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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尋訪記實錄－研究方法 

第一節 

藏寶圖的指引－研究典範與方法之選擇 

依據Patton（吳芝儀、李奉儒譯，民84）所言，目的（purpose）是研究中

的控制力量，有關典範之選擇、研究設計、資料搜集、資料分析、資料呈現、資

料評鑑⋯等之決定均取決於目的，所以研究典範與研究方法之選擇應當視研究目

的而論。我的研究目的為欲了解幼兒於幼稚園中的不同時段之言談內涵，及幼兒

言談之互動形式與參與結構，並探討參與結構與言談內容之相互影響。依循此研

究目的，我試圖找尋一種研究典範，是能夠幫助我以適切的方式收集幼兒的言

談。在比較目前的兩大研究典範－量化研究與質化研究典範之後，我認為質化典

範是此研究之最適合本研究研究，在此我將探討質化研究之特性，以闡明其為本

研究之最合宜的研究典範原因。 

一、質化典範之選擇 

依據「質的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之最廣義解釋是產生描述性

（descriptive）資料的研究，描述的內容包括人們說的話、寫的字、和可觀察

的行為（Taylor＆Bogdan,引自黃瑞琴，民80）。多位學者針對質性研究之特徵

的綜合整理如下： 

（一）質性研究是描述性資料 

質性研究是描述性的，蒐集而來的資料主要是以文字或圖像形式呈現。研究

者在蒐集這些描述性資料時，要注意場所中所發生的每個細節，假定每件事情都

可能是一個線索，以藉此更廣泛地瞭解研究現象。且質的研究者關心的是現象的

過程，而非結果或產物，他們關心的是：人們是如何磋商意義？如何應用某些名

詞和標記？某些概念何以被看作是常識？活動或事件應如何自然發展？（孫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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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民74）。 

（二）質性研究是歸納性的、有彈性的 

  質性研究者傾向以歸納的（inductive）方式來分析資料。由此逐漸發展起

來的理論是由下而上的，是將許多相異的片段相互連結成集體的證據。且研究者

並非在拼一幅早已知道的圖像，而是在建構一幅圖像，隨著部分與部分的蒐集與

檢查之後逐漸成形。資料分析的歷程就像是漏斗：資料一開始是開放的，而在最

後（底部）則是更為具體和更為特定的方向（李奉儒等譯，民90）。質性研究者

也是有彈性的，研究問題非由操作定義的變項來決定，而是在現場進行研究時逐

漸呈現而成。探究程序是開放的、機會式的，需要參照現場情境所搜集的事實而

持續地定義研究方向。質的研究者就像一位藝術家，有時是他或她自己的方法論

者（黃瑞琴，民80）。 

（三）質性研究是自然式的 

  質性研究強調在自然情境中做自然式探究（naturalistic inquiry），是因

為研究現象的意義來自於情境本身的脈絡中。研究者在研究對象的日常生活情境

中，與研究對象作持久接觸，以自然地直接接觸研究對象之經驗世界，獲得人們

社會生活的第一手知識。因以自然情境為資料直接來源，故研究者就是主要的研

究工具，在自然情況中與現場參與者互動，以儘量不干擾到現場的互動和溝通方

式，以搜集現場自然發生之事件資料（黃瑞琴，民80）。 

（四）對情境脈絡、歷程與意義之關注 

  質性研究者關注研究歷程，而不僅是成果或結果。且質性研究者亦關注情境

的脈絡（context），他們認為人類行為受到場所的影響很大，因此需直接進入場

所中觀察情境中發生的行動，才能瞭解人類行動的意義（黃瑞琴，民80）。意義

也是主要關注點之一，研究者關心的是所謂的「參與者觀點」（participant 

perspectives）。研究者聚焦於瞭解研究參與者對其生活有什麼樣的假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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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認為理所當然的有那些？且研究者相當關心他們是否能正確地掌握研究

對象的觀點（李奉儒等譯，民90）。 

  不僅如此，我認為質性研究者還因長期處於研究對象所處之情境脈絡中，他

們對意義之深切關注，更能幫助我們除了看見那些看得見的表象，也能夠去看見

那些習以為常之看不見的細微事物。而這正是指導教授一再提醒我要留意的重要

地方。 

  在這些因素的考量之下，我深深覺得唯有選擇質化典範，才能夠幫助我去看

見我所想要看見，並且看見一般之看不見，聽見一般之聽不見。因此，我決定選

擇以質化典範來進行此次研究。 

二、俗民誌與會話分析之選擇 

在選定了研究典範之後，就是該選擇研究方法的時候了。質化典範之研究方

法包括了許多種，例如：俗民誌、建構論、詮釋學、生命史等。而我在閱讀質性

研究相關書籍，再加上審慎考量研究目的後，選擇以俗民誌與會話分析作為我的

研究方法，以下將探討俗民誌與會話分析之特性與內涵，以作為我在選擇研究方

法之理由支持。 

「etho」的意思為人，「graphy」意思為繪圖、畫像，因此，顧名思義

「ethonography」是為人類畫像。而「ethonography」原為社會人類學者以參與

觀察法，對特定文化及社會搜集資料、記錄、評價，並以社會或文化人類學的理

論，來解釋觀察結果的一種研究方法，所以一般稱為人種誌或俗民誌（劉仲冬，

民85）。但是，俗民誌方式不僅只能用於文化人類學方面，俗民誌在教育研究上

亦可以應用於教室的互動、教學單元的組織、測驗、諮商輔導、不利於教育均等

的形成，以及在高等教育中學習擔任學生的歷程等等（洪志成，民89）。 

  對俗民誌研究者而言，「etho」可指由習俗規約社會關係形成共同實體的任

何一個社會網，現代社會中的一個家庭、教室、學校或工廠都是可被俗民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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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描寫的社會單位，而俗民誌的研究是從這些社會人群的觀點去描繪其中事件，

藉以瞭解人們共享之文化意義。如同Wolcott（1975）所言，俗民誌是人類學家

描繪某一個人群互動生活方式的圖畫，亦即是一種描述文化過程的科學（黃瑞

琴，民80）。我的研究場域是幼兒園的教室，且我的研究目的亦是想要了解教室

中的主要文化及同儕次文化之社會意義，這正好符合了上述之俗民誌研究可被描

寫的社會單位，及其描繪人群互動生活方式與描述文化過程之特徵。 

  由字意上來看，俗民誌方法有兩層意義，第一，它是一種與處事方法有關的

研究。它探討的是how，但不做優劣程度（how good）的評價。換言之，該研究

取向著重於人們如何執行，包括在一段時間內如何逐步地－必要時需要改變情

境，以完成一件事情其中的所云所為。 

而俗民誌方法應用於教育研究中，發展最豐富的部分其實無疑地就是會話分

析（Conversation Analysis，簡稱CA），甚至被視為是一個獨立的領域（洪志

成，民89）。而在發展正式對話領域的過程中，借用了許多學科之觀點，主要包

括：社會語言學、對話分析和會話分析等。其中與我的研究關注較為相似的，就

是社會語言學。洪志成（民89）認為社會語言學此一研究取向之最主要的貢獻

即在於重鑄說話者的身份─並非取決於既定的背景因素，而是在與情境互動後形

成的。且正式的對話關注到的是特別的行為要素或演說行為（speech acts），而

對話分析則關注演說行為的概念，因此對話分析對於特殊場景中的行為和動作之

描述，將有助於呈現出在正式互動場景中的對話途徑。且此等研究之最大特色在

於試圖說明特殊場合中的互動性及其動態變化性。 

會話分析的關注不僅是機構脈絡中的正式談話，也包括每天日常生活中非正

式的談話。就非正式談話而言，CA關心口語和談話中副語言的特徵（即非口語

的部份）。且分析的過程不僅是透過語言使生活世界再現（representation），也

藉由語言以規範社會行動，由語言來記錄和分析談話中的互動，並關注情境脈絡

在此一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瞭解參與者在互動過程中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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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的研究焦點在於幼兒言談內容，而言談情境不僅包括到部分的幼兒與

