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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主要呈現本研究之研究取向、研究參與者與研究者、資

料蒐集方法與分析，分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取向 

 

本研究想了解幼稚園實習輔導老師對輔導實習生的觀點，在

輔導過程中的互動關係、所面臨到的挑戰，與影響實習輔導的因

素。經由輔導老師陳述輔導的經驗，以歸納出他們在輔導過程中

的情境脈絡；探討其在輔導實習生的經驗中，對輔導實習生的觀

點為何？彼此互動關係為何？影響實習輔導的因素有哪些?以及

所面臨的輔導問題與挑戰為何？ 

在研究方法的考量上，一直思索著：「什麼樣的研究方法，

才能真正達到我的研究目的，解答我的研究問題？」質性研究經

常以人為探究的對象，詢問：「他們正在經歷的經驗為何，他們

如何詮釋這些經驗，以及他們自身又是如何建立生活的社會世

界」，研究者設定一些程序與策略，使能從資料提供者的觀點來

考量他們的經驗（黃光雄，2001）。由於必須瞭解研究參與者所

描述的輔導情境中，瞭解其對於事件的詮釋、組織、意見、看法

及信念和知識系統等等，因此本研究以質性的研究取向進行較合

宜。讓研究參與者能清楚地說出自己的看法，進而分析每位研究

參與者的輔導經驗。 

研究者認為本研究宜經由質性的研究取向，進行深入探究較

為適宜的理由為：本研究關注的焦點是幼稚園實習輔導老師的輔

導經驗，目的並非在驗證或更進一步的發展理論，而是在探索研

究參與者的主觀經驗及其思考脈絡；本研究著重在研究參與者本

身的實習輔導經驗，然而這些經驗並不能以一個或多個變項加以

解釋，必須深入瞭解這些輔導老師背後的想法與行動的意義，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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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忠實呈現輔導老師的輔導觀點與經驗。 

 

 

第二節 研究參與者與研究者 

   

壹、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旨在探討幼稚園實習輔導老師的輔導經驗之歷程，因

此，本研究的研究參與者是以目前實際參與實習輔導工作，台北

縣（市）公私立幼稚園的輔導教師為主。在研究參與者的選取上，

研究者依據下列三個因素考量： 

一、有意願參與：本研究參與者須為現任實習輔導老師之外，必

須要有研究合作的意願。因此，在研究參與者的選取上必須

是選擇願意與人分享經驗，並且參與度高的教師。 

二、主動積極的特質：為能從研究參與者蒐集到豐富的資料，主

動積極、熱忱意願的實習輔導老師便成為首要考量；而且，

輔導老師對實習輔導方面具有有自己的想法，對於如何帶領

實習生也有自己的規劃。 

三、有實習輔導經驗：為了瞭解到更為多元的、更廣泛的資料，

在研究參與者的選取上，以不同輔導年資的實習輔導老師為

佳；而且，其中包含第一次擔任實習輔導工作，以及曾多次

擔任實習輔導老師者。 

   

在以上的因素考量之下，研究者開始尋找可能合作的對象，

但在尋覓研究參與者的過程中，並不如預期般的順利。在實際接

觸後發現，許多有意願的輔導老師恰巧今年沒有接到實習生，而

有些輔導實習生的輔導老師，卻礙於幼教現場工作繁雜，對於研

究多有所恐懼，所以無法成為本研究的參與者。研究者一方面能

體諒輔導老師們的考量與顧忌，一方面又感到擔心與挫折，所幸

在多方的努力下，終於尋找到有意願的研究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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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將邀請研究參與者的歷程描述，如表 3-1 所示。 

 

表 3-1 邀請研究參與者的歷程 
     項目 

代號 
允諾參與的時間 找尋的方式 

A 靜靜 2006 年 10 月中 自行尋覓 

B 慧慧 2006 年 10 月初 同學引介 

C 茜茜 2006 年 11 月中 自行尋覓 

D 珍珍 2006 年 9 月初 同事引介 

E 柔柔 2006 年 8 月初 同事引介 

F 雅雅 2006 年 9 月初 同事引介 

G 雯雯 2006 年 9 月底 自行尋覓 

H 芳芳 2006 年 9 月初 自行尋覓 

 

