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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探討幼教教學案例發展工作坊之運作歷程。由於案例為實

行案例教學法時所運用的材料，因此本章首先探討案例教學法與案例

撰寫的方式；第二節以團體動力學的角度來看團體動力與團體發展歷

程，並探究影響團體動力的因素。  

第一節 案例教學法與案例撰寫 

案例教學法於 1870 年首度由哈佛法學院提倡使用，進而成為哈

佛法學院的教學特色。1890 年案例教學法擴展到其他大學法學院，

並延伸在醫學教育中使用，商學院也接續開始實施，案例教學法自此

開始在法、醫、商界等專業教育廣泛的被應用。直到 1985 年，Shulman

於美國教育研究協會的報告中呼籲師資培育者可運用案例及案例教

學法於師資培育課程中（Merseth，1996）；1986 年，卡內基教育與經

濟論壇成立的教學專業專案小組，發表教育改革報告書「準備就緒的

國家—21 世紀的教師」中提到：「師資培育的教學應該特別注意到在

法律和企業管理教育已有良好的發展，但相對地在師資培育課程並未

廣泛應用的案例教學法。案例教學法可以闡述很多教學的問題，應該

把它發展成教學的主要焦點。」之後，案例教學才在師資培育中開始

受到重視。而國內教育界開始探究案例教學法，則是 1990 年代以後

才開始（吳清山、林天祐，2002；高熏芳，2002；張民杰，1999，2001）。

案例教學法被視為師資培育過程之中一個新興的教學方式，然而屬於

幼教領域的案例仍有待發展。因此在本節中先介紹案例教學法，並進

一步說明案例的撰寫方式。 

壹、案例教學法的意義與功能 

一、案例教學法的意義  

案例教學法有兩個重要的元素：案例以及討論，兩者是相互配合

並且同等重要（Merseth, 1991）。近來案例教學法大多運用在國小、

國中、高中、以及師資培育的課程當中，學生透過討論一個真實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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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虛擬的教學情境，或是將真實事件中人物所遭遇的困境或問題敘

寫成故事，運用分析及批判思考的技巧、教育理論及教育研究的知

識、一般常識與集體的智慧去辨認、分析問題及找出可能的解決方

法。運用案例教學法能幫助學生透過省思的歷程，將所學的理論運用

於實務中，發展批判思考的能力、解決實際的教學問題，並且反應自

己的教學信念（王莉玲，2005、2006）。  

案例教學法也可運用於在職教師的專業成長上，以真實或模擬真

實的教育實務工作情境為素材，協助教育人員分析教育問題與實踐行

動的邏輯與動力等，作為探究適切變通行動方案的一種教學方法（汪

履維，1997)。  

陳憶芬（2004）則提出案例教學（case method）具有真實的

（authentic）、具體的（concrete）問題的特性，而做為案例教學法材

料的案例則是與教學有關的、細節豐富的、有文章脈絡的、敘述文體

的一種描述性的研究文件（descriptive research documents），通常是

基於真實生活情境或事件，以描述形式呈現。在進行案例教學中，教

師的角色為促進者、仲裁者，並非教學者。  

王麗雲（1999）指出案例教學法與個案研究（case study）、討論

教學（discussion teaching）的分別，在於案例教學法是把個案當作一

種教學的典範，目的是使學生探討問題解決的方法。案例教材強調真

實或接近真實的事件，越貼近真實的案例價值越高，並提供豐富的資

料、情境、人物等詳細的描述，提供他人模擬的機會；在討論中，則

是針對案例的情境與可能的解決方式進行意見交換，教學者不是唯一

的發問者，而學習者也不是唯一的學習者。  

綜合以上學者所述，研究者將案例教學法的意義歸納為：藉由案

例作為教學材料，結合教學主題，經由師生的互動來探討案例事件的

行為與緣由，複雜深層意義及爭議性的問題，發掘潛在性的問題。透

過討論、問答等師生互動的教學過程，讓學習者瞭解與教學主題相關

的概念或理論，並培養學習者高層次能力的教學方法。 

二、案例教學法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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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教學法在國內已經逐漸受到重視，目前較多運用於師資培

育。案例教學法在職前師資培育的應用，大多在於將案例做為範例、

分析、決定及問題解決的練習機會、或是刺激個人反思的媒介（高熏

芳，2002）。在透過臨場的真實情境的案例討論，可以提供師資生和

現場老師體驗各種教學現場的複雜性；在閱讀和討論案例的過程中思

考案例中的問題情境，藉此可以反省、釐清自己的教學理念，並對案

例故事中的相關教學議題的想法、作法進行省思和對話，以促進老師

的專業成長。除此之外，老師也可以檢視、擴展以及提昇視野及思考

層次（林育瑋，2006）。研究者綜合各學者所提出案例教學法之功能

如下（汪履維，1997；高熏芳，2002；張民杰，2001；陳憶芬，2004；

饒見維，2003）：  

1. 理論及實務知識的統整  

案例教學法中所使用的案例是包含許多專業理論，以及這些專業

知識在現場情境中的運用，可讓學習者進行理論與實務的辯證，也協

助學習者在探究教育問題及自己的教育觀或專業行動時，能提出完整

而有效的論證。  

2. 藉由替代性的經驗學習  

案例教學中所運用的案例來自於現場的真實狀況，可協助教學經

驗較少的學習者獲得專家與有經驗教師所具有的情境知識，Shulman

（1992）認為案例教學法是具吸引力、高要求、活躍及刺激智力、且

最有可能彌補理論與實務的差距，並且幫助生手學習「像個老師一樣

思考」（think like a teacher）。王麗雲（1999）也認為案例研討給予在

職從業人員一個反省與並且修正其教學技巧的機會。  

3. 學習者的專業成長 

藉由案例教學法中提供的具體案例累積成的經驗，可拓展職前教

師的教學專業知能及促進專業化思考問題的模式（think 

professionally）。而案例討論能夠鼓勵並協助學習者學習並發展「專

業對話」的能力與習慣，反思、批判、建構的過程，釐清自己的教學

理念，並且建構出自己的教學理論與知識，以強化教師的專業品質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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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文化。  

