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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討論與結論 

本章主要包含三個部分，第一個部份討論工作坊歷程、案例發展

歷程、老師參與工作坊的收穫以及工作坊的團體動力情形；接著根據

本研究結果提出結論，最後針對案例發展及後續研究提出建議。 

第一節 討論 

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工作坊發展幼教教學案例的歷程，並瞭解參

與老師在過程中的感受，以及歷程中的團體動力。研究者參與及觀察

每次工作坊的聚會、訪談工作小組與參與老師，並且蒐集相關資料進

行分析。以下針對案例發展歷程、老師參與工作坊的收穫以及影響工

作坊運作的因素分別進行討論。  

一、 發展案例之重要要素為「建立案例相關知能」及「案例討論」 

回顧過去發展案例的研究（高熏芳，2002；張民杰，2001；饒見

維，2003），發現其中有幾個過程是必經的：1.先進行案例建立的說

明，讓撰寫者瞭解案例的使用方式、功能及意義；2.進行相關資料的

蒐集、選擇，撰寫案例，並透過不斷的檢視與修正；3.經過試用之後

修正，形成最後的案例。而研究者發現，此次工作坊發展案例的過程

中，建立案例的相關知識以及案例討論是非常重要的兩項活動，其中

「建立案例相關知能」與過去案例發展相同，但在工作坊中進行的方

式不同；「案例討論」則是在過去案例發展歷程中未曾提到的部分。

分別說明如下：  

1. 建立案例的相關知識  

Wassermann（1994）提到，學習撰寫案例的良好途徑就是先研究

好的案例，並且試著分析案例的結構；或是請教有撰寫經驗者、研究

者，或是參與工作坊者；案例完成後，也可請他人試讀以徵詢意見。

在工作坊發展案例的過程中分享案例故事、提供案例檢核表，並舉辦

三場的專家座談，內容包含案例內涵、案例的建立、以及案例的應用，

皆是增加老師對案例知能的方式。在案例故事分享的過程中，陳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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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領著老師們一同檢視案例中包含的要素，並且呈現兩則案例讓老師

們使用案例檢核表來判斷其中缺乏的項目。雖然有老師們表示檢核表

較少使用，但是研究者認為，在工作坊前面幾次的聚會中都會不斷重

複使用到案例檢核表的內容，老師們可能已經內化檢核表的內容。如

同過去的研究結果：提供案例撰寫的檢核表能夠讓發展出的案例有更

清楚、易懂的內容（Phalp, Vincent, & Cox, 2007）。另外，三場講座邀

請的教授在案例發展、案例教學上都相當有鑽研，老師們可在講座中

提問，釐清她們對於案例的疑惑與迷思，例如中立性、案例篇幅的長

短…等。與過去案例發展的方式相比較，建立案例知能是必經的過

程。而與過去發展案例方式的不同，在於撰寫案例、討論案例、建立

案例知能三個部分並不是直線式的依序出現，而是同時並進、且是循

環的。老師們在撰寫案例中遇到的問題，可以藉由工作坊的討論或在

與專家學者的討論中獲得解答。  

透過這樣的過程，工作坊的老師們對於案例的知識是否真的提昇

了呢？從老師們所撰寫的案例來看，都能夠具備案例應有的內容，

如：案例主題、案例名稱、人物介紹、情節、兩難困境、以及與主題

相關的議題討論，並且能夠自行判別不需要的內容。若從案例發展的

過程中來看，老師對於案例的認知也產生了改變，例如雲老師的案例

名稱本為「麗麗有個怪媽媽」，後改為「無法抗拒的愛」，就是為了避

免案例的主題具有價值判斷；鳳老師原先認為案例是撰寫「歷程」，

經過分享、討論後，瞭解案例應是具有兩難困境的事件；一開始玉老

師認為案例故事的結局應該是成功的，但是在撰寫案例之後，玉老師

有感而發地說，案例的結局也可以是另一個問題的開始。以上這些老

師對於案例知識的改變，足以證明透過工作坊，老師對於案例的知識

已經提昇，並且實際運用於他們所撰寫的案例之中。  

2. 案例討論 

討論案例佔據了工作坊中大部分的時間，可以看出討論對於案例

發展的重要性。工作小組建立部落格、將老師分成小組，都是為了能

夠促進老師彼此之間有更多案例討論的機會。案例的分享與討論對於

案例發展有什麼好處？從過去案例發展的方式來看（Shulman,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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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ncer, Freund, & Browne, 2006），這樣以同儕給予建議的方式，能