  研究者在一場研習中偶遇「E 柔柔」，她今年 34 歲，任教年

資 10 年，是一位公幼老師。透過閒聊意外地發現，柔柔是研究

者合班老師的同學，因為這層關係拉近了彼此之間的距離。研究

者與柔柔的交談的過程中，發覺她符合本研究研究參與者的選取

條件，研究者因而主動提出邀約，柔柔毫不猶豫便一口答應，而

柔柔就成為本研究第一位研究參與者。 

  為了能盡早尋找到研究參與者，研究者透過同儕幫忙探詢哪

些園所有輔導實習生，研究者再以電話聯繫的方式，瞭解其對本

研究的參與意願。十分恰巧地，研究者聽聞一所私立幼稚園，有

輔導一位幼教學程的實習生，輾轉才接觸到「D 珍珍」，她今年

37 歲，任教年資 5 年。經由瞭解後才發現，珍珍是研究者同事

的研究所同學，由於珍珍自己也在進修，對於參與本研究是以幫

助他人的心，她雖然教學年資不深卻已經輔導了五位實習生，加

上珍珍自己有實習的經驗，因此在分享時總能提出個人的見解。 

  在這樣的機緣下，研究者又經過同事的介紹，又認識了同樣

在研究所進修的「F 雅雅」，她今年 36 歲，任教年資 11 年，是

一位公幼老師。向雅雅提出研究的邀約時，一開始雅雅因為自己

也在進修，又有二位年幼的孩子，深怕自己的時間沒有辦法配合

而有些許的猶豫，但在助人的前提下，雅雅還是答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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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尋覓的過程中，研究者經歷被拒絕、聯繫與等待回覆的過

程，同時又擔心尋找不到符合條件的研究參與者，因此研究者積

極上網搜尋各師資培育機構，蒐集該校實習生教育實習機構的名

單，以確定哪些園所有實習生在園實習。研究者決定改以主動出

擊的方式，依據蒐集到的資料一一的打電話探詢，以瞭解他們對

參與本研究的可能性。「H 芳芳」就是碰巧接到研究者詢問的電

話，她今年 36 歲，任教年資13年，是一位私幼的老師。友善、親切

是她給研究者的第一印象，在電話裡，芳芳不但沒有斷然的回

拒，甚至願意幫詢問其他老師的意願。但是可能現場老師對於「研

究」有著莫名的恐懼，在沒有任何一位老師有意願的情況下，芳

芳只好自行出馬接受研究邀請。 

  另一方面，經由研究者的同學所推薦，「B 慧慧」是一位任

教年資 21 的年的公幼老師，她今年 45 歲。初次與慧慧聯繫訪談

時，發現慧慧雖然教學年資豐富卻是第一次擔任實習輔導工作，

讓研究者對於慧慧深感好奇，想瞭解對慧慧來說，實習輔導會帶

給她什麼樣的經驗與感受。 

  隨著部分研究參與者的確定，之後尋找的對象難度越來越

高，在公立幼稚園的部分，研究者需要一位有豐富輔導經驗的老

師。逐一探詢的過程中，研究者恰巧找了「G 雯雯」的學校，她

今年 38 歲，任教年資 9 年。在交談的過程中，才發覺研究者與

雯雯曾在一場研習會中相識，更巧的是雯雯的輔導年資，正好符

合研究者要尋找的受訪對象。當研究者提出研究邀請時，雯雯欣

然的接受。在訪談的過程中也能感受到，雯雯真誠的與研究者分

享她的經驗與想法。 

  由於擔心延誤到訪談的時間，研究者在進行初次的訪談過程

中，也同時積極尋覓另外二位私立幼稚園的研究參與者。在接洽

的過程中，有些私立的幼稚園的園長不希望老師參與研究，因此

增加尋覓研究參與者的困難度。終於有一所私立幼稚園給予了肯

定的回覆，不過因為聯絡上的問題，園方之前所推薦的老師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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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經驗，但目前卻沒有擔任實習輔導的工作，在進行第一次訪