4. 高層次能力的培養 

案例教學法是以學習者為中心。在案例討論或撰寫中，需要學習

者建構、澄清、及陳述本身的個人化知識與信念，並分享、探究及批

判自己的先備知識、經驗、及個人理論與信念，可協助學習者發展反

省思考的能力與習慣。另外，案例的討論也讓職前教師培養問題分

析、解決問題的能力，學習有效掌握對教育問題作「策略性思考」

（strategic thinking）的能力與習慣，並且鼓勵學生發展協同思考與探

究的能力與習慣，拓展學習的來源與途徑。  

饒見維（2003）認為透過案例的討論，使學習者在一個安全的環

境下學習以多面向、多層次、多觀點的方式來分析問題，特別是讓新

手老師從求生存階段培養審慎思考的習慣。教學案例提供一個真實的

情境，當學習者閱讀案例時，除了體驗與案例中教師的問題與困境之

外，同時也必須將所處的社會環境、文化、倫理、教育政策等納入考

量，促進教師進行多元化的反思。  

由上可知，案例教學法無論是對職前、在職老師的專業發展都是

很有幫助的。案例教學法要達到良好的成效，好的案例是非常重要因

素之一。許多學者在提及案例教學法的限制時，皆提及案例的撰寫是

辛苦的、費時費力的工作（王麗雲，1999；張民杰，2001；饒見維，

2003；Shulman, 1992），到底什麼樣的案例才算是好的教學案例？教

學案例又是如何形成？以下說明教學案例的發展方式。 

貳、教學案例的發展 

一、案例的定義  

對於師資培育者而言，案例是一個基於實際生活情境或事件的描

述性文件，試圖在情境中、人物中及真實情境中傳達一個平衡、多元

的圖像（Merseth，1996），其中包含情節、人物、困境與問題，以做

為分析、討論、做決定以及問題解決的材料（張民杰，2001）。  

二、案例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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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是真實的、基於小心的研究或學習，並提供使用者思考及討

論的材料（Merseth，1996）。Wassermann（1994）認為案例與其他敘

述文體不同的是：（1）案例的開頭需能引領讀者進入故事；（2）案例

是由事件的結果而構成的；（3）案例能夠提升衝突觀點的緊張；（4）

能引起讀者的關注；（5）內容必須是可信的；（6）案例以兩難作為結

尾。因此，選擇案例時必須：  

1. 能切合課程的主題 

2. 撰寫者的寫作品質要佳  

3. 可讀性高 

4. 需足夠引起讀者的興趣  

5. 製造高潮跌起的起伏。  

王莉玲（2006）則認為好的案例有以下六點特性：  

1. 案例開始就將讀者引入情境、產生興趣並願意繼續閱讀。  

2. 寫作主題必須有足夠的討論空間。  

3. 提供多元性及衝突性的討論空間。  

4. 是讀者所關切的。 

5. 可信度要夠高。  

6. 問題不一定要得到解決，只是提供讀者一個討論空間。 

從以上案例的特質，可以看出案例作為一種學習的材料，必須是

配合課程主題的、可討論的、吸引人的，因此，案例的真實性、衝突、

起伏、寫作品質的好壞，都會影響學習者的興趣。  

二、教學案例的類型  

案例的撰寫其實並沒有既定的格式，Patterson、Fleet 及 Duffie

（1994）指出案例可以由許多方式呈現，依據以下四項特質而有所不

同：  

1. 案例的長度及複雜程度。  

2. 案例中的相關資料或佐證資料。  

3. 案例的寫作體制或格式的架構性。  

4. 案例的補充資料或隨附的支援資料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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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存在各式各樣的形式，有的只有幾個段落，有的包含數頁，

在深度、複雜度上也有所不同。王莉玲（2005）將教學案例分為開放

性案例（open case）與封閉性案例（closed case）。封閉性的案例敘述

了教室發生的問題及解決的方法，包含的要素有：情境描述、人物敘

述、結果、解決方法或牽涉的倫理議題；而開放性案例不同點在於不

提供結果、解決方法或牽涉的倫理議題。  

張民杰（2001）將案例以不同的分類依據，案例的分類方式也有

所不同。以下針對四種分類依據分別陳述：  

1. 性質和功能：分為實例取向、反省取向的案例。實例取向的

案例在於說明成功的實例，無關於問題解決或是決定。而反

省取向的案例則是強調反省與建構的過程，學習者不是單方

面的接受原理原則，而是需要經過判斷的。  

2. 教學內容和學習對象：分為特定主題、特定學習對象的案例。

前者顧名思義是設定特定主題的案例，例如「教育行政」、「班

級經營」、「親師溝通」…等的主題。後者則為針對特地對象

而編制之案例，但也可以同時運用特定主題及特定對象的案

例教學。 

3. 呈現方式：分為書面敘述型、非書面敘述型的案例。以書面

文字呈現的案例，即稱為書面敘述型，相對於前者，非書面

敘述型則是透過電子媒體為媒介傳遞案例故事內容，如影

片。在運用上書面敘述型的編制較容易、成本較低，但非書

面敘述型可提供更多書面文字無法提供的訊息及真實性。  

4. 真實程度：分為真實、匿名、虛構的案例。真實的案例好處

在於學習者可透過他們對於事件的瞭解來分析案例，外在效

度也較高。若其中的機構名、人名等重要資料為了保護當事

人、或不願透露而作了更動，則屬於匿名的案例。但真實的

案例往往不容易取得，或是難以符應教學的主題，而使用虛

構的案例。雖然虛構的案例是以杜撰或改寫而成，但仍需要

注意要貼近真實狀況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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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張民杰（2001）也進一步提出案例的格式應包含：  

1. 標題：案例的標題如同一個人的名字，應具有創意和趣味，

能夠引起讀者的興趣，且避免具有價值判斷，或是給學習者

答案的暗示。  

2. 內容：其中包含主要觀念、故事情節、人物及困境。主要觀

念（big idea）及案例所要提供給學習者加以檢視的核心議題，

代表作者希望探討的方向，也方便學習者朝此方向進一步研

讀相關資料。案例的內容與主要觀念的設定並無規定先後順

序，但是主要觀念可以指引故事內容的描述。故事情節是最

能吸引讀者興趣的，撰寫時須配合所設定的主要觀念，帶入

撰寫者的個人經驗、真實事件。而故事中人物的特質與故事

情節一樣重要，但只需要將核心人物提出，若有需要可匿名

處裡。困境是給予學習者反省和思考的機會，觸動學習者的

學習動機。  

3. 附錄：附錄通常會包含研究問題及評論。研究問題是引導學

習者分析思考案例中的重要議題，需經過排序，由簡至繁、

由表層到深層，並且根據主要觀念提出，用字淺詞以鼓勵學

習者思考為主，必須明確、具體，避免引導性或封閉性而限

制討論的空間。Wassermann（1994）認為研究問題是要增進

對教學的瞭解而不是要讓學生得到特定的答案。好的研究問

題有下列特性：  

（1） 運用高層次心智功能思考的開放性問題。  

（2） 不是三言兩語就能回答的問題。  

（3） 和學生有相關性的問題。  

（4） 有系統性地讓學生經由分析產生新的想法，再付諸行動。 

（5） 清楚聚焦於重要的概念上。 

（6） 問題探討除了包含認知的層面，也包含個人及情感層面。 

有些案例也包括評論，評論不是提供案例一個最好的解決方法，

而是不同身份的學者對相同的議題提出另類的角度，將案例連結到相

關的研究，以及建議行動策略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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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案例不只是一篇敘述性的故事，而是具有真實性、可