教師互動之正式談話，也包括到每日日常生活其與同儕之非正式談話；這正符合

了以俗民誌方法為基礎之會話分析之關注，再加上俗民誌方法探討人們社會生活

中實際使用但往往習焉而不察的方法，也就是人們用來處理日常事務的思維方

式，也是人們用於日常會話中之有效溝通的方法，也與我想要看見一般之〝看不

見〞的部分相一致。因此我選擇以俗民誌方法來幫助我走進童語的秘密花園，以

收集幼兒之正式與私下談話內容；且以會話分析之文獻為導引，不僅期盼透過我

的所見所聞，將收集到的幼兒言談內容敘寫出來，如同說他們的生活故事般；更

希望透過文字書寫，將他們的生活世界再現，並且提醒自己必定要關注到情境在

言說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深入瞭解幼兒在互動過程中的觀點。 

第二節  

意料之外的峰迴路轉－進入研究現場歷程 

在選定了研究典範與方法之後，就是進入現場的時候了。不過，在進入現場

之前，我想先呈現自身的經驗與信念。因為在質性研究中，「凝視」是研究者的

主要研究行動之一，不過，我的凝視卻會被我的「經歷之經驗」（「The lived 

experience」，蔡敏玲所譯）而影響。因為在質性研究取向中，依據狄爾泰對現

實之性質的看法，即「對我們而言，現實只存在於由內在經驗給出的，由我們所

意識到的事實」。因此，研究者不得不正視滲透於各類書寫或影像文本中的自我，

並考慮如何在所建構的文本中安排自己的位置（蔡敏玲，民85b）。 

一、關於「我」 

  引發我對幼兒言談產生研究興趣的求學歷程、實習經驗與我和姪女之間的親

親蜜語時間，在第一章我已做詳細說明，此部分就不多做敘述。不過，除了「經

歷之經驗」外，關於信念與價值觀的部分，也會直接或間接影響到我以何種視角、

帶了什麼樣的眼鏡，來看待研究參與者對詮釋資料收集後的詮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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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接觸幼教之前，我認為幼兒就像一張白紙般的懵懂無知，他們能夠認識這

個世界，習得知識與處事之道，全都是因成人給予他們的教育而添上。不過，在

大三那年，我開始修習了幼教學程之後，才發現其實懵懂無知的人是自己，而不

是幼兒。過往的我低估了幼兒的主體性與自發性，並未瞭解到幼兒其實會於生活

中建構知識，他們會自發的學習及因主動與環境接觸，而發展出自己的哲學。他

們並非如我以前所想的被動無知，其實，他們才是真正的科學家。他們自身會因

不斷的主動探索以更認識所處的環境世界，由最初多次的嘗試錯誤而進展至更高

層次的適應，以發展出一套屬於他們的生活哲學。因為修習幼教學程之後，我才

算是真正對幼兒有些瞭解，也因此更加留意到幼兒的主體性是不可輕忽的。我認

為，幼兒並非為成人的縮影，他們擁有自己專屬的價值觀與看待世界的態度。他

們也是獨立的個體，並非附屬於成人，因此我認為屬於幼兒或說是兒童的「童

年」，是很值得被珍視與看重的。在我的信念中，「童年」應當是一個快樂與純淨

的人生最初階段，它的美好會讓日後的人生走得更加平穩順遂，它於人生全程中

佔了相當重要的地位。而且美好的童年應當有個要素，那就是「被傾聽的童聲」。 

  還記得我小的時候，最喜歡拉著爸爸媽媽傾訴我在學校所發生的大小事，而

且他們總說家裡因為有我的說個不停，而讓家庭氣氛更為熱鬧溫暖。因為他們的

尊重與傾聽，所以我充份感受到他們對我的重視。然而在我接觸幼教、進入幼稚

園實習後，換成是我要去處理迎面而來的各種童聲。我選擇的處理方式便是盡量

的傾聽，因為我認為在幼兒的話語中，自會透露他們看待世界的方式、他們的需

求與願望，因此「傾聽童聲」是對幼兒的基本尊重。而且幼兒本質其實是很〝多

話〞的，喜歡說出他們所認知到的所見所聞，喜歡透過語言來表達他們的想法與

感受。 

不過，可惜的是，常會有很多成人視幼兒的〝多話〞為〝繁雜的聲音〞。我

認為，若他們的聲音能夠不受限制的發出，他們的話語能夠備受重視，那我們成

人將能真正進入幼兒的心靈世界。因為我認為給幼兒再多的物質享受，都不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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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蹲下來，以心去聆聽他們所說的話、以心去感受他們所感受，來得更為重要且

更富意義。 

  我因著對幼兒本質的重新認識，與肯定「傾聽童聲」的重要與價值，再加上

自己過往童聲被珍視的美好回憶，所以選擇以幼兒言談內容為我的研究焦點，企

圖透過此次研究，期盼將幼兒的聲音予以重新定義，並被聽見。 

二、一步一腳印－進入現場前的準備 

  在碩一下學期，因修習了王天苗老師的「質性研究」之後，才開始正式且

深入地認識質性研究。基於從小到大對文字書寫的愛好，再加上大學時候主修中

文，且對聽故事與說故事都很有興趣的我，很喜歡在閒暇時刻以文字記錄心情，

或是隨意編寫故事。因此覺得在構思或真正執行研究的過程中，能夠遇見「質性

研究」，真是一種幸福。因為質性研究對於人的關懷，再加上透過研究蒐集而來

的資料是以文字或圖像呈現，是一種「軟性」的資料，而非我不喜愛、又不擅長

的生硬冷酷之數字呈現；這點原本就很吸引多年前，初次接觸質性研究的我。而

在正式修課之後，因為對於質性研究的了解與認知更加增進，因而更加確定自己

於日後欲以質化典範作為研究方法之選擇。不過因為碩一期間並未修習到與語言

研究相關之課程，因此對於此部分之了解認識不深，但我仍努力透過自己研讀論

文相關文獻與理論，及與指導教授的不定期討論以增進此方面的專業知識。並於

碩二上學期修習幼兒認知發展，及旁聽與我的研究部分相關之幼兒語言發展課

程，以補充我的背景知識。 

然而因為我所選擇的研究方法－俗民誌，是屬於發現性及探索性的研究，其

目的並非理論或假設的驗證，再加上研究者對即將研究的對象不但所知有限，也

不願干擾掌控，所以研究過程無法如其他形式的社會研究一般事先完全設計周

詳。有的學者甚至認為事先設定的研究架構會將先入之見帶入田野，使觀察者如

同帶了有色眼鏡，只看見自己想看見的。不過，其實所有的觀察都帶有先入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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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毫無準備的觀察者可能會因不知道要看什麼，而出現什麼也看不見的情形。因

此Malinowsky（引自劉仲冬，民85）主張研究者應當先有一個比較鬆散的疑雲

問題，並以此為起點進行廣泛的描述性觀察。且民族誌的研究設計要有彈性，隨

時要因應狀況而改變。 

因為這個提醒，所以即使知道自己想觀察的是幼兒言談內容與其所處情境，

也於觀察前開始閱讀相關文獻；但是我提醒自己僅帶著較寬廣的問題視角、及

Malinowsky主張的疑雲問題進入研究現場，並以此為起點進行廣泛之描述性觀

察。 

三、計劃總趕不上變化－進入現場之崎嶇歷程 

暑假期間，在與指導教授的不定期討論後，我確定了研究方向與研究進行方

式，於是我嘗試進入幼稚園，以先進行試探性研究。然而因為前一學期，我在台

北市及台北縣之各一所私立幼稚園，參與大學時期的幼教學程授課教師所進行之

研究觀察，暑假期間仍持續此份工讀。因此，在獲得我的授課教師與園方之同意

後，我於此份研究觀察之餘，亦進行自己的研究觀察。 

我於暑假期間在台北市的幼稚園（以下暱名為小天使幼稚園），與台北縣的

幼稚園（以下暱名為皇后幼稚園）之中大班幼兒，分別進行研究觀察。小天使幼

稚園的觀察時段為幼兒的室內室外遊戲、團體討論、主題進行、英語教學、角落

時間、點心及午餐時間；而在皇后幼稚園的觀察時段為幼兒的室內室外遊戲、暑

期班才藝教學、點心及午餐時間，與放學回家之娃娃車時段。因為兩園都採分齡

教學，所以我觀察的對象都是整齊劃一的大班或中班，只有在皇后幼稚園的放學

回家之娃娃車時段，才會有小、中、大班混齡的情形產生。然而，因為兩園教學

方式與幼稚園氣氛明顯不同，因此我於這兩家園所感受到的幼兒談話氣氛、互動

方式與談話內容也有些許不同。兩園共同觀察的言談時段，是室內室外遊戲與點

心及午餐時間，此時段的言談內容，變異性並非如此顯著，但是不同時段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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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感受十分不同。小天使幼稚園獨有的英語教學時段，讓我親身領會幼兒於英

