的地方是哪些?為什麼會有不一樣的地

方出現（2004.11.02 論文會議記錄）」。藉由同儕及指導教授審視的機會，

幫助研究者看到自己的盲點與研究者所持有的想法。 

 

 

本章節首先介紹研究方法、研究現場及研究參與者，其次說明參

與觀察、訪談、文件等資料蒐集的方式，及研究者的角色，最後呈現

資料整理分析的方式。並且採用三角檢正、參與者稽核、同儕簡報等，

以提高本研究的可信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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