讀性、並且是可討論的特質，且在撰寫上也包含有幾項要素。為了囊

括這些特質及要素，在案例的發展上有何特別之處呢？以下就針對教

學案例撰寫的過程作說明。 

三、教學案例之撰寫  

目前案例的來源包括由現場教師及學習者自行撰寫，或是由他人

已撰寫好的現成案例。後者可能來自於案例手冊（casebook）、期刊、

教科書及書籍，國外甚至有案例交換中心（Intercollegiate Case 

Clearing House）幫助案例的流通（張民杰，2001）。王麗雲（1999）

認為由學習者自行撰寫較適合有經驗的實務工作者，能夠針對自身的

經驗與行要進行討論，並進行自我批判與反省，對學習者更有意義。

在職教師有教學的現場，遭遇不同的教學困境，並尋求解決，因此教

師可以透過教學案例的撰寫建構即在建構教學經驗以增進對教學的

瞭解，並可藉此傳達自己的教學實際知識、評估自己的專業成長

（Kagan & Tippins, 1991）  

張民杰（2001）將案例發展的過程分為五大項：  

1. 擬定撰寫計畫：內容包含案例的目的及課程內容（為何寫，

why）、案例撰寫的具體原則與技巧（如何寫，how）、擬定案

例綱要（寫什麼，what）、案例教學的對象（為誰寫，who）、

案例資料的來源與線索（何處找資料，where）、以及配合教

學日期訂定案例完成時間（何時完成，when）六個問題。  

2. 蒐集資料：根據撰寫計畫，思考可能的資料來源，主要包括

文獻資料收集以及實地觀察訪談兩部分。  

3. 選擇資料：所蒐集來的資料，必須有系統性的篩選、取捨，

避免無關的訊息混淆主題。另外，資料的正確性也很重要，

必須經過多方查證，以求真實。  

4. 草擬案例：草擬案例時須注意內容與原訂目的之間的邏輯

性，考量案例的長度、內容的客觀性、明確性及趣味性，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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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檢視擬定的綱要是否需予以修正，案例的標題避免是案

例的答案或結論。 

5. 試用並修正定稿：草擬的案例經過試用之後更顯精鍊，可透

過有經驗者的閱讀評論，或是在不同的教學情境下使用。  

高熏芳、蔡宜君（2001）依據 Lawrence 及 Warren 提出之案例產

生過程三階段、六步驟，提出教學案例形成歷程如圖 2-1。第一階段

為形成構想（包含步驟一），決定案例的形式為口述、觀察或是書面；

第二階段為文件化（包含步驟一、二），指不斷的檢視、修正案例以

達到案例主要傳遞之意念；第三階段為形成性評鑑（包含步驟四、五、

六），將發展的案例實際運用，以評鑑並加以改良、修正。  

 

 
 

圖 2-1 案例形成三階段步驟流程圖  

資料來源：引自高熏芳、蔡宜君（2001：77）  

饒見維（2003）視案例建立的過程為一種深度探究、可促進教師

專業成長的活動，在建立個案之後，還可以進一步針對案例做討論。

其以團體方式協助教師發展案例的過程如下： 

步驟一：定義主要概念

步驟二：撰寫案例

步驟三：檢視及修正案例內容

步驟四：進行小規模預試

步驟五：依據預試結果修正案例內容，完成教材設

步驟六：訓練使用者（學生）及現職教育提供者（教

修
正

第一階

第二階

第三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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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案例建立的說明  

向教師說明案例發展的方式、功能及意義。可分享過去教師發展

的案例，接著請教師分享過去的經驗，著重如何建立這些案例的討論

及建立案例的價值。  

2. 確定案例焦點與範圍  

在課堂中腦力激盪出可能發展的相關議題，並請老師就自己授課

狀況中留意可能的案例，並在下一次的聚會中討論、修正。經過幾次

的討論後，逐漸確定每位老師所要發展的案例。  

3. 蒐集相關資料  

教師根據案例的焦點及範圍，開始蒐集相關資料，方法如觀察、

訪問、文獻資料、文件資料收集等，帶到課堂中互相討論，提出困難，

並持續的進行資料蒐集。  

4. 分析相關資料  

當資料蒐集到一定程度時，教師可以開始針對所蒐集來的資料加

以詮釋，釐清和此案例有關的因素、脈絡、焦點，以確立架構。 

5. 個案描述 

根據資料分析結果及架構，教師可開始著手於細部描述，包含：

背景資料、人物、事件、因果、兩難、等等，並在課堂中分享討論。 

Shulman（1992）也提出相同的論點，他於 1987-1988 年以合作

性的方式進行案例發展，發現以往在沒有支持及回饋之下，教師們獨

立發展出來的案例過於表面、未聚焦，因此也找不出教學案例中價

值。他指出兩個錯誤的觀念：悲觀主義者認為教師不是一個好的作

者，無法寫出複雜及令人佩服的教學案例；而樂觀主義者則相信教師

可以不用任何的幫助，單純坐下來就能寫出一個好的案例。Shulman

認為發展案例無法單獨完成，而以合作的方式進行，寫作的過程會是

撰寫者一個強而有力的學習經驗。  

由此看來，在開始撰寫案例之前，必須要先瞭解案例的意義與功

能，撰寫者才知道自己該寫什麼、該如何寫。在確定撰寫主題之後，

就可以開始蒐集資料，之後將所蒐集來的資料配合撰寫的主題加以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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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將這些資料整理撰寫成案例。而透過案例撰寫的過程中的討論、

撰寫後的評鑑、試用，會對案例撰寫者更有幫助，完成高品質的案例。 

 