談時才發現；這樣意外的情況下，「A 靜靜」臨時授命接受研究

者的訪談，她今年 27 歲，任教年資 3 年，靜靜的熱心與助人的

心，讓研究者深深地感動。 

  「C 茜茜」她今年 41 歲，任教年資 18 年。茜茜是最後尋覓

到的研究參與者，由於園長與茜茜的熱心幫忙下，終於讓尋找研

究參與者的工作告一段落。茜茜雖然有著豐富的教學經驗，但對

於幼稚園教育實習輔導工作的經驗卻不多，因為她常接觸的多為

高中職幼保科的實習生，少有完整教育實習輔導的歷程，因此茜

茜能提供的輔導經驗較為有限。 

 

最後本研究為能呈現縣市、公私立別以及輔導年資不同的實

習輔導老師其輔導經驗的多元內容，故選取 8 位幼稚園實習輔導

老師為研究的參與者，以輔導年資來區分：輔導年資二年以下的

有 2 位；二至四年的有 3 位；五至六年的有 3 位。8 位輔導老師

中有 3 位輔導老師目前輔導半年制的實習生（1 位教育大學幼教

系、2 位幼教學程）；有 5 位輔導老師輔導一年制的實習生（5 位

教育大學幼教系）。這 8 位輔導老師中，有 6 位任教園所採用大

單元的教學；有一位任教的園所採主題教學，另一位任教的園所

則採方案課程。 

研究者依照 8 位研究參與者的輔導年資依序排列，由第一次

擔任實習輔導工作，至曾有多次輔導經驗的輔導老師，給予研究

代號 A∼H。基於研究倫理的考量，在本研究中人名、園名皆採

匿名的方式呈現（詳見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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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研究參與者之基本資料 

 教師個人資料 園所特性 

輔導經歷 

輔導人數
研究參
與者 
代號 

教學 
年資 

年
齡 學歷 

半年 一年
輔導
年資

園所 
性質 

所採 
教學模式

A 靜靜 3 27 師院幼教系 1 0 0.5北市 
私立 

大單元 
多元智能

B 慧慧 21 45 師院幼師專  0 1 1 北市 
公立 大單元 

C 茜茜 18 41 師院幼師專 1 2 2.5北市 
私立 大單元 

D 珍珍 5 37 
學士後 
師資班 

(研究所進修中)
3 2 3.5北縣 私立 主題教學

E 柔柔 10 34 師院幼教系 2 3 4 北縣 
公立 大單元 

F 雅雅 11 36 師院幼師專 
(研究所進修中)

0 5 5 北市 公立 大單元 

G 雯雯 9 38 師院幼師專 0 6 6 北縣 
公立 單元主題

H 芳芳 13 36 師院幼師專 0 6 6 北市 
私立 方案課程

註：本研究參與者皆採匿名的方式。 

 

貳、研究者的角色 

進行訪談前，研究者與多數的研究參與者未曾見過面，只透

過電話或 e-mail聯繫訪談事宜。為了與研究參與者建立關係，

消彌其對研究所產生的壓力與困擾，在聯繫的過程中，研究者除

了說明本研究的目的外，還向研究參與者說明需要配合的事項，

如：每次的訪談時間可能需要一至二小時；要一個不受干擾適合

訪談空間；訪談的過程必須全程錄音；訪談的內容主要是分享輔

導經驗為主⋯等，讓研究參與者對研究進行的方式，有初步的瞭

解後，能以比較沒有負擔、輕鬆的心情來面對。另外，研究者與

研究參與者談話的過程中，研究者會向研究參與者表達對於她能

參與本研究的感謝之意，並表示能體會她教學繁忙的狀況，因此

會儘量配合研究參與者方便訪談的時間，以不影響其教學工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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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因為幼稚園作息的關係，多數研究參與者希望接受訪談的時