夠汲取多方的意見，也較有成效。研究者發現，討論幫助老師更釐清

自己案例中不清楚的部分。例如貞老師在一開始將人物名稱定為「小

絲與小詩」，老師們閱讀起來相當拗口，建議貞老師更換名稱為「柔

柔與小詩」，以避免混淆。錦老師剛開始撰寫的故事一直未能夠聚焦，

老師們在討論的過程中向錦老師回應「這故事不好寫」、「有兩個主

軸」，並且建議錦老師合適的撰寫方式。透過討論，能夠集合不同老

師的觀點。他們就像是第一線的讀者，以他們所知道的案例知識，能

夠對撰寫的老師提出撰寫上的建議，使得彼此的案例更符合好案例的

特質。  

在過程中，部分老師也提出對於討論的不同看法：櫻老師認為案

例討論內容的重複性很高，這樣的討論對解決案例撰寫上的問題沒有

幫助；堯老師也認為，案例討論時經常試教學策略的分享，對他的案

例撰寫沒有幫助。相較於其他老師，櫻老師與堯老師對於案例討論的

看法較為負面，研究者發現這可能與櫻老師與堯老師參與的狀況有

關。另外，研究者訪談時，感覺櫻老師是個相當有自信的老師，她對

自己的幼教經歷以及參與的工作侃侃而談，特別是她曾擔任過刊物編

輯，對於自己的寫作能力相當有自信。但在工作坊中，老師們針對櫻

老師的案例故事提出建議，櫻老師或許對此不太適應，漸漸地較少來

參與聚會。另外，從堯老師的參與狀況來看，她所參與到的部分是工

作坊相當初期的時候，當時案例的討論確實多以分享教學策略為主。

然而到了工作坊中、後期，老師們已經能夠針對案例撰寫給予建議，

但是堯老師並未參與到這個部分，因此對於案例討論有負面的感受。

雖然少數老師的想法不見得代表工作坊的實際狀況，或是所有老師的

意見，但卻是未來在辦理類似案例發展時可以多加留意的地方。 

部分老師提到在參與案例討論時，會因為自己的案例要呈現在大

家面前討論而感到不自在。研究者認為，幼教老師在平日的工作其實

很少被檢視，因此很少有獲得建議的機會。這樣針對案例討論、建議

的過程，雖然是針對案例，但是對少有這樣經驗的幼教老師而言，一

開始難免會有不自在的感覺。不過在討論中，老師們都能夠針對案例

的內容，而不是針對個人做評價；另一方面，工作小組也警覺到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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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在回應案例時謹慎地避免讓老師有這樣的感受，因此老師之間

能夠建立起相互信任、尊重的關係，減緩了討論時不自在的感覺。  

從故事發展成教學案例並非一個簡單的過程，也並非所有的故事

都適合發展成案例故事。因此，案例發展過程中增加撰寫者對於案例

的認識與瞭解為首要任務，再配合案例討論，納入工作坊中其他老師

的意見，以獲得高品質的案例。  

二、 案例呈現出老師關注的焦點，可從年資看出關注焦點的差異  

工作坊中有不同年資的幼教老師，每位老師選擇撰寫的案例主題

也不相同。研究者將老師們撰寫的案例主題與其年資相比，發現老師

們撰寫的案例與其年資有些關連性。例如擁有三十年教學經驗的貞老

師，她所撰寫的兩則案例主題皆為行為輔導及親師溝通，在瞭解幼兒

行為的過程中，貞老師則提到了幼兒的問題行為與其家庭狀況有關

係。而幼教資歷最淺的鈴老師，則是撰寫其在園所工作時感到的忙、

盲、茫。以 Fuller 與 Bown（1975）所提之教師發展四個階段的關注

來看：第一階段為任職前，沒有任何關切；第二階段的「任職初期」

（early teaching phase），關注自己的生存焦點、班級控制、以及教學

內容的精通；第三階段的主要關注為自己的教學表現、教學情境中的

限制、以及外來的要求；最後第四階段主要關切學生的學習、社會與

情緒的需求、以及自己能否和學生建立個人關係。鈴老師所關注的面

向與上述第二階段的描述是雷同的，而貞老師則是對自己的教學較有

信心，並能夠關注到孩子周遭的問題，與上述的第四階段頗為相似。 

從這個例子可以發現，老師選擇案例撰寫的主題時，同時也表現

了自己所關切的部分。除此之外，案例中也呈現老師的價值判斷，與

Kagan（1993）認為案例反應了撰寫者（老師）的假設、信念，以及

如何理解、判斷他自己過去經驗的一套意義系統（meaning system）。

因此案例不僅是做為案例教學的工具，也可以作為研究老師內在想法

的原始資料。  

三、 老師參與工作坊的收穫  

1. 工作坊中的案例討論也具有案例教學法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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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中的案例討論雖然有別於案例教學法中的案例討論，但在