參、案例撰寫相關研究 

搜尋國內案例教學或案例發展的研究中，發現大多都是運用案例

教學法的研究為主，其中運用於高中、高職以下課程者與運用於師資

培育課程者的數量為最多，其次為運用於在職教師的專業成長，可見

國內案例教學相關研究多偏重於案例教學法的運用。研究者進一步瞭

解過去運用案例教學法的研究中所使用的案例來源，其案例發展方式

大致可分下列四類：師資生的實習經驗、改寫真實事件或小說、或是

其他。分別說明如下：  

一、師資生的實習經驗  

以師資生撰寫來發展案例的方式，主要來自徐式寬及張民杰的研

究（徐式寬，2006；徐式寬、張民杰，2005；張民杰，2005；張民杰、

徐式寬，2004），他們邀請師資生或是實習教師將自己的經驗或是觀

察到的兩難困境撰寫出來。在張民杰（2005）的研究中，實習教師對

於撰寫案例抱持肯定的態度，並且認為在實習期間給予個案討論、製

作歷程檔案及研習活動是較有助於實習教師學習和成長的方法，相較

於教學日誌，更能夠有結構是專業介入的反思。而徐式寬、張民杰

（2005）以實習教師網站討論的研究中，實習教師表示在問題產生、

反思、寫出案例與修改、張貼在網站之間有時間上的差距，因此無法

解決立即性的問題；但是網站提供了一個反省的機會，也收集了各種

問題，藉由瀏覽其他實習教師所提出的問題，自己可以為未來做準

備。也就是說，案例討論網站對實習教師而言，是為未來做準備，而

不是做為解決立即性問題的資源。  

二、改寫真實事件或小說  

運用案例教學法的研究中，大多數都是以研究者皆以自行撰寫的

方式產生案例，有改寫文學作品者（林兆君，2002；唐淑華、張子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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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社會新聞事件（林金燕，2006；張儷儀，2006）、訪談（林育

瑋，2006；高熏芳、黃宗堅 2000；張民杰，2003；蔡宜君，2002）或

是以自編的方式（卓亦甄，2003；張民杰，2001；張雅媚，2005；陳

志昇，2006；陳國蕙，2003；傅軍霖，2006）。其中張民杰（2001）

在自行撰寫成本土教育行政案例，將草稿送請學者專家及研究所同學

預視，經過修正後定稿使用，為自編案例中較為嚴謹的。唐淑華、張

子樟（2002）認為改寫者需要先對少年小說的主要情節與故事發展過

程，才能找到故事中的精粹。尤其需對小說中的主角、特徵與背景清

楚描述，並透過主角與主角發生的事件，呈現出案例的主題。同時他

們也提出改寫成的案例有「真實性」限制，小說的情境無法如生活中

真實事件般真實，從「閱讀文本」到「真實體驗」還是有一段距離的。 

林育瑋（2006）、張民杰（2003）則是以訪談的方式進行。其中

林育瑋帶領案例小組將案例以圖文並茂的故事小書方式呈現，並邀請

案例中討論議題的相關專家學者提供不同觀點的評論。然而以深度訪

談的方式發展案例，所耗費的人力、時間、及經費相當龐大，研究者

必須不斷的引導教師反思，及追溯不足的案例內容，難以在短時間之

內獨力完成，因此鼓勵教師群體共同來累積教學案例（高熏芳，

2002）。  

三、其他案例撰寫方式  

除了師資生或研究者撰寫之外，還有以現場教師撰寫案例者（王

莉玲，2006；林怡禮、陳嘉彌，2001；姚如芬，2006），以及讀書會發

展案例者（林純華，2006），但在林純華的研究著重於案例發展後的

實施，文中僅提及其案例為過去讀書會所發展，案例撰寫的過程及方

式並未在她的研究中呈現。而姚如芬（2006）在一個以在職教師為多

數的課堂中，請在職教師撰寫案例，雖然這些是在課堂中進行，但這

些教師對於「數學教/學研討案例編寫」活動抱持肯定的態度，不過，

姚如芬是在課程中進行，並非在職教師自發性的參與撰寫的工作。王

莉玲則是由幼稚園教師研習時招募撰寫成員，以社群的方式分享幼稚

園中的現況及其案例，並且針對案例本身提出可進一步討論的議題，

另外也加入「幼教人員專業倫理」課程請學生撰寫倫理兩難的教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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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  

從這些文獻中可以發現國內案例發展的方式是以研究者撰寫為

主，有少數為師資生、在職教師撰寫案例，但較少有團體合作的方式

進行案例撰寫。而且國內的研究偏重於案例教學的運用，很少有研究

談及案例撰寫的過程。國外的研究案例已經頗有研究，且有以師資生

及在職教師的團體案例撰寫過程的研究（Hunter & Hatton, 1998; 

Shulman, 1991）。Hunter 及 Hatton 是以工作坊的形式，以六個星期的

時間讓師資生撰寫案例。起初，他們花了一些時間討論師資生實習的

經驗，以及案例中包含的元素。接著每位師資生必須找一位案例撰寫

的同伴（writing partner），每次在工作坊之前師資生需與他們的撰寫

同伴先討論過自己的案例。在第二次的工作坊前，師資生需列出他們

想要撰寫的主題，並且排序，在第二次的工作坊時就以前兩個主題，

給予每個案例五分鐘的時間撰寫，之後在團體中分享、討論，找出為

來可進一步撰寫的案例主題。之後的工作坊聚會，則是再針對師資生

所撰寫的案例做修改、出版。Hunter 及 Hatton(1998)認為，將案例的

想法列出、排序，可幫助撰寫者瞭解案例能寫些什麼、該從何開始。 

Shulman（1991）在其以在職教師合作撰寫案例的研究中，將撰

寫案例的歷程分為四個階段：初始經驗、反思經驗、相互的或商議的

經驗、及學校的經驗。這四個階段中有著不同的任務及研究者的角

色。而 Shulman 也提出同儕的檢視在教師身上發揮很大的功效，教師

的評論及回饋能夠讓撰寫者做出適當的改變。Shulman 的作法是，她

發展一套指導方針讓案例撰寫者知道如何去寫一個案例，並提醒、引

導他們如何將自己的故事建構成敘述體，並要求每位作者分析在他們

的文章中發生了什麼事情，若再重來一次會怎麼做。此外，她們精心

安排第一次的聚會，以得到成員對這個專案的承諾，及激起他們對於

出版的動機。這樣的聚會有很多的目的：第一，她希望參與的教師們

能夠瞭解這個專案的目的以及彼此間的合作性質。第二，她想澄清何

謂問題中心的案例；第三，她希望參加者在撰寫案例上都能夠有個好

的開始。最後得到一個意外的收穫，那就是團體在建立起信任之後，

發展成為一個案例撰寫的支持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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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hweh(2004)與一群參與教育改革的九年級教師，在為期三年