間，為下午幼生午休的時段為主。因此研究者依每位研究參與者

認為較適宜的訪談時段，選定幾個訪談的日期供研究參與者選擇 

。在與 8 位輔導老師做初步的聯繫後，研究者感受到每位研究參

與者親切、和善的態度，對於訪談的配合度頗高，即使有困難也

會主動擇期再進行訪談。在進行訪談工作時，研究者發現最需要

克服是時間的問題，由於研究者本身也是在職的老師，在訪談時

間上多有侷限，且要配合研究參與者的訪談時段，因此一週可以

排定的訪談次數僅有二至三次。研究者須把握寶貴的時間往返於

園所之間，在訪談時也要能掌控好時間，才不致於擔誤到研究參

與者之後的活動安排。因此本研究就在儘量不影響研究參與者與

研究者的教學工作前提下緩慢地進行，當學期初訪談工作第一輪

結束後，才發覺第一次的訪談歷時將近一個月的時間。 

  在第二次訪談時，時間的壓力隨著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的熟

識，與訪談過程的深入分享，漸漸地被彼此給遺忘。往往在訪談

結束後才驚覺訪談時間早已超過二小時，所幸研究參與者都能體

諒，也願意分享自己的輔導經驗。到了最後一次的訪談，因為已

經是學期結束，不再受到時間上的限制，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已

能像朋友一般，聊聊自己的生活、分享工作與學業上的壓力，互

相關心，有時還需要刻意將談論的重點拉回訪談的內容。在這樣

的歷程中，研究者感覺到結識了 8 位新朋友，從她們無私的經驗

分享中，無論是在研究、生活、教學上，都帶給研究者很多的收

獲與成長，而這種經驗是很難能可貴的。 

 

在質的研究中，研究者是最主要的資料蒐集工具。因此最初

研究者將自己定位在「訪談者」的角色。在 8 位研究參與者中，

只有一位年齡比研究者小，其餘研究參與者無論是年齡或是教學

年資，都比研究者的經驗豐富，因此研究者抱持著向前輩學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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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與之互動。以「學習者」的角色去瞭解各研究參與者的實習輔

導經歷，以「傾聽者」的角色去積極傾聽其輔導經驗，以「反省

者」的角色去消除個人的想法與偏見，以「詮釋者」的角色分析

出有意義的結果。 

初次的訪談，研究者努力扮演著訪談者的角色，除了基本的

問候外，便直接切入訪談的內容。訪談的過程中，研究者保有敏

感度與觀察力，以察覺、理解研究參與者所描述地情境脈絡，以

及事件發生的狀況。但隨著研究參與者所陳述的經驗中，引發了

研究者想要瞭解的好奇心，在彼此認真的提問、真誠的分享互動

之下，讓訪談得以更為深入，而研究參與者也分享更多的想法與

經驗。在整個訪談的歷程中，研究者的角色並非一層不變，面對

8 位不同背景、個性的研究參者，在互動的過程中也產生了不同

的角色。 

面對同樣在研究所進修的珍珍與雅雅，在每次訪談前研究者

總是會關心她們進修狀況，同時分享彼此進修的心情，並給予心

理上的支持，讓她們瞭解尋找指導教授的過程，無須太過緊張、

擔心，此時研究者為「經驗的提供者」與「支持者」；而慧慧、

柔柔與雯雯三位研究參與者，與研究者均是公立幼稚園的老師，

皆有行政工作的經驗。因此每次在訪談前，總會進行園務、行政

方面的資訊交流，並做工作經驗的分享，此時研究者為「經驗的

交流者」；靜靜、茜茜與芳芳三位研究參與者為私立幼稚園的老

師，對研究者而言，私立幼稚園的運作、情境脈絡是較為陌生的。

因此研究者一直以「學習與傾聽者」的角色，努力瞭解研究參與

者所陳述經驗中的情境脈絡。由於部分的研究參與者在分享自己

的輔導經驗的同時，也想瞭解其他園所的輔導方式有何不同？甚

至對目前的實習輔導制度並不是很瞭解，而此時研究者則扮演的

「訊息的提供者」的角色。 

雖然，研究者的角色會隨著與研究參與者的互動而轉換，在

研究的過程中，當有研究參與者問說：「你覺得呢？」，想要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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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對其分享事情的看法。面對研究參與者的詢問，心裡產生