語課堂中與平日課堂中的參與結構與發言權分配之區別；而皇后幼稚園的放學回

家之娃娃車時段，我這個大朋友坐在後座，聽取了幼兒放學後的豐富言談，並深

切感受到放學後的娃娃車內之輕鬆愉悅的談話氣氛。 

暑假期間於兩園的試探性觀察是愉快喜悅的，且亦因此與兩園之園長與教師

建立更進一步之深厚友誼。然而在暑假即將結束，我正式向園方提出不僅是試探

性研究，而希望是為期整個學期之研究觀察時，原本觀察班級的老師與園方因為

考量更多，且擔憂更多，而婉轉拒絕了我的請求。這讓原先對於兩園參與研究意

願有些許把握的我，嚇了一跳並慌了手腳。原先以為，因為進入兩園時間已有半

年多的時間，且雙方互動良好，並建立了良好關係；再加上觀察對象為幼兒，應

該不致於讓教師與園方有過多壓力。然而兩園在深入考量之後，還是相繼地婉轉

拒絕參與正式研究。於我意料之外的拒絕參與，雖然讓我十分氣餒，但我還是趕

緊打電話向指導教授求助，並吐露我的感受與想法。 

還記得九月八日（即930908）當晚，我於深夜打電話給簡老師，跟老師反

應尋求研究對象所遇的挫折，且感慨地說：「老師，我覺得質性研究者是討厭鬼。

就算我是觀察幼兒，也還是會給老師和園方帶來壓力，怎麼觀察幼兒也比我想像

中困難許多？」但當時簡老師的安慰，讓我的心情轉變很大，簡老師說：「既然

園方有那麼多顧慮，那就代表這個園不適合做研究⋯而且本來進行現場的研究就

是會出現許多不在研究者預料中的狀況，這是很正常的，或說應將其視為平

常⋯。」因為老師的這一番話，鼓勵了我並提醒我進入研究現場的適當心態。引

此讓我心情好了許多，並且振作精神，趕緊尋找新的研究對象。然後簡老師也於

多方面協助我，以找尋新的研究對象，且在九月九日（即930909）當天上午，

我也於先前進行過的遊戲觀察之園所填寫研究申請表，以增加進入現場進行研究

觀察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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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聽聽看，是誰在說話？－研究參與者的介紹 

一、研究參與者的選擇與確定 

  在尋找新的研究對象時，我選擇先對之前允許我進入，以觀察幼兒遊戲的

園所提出研究申請。因為此園（以下暱名為小精靈幼稚園）之辦學特色之一，即

為著重幼兒教育教學方法之研究與實驗；再加上先前的觀察經驗很愉快，所以我

先對小精靈幼稚園提出論文研究申請。申請通過之後，我先於小精靈幼稚園的大

班與中班，各選擇一班先行做試探性研究。 

研究參與者的選擇上，我決定以個案研究（case study）的方式來進行。而

以非機率取樣策略，即一般所稱之立意取樣（purposive sampling）為我的取樣

方式。因為立意取樣的基本假設在於要先發現、進而理解、與獲得一些洞察力；

因此研究者必須根據自己判斷，選擇有代表性的樣本（林佩璇，民89）。且因為

我的研究興趣在於以一較為整體的觀點，來深入瞭解幼稚園教室中的言談發生情

境與內涵；重視的是過程甚於結果，目的不在推論，而在豐富描述觀察現象之整

體性與獨特性，因此在研究中，我將依我的研究目的，選擇合適的個案研究班級。 

而我選擇在小精靈幼稚園的中大班觀察的原因，是因為考量到大班幼兒的語

言能力發展較好，語言表達的形式與內容可能較中小班更為豐富；再加上考慮到

開學後的自身修課狀況及研究嚴謹度，是無法同時做好中大班二班之言談研究。

因此我決定先進入大班觀察，而後再進入中班觀察，然後在綜合考量後，選擇一

班做為研究班級。 

在小精靈幼稚園的大班觀察中，我發現到大班幼兒的言談內容似乎已有〝成

人化〞的趨勢，使我有些失望，因為這不太能引起我的觀察興趣；再加上班上老

師的教學方式是非常的以幼兒為中心，以幼兒的意見為意見，教學互動中較看不

見老師的影響作用。且在秩序管理方面，老師都不太在意幼兒於課程進行中的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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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言談情形，幼兒的私下言談聲此起彼落，老師也都不會刻意禁止，所以我不太

能看出教師與幼兒言談間明顯區別的參與結構形式。而在中班（以下暱名為美人

魚班），因為剛好此班為上學期我於修課報告中，所進行的遊戲觀察之研究班級；

且與班級老師早已熟識，所以比較熟悉教室內的運作形式，再加上大部分幼兒沒

有變動，所以當我再度進入美人魚班時都還記得幼兒的姓名（雖然幼兒好像都忘

記我了！）。 

在美人魚班的試探性觀察中，因為班級幼兒的自發性談話機會十分頻繁，使

得笑語常是盈滿教室；且他們的談話內容富有幼兒的專屬幽默，常讓一旁觀察的

我聽了捧腹大笑，有時甚至必須憋住笑意而趕緊低頭記錄；但他們有時並不覺得

有那麼有趣，反而是看著我的反應才覺得好笑。美人魚班的幼兒在園的大部分時

間都在談天，都在說話，所以有時班級教師受不了，怕他們的言談會影響了正常

課程的運作，才會禁止他們說話。不過，在教師主帶的上課情境中，幼兒如要發

言就必須要舉手，否則言談這個行為是會被禁止的。因為在試探性觀察中，我發

現美人魚班有明顯的教師主控之參與結構，而且也有提供幼兒自由交談的教師副

控與幼兒主控的參與結構，再加上幼兒言談內容本身的豐富與有趣，引發我更多

的好奇，想要進一步深入探究。 

在獲得美人魚班級教師的同意、並以研究申請書的方式獲取園方同意後，我

也於九月二十一日（即930921）的上午，請教師幫忙發給每位幼兒一份家長同

意書，欲於獲取家長之同意後，才正式進行我的研究，以尊重家長之選擇權。而

我在發回之家長同意書中提及，我將以「楊姐姐」的身份進入美人魚班，進行我

的論文觀察。 

於發回家長同意書後的一星期（即930929）之後，回收了將近八成的家長

同意書（約二十張左右），其中有二位幼兒之家長不願意其幼兒參與我的研究。

然而其他尚未繳回之家長同意書，仍麻煩美人魚班的二位老師幫忙催繳，並發給

新的家長同意書（怕因為時間過久，同意書早已遺失），以利全數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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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了研究對象之後，接下來，就是正式介紹我的研究情境的時候了。 

二、研究情境 

 （一）園所與教室環境 

小精靈幼稚園，是位於台北市相當繁華熱鬧之區域內的一所幼稚園。該園擁

有寬廣的戶外活動空間，除了一般幼稚園常見的遊樂設施，例如：盪鞦韆、溜滑

梯之外；我認為小精靈幼稚園最具特色的便是辦公室周圍牆壁上所掛的一片黑

板，還有一盒長長短短的彩色粉筆。這樣的簡單也不花大錢的設計，卻給了幼兒

盡情揮灑、發揮藝術創造的能力，且重要的是給了幼兒最好及正當的機會，能盡

情地在牆上彩繪，也不被成人所禁止。而且，除了能夠畫在黑板上，他們甚至還

能夠拿著粉筆在水泥地上塗鴉，老師不但不會禁止，還會帶著其他幼兒一起分享

繪畫者的作品，我覺得這正是小精靈幼稚園所持的開放教學精神之最佳表現。 

小精靈幼稚園的戶外遊戲場中，最為特殊的是溜滑梯下方的「秘密基地」。「秘

密基地」的名稱是美人魚班幼兒告訴我的，這塊小空地，是他們玩到疲憊時，想

要喘氣休息的好地方。而且經由觀察發現，美人魚班幼兒經常和同儕在「秘密基

地」分享各自想說的話，因此，這是我在戶外遊戲觀察時幫助收集言談內容資料

的重要地點。 

在小精靈幼稚園，我選擇美人魚班做為研究參與者。美人魚班的教室內有5

個角落，分別是益智角、玩具角、娃娃家、美勞角與圖書區。益智角內放有各式

拼圖、積木盒等，是幼兒經常接觸的角落。玩具角和娃娃家內擺放物品較為相似，

各式的車子、動物的玩具、玩偶與娃娃等，但玩具角與娃娃家在觀察當中，開放

次數較不那麼頻繁。美勞角內有膠水、剪刀、色紙、彩筆等美術用具，而圖書區

內有流傳許久的童話故事書、與教學主題相關之國內外的各式繪本。除角落擺設

外，美人魚班的牆面總會呈現出幼兒的最新作品，以供家長、幼兒與其他參觀者

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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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型態與實施方式 