的時間內，每週進行一次工作坊，第一年針對案例的理論、知能進行

研討；第二年上學期由教師設計合作設計了 5 個以案例為主的教學單

元；第二年下學期開始由教師自己撰寫案例，並兩兩討論分析，最後

發展出 6 個案例故事。Hashweh 分析，教師們在撰寫案例的過程中，

其對學生能力的想法有重大改變，透過撰寫的過程，教師重新檢視、

評估學生的能力與進步情形，結果發現學生的能力遠比當初評估的更

為優秀；也就是說，教師在敘說的過程，也是其探究學生的過程。此

外，案例與案例撰寫具有跨越界線（border-crossing）的特性，使理

論/實務，研究/敘說（narrative），認知/情感等互斥的概念有所交流，

而這些都是教師專業成長活動所必要的條件。Hashweh 最後總結，由

現場教師完成的案例與教師之專業發展息息相關。不論是由教師獨立

完成或合作撰寫的案例，這些產出的文字、知識及想法都被視為知識

的實際體現，理論與知識的展現，或者是上述兩者的結合。  

為什麼要撰寫案例呢？如同 Shulman（1992）所述，撰寫案例的

過程是一種對個人經驗的深入思考，可促進撰寫者反省自己的教學，

並且更能分析他們的工作。而在師資生與現場教師的案例撰寫中也可

以看到，師資生將案例的撰寫視為：「反省的機會」，而姚如芬的研究

中也看到，參與案例編寫者認為「能深入討教學與學習的盲點，有助

修正教學方式」、「藉著研討案例的分享，可以檢視自己在教學時是否

也犯了同樣的錯，也能提醒自己，小心別讓自己也陷入錯誤佈題或不

當引導的泥沼中」。由此可知，撰寫案例不僅只是提供案例教學法的

材料，更是能夠幫助教師省思自己過去的教學經驗，從自身的經驗中

學習。  

在上述兩個案例撰寫的團體過程中，團體的領導人不僅是著重於

案例撰寫的方法，同時也注意到使用一些策略能夠幫助團體在撰寫上

能夠更順利。團體的運作、領導者似乎都在這些案例撰寫團體中扮演

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在本研究中同樣也是以案例撰寫團體的方式進

行，在過程中會有哪些影響的因素呢？接下來分別說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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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影響團體運作的因素 

本研究在於瞭解幼教教學案例撰寫工作坊發展案例的過程，也希

望進一步瞭解此團體順利進行的因素。本節中將先介紹團體的概念、

團體發展的歷程，最後說明影響團體運作的因素。  

壹、團體的概念 

一、團體的定義  

團體是由兩個或兩個以上成員所組成，然而成員數並不構成團體

的必要條件，團體還需包含以下特徵：成員之間有互動、團體有組織、

團體有一致性的目標、成員之間有一體感、團體會隨著時間而改變（黃

惠惠，1993）。  

而 Forsyth（2005）認為團體是以社會關係（social relationship）

連結，連結可強可弱，也不一定是直接的連結，可能是藉由第三者而

產生連結；而所謂的社會關係包含成員之間的溝通方式、相互影響、

以及團體的組織型態。  

從各學者對團體的定義來看，團體包含兩人或兩人以上的成員，

以及成員之間的社會連結，如目標、溝通、互動、影響、組織型態、

規範等。成員必須有共同的目標、透過互動、溝通彼此影響，同時成

員也受到團體的組織型態及規範的影響。  

二、團體的類型  

不同的團體所呈現出來的特性與運作模式會有所不同，各學者所

提出的團體分類方式也不同。Reid（1997）將團體分為教育團體、成

長團體、分享團體、治療團體與任務團體。李郁文（2000）將團體分

為訓練團體、會心團體、馬拉松團體、敏感度訓練團體、支持性團體、

自助性團體、教育團體、任務團體、治療團體及休閒團體。Toseland

及 Rivas（1995）依據團體目標的類型將團體分為治療團體（treatment 

group）及任務團體（task group），治療團體具有關懷、問題及特徵的

性質，人與人之間的連結是依據他們的需要及情境；任務團體的成員

則是因為共同完成一項任務、指令或是作品而產生連結。本研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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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是為了幼教案例的發展而成立，因此可以算是任務團體。以下說

明任務團體的內涵（李郁文，2000；Corey & Corey, 2002; Toseland & 

Rivas,1995）：  

任務團體是為了特定任務而設，所以當任務結束，團體也就結束

了。任務團體通常有正式的議程與規則，且成員之間的溝通以任務的

討論為主，自我坦露較少。團體的重點在於領導者如何適當的運用領

導的原則及團體的過程來改善或是加強工作目標的達成，以提高或修

正他們的表現。  

 

貳、團體發展的歷程 

團體是動態的，團體在形成之後，就一直朝著既定目標前進，直

到達成目標。團體發展的基本概念是瞭解團體發展過程中，可能面臨

的障礙和困難。團體發展主要在探討團體如何（how）發展，及瞭解

團體發展階段（stage），因為在每一個團體的發展階段都有其不同的

任務及特徵（李郁文，2000)。  

無論個人或團體的發展，皆呈現了一種有順序性及連續性的改變

模式，且較有可預測性，可基於發展過程前一個發展階段的行為或順

序，預測下一個發展階段的行為和順序。團體發展的歷程如同個人的

生命發展，每一個階段都有其特徵，可用來與其他階段作一區別；然

而每一個團體都以不同的速度發展，因此在界定團體階段時很難有一

致的共識，Reid 提出團體發展的特徵如下（劉曉春、張意真譯，1997）： 

1. 團體並非以一定的順序發展。  

2. 團體有可能倒轉，回到先前的階段。 

3. 每一個團體階段不是僅有一種形式，可能以多種混合、組合

的方式呈現。  

4. 團體生命週期的發展會受到領導者和成員的影響。  

各學者對於團體發展歷程的階段定義皆有所不同（見表 2-2），但

大部分學者都一致認為團體的發展是經過數個時期、數個階段的

（Forsyth, 2005），也可從這些過程中發現一些相同點：第一，成員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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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彼此發展出定位或方向。第二，成員發現自己處於衝突中，並試圖