了矛盾與掙扎，深怕自己干擾了研究的結果。但是與研究參與者

的關係是一種互動的過程，倘若研究者沒有適時的回應，研究參

與者便無法分享的更深入與更投入。因此訪談中，研究者會提醒

自己注意以下的原則（黃政傑，1996；歐用生 1995）：第一要尊

重參與者；第二要有研究熱忱；第三要取得對方信任；第四最好

自然的情境中實施訪談；第五要多聽少講，並把問題問清楚。所

以研究者盡量保持傾聽的態度，先瞭解研究參與者原本的想法後 

，再提出個人的看法，時時提醒自己，進而促使本研究更具客觀

性與嚴謹性。 

 

 

第三節 資料蒐集方法與分析 

 

壹、資料蒐集的方法 

  為讓研究參與者更深入說出自己的看法，因此以個別訪談為

主要資料蒐集的方法： 

 

一、個別訪談 

訪談通常是兩個人（有時包括更多人）之間有目的的談話，

由其中一個人（研究者）引導，蒐集對方（研究參與者）的語言

資料。訪談的目的在於瞭解研究參與者的觀點，蒐集特定問題或

事件的訊息（黃瑞琴，1996；歐用生，1995）。為了對幼稚園實

習輔導老師的輔導經驗能有更多的瞭解，以得到更豐富的訊息，

本研究中採用個別訪談，從中獲取研究參與者之實務經驗與觀

點。 

本研究採半結構的訪談方式。訪談內容包含實習輔導老師對

於輔導實習生的觀點，以及分享其過去的輔導經驗，在輔導目前

實習生歷程中實際具體輔導內容，和實際輔導過程裏所運用的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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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方法，以及輔導過程所面臨的問題與挑戰等（訪談大綱詳見附

錄）。在實際訪談情境並非刻板地依照題目的順序向研究參與者

提問，而是藉著問題催化研究參與者描述他在實習輔導歷程中的

重要經驗，再依研究參與者敘述的內容，再進行深入。 

為考量訪談方向與設計是否能蒐集到所需的資料，因此研究

者會先將自己所草擬出的訪談大綱，以園內且目前擔任實習輔導

老師的同儕，為試探性訪談的對象，以釐清題目的語意是否清

楚，以及其對訪談題目的看法。訪談大綱再加以修正定稿後，才

開始正式個別訪談。每次的訪談全程錄音，以作為日後資料的謄

錄、整理與分析。 

 

本研究在 95 年 10 月至 96 年 3 月開始進行資料的蒐集，將

藉由半結構性的訪談，瞭解 8 位實習輔導老師的輔導經驗。期能

達成研究之目的，並使本研究更加完整。在這段期間分別對 8 位

輔導老師進行三次的個別訪談，將訪談時間初分為三個時間點：

學期初、學期中、學期末。 

本研究於十月初開始進行學期初的訪談工作，得以瞭解實習

輔導老師，在學期初期(七月至九月)如何輔導實習生，以及實習

生的實習狀況。接著依研究參與者訪談時間的先後順序，安排進

行第二次的訪談，以避免訪談時間距離太近或太久。第三次訪談

則安排於學期末，以瞭解輔導老師對於本學期的實習輔導想法。

每次訪談為時間一個半至兩個小時為主，但隨著與研究參與者互

動關係，使訪談的時間有時會延長至三、四個小時。整個研究歷

程中共進行二十四次的訪談工作。研究參與者訪談時間如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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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研究參與者訪談時間表 