小精靈幼稚園數十年來均以秉持開放教育之精神與理念，來實施教學，因此

在幼教界頗富盛名。根據園所簡介，可知園所內的教學活動是以主題來貫穿課

程，並注重主題課程與日常生活經驗之相關性；活動方式是以角落活動為主，而

以團體教學與小組活動為輔的方式進行。 

小精靈幼稚園的教學活動，強調動態與靜態活動之平衡，並著重幼兒教育教

學方法的研究與實驗。除了提供給學者專家、或是研究生，在園內進行研究之機

會，園方自身更以現場教學行動為基礎，積極地進行研究以改進教學方法，進而

提昇幼兒教育品質。除此之外，還提供幼教師資培育機構學生實習的機會，以幫

助幼教理論與實務之銜接。 

除了與學術界之合作密切，小精靈幼稚園也十分重視幼稚園與家庭之間的親

師溝通。以實施家長參觀、舉辦各種活動，諸如：跳蚤市場、園遊會，來拉近親

師間的距離，並善用家長資源，例如於主題教學活動中，請具備主題相關知識或

豐富經驗之家長來園，為幼兒進行解說或介紹、或是家中具有與主題相關之資

源，也歡迎家長熱心提供，讓家長於幼兒的學習上有特殊貢獻。 

美人魚班的教師依據園方的教學宗旨與教育理念，以實施開放教育。在一天

當中，美人魚班的幼兒會於來園之後，先進行角落活動時間，依幼兒興趣，採取

自由選角的方式，進行角落活動至上午九點左右。若遇天氣放晴時，則於戶外進

行升旗、晨間律動與戶外遊戲，之後進入教室休息、喝水及享用點心。先享用完

點心的幼兒，可進入圖書區先自由閱讀書本或聽錄音帶唸三字經，約於十點半左

右，則進入教師主導的主題活動時間。美人魚班的教師於主題活動時間的進行方

式，主要是帶領著幼兒接續前次活動，進行更深入的主題團討，然後再於團討之

後共同以實際行動實踐先前討論的內容，實踐步驟是以角落活動或小組活動加以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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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開放式的主題教學之外，小精靈幼稚園為顧及幼兒的身心健全發展，特別

為各班安排了額外的體能課，而美人魚班的體能課是固定安排在星期二上午十一

點左右，由外聘專業教師為幼兒進行三十至四十分鐘的體能活動時間。除此之

外，園方亦為每班安排了園內圖書館的輪流使用時間，教師可於自己班專屬的使

用時間內帶班上幼兒進入圖書館，欣賞影片或是閱讀書籍。午餐時間過後，就是

幼兒的午休時間，幼兒可於此時間充分的休息。於下午的二點半左右，幼兒起床

收拾棉被，並享用點心。點心時間過後至放學前，是較具彈性的課程時間。有時

是於此時間內完成上午尚未完成的主題活動，有時是教師的故事分享或進行教師

特地為幼兒設計的遊戲活動，有時也會進行自由角落時間。然後於四點半左右，

家長會陸續入園接送幼兒，以此為一日的幼稚園生活劃下句點。 

三、研究參與者 

小精靈幼稚園的大、中小班各有二班，而我的研究參與者－美人魚班，正是

其中的一班中班。美人魚班內共有三位教師，二位正式教師，一位實習教師。美

人魚班的二位正式老師（以下暱稱為美樂蒂老師和奧利薇老師）皆為合格教師，

且教學經驗十分豐富。美樂蒂老師是在美人魚班由小班就開始帶至中班的老師，

她是位樂觀開朗、親切健談的老師，她的爽朗個性，可由她獨特的嗓音與笑聲，

顯而易見。奧利薇老師是今年才開始帶美人魚班，她是位教學認真、對幼兒極富

有愛心與耐心的好老師。而另一位實習教師－米妮老師（暱稱），則是位熱情有

勁的幼教新鮮人。三位老師都是以滿滿的愛心與幼兒相處，我在觀察中常能看見

三位老師抱著幼兒，或是幼兒主動找三位老師撒嬌；因此在觀察幼兒言談之餘，

我還能從三位老師身上學習到許多對待幼兒的良好態度及教學方法。 

美人魚班的幼兒共有二十八位，有八位新生，其餘皆為由小班就開始就讀之

舊生。而根據美樂蒂老師提供給我的幼兒資料表，可以得知美人魚班父母親的平

均學歷是大專以上，有少數幾位家長是碩士、甚至是博士學歷；職業方面有醫生、

大學講師、公務人員、自行創業等等。因此，平均看來，美人魚班的幼兒家庭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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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屬中上社經地位。因此，我選擇了美人魚班幼兒作為研究對象，其同儕言談

內容也許僅能代表中上階層幼兒的同儕談話內容，可能是有別於其他社經水準背

景之幼兒同儕言談內容的。  

研究對象的選定上，原本考慮僅選定班上的幾位幼兒之言談內容作為研究對

象。但在觀察之後，發現到若只鎖定觀察幾位幼兒的言談內容，而那些被鎖定觀

察的對象，也會與其他非我的觀察對象之幼兒交談，且發生次數也頗為頻繁。也

就是說，幼兒並非僅有固定的言談對象，他們會和不同的或相同的同儕進行對

話，因此發現若將觀察對象與非觀察對象之言談內容分割採集，是很難清楚劃分

的。而且考量到劃分之後的言談內容，有可能無法看清教室裡出現的同儕言談內

容之全貌。 

因此我在研究對象選定上，先排除了幾位在班上幾乎不太與同儕對話的幼

兒，然後以班上與同儕私下話語較多的幾位幼兒為焦點對象，擴及至他們的經常

談話同伴，期望以此收集到更多的同儕言談內容。 

  美人魚班的幼兒大部分都十分活潑好動，而且熱情易接近；又因為上學期，

他們就是我的遊戲觀察對象，當時我和另一位觀察同學就非常喜歡他們，還因為

要離開美人魚班，捨不得他們，而請求美樂蒂老師及幼兒的允許，與他們合照留

念。這次因為自己的論文研究，有機會與美人魚班的幼兒再次相處，且為期更長，

這讓我十分的興奮與開心。常常想到要去觀察、和幼兒相處，我的心情就會很好；

而且在觀察過程中，我也因為他們而得到許多的快樂，這是我認為在做研究時，

最幸福且無價的額外收穫了。 

我認為自己會由此次觀察得到這麼寶貴的收穫，是因為當初在選擇研究對象

時，除了考量研究目的外，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之相處氣氛也是很重要的考慮因

素之一。所以從九月初的觀察至今，我仍然能夠保有去觀察時的興奮與新鮮感，

也都要歸功於這些可愛的美人魚班的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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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在幼兒的世界裡，我是誰？－我的角色與關係建立 

在擇定研究場域，獲取園方、教師及家長的三方同意後，我採用公開策略，

且經教師向幼兒介紹我的身份後，正式進入美人魚班，此期間迄今已有二個多月

左右。進入幼兒的世界，是我的盼望也是在此研究中很重要的一門功課。在閱讀

相關研究文獻後，我選擇以參與觀察的方式進入幼兒的世界。但其實研究觀察者

的參與方式有很多種，雖然有很多學者曾為此做過分類，然而依據不同學者的分

類，涉入程度與層次上也有些許差異。根據Spradley（1980）依照涉入情境的

程度，將觀察者的參與方式區分為下列五種，由涉入程度高至地分別為完全參與

（complete participation）、主動積極參與（active participation）、中等參

與（moderate participation）、被動消極參與（passive participation）以及

不參與（non-participation）。所謂的「完全參與」，是指在研究現場中，觀察

者已是日常的參與者，研究自己的日常生活或工作現場，是涉入程度最高的參

與。「主動積極參與」，是指觀察者做現場人們所做的事，主動積極地參與人們的

活動，以充份地了解人們的行為準則。「中等參與」，指的是觀察者尋求維持現場

的局內人與局外人之間的平衡，即是要維持參與及觀察之間的平衡。而「被動消

極參與」，是指觀察者於現場中，並不積極地與人們互動，只是找一個觀察地點

做觀察記錄，或與人們有部分交談，但場所中的人們不認識觀察者，也不知道他

在做什麼。而「不參與」，是指完全不介入研究人們的活動，例如坐在電視機前

觀看節目，並分析其主題，觀察者完全不介入。 

在一剛開始進入美人魚班時，我採取的角色是「被動消極的參與者」。我的

理由是雖然於上學期末，我已進入過美人魚班進行遊戲觀察，但是因為考量到期

間間隔暑假才又返回美人魚班，大多數幼兒已經不太記得我。再加上我想先以旁

觀者的局外人身份，來看美人魚班的言談內容與其情境脈絡，因為我認為在積極

與研究參與者互動後的言談情境脈絡，可能會與先前我尚未進入時有些許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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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在我的被動消極參與下，可能已產生些微變化）。   