找出解決方式來改善團體所處的環境。第三，團體建立出規範和規則

以管理成員的行為，團體達成一致性。第四階段，團體成員可視為一

個單位來達成目標。第五階段則是團體的結束。而 Tuckman 將這五

個時期分別命名為：形成期、風暴期、規範期、執行期、終止期。以

下針對 Tuckman 所提出的五個階段分別說明（引自 Forsyth，2005）： 

1. 形成期（Forming）：定位階段  

新團體剛成立時，成員的表現會有謹慎、緊張的情況交替發

生，成員之間較少互動，會注意自己的行為及謹慎地發表言論。

因為團體的結構尚未發展，成員不瞭解自己在團體中的角色，不

知該如何幫助團體達成目標，甚至是誰在領導團體。這樣的情況

在團體逐漸熟悉或是破冰之後消失，成員開始自我表露，交換彼

此關於自己的資訊及他們的目標。為了更瞭解團體，成員由領導

者及其他成員獲得資訊，最後，成員對於團體感到熟悉，並且有

更多開放且自發性的互動。 

2. 風暴期（Storming）：衝突階段  

當緊張氣氛緩和、對團體的新鮮感消失後，成員間個人的衝

突、對團體目標及程序的衝突、以及成員之間競爭權力、領導、

及聲望的衝突都會增加。團體中若有指定的領導者，衝突通常在

成員及領導者之間發生；若團體沒有領導者，則成員在競爭地位

及角色時就會產生衝突。通常不會鼓勵在初始的團體中有衝突產

生，但是衝突就跟和諧一樣存在於團體之中，只是不會明顯存在

於人際關係，而是以成員不參與、缺乏動機或是覺得厭煩的方式

表現。衝突並非不可避免，而是衝突是創造凝聚力的一個重要的

因素。團體的凝聚力要出現，必須要使成員更深入的瞭解其他人

的觀點，而需透過敵意的產生、遭遇、解決後才能達成。也有證

據支持透過衝突，成員能澄清自己的目標因而改善他們的表現。 

3. 規範期（Norming）：規範階段  

此時期團體較為一致、有組織，團體變成一個整體，成員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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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信任，彼此之間的支持也增加了，透過共識來作決定，並且出

現更清楚的規定（norm）來規範成員們的行為，解決之前所碰到

的衝突及問題。而團體中仍會有不同的意見，但是成員已有建設

性的討論及協商來解決問題，出現開放性的溝通。  

4. 工作期（Performing）：執行階段  

很少有團體很快地就可以達到這個階段，必須等到團體成熟

之後才會有生產力的出現，越成熟的團體越會願意花大量的時間

在工作，而不是社交、尋找方向或是爭論。然而，也不是所有的

團體都能達到工作期，大多數的團體在衝突期或是規範期後就無

法繼續前進。因此，團體需要時間來發展出工作的關係，但只有

時間這個因素也是無法使團體有生產力的。  

5. 終止期（Adjouring）：解散階段  

有些團體可能會略過中間四個階段到達最後一個：解散階

段。團體進入解散階段可能是計畫中或是突如其來的，特別是當

團體的結束是未被計畫的時候。當團體已經達到目標或是已經耗

盡時間及資源時，團體就會解散。解散階段會對一些成員造成壓

力，未計畫結束的團體，可能團體仍處於衝突、冷漠、或是任務

失敗的狀態；而在計畫中的團體，成員可能會為團體的消逝及支

持的喪失而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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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團體發展階段模式  

學者姓名（年代）  團體發展的階段  

1. Bales（1950）  
 
 

1. 定向階段（Orientation）  
2. 評鑑階段（Evalution）  
3. 做決定階段（Decision-making）  

2. Bennis 及 Shepard（1956）  
 
 
 
 
 
 
 

1. 依賴階段（Dependence）包括：  
（1）依賴順從階段（Dependence Submission）
（2）反依賴階段（Counterdependence）  
（3）決心階段（Resolution）  

2. 相互依賴階段（Interdependence）  
（1）迷惑階段（Enchantment）  
（2）醒悟階段（Disenchantment）  
（3）概念正確階段（Conceptual Validation）  

3. Tuckman（1965）  
 
 
 

1. 形成階段（Forming）  
2. 風暴階段（Storming）  
3. 規範階段（Norming）  
4. 執行階段（Performing）  
5. 終止階段（Adjouring）  

4. Northen（1969）  
 
 
 

1. 計畫與定向階段（Planning and Orientation）  
2. 探索與試驗階段（Exploring and Testing）  
3. 問題解決階段（Problem solving）  
4. 結束階段（Termination）  

5. Klein（1972）  
 
 
 

1. 定向階段（Orientation）  
2. 抗拒階段（Resistance）  
3. 協商階段（Negotiation）  
4. 親密階段（Intimacy）  
5. 結束階段（Termination）  

6. Gazda（1978）  
 
 
 

1. 探索階段（Exploring）  
2. 轉換階段（Transition）  
3. 行動階段（Action）  
4. 結束階段（Termination）  

7. Toseland 及 Rivas（1995）  
 
 
 
 
 

1. 計畫階段（Planning）  
2. 開始階段（Beginning）  
3. 評估階段（Assessing）  
4. 工作階段（Working）  
5. 評鑑階段（Evaluting）  
6. 結束階段（Ending）  

8. Corey 及 Corey（2002）  1. 開始階段（Initial）  
2. 轉換階段（Transition）  
3. 工作階段（Working）  
4. 結束階段（Ending）  

資料來源：引自李郁文（2000）。團體動力學—群體動力的理論、實務與研究。（頁

116-117）。台北：桂冠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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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Forsyth 也指出，Tuckman 的團體發展模式是一個連續階段