代碼 

時間 
A 靜靜 B 慧慧 C 茜茜 D 珍珍 E 柔柔 F 雅雅 G 雯雯 H 慧芳

學期初 
2006 

11/06

2006 

10/18 

2006 

12/07

2006 

10/17

2006 

10/14

2006 

10/25

2006 

10/12 

2006 

10/04

學期中 
2006 

12/27

2007 

01/10 

2006 

12/14

2006 

12/26

2006 

11/28

2007 

01/03

2006 

12/28 

2006 

12/13

學期末 
2007 

03/05

2007 

03/14 

2007 

03/03

2007 

02/09

2006 

01/31

2007 

02/05

2007 

02/07 

2007 

03/06

 

二、研究札記 

研究札記為研究者每一次進行訪談後所敘寫，主要記錄研究

過程的重要訊息，包括語言與非語言所傳達的訊息，及研究者的

反思，以作為下一次訪談的參考。因此在每次個別訪談後，研究

者會馬上進行研究札記的撰寫，將當時的感受、想法及現場情形

加以保留，以利於後續資料的分析與詮釋時參考。另一方面，藉

由寫札記的過程，能反省自己對於參與者所透露的訊息是否能有

相當的敏感度，以作為下次訪談技巧的改進依據。 

 

三、相關文件資料收集 

歐用生（1995）指出，在研究中文件通常用觀察或訪談不足

時的補充方法。因此同時蒐集與本研究相關的文件，作為資料的

來源。研究者依 8 位研究參與者與其實習生的意願，蒐集實習輔

導過程中的資料，如：有 2位輔導老師提供實習生省思日誌；有

1 位輔導老師提供輔導手札；有 3 位輔導老師提供園所的背景資

料。另外，為了對更瞭解各園所的背景資料，研究者進入各園所

網頁蒐集所需的資料，以增加對研究參與者全面性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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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資料的整理 

研究者將 24 次訪談的錄音檔，以逐字謄寫的原則轉錄為逐

字稿，並依據本研究訪談資料之符號系統（詳見表 3-4），整理

出逐字稿。在一字一句的轉錄過程中，也讓研究者有機會再回想

當時的情境脈絡與想法。當錄音皆轉錄為逐字稿後，研究者再將

每份的逐字稿編號，依據研究參與者的代號、資料蒐集的時間以

及逐字稿的頁碼進行編號，以作為後續資料的管理與引用（詳見

表 3-5）。 

表 3-4 本研究訪談資料之符號系統 
符號 說明 實例 
TA 研究參與者代號 TA：實習很辛苦，我知道實習生的地位，很尷尬！

S 研究者代號 S：你會用什麼方式去跟她溝通？ 

…….. 
聽不清楚的話 如果說你今天對孩子態度不好，我也會糾正你，

剛才那情況…….然後會比較好。  
{     } 

同步說話 他大概知道我的個性比較急或是比較那種 {溫和
派的 }。 

[    ] 研究者補充說明。 不要跟人家[其他班的實習生]比較、不要去誇耀
－－ 

語氣停頓 我們沒有注意到，而你注意到了，就是說--觀察

力的部分！   
∼ 語氣拉長 那還好ㄟ！喔！有啦∼之前小朋友有一個狀況。

 
 
表 3-5 資料編號管理表 
資料類型 資料編碼 代表意義說明 

訪談資料 （訪談 TA201） 
TA :是指 A 老師靜靜。 
201:第二次訪談，逐字稿中第一頁

的內容。  

研究札記 （札記 061004） 2006年 10月 4日研究者的研究札記。

（省思 TA1） A老師靜靜的第一份實習生省思日誌。
（手札 TF1） F老師雅雅的第一份輔導手札記錄。 相關文件資料 
（網頁 TD1） D老師珍珍的第一份園所網頁資料。 

 

參、資料的分析 

為了提高訪談資料的信賴度，研究者於訪談的過程中，在研

究參與者陳述自己的想法與經驗時，研究者會立即將所接收到的

訊息做重點式的記錄，並在研究參與者陳述之後，做重點的覆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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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檢核，主要目的在確定研究者所接收到的訊息是否正確無誤，