因此我決定先採「被動消極的參與者」，先默默於教室中選擇一角做觀察記

錄，並不積極主動地和幼兒互動，除非他們主動找我談話。因為我認為先以這樣

的角色進入現場，對於我想先行了解教室運作的全貌、逐漸熟悉情境、評估現場

中人們的特質、關係屬性，及日後我與現場中人們的關係建立，是有所幫助的。

並且我也相信在剛進入現場的期間，給自己也給現場的幼兒、老師多一些時間認

識彼此是重要的。 

不過在此期間，現場中的教師與幼兒並非不知我所進行的言談研究觀察。他

們知道我經常出現在教室裡，坐在他們附近觀察，並在一旁低頭寫筆記。不過，

在一剛開始，美樂蒂老師尚未正式介紹我的身份之前，幼兒經常會問我：「妳是

老師嗎？」、「妳在那裡寫什麼呀？妳在寫作業喔？」。通常在這個時候，我都會

誠實的回答他們的疑問，我會說：「我不是老師，我是『楊姐姐』。我是來看你們

在玩什麼，然後說什麼好玩的話，我就會把它寫在我的筆記本上喔！」 

我選擇以「誠實」兩字，來面對所有幼兒對我的身份及我的舉動所提出的疑

惑。且縱使幼兒不可能完全瞭解我所解釋的研究目的與方法，但我仍儘可能地以

他們所能理解的方式回答幼兒。我抱持的信念就是，因為我相信幼兒的這些問題

顯示出，一個場所的人們對於外來者的正常反應，因為他們通常會想知道對方的

角色，和對方與自己之間的可能關係，所以我認為我有責任去發展這份關係，以

獲取現場中的幼兒、老師的認同、信任、支持、與合作。而且，雖然說這種感覺

很像是在日常生活中交朋友的過程，不過特別的是，我會知道自己是有意識及自

覺的要和現場的人們做朋友。 

在美樂蒂老師正式介紹我的身份且於現場觀察已有一段時間之後，我開始逐

漸地轉換我的角色。我的角色由「被動消極的參與者」逐漸轉換成「主動積極參

與者」，在現場不只觀察幼兒的生活、記錄他們的言談內容，也主動積極地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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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活動，期盼以這樣的參與來幫助自己真正進入到他們的世界。而我與幼兒

及我與教師間的角色關係當然有所不同，以下，我將分述如下： 

一、我與幼兒 

觀察迄今，我是以多種角色的方式來進出幼兒的世界。而我所扮演的角色如

下： 

（一）我是姐姐，不是老師 

  因為害怕以「老師」身份進出現場，會影響幼兒對我的觀感；且我認為自己

需降低成人角色，減低權威感，試著跟幼兒做朋友，並且尊重幼兒的想法與欲求，

以一種虛心學習、誠實相對的態度進入幼兒的世界。所以我在家長同意書中及美

樂蒂老師要介紹我的身份時，我都以「楊姐姐」的身份出現，並請幼兒這樣稱呼

我。 

  因為我不是老師，而且我希望呈現最少的成人督導角色。所以當幼兒跟我告

狀，說誰誰誰不乖、不理他、不跟他做朋友時，我都先請幼兒自己想想可以如何

解決，或是請幼兒告訴老師，儘量避免介入他們的衝突事件。但在幼兒的活動可

能會產生身體上的傷害時，我認為研究者適時地介入，對於保護幼兒來說，有時

是必要的研究倫理。雖然有些研究者可能會基於不想破壞現場，想目睹自然事件

的發生，而未做任何介入，但我認為若是事件會影響到幼兒身心時，我還是會適

時幫助他們。 

（二）我的多重角色－玩伴、幼兒、朋友、媽媽 

  我猜想，就某部分來說，我是真的成功的降低了我的成人角色，也減低我成

人角色的權威感。在幼兒遊戲時，坐在一旁觀察的我，常被幼兒分配了遊戲中的

角色。有時候，我會陪伴他們，以更深入了解他們的世界；但通常我的陪伴時間

不會太長，因為我害怕玩在其中太久，而忽略了更多值得記錄的言談內容。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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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幼兒是獨自玩了許久，都沒有人陪伴，然後主動請我陪伴他時，我通常都會答

應，直到有其他幼兒願意加入他的遊戲中。我會這麼做的原因，是因為我不忍心

看到幼兒沒有朋友，孤伶伶的獨自遊玩，而且當幼兒邀請我陪伴時，我更不忍心

拒絕；雖然我有可能因此而錯失收集言談的機會，但我覺得此時更重要的是幼兒

的內在感受，而不是一昧的只顧自己的研究。 

  除了當幼兒的玩伴，他們也漸漸不把我當做「大人」來看。有一次，幼兒要

去上廁所，我還在忙寫筆記，來不及馬上跟去，柔便跟我說：「姐姐，妳怎麼還

不快一點？我們要去上廁所，妳也要去耶！」（930929觀察記錄）。我當時聽了

覺得很有趣，但也很開心幼兒把我當成教室中的一員，也是屬於幼兒那個團體的。 

  除了降低我的成人角色會帶來的權威感，並當幼兒的玩伴，我也嘗試和幼兒

做朋友。有一次，在上午升旗過後，美樂蒂老師要帶美人魚班的幼兒先玩過吊單

槓之後，才開始自由遊戲。穎在玩過吊單槓之後，很開心地跑來跟我說：「楊姐

姐，我以前小班不敢玩喔！我現在敢了！我好高興喔！嘻！」當時，我看見陽光

下的穎這樣開心的告訴我他的心情，我聽了也好開心，好替他高興，也欣喜看見

他的成長（930929觀察記錄）。能夠有機會傾聽幼兒的訴說，聽他說對他而言是

深具意義的事件；且體會他的心情，並從中瞭解他們看世界所依循的脈絡，這對

我而言，也是十分榮幸與感到開心的一件事。 

  除了傾聽他們說的故事，我的朋友角色還包括了與他們一同分享秘密。幼兒

有時會跟我說些事情，但他們會叮嚀這不能讓老師知道，但可以和我分享。例如：

萱將小紅球及光明火車帶來學校，但是萱告訴我說：「噓！不能給老師知道我有

帶光明來喔！」（931105觀察記錄）。 

我的多重角色，除了玩伴、幼兒、朋友之外，還包括了媽媽的角色。因為當

幼兒從戶外玩回來，在圖書區換衣服時，他們有時不知道該怎麼穿脫、或是穿脫

不便，我便會主動幫助他們。還有，點心時間過後，幼兒在圖書區閱讀繪本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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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會來問我他們看不懂的國字。在這時候，我都會覺得自己很像扮演著媽媽的角

色，不但幫忙小孩穿脫衣服，還教他們識字。 

我並非每次都會答應幼兒對我的請求，例如：說故事、幫他們〝傳話〞給班

級老師。因為若每一次我都要說故事給他們聽，這樣，我可能會錯失許多言談的

記錄；所以，我會在他們不識字的部分告訴他們怎麼讀，並請他自己閱讀或是和

其他幼兒一起閱讀過後，再來和我分享。而有些話，幼兒不敢和老師說的，要求

我幫他傳話給老師（通常是告別人的狀），這時，我會請幼兒自己跟老師說。我

稟持著要以誠實與誠懇的態度與幼兒相待，並且坦承和幼兒說明，有時候我無法

幫助他們的理由。這樣的信念，似乎使得幼兒漸漸習慣我參與他們的世界。 

  與幼兒的關係維持良好，是我對自己的期許與企盼。觀察至今，我也很滿意

我和幼兒之間的關係與互動情形。沒有去觀察的時間，我偶爾還會很想念美人魚

班的可愛寶貝們；而且，幼兒對於我的觀感，其實也是很直接的表達出來。例如：

為為曾在點心時間，看著我說：「姐姐，我愛妳！我要跟妳結婚。」（931011觀

察記錄）、萱也曾說：「姐姐，我要跟妳回家，我要跟妳結婚。」（931109觀察記

錄）。聽到幼兒的這些話語，不僅讓我覺得有趣且令我發笑，而且也讓我感動。

因為我相信幼兒是感受到了我對他們的喜愛，所以他們也將自身感受回饋給我。 

  在我與幼兒的相處過程中，還有一點很特別的，就是幼兒對我的稱呼。一剛

開始，尚未正式介紹身份時，幼兒有時叫我「老師」或是「姐姐」；在正式介紹

過後，幼兒便開始叫我「楊姐姐」。但是在觀察幾次之後，開始有幼兒一看見我

入園，便大喊著：「小美女來了。」然後會很興奮地圍在我身邊。不過當幼兒這

樣大喊時，我常常覺得很不好意思，有時候我的反應是：「叫我『楊姐姐』就好

啦！」或是反過來對如此稱呼我的幼兒說：「小帥哥（或是大美女）好！」。不過

因為對於幼兒會這樣稱呼，我也頗為好奇，究竟他們的原因為何。所以我曾經問

過幼兒為什麼如此稱呼，萱說：「因為小美女是我幫妳取的名字呀！」（931004

觀察記錄）；而威威的回答是：「因為妳每次都穿的很美，所以叫小美女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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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孩子如此稱呼後，美樂蒂老師會糾正孩子對我的稱呼，請他們要稱呼我為「楊