的理論，呈現出一般團體發展階段的次序。然而團體發展有時候會呈

現不同的過程。一些團體會避開某些階段，而有些會以獨特的次序進

行，甚至有些團體的過程是無法以 Tuckman 的階段理論來說明的。

一方面團體的階段之間並無法明確的劃分，另一方面，團體階段中的

事件可能在不同階段中再次發生，或是在兩個階段之間擺盪。  

由此看來，每個團體的發展歷程都有其獨特性。即使各學者所提

出的階段有三至六個階段不等，名稱也不太相同，仍然可以由團體動

力的狀況來區分，例如許育齡（2005）的研究，以團體運作過程中有

的四種動力，將團體分為：（1）團體起始期；（2）團體延續期；（3）

團體衝突期；（4）漣漪迴盪期，並提出各階段重要議題及成員的行為

表現，如表 2-2。  

表 2-2 教師學習團體運作歷程分析表  

團體時期  團體起始期  團體延續期  團體衝突期  漣漪迴盪期  

團體動力  

特徵  

*主動 /被動性  

*權威議題  

*信任關係  

*親密議題  
*衝突議題  *整體的學習  

重要議題下

成員的行為

表現  

1.成員溝通行為

多為自我揭露。  

2.權威角色發言

時間長。  

3.成員以逃避或

挑戰權威方式面

對權威。  

4.權威議題發

酵，可能導致結

盟或規範棄守。  

1.成員透過提出

需求是否獲回

應，決定信任關

係的發展。  

2.主動的成員扮

演維繫團體的任

務。  

3.成員相互給予

情感性的支持。

4.逐漸形成團體

內 /外的區隔  

1.各種衝突主題

出現。  

2.成員之間結盟

行為更明顯，差

異觀點容易對立

化。  

3.衝突議題處

理，影響團體後

期的整體風貌。  

4.少數成員開始

能交叉運用多元

觀點檢視彼此的

想法，進行辯證

討論。  

1.離開團體留下

一些挫折經驗。

2.對立觀點鬆

動。  

3.角色能夠彈性

運轉。  

4.開始反思與沈

澱團體經驗。  

5.萃取行動知

識。  

6.走過衝突，維

持學習團體的運

轉。  

7.成功經驗引出

成員主動行為。

8.部分成員經驗

學習的高峰。  

註：引自許育齡（2005）。看不見的動力—教師學習團體促動者運作團體時面臨

的挑戰。屏東教育大學學報，23，頁 9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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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各學者的理論，團體的歷程都不相同，對長期的團體來

說，可能會重新經歷衝突以及規範的階段（Forsyth, 2005）。因此，團

體的發展並非直線式的進行，可能重複或是停留在某一個階段。那

麼，是哪些因素影響團體繼續運作呢？以下繼續說明之。  

 

參、影響團體運作的因素 

團體的運作與其團體的結構及要素有關（黃瓊玉，2005）。Toseland

及 Rivas（1995）提出四個向度：溝通與互動、凝聚力、社會控制、

及團體文化；Ellis 及 Fisher(1994)從團體的過程，將影響團體運作的

因素可分為三個部分：輸入因素、過程因素及輸出結果，三個變項因

素交替循環，互相影響（如圖 2-2），且在互動的過程中，團體會因環

境不斷改變（constant exchange）而做適度調整（making adjustment）。

研究者認為，Ellis 及 Fisher 兩學者的理論考量了團體自形成到結束的

整個過程，較為完整。因此，將三個階段分別敘述如下：  

一、 輸入因素 

指所有能幫助建構團體的因素、條件及資源，分為個人與團體

兩方面： 

1. 個人方面：指個人的人格特質（personalities）、使用的技巧方

法（skills）、處理事情的態度（attitudes）及所擁有的一些資

訊消息（informations）。  

2. 團體方面：包括團體有形的資源（如財力、設備）及無形的

資源（如活力、精力），以及團體的大小與團體目標的明確性。 

二、 過程因素 

指團體的過程中實際活動（actual activities）對團體所產成的影

響，包含溝通模式、凝聚力、工作與參與規範、團體決定程序及領

導）。其中談到好的領導者善於針對每個人的優點來引導團體過程，

並瞭解如何研擬團體規範來帶領團體，進而產生好的影響。  

三、 輸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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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團體運作的產物和目標達成的成果，包括有形可見的書面報

告、不同類型的文件，也包含無形的成果，如：個人在人群中人際

關係的形成、新技巧的獲得、團體凝聚力的增強、成員的滿意度及

團體決定品質的提升。  

從 Ellis 及 Fisher 的三個階段影響因素，可以看見成員有意識、

或無意識的建構出團體運作的過程。 

 
圖 2-2 影響團體運作的變項因素  

資料來源：引自 Ellis & Fisher (1994: 14). 

 

肆、影響團體運作的相關研究  

從團體運作的相關研究方法來看，在呈現團體的歷程時，以參與

觀察、訪談、資料蒐集等質性研究取向為主，少數以量化調查進行的

研究是進行團體的元素比較為主。另外，也發現研究多以「成長團體」

為主，僅黃瓊玉（2005）與許雅貞（2002）兩篇為任務團體。而且「讀

書會」的運作形式，可說是目前國內成人成長團體最普遍的運作型態

（謝瑞榮，1999），但在一個團體中也會穿插其他的運作形式，如：

輸入因素（entry 

elements）  
1.人格特質   5.團體資源  
2.技巧方法   6.團體大小  
3.態度       7.團體目標  
4.訊息  

輸出的結果（outcomes） 
1.團體決定的品質  
2.成員的滿意度  
3.問題的解決方式  
4.書面的報告  
5.個人價值觀的形成  
6.個人新生活技巧的獲

得  
7.人際關係的成長  
8.團體凝聚力的提昇  

過程因素（process 
elements） 

1.溝通模式  
2.問題行為  
3.凝聚力  
4.工作規範與參與規範  
5.團體決定的程序  
6.領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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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諮詢、主題報告、問題導向…等。以下試著依據 Ellis 及 Fisher