同時也能讓研究參與者針對此問題再做進一步的解釋與說明，以

蒐集到更豐富且正確的訊息。 

此外，本研究針對 8 位研究參與者各進行三次的個別訪談，

研究者在每次的訪談前，都會再次閱讀前次訪談的逐字稿，以便

在訪談時能查證研究參與者所言是否與先前的內容相符。在此同

時也一併蒐集與本研究相關的文件資料，來驗證訪談資料的可信

度，這些資料包含實習生的省思日誌、輔導老師手札、園所基本

資料等等，甚至透過研究參與者的園所與班級網頁內容，來協助

研究者瞭解所蒐集訊息之可信度。 

再者，除了在訪談時與相關文件資訊的檢證外，研究者在逐

字稿的謄寫也遵循逐字逐句的轉譯原則，在進行資料的整理與分

析時也保留研究參與者最真實的想法與字句，過程中如遇有待查

證之敘述，或與前後資料有矛盾不清之處，研究者皆會以電話或

e-mail 的方式與研究參與者做再次的確認。而故事的敘寫上也多

引用研究參與者的話語來佐證其真實性，期能讓閱讀者可以更貼

近、更瞭解這些珍貴的輔導經歷。 

面對 8 位不同經歷的輔導老師，與厚厚一疊的逐字稿，研究

者決定採取開放式編碼（open coding），將這些原始資料粗略歸

納出分類的範疇，如輔導關係、輔導內容、輔導觀點三個編碼主

題。隨著資料不斷地增加與比較，發現這樣的分析方法較無法察

覺出 8 位輔導老師實習輔導經驗的個殊性，因此，經由指導教授

建議，將 8 位輔導老師的輔導經歷以故事的方式呈現。 

所以我試著將逐字稿中研究參與者所經歷的事件依不同時

期與類型做歸類，如個人基本資料、過去的實習經驗與輔導經

驗、現在的輔導對象與輔導方法、回顧實習輔導歷程的互動情

況。再以時間軸將研究參與者所談及到的觀點、事件串起來，成

為他們個人的故事。由於 8 位研究參與者分享輔導經驗的內容與

重點不太相同，有的著重對實習輔導的想法；有的著重對過去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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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的分享；有的著重目前實習輔導內容的陳述。雖然是以 8 位研

究參與者的實習輔導經驗，構成本研究幼教實習輔導老師的故

事，但是因每位老師的個殊性而在敘寫方式呈現上稍有不同。 

為了讓 8 位輔導老師的故事能夠完整的呈現，關於其個人基

本資料與背景的部分，本章只做簡單的基本介紹。在第四章中，

將詳細陳述「八位幼教實習輔導老師的故事」，探究她們過去的

實習與輔導經驗、輔導的觀點、目前輔導實習生的內容與策略，

並瞭解其在輔導歷程中與實習生的互動關係、面臨的問題與挑

戰，以構成輔導老師個人的故事。另外，在第五章中將針對八位

研究參與者的輔導觀點、互動關係、面臨的挑戰，以及影響其實

習輔導的因素，參照文獻進行討論，並在最後提出本論文之結論

與建議。 

 

肆、研究的限制 

  本研究採用訪談是因為研究參與者較不願意研究者進入現

場，以致沒有辦法進行實地的觀察；另外，由於徵求及尋找研究

參與者花費了不少了時間，無法如預期的進度安排多次的訪談。

加上礙於時間限制，必須在下學期三月底就結束訪談工作，因此

未能完整瞭解輔導一年制的輔導老師的輔導歷程。此外，研究者

向研究參與者索取實習輔導的相關文件時，大部分輔導老師圴表

示必須詢問實習生的意思，但十分可惜地是實習生大多不同意提

供自己的個人省思與輔導老師的書面回饋資料，因此研究者所蒐

集到的相關文件資料並不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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