姐姐」。所以在老師糾正之後的幾次，幼兒也都會彼此提醒不能叫我「小美女」，

要叫「楊姐姐」；不過，在幾次之後，幼兒大概因為忘記了，「小美女」的稱呼又

會再度出現。 

二、我與教師 

因為上學期我進入過美人魚班，進行遊戲觀察，所以我和原本就帶美人魚班

的美樂蒂老師認識，而且相處愉快。而奧利薇老師與米妮老師，雖然是這學期才

認識，但因為她們人都很親切，而且也都會主動和我聊些關於幼兒的事情，或是

和我分享我沒來的時間，幼兒發生了些什麼特別或有趣的事情。所以我和老師的

相處也都十分融洽。除了研究上的交談，及閒聊幼兒的事情外，老師也會主動關

心我的日常生活，並且一起分享好吃的美食。因此我常常跟老師說，我都怕觀察

一整學期下來，我的體重也會隨著研究資料的累積而一起上升。對於我與老師的

關係，我也是持著禮尚往來、虛心學習的態度和老師們相處。因為我相信，於研

究期間，對於如何處理呈現我所呈現給研究參與者的觀感，及我真正應要扮演的

角色，是需要更加謹慎敏銳地思考。 

我與三位老師的相處雖然愉悅，但偶爾也對三位老師感到有些抱歉，就是會

不會因為我的研究是要收集幼兒的言談內容，所以教師不好意思禁止幼兒說話，

而使得美人魚班總是人聲鼎沸，讓他們覺得吵的受不了了呢？關於這部分，我尚

未請教老師們，所以也還不清楚她們的實際想法。 

第五節 

把童語裝進行囊－我的資料收集方式 

一、研究焦點的凝聚 

在研究開始時，我嘗試以俗民誌的理論學者之提醒，先以一個比較鬆散的疑

雲問題－幼兒的言談內容與影響因素，並以此為起點進行廣泛的描述性觀察。因

為知道自己想要瞭解的主題是幼兒與同儕互動時的言談內容與其情境脈絡及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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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因素，所以我先懷抱著這樣的視角進入研究現場。 

但是配合著閱讀相關文獻，及自己的現場觀察，發現到要將師生言談及幼兒

與同儕的私下言談完整切割，並不容易，而且這關注範圍似乎有些狹隘。因為在

觀察中，我發現幼兒產生私下言談的內容與時間不定，戶外遊戲時間、排隊、點

心與午餐時間，甚至是老師主導的上課時間，都不斷的有幼兒與同儕之言談情形

出現。而且幼兒與同儕的言談內容有時是深受當時的情境所影響的，例如：老師

主導的團體討論或是故事分享，幼兒在底下私自討論，此部份即與老師的言談內

容有很大關聯；但有時又與當時所處情境完全無關，例如：在點心時間，討論自

己的家人。因此，我認為要完全分開幼兒私下言談與教師言談之觀察，並不容易。 

因為發現師生言談互動與同儕言談互動間有相互交融的關係，所以我不僅將

研究焦點置於幼兒私下言談，也擴展於師生言談互動部分。但因為幼兒的同儕言

談內容才是我主要的研究焦點，為避免模糊焦點且造成資料統整困難，因此師生

言談部分僅收錄與當時進行中的幼兒同儕言談內容是有相關聯的部分。也就是

說，若幼兒與同儕的私下言談內容，是與先前發生或正在進行中的師生言談有

關，例如：教師正在進行團討所進行的對話，而幼兒在私下與同儕的對話是與教

師所說相關，這樣的師生言談內容才會放入我的研究當中。因此，我主要的言談

內容收集還是以幼兒與同儕的談話為主，而師生對談的部分為輔。 

二、研究程序 

我從九十三年的九月十六日（即930916）開始，進入美人魚班，開始進行

我的研究觀察，最後一次進入美人魚班的觀察日期是九十四年的三月十日（即

940310）。觀察期間的九、十、十一月是進入現場觀察最頻繁的時期，而後以漸

近淡出的方式退離現場。然而，在寒假過後的下學期，我也進入美人魚班觀察三

次，希冀以此瞭解幼兒在一整個學期過後，其言談內容是否有所變化。 

因為我主要是以參與觀察法來進行言談收集，且依據俗民誌學者的說法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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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深入的浸淫於研究場域，才能獲得真實的資料。然而因為我在研究所中還有

三學門，因而觀察時間受到限制。所以在多重考量後，我的研究觀察情形如下： 

（一）觀察時段 

  我的研究觀察時間，一週內進行二至三次。在一開始，我的觀察時間都是分

開的半天，但是在與指導教授討論後，簡老師提醒我也可觀察一個整天，看看上

下午的言談內容是否具有連續性。並且考量幼兒的同儕言談，可能因不同型態之

活動內容及參與成員之差異而有所不同。例如：團體討論時間，是由教師主導談

話主題，全部幼兒一同參與此主題討論；角落時間是分成好幾組，依幼兒興趣自

由選角，因此組別內的參與成員不同，談話內容可能有異。因此為了儘量完整收

集幼兒言談內容，我將任何有可能產生幼兒同儕言談互動的時段與情境，都列入

觀察範圍中。希冀以此檢視，在不同活動型態與參與成員之美人魚班教室內外情

境下，幼兒的同儕言談內容是否有所變化，其變化情形又是如何。 

  因著不同言談時段可能會出現不同的風貌，再加上簡老師對觀察時段的提

醒，於是，我在十月中旬之後，改變原先觀察時段。觀察時間由二至三個不連續

的半天，更改為單週有一個整天與一個半天（為上午時段），而雙週為三個半天，

其中有二個上午（多半幼兒入園後至午餐時間結束）、一個下午（幼兒午睡起床

後至放學）；希望透過這樣的觀察時間安排，可以幫助我的資料收集更為完善。 

（二）觀察與記錄方式 

我在現場中的觀察，與幼兒的移動路線習習相關。因為美人魚班大部分都是

集體活動，不管是戶外遊戲、主題討論、上廁所等，都是全班一起動作；所以在

此部分，我的觀察焦點很簡單，就是跟著他們移動。幼兒上下樓，不管去那裡，

我都帶著我的包包（裡面裝有錄音機、筆記本）一起跟著幼兒移動，並做現場筆

記。 

但若是遇到角落時間及點心午餐時間，美人魚班的幼兒會分組進行。但因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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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僅有我一位觀察員，再加上觀察輔助工具僅有一台錄音機，並無法同時收集到

教室內各個角落此起彼落的聲音。於是我選擇分開收集，以一次只跟隨一組幼兒

的方式進行觀察。 

美人魚班有五個角落，分別是益智角、美勞角、圖書區、玩具角及娃娃家。

在美人魚班，玩具角與娃娃家較少開放，較常開放的是另外三個角落。角落時間，

我通常會先選擇沒有老師在旁輔導的小組，進行觀察。在角落選擇上，在我的觀

察中，發現到通常沒有老師引導或輔助的角落，常會出現數量較多且較豐富的言

談內容，所以在角落時間開放時，我會優先選擇這樣的小組進行觀察。而且因為

老師在角落時間，並不會每次都選擇同樣組別，因此我也可隨老師的選擇而跟隨

收集到不同組別的幼兒言談。 

在選定角落中要跟隨的組別之後，我帶著錄音機與隨身小筆記，記錄下我跟

隨組別的幼兒言談內容。若角落時間開放較短，通常在當次的角落時間，就僅能

收錄下一組的角落言談。但若角落開放時間較長時（超過二十分鐘以上），我會

依觀察組別之幼兒的交談情形是否熱絡，而選擇是否繼續停留在此角落。若選擇

組別的幼兒一直都很熱絡的繼續交談，並延伸話題性，那麼我會選擇繼續留在此

角落。但若幼兒的同儕交談是有一句沒一句的，且言談主題與先前已收錄的角落

言談內容變化性不大時（例如：圖書角都在談論彼此對繪本上的插畫之想法），

也就是達到所謂的「理論性飽和」時，那麼我會選擇換到別組的角落活動，以期

收集到不同組別之角落時間的幼兒同儕言談。 

而且在角落時間，我會一再提醒自己，儘量不要將研究焦點置於某些幼兒身

上，還有要顧及到不同組別之角落活動，以期平均收集美人魚班的幼兒之角落活

動的言談內容。 

至於點心與午餐時間，因為美人魚班的幼兒分成四桌，而且有自己的固定位

置來坐，所以我在心中替他們的桌次編號，以一至四桌為分別，由第一桌開始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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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觀察，且下一次的點心或午餐時間，則按上次的觀察桌次加一進行（但在第四