的三階段模式，將相關研究中提及團體運作的影響因素整理如下：  

一、輸入因素  

輸入因素包含個人及團體兩方面。在個人方面陳建銘（1995）的

研究發現男性的團體動力知覺大於女性，然而這樣的性別差異沒有受

到後來實證研究的支持，黃昱瑋（2005）對學校團體進行團體動力知

覺的研究結果，發現性別並未出現顯著差異，而是服務年資兩年以下

及十年以上的教師其團體動力知覺大於服務年資三年到十年的教

師。Verdi 及 Wheelan（1992）的研究中，他以「團體發展觀察系統

（The group development observation system）」進行研究，發現成員皆

為女性或皆為男性，團體的發展型態並無顯著差異，但是在同性別比

混合性別的團體表現出更多的依賴。由此看來，性別並不是影響團體

動力的因素，而是「組成」。  

團體的成員特性、成員與領導者的關係、大小，都會影響團體運

作。許德田（2001）的研究中，發現同質性高的教師團體，能夠有共

同的話題和目標，但同樣的也限制了團體的發展，不容易有突破性的

想法。然而在池尉榮（2004）及余政峰（2000）的研究也顯示，團體

若將成員的組成性質納入考量，能提昇團體的吸引力。若團體的初

期，成員與領導者呈現不平等的關係，如：上對下的師生關係，也會

對團體造成影響。如黃瓊玉（2005）所提，學校是講究尊師重道的教

育單位，輩份和資歷會影響對個人的評價，成員對於資歷及輩份高者

都會心存敬重的態度與其互動。  

團體的規模也會影響團體的運作，黃昱瑋（2005）的研究發現規

模較小的學校，其成員對團體動力的知覺顯著高於規模較大的學校，

也就是規模較小的學校，其教師間的凝聚力高、團體規範明確、團體

溝通良好，國外的研究也支持這項結果（Wheelan & Mckeage, 1993）。 

團體形成的方式沒有包含於 Ellis & Fisher 所提出之團體影響因

素中，但研究中發現團體形成的方式卻會影響成員參與時的態度。例

如許雅貞（2002）的研究結果發現，以教師自發性形成的團體，較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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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教師的專業對話、反省與行動。而這也呈現出成員若能有參與團

體的內在動機，在參與時的表現也會比較主動。  

二、過程因素  

在相關的研究中，顯示出過程因素中溝通模式、團體規範及領導

皆會影響團體的運作。許育齡（2006）在其四個教師專業團體初始型

態研究中，發現團體的初始階段可依照各團體的團體溝通、規範，分

為壓抑型、平衡自由型、衝突型以及運作型。表現出「壓抑型」的初

始團體，成員是注重禮貌、尊重權威與長幼有序的既成社會規範，在

溝通的過程中，「當權威發言時聆聽、成員之間保持尊重」。這樣以社

會規範做為團體規範的成員，在團體中的行為及發表都表現出壓抑，

不表達自己的需求，如果成員對團體又不能發展出信任感，雖著團體

的發展，成員會表現出沒有目標，使得團體中衝突增加。相對於壓力

型，「平衡自由型」的初始團體的規範則強調自由與隨性，容許成員

隨時進、出入團體，這樣的團體是希望降低團體中的衝突，但也將討

論的話題限制在「以日常生活」為主。「衝突型」的團體規範由權威

者所主導，而當有成員挑戰他的權威時，衝突就會產生。而透過溝通

規範、隨著時間動態調整的「運作型」初始團體，在剛開始會感到成

員之間相互尊重、合作，但長久下來，成員便開始對彼此的合作感到

勉為其難了。  

許多學者也提到團體中領導者的重要性（許德田，2001；黃玉茹，

2003；黃瓊玉，2005；楊玉鈴，2005；謝瑞榮，1999），一位好的領

導者，能夠有效運用帶領的技巧，讓成員感受到團體的開放、溫暖，

並在團體中發展出信任，促進團體的溝通。領導者也需要對成員的問

題有敏感度，並適度的依照成員的需求來做調整，例如謝瑞榮（1999）

所研究的團體中，領導者在團體初期為了促進成員的溝通，採用「輪

流發言」的策略，使團體成員漸漸開始願意分享。余政峰（2000）的

研究中也發現，領導者需要由成員推舉，而且善用領導可增進團體的

凝聚力。然而比較可惜的是，在談到凝聚力時，多數的研究者皆探討

會增進團體凝聚力的因素，如團體所提供的環境是否安全、值得信

任、以及成員的同理心（楊惠雯，2004），而非團體凝聚力對團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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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並將團體凝聚力視為正向團體動力之一。最後在團體規範方

面，研究指出需要在團體前或團體初期建立團體的規範（許德田，

2001；謝瑞榮，1999）。  

三、輸出因素  

除了以上所談影響團體運作的因素，團體除了讓成員有所成長之

外，也存在一些困境要面對，從許多研究中都可以發現（楊玉玲，

2005；楊惠雯，2004；劉瀚文，2006；鄭如玲，2004；謝瑞榮，1999），

教師所組成的團體紛紛面臨了下列困境：（1）聚會時間及次數安排不

易；（2）行政工作影響，造成參與的教師心理壓力，或是聚會停擺；

（3）分享討論無法深入，僅止於分享，或是考慮同事情誼，不願碰

觸衝突話題。從 1999 年謝瑞榮的研究到 2005 年楊玉鈴的研究中，都

可以看到團體遭遇到這樣的困境，是什麼造成這樣的困境一再地重

複？或是這樣的困境真是不可抗之因素？在本研究中的團體，是否也

有遭遇這樣的問題，而團體又是如何面對，是研究者所好奇的。 

從輸入因素來看，團體的組成，如：同一性別的成員、成員和領

導者的關係、又是如何進入團體，以及團體的大小，都已經決定了團

體初期的團體動力。有些團體可以在組成時就將這些因素納入考量，

但不是所有的團體都可以自由選擇成員，或是能夠利用選擇成員就形

成一個完美的團體，重要的是，團體的領導者是否能夠覺察這些因

素，而運用這些成員所帶進來的特色或文化，或是透過過程因素（如，

領導、溝通互動）進而改善原本的限制。然而這些研究的對象多半是

教師，並且存在於同一個學校之中，究竟「教師」的身份以及學校原

本的文化對於團體會造成什麼樣的影響嗎？在這些研究中卻很少看

到這一點。  

從成員的組成來，看本研究中的團體是由幼教在職教師所組成，

成員皆為女性，且都在幼教領域工作，因此這個團體有一定程度上的

同質性。成員是由工作人員邀請進入團體，且部分成員與工作人員為

舊識，這樣的關係對團體有什麼影響呢？因此本研究希望瞭解工作坊

的發展歷程及團體動力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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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節中，從團體的定義、類型，並從團體運作的角度來看團體

發展的歷程。在本研究中的工作坊即是一個團體，且這個團體的特殊

之處，在於成員藉由案例撰寫而產生連結，而且成員的組成皆為幼教

現場教師，但來自不同的園所，成員之間具有共同與不同之處。他們

相同的是幼教的背景，不同的是各自的背景及價值觀。成員帶著他們

的個人經驗與知識進到這個團體中，會如何和其他成員互動他們又是

如何被團體所影響？透過記錄工作坊的歷程，研究者將進一步對上述

的問題來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