章的研究結果分析部分，我則以「＃數字」以表示桌次別，例：「＃4」表四桌），

例如：早上的點心時間在第一桌觀察，午餐時間則在第二桌觀察，且在觀察筆記

上註明桌號，以方便下次觀察桌次的查詢。這樣的目的也是為了能夠平均各桌幼

兒的言談內容。而且因為老師偶爾會將幼兒的座位調整，所以我也可收集到同位

幼兒與不同同儕享用點心或午餐時，言談內容之變化情形。 

在現場觀察時，我隨身帶著特別準備的小筆記本，記下一些幼兒言談內容及

現場發生的重要事件。但是因為現場的言談與情景一直流動，變化的很快，所以

我使用的記錄文字也儘量精簡，例如：在幼兒姓名以單字作表示、對話方向以箭

號表示等等。文字精簡之外，也儘量快速畫出幼兒座位的簡圖，以便日後做詳細

記錄。而回家後，也儘量把精簡的筆記擴展成盡可能詳盡的文字描述，輸入電腦

內歸檔，或是在離園之後，以口述方式，將筆記來不及抄的內容錄於當天觀察錄

音帶之後方空白處，以助詳細記錄。 

三、研究資料的種類 

  我預計所要收集的研究資料，依種類分為觀察筆記、錄音帶、訪談記錄、

反省札記，以及現場文件五種。以下為我將分別敘述各項資料蒐集的方式。 

（一）觀察筆記 

  觀察筆記是此次研究中很重要的資料來源，我將現場觀察到的現象與幼兒的

言談內容，以速寫的方式記在特別準備的筆記本上，以幫助日後聽錄音帶時的轉

譯謄錄。至於觀察記錄方式因為前面就已提過，在此就不再贅述。 

（二）錄音帶的轉譯稿 

  幼兒的言談互動不僅豐富繁多，而且也變化快速，而我的記憶及現場筆記並

無法補捉全部的訊息，因此，我借重了錄音工具，以幫助完整記錄。一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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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採用比較先進的錄音筆來進行錄音，雖然它外形精巧、且省去換錄音帶的時

間，但是我發現錄音筆內的錄製聲音很小，事後聽取時十分吃力，而且有時錄音

筆出現故障情形，讓我十分害怕。於是我選擇傳統之錄音機，雖然要常換錄音帶

及電池，比較麻煩，且外形較錄音筆大，攜帶有些不便。但是因為我覺得錄音機

的出錯率較低，這讓我比較安心，而且其實外接小麥克風，再將錄音機靠近幼兒，

若是背景雜音不多，其實錄音效果還算不錯。不過以往在點心或午餐時間，若我

坐離幼兒較遠時，就會發現錄音效果不是很好。於是在十月初，我調整我的錄音

方式，就是在經過幼兒的允許後，我將錄音機公開放至觀察幼兒享用美食的桌

上，以期因為更靠近幼兒而使聲音收錄更佳。當然初期幼兒都會十分好奇，一直

想拿起來對露出的小麥克風說話；這時候我會讓他們說，並放給他們聽，向他們

清楚解釋我的作法。 

而在聆聽錄音帶時，我發現在現場若稍微留意幼兒的聲音特質，對於錄音帶

中的幼兒聲音辨認能力亦會提昇。所以，我認為錄音機對於幼兒言談內容收集，

的確幫助不小。 

（三）訪談記錄 

  我的訪談針對幼兒與教師的部分，分別進行。但是訪談並非定期進行，而是

在情況有需要時才做。於現場蒐集資料時，若有令我感到困惑的地方，我會當場

向幼兒或老師提出，並且立即討論。有時是於回家轉譯後發現不清楚的地方，我

會於下次回到現場時，向幼兒或教師請教與討論。亦即，我的訪談大部分是屬於

非正式的訪談，透過這樣的交談，是能幫助我更了解情境中的言談內容。訪談有

時是有錄音的，但有時會因聊的過於開心，而忘記錄音。關於此部分，我會提醒

自己於日後訪談時要特別留意；而且儘量在取得研究參與者的同意後錄音，以幫

助日後詳細記錄。 

  正式訪談的部分，在觀察中段左右開始陸續進行，且持續的將我於現場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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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筆記與錄音帶謄寫部分，請美人魚班的老師幫忙閱讀與修正。 

（四）現場文件 

除了觀察筆記及訪談之外，我也經由老師允許後，從研究現場蒐集相關文

件，以幫助我的研究資料更為完整。因為我相信現場資料除了可以提供重要的背

景資料外，也展示了教師與幼兒的聲音、潛藏的價值觀與態度。 

（五）反思札記 

  我的文字書寫資料，除了觀察筆記、訪談資料外，我亦將現場的心靈觸動、

內在感受、我與研究參與者的情感互動，及觀察時無法及時記錄的事件，都呈現

於我的反思札記中。 

這是因為我知道研究者的自我感受（feeling）與偏見，是造成研究偏誤的

可能來源。不過我認為若從不同角度來看待研究者的感受，會發現它對研究亦產

生正面影響，例如：研究者的感受是建立共融關係很重要的媒介，且也可用來估

量研究參與者的觀點。因此，感受不應該被壓抑，感受問題如果善加處理，是可

成為質性研究的重要助力。因此我認為研究者感受的記錄，對於研究資料之呈現

也有重大意義與影響力。 

第六節 

童語的收納與珍藏－資料的整理與分析 

現場觀察一段時間後，我開始統整所有收集資料、並進行編碼工作。資料累

積過程，是一面收集、也一面進行分析、檢驗的連續循環過程。我先將口語資料

轉為書面文字，並加以整理。再運用歸納、比較的原則，抓住研究現象的主要特

質，再做歸納與命名。如果此一特質再經比較，發現是現象中的普遍特質，便歸

納並提昇至抽象層次成為概念，此現象若一再重複出現，則與此概念相關之資料

收集已達「理論性飽和」，便可不再收集此方面資料（徐宗國，民85）。我所有

資料的收集與分析步驟描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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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將所有收集的資料轉化成文字，並繪圖清楚示之 

  在此，我將把現場觀察筆記、錄音帶的轉譯部分，都轉化成文字書寫。雖然

在轉譯方面，正確來說，其實不只是將口語訊息轉化成文字敘寫，行動者的空間

位置、言談活動中的非口語訊息，例如：目光投注方向、身體的朝向、對身邊物

體的操弄等；及副語言（paralinguistic）的訊息，像音質（笑、哼歌、唱歌）、

音高、節奏、音量等，都應當被詳細記錄與轉譯。但因我的研究輔助工具為錄音

機，並非是攝影機，所以言談活動中的非口語訊息，我並無法作完整且有系統的

記錄。因此，我的做法是，只有在非口語訊息的發生是非常顯著、現場觀察筆記

上附有特別註解，且會明顯影響到我對言談互動的意義詮釋時，我才將它編排在

轉譯文字中。對於研究參與者，即美人魚班之幼兒與教師，都予以暱名處理，以

示基本尊重及保護他們的隱私權。 

在轉譯過程中，除了文字敘寫，我並以選用的符號來標示言談參與者的身

份、行動及言談事件之內容。而這些符號不僅當作我的轉譯符號，以利幫助分析

與記錄對話內容。同時也是我於現場記錄時的簡圖標示，以幫助我快速書寫現場

所發生的事件。而我所使用的符號及它們的代表意義，呈現於下表中。 

表3-1 轉譯符號與實例說明 

符號 文字說明 舉例 

T 
老師 T1＝奧利薇老師T2＝美樂蒂老師T3＝米妮

老師 

I 研究者（我）  

SS 部分學生一起說話 SS：「我！我！我！」 

WS 

全部學生一起說話 T1＞WS：「我有沒有說過不可以帶玩具來學

校？」 

WS＞T1:「有！」 

Sx 分辨不出那個幼兒  

Sx1 

Sx2⋯ 

分辨不出那個幼兒的序列

編號 

 

＞ 
對話方向（眼睛需注視對話

者才算） 

T2＞Sx：「謝謝妳今天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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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長語氣 Sx：「ㄏㄡˋ∼老師都不點我！」 

－ 停頓 Sx：「嗯－嗯－我不知道呀！」 

！ 表聲音大聲或驚訝狀 威＞萱：「妳幹嘛打我啦！」 

？ 
說話語氣內帶有懷疑 T2＞緻：「是這樣嗎？妳要不要再想清楚一

點呢？」 

「」 口語內容，私下言談內容 穎：「我喜歡玩玩具角。」 

（） 
非口語之動作表情或是補

充說明 

Sx（手指隔壁男生）＞T1：「老師，他打我。」

【】 

插話，或表同時出現的言語

內容 

T3＞WS：「今天老師說的故事喜不喜歡呀？」

WS＞T3：「喜歡。」 

【Sx：我早就聽過了，我不喜歡。】 

 加重語氣 Sx1＞Sx2：「我說我喜歡你。」 

＃ 
桌次（後加數字） （情境：午餐時間，我坐在＃2，安、森附

近） 

⋯ 
聽不清一句話 若（手比著動作）：「這邊有做一個大山，然

後⋯。」 

⋯⋯ 聽不清楚一段話  

∞ 
聽的清楚，但轉譯謄寫時省

略的一句話 

 

∞∞∞ 
聽的清楚，但轉譯謄寫時省

略的一段話 

T2＞WS：「好，今天我們來討論一下，∞∞

∞，你沒有看我耶∼」 

此外，在文中若需引用觀察資料之實際例子時，我也會在引用內容上方先呈

現場景的說明，然後在最後結束部分附註說明是在何時段中的言談內容，也就是

說我的實例呈現方式會是： 

（情境：言談發生當時的現場簡述） 

A＞B：「⋯⋯⋯⋯⋯⋯⋯」 

B＞A：「⋯⋯⋯⋯⋯⋯⋯」 

（點心、午餐、戶外遊戲、團討、角：○○角 日期） 

以實例說明如下： 

（情境：威、若吃著點心沒說話，但若一直偷看平） 

若＞威：「你有沒有覺得平好像都不會講話，我好想聽她的聲音喔！」 

威＞若：「她會講話啦！但是她很害羞，不喜歡在學校講話。」 

（點心931005） 

  我希望以這樣場景脈絡的簡單說明，會對讀者在閱讀上有更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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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標示出有意義的資料單位 

陳向明（民91）指出質性研究之資料整理的主要方式是歸類，而歸類的基

礎是建立類屬（category）。但類屬的確定與建立需透過登錄（coding），即將有

意義的詞、短語、句子或段落用一定的碼號（code）標示出來。不過，考量到我

的研究主題與性質，因此在標示出有意義的資料單位前，我先要確定我的資料分

析單位。 

在研究中，我的研究目的是要探究幼兒與同儕私下的言談內容，於是同儕言

談間的雙向互動就顯得十分重要。不過，在多次閱讀原始資料後，發現到美人魚

班的幼兒針對同一言談主題的討論，其持續性並不高。平均看來，同一主題間的

往來對話，經常在說者與聽者相互回應二次（你＞我→我＞你→你＞我→我＞你）

之後就結束；有時甚至出現沒有聽者回應（你＞我→我沒回應）或是僅有一次相

互回應（你＞我→我＞你）即話題中斷，然後開啟下個主題的對話。但是這樣的

言談雙向互動情形，次數還不算少；因此在考量此種言談現象後，我將言談分析

單位設為：針對同一談話主題，只要有出現一次以上相互回應的往來對話（即是：

你＞我→我＞你），即可算做是一組談話，在談話次數方面就劃記一次。而且，

不論參與此次談話之人數有多少，或是談話長度有多長，都僅算一組談話。 

   在確定資料分析單位後，我透過閱讀現場觀察資料，將真正屬於幼兒同儕

間對談的資料內容，標示為有意義的資料單位，以作為後續資料分析編碼的基

礎。但純屬師生對談的語句仍予以保留，已備日後補充或發現主題之用。不過，

在現場觀察時，因為我也經常以〝非教師的類同儕〞之朋友姿態與幼兒閒聊，並

由此和幼兒進行非正式的訪談與溝通，以解開我對他們言談內容中所產生的疑

惑。於是，我與幼兒的對談內容，也就為數頗多，亦具特殊意義。因此，我在第

四章的研究結果分析時，也會將我與幼兒的對談內容放入分析當中。 

三、尋找主要言談事件，發展初步編碼類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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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場域收集到龐大的觀察資料之後，我不斷反覆地閱讀原始觀察資料，

並比較與歸納所搜集到的資料。然後，先找出師生互動情境和同儕互動之間的規

律與不規律模式，再找出師生間與幼兒同儕間最頻繁發生的事件及言談內容，並

把握住其中的相同且主要的特質，將言談內容依主題做初步的編碼，並給予初步

命名。 

四、綜合分析資料，進行最後的歸納與命名 

形成初步類目後，我再檢視所有初步類目，並反覆閱讀。在經前後比對與綜

合比較後，若發現初步類目中的特質，是其他類目也擁有的，也就是現象中普遍

相同的特質，那麼就可歸納並提升至抽象層次而成為概念，再做最後的編碼命

名。除此之外，我亦將所有同類目之言談事件做次數總計，希望以此看見幼兒言

談內容主題的頻率高低。 

然而，特別要說明的是，談話資料單位若涉及多個言談主題，同時適合於不

同類目當中，我便會將這些資料單位一一歸屬於適合的類目當中。也就是說，部

分資料單位是會重覆出現於一個以上的不同類目當中，且在次數統計上，都分別

於這些類目中劃記一次。 

五、研究者的主觀性 

在找尋出主要的言談事件，並做了歸類與命名的工作後，我所要進行的是資

料的詮釋工作，不過在此我想必須先留意到的是研究者自身主觀對於資料詮釋的

影響。 

根據文獻指出，量化研究所屬的實證主義典範假設研究者與被研究或現象是

可獨立分開的，因此認為研究者可以經由適當的方法排除個人價值之影響，而達

到科學之客觀性。但是質化研究所屬之自然主義典範卻認為無論以什麼方法控

制，研究者之主觀價值必然影響其研究。而且，對於自然主義研究典範而言，科

學上的絕對客觀性根本不可能存在於社會科學中。不過丁雪茵、鄭伯壎（民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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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研究者的主觀性非但不是禁忌，反而是質性研究的一大特色。而且往往就是

由於研究者之主觀性而使其具有獨特的觀點與見解。不過正視主觀之存在與承認

其影響並非任其肆虐。Erickson（1984）即指出，質的研究中的主觀應是「具專

業素養的主觀」。意指研究者必須隨時反省自己的主觀價值，及其對於研究過程

與詮釋角度之影響。 

蔡敏玲（民84）亦指出，嘗試去除主觀對建構的影響非但不可能也沒有必

要。她建議我們應在現場日記裡，記下引起情緒波動的事件、萌發的想法或是改

變建構的一些事件。因為我們不但必須從脈絡中詮釋行動者的行動，也必須知覺

主觀在這個建構過程中的運作。並且在研究報告中必須清楚地交代自己塑義過程

的脈絡：包括進入現場前所持的理論架構觀點，進入現場時的協商，與行動者的

互動，與行動者關係的發展或改變。有系統的監視主觀的運作，更可以發揮各個

研究者獨特的洞察力（蔡敏玲，民85b）。且在質性研究中，研究者本身就是一

個「研究工具」，而此「研究工具」的靈敏度、精確度和嚴謹程度對研究的質量

至關重要（陳向明，民91）。 

  因此在進行資料的詮釋工作時，我期許自己不要忘記了自己的主觀感受對於

研究分析時的影響，以客觀又有系統的看待與監視自己的主觀意向，期許自己的

主觀性獲得一種比較客觀、嚴謹、自律的品質。 

六、值得信賴度（trustworthiness）的建立 

  雖然說質的研究將研究者作為研究工具，強調研究者個人的獨特性與唯一

性。因此，即使是在同一地點、同一時間、就同一問題、對同一群人所作的研究，

研究結果也可能因不同研究者而有所不同（陳向明，民91）。考量到可能有更多

元的資料分析、詮釋之觀點與角度，因此我的研究結果之再詮釋與檢驗工作，是

採取「參與者檢驗法」，也就是我將研究結果反饋給研究參與者，看他們有什麼

反應（陳向明，民91），以此方式建立研究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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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將研究過程中的疑惑與初步研究結果，藉由與美人魚班的三位教師

之正式、非正式訪談進行討論，而三位教師也對我的初步分析予以肯定與認同。

在幼兒部分，因為考量到幼兒可能已經忘記他們之前說過的言談內容及當時情

境，所以我僅於觀察期間遇上不清楚的地方，就立刻向他們尋問，而不做事後的

再訪談、再詮釋工作。 

除此之外，在論文當中，我以厚實的描述（thick description）來呈現現

場長期觀察中的真實情境，以免失去研究論文應具備的基本客觀。在研究過程

中，亦透過〝第三者的眼睛〞—即與指導教授的會談，與幼教夥伴、非屬幼教夥

伴之同儕對談，來共同檢閱我的原始資料、初步歸類與最後分析，並檢視資料歸

類是否有誤、分析觀點與詮釋推論是否過於主觀，以此降低研究中可能存在的盲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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