過程中，藉由其他老師的案例分享，老師們能夠看到事件不同面向的

觀點、試著分析故事中的問題提供支持及建議。從 Levin（1995）的

研究也發現同樣的結果，他發現控制組（未經討論）的教師所撰寫出

來的案例，只是重複一次當時的經過，即便是再次回顧，也沒有產生

新的想法。因此，案例討論對於老師對於案例的思考也是有幫助的。

而姚如芬（2006）的研究中案例撰寫者認為：能深入探討學生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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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瑞勉（1999）也認為教師與同業「討

論」教學，用「說」的來表達意見和看法，可檢驗自己所用的語言和

描述事件的真實可靠性。從上可知，老師在撰寫案例的過程中，分享

與討論幫助老師能夠以更宏觀、全面的視野來看待事件，讓老師對事

件產生新的想法。 

從老師們的收穫來看，與其他研究中案例教學法所產生的功效有

很多類似的地方。例如 Hsu（2004）讓學生透過網站分享案例、討論

案例的研究發現，學生在撰寫案例時，會更加注意自己在教室中的行

為；在回應他人的案例時，也能夠讓作者更釐清自己的價值觀。在本

研究中，玉老師所撰寫的案例也是正在進行中的事件，因為撰寫案

例，讓她有意識地關注教室中過去她未曾注意的地方，或是留意她自

己的行為、對待孩子的方式，藉此改變她的實際作為。在工作坊的案

例討論初期，老師主要討論的是事件的內容而非案例撰寫，但也透過

這個過程，老師們的價值觀也在分享案例以及提供意見時彼此交流，

也讓老師更清楚認識自己的價值觀。由此可見，過去案例發展過程雖

有提及討論，但都未能強調討論的重要性。而藉由案例撰寫的分享、

討論，達到案例教學中的功能，是過去獨自發展案例時未能發現到的。 

2. 案例發展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目前國內案例教學法的研究仍停留在師資培育的案例應用上，因

此多著重師資生在案例討論時的收穫。研究者認為案例發展對於撰寫

的老師也應是很有收穫的。從故事發展為案例，不只是完成一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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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已。透過一個包含反思及撰寫的過程，促進撰寫者重新建構、組織

自己過去的經驗（Spencer et al., 2006），並且針對自身經驗進行批判、

反省，透過撰寫案例建構自己的教學經驗，傳遞自己的教學實際知識

（王麗雲，1999；Kagan and Tippins,1991）。此工作坊中的老師在撰

寫案例的過程中，重新檢視過去的經驗，思考當時事件發生的經過，

如：自己做了些什麼？為什麼這麼做？問題出在哪裡？要怎麼做才可

以更好？在試著回答這些問題時，老師們就是在反省自己的教學經

歷，澄清自己的價值觀，並且找出事件中的核心問題。此過程與谷瑞

勉（1991）所提出的論點相同，他認為「寫下經驗」對於能使教師用

更廣泛的領域看待教學經驗，老師們藉由寫作可以抓出「靜默的知識

（tacit knowledge）」，也就是將老師知道卻說不出來的知識帶到知覺

的層面，再加以探討；寫作除了用來建構和重建經驗，對以往視為理

所當然的教學內涵也會重新看待，能更客觀的面對與分析，還可以用

來建立理論、反思，並瞭解自己和個人專業。 

老師們透過反省，不僅提昇自己的專業，也因此改變老師在教室

中的行為，如：為了瞭解幼兒行為的原因與家長討論，改善了親師關

係。而透過案例的撰寫，老師需全面觀察幼兒的行為，也因此更瞭解

幼兒，影響了師生之間的關係。此部分的研究發現與 Hashweh(2004)、

Lin(2002)的研究結果是一致的：教師撰寫故事的過程，也是其探究學

生的過程，瞭解學生的能力與學習情形，促成教師對學生的瞭解；老

師也在此過程當中，加強對決定及行為的理解；也就是說，案例讓老

師更清楚造成學生行為的原因，並以此作為老師下一步行動的根據

（Richard & Barksdale-Ladd, 1997）。  

四、 成員之間的互動關係促進工作坊運作 

在本研究中發現影響工作坊運作的因素，包含成員組成、工作小

組策略運用及領導者角色改變、支持性的社群、溝通模式，分別說明

如下：  

1. 同中有異的成員組成刺激多元的思考 

過去曾有研究指出，成員同質性過高的情況之下，團體容易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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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的發展，無法突破想法的限制（許德田，2001）。而潘正德（1999）

認為，同質團體適於處理簡單例行的任務，成員容易合作、溝通、人

際困擾較少，績效較佳。而異質團體因成員背景、訓練有所不同，可

互相補足，且人格相異、相互激盪，容易有突破性的想法，但也容易

產生衝突。由此看來，團體中成員的同質性過高容易限制團體的發

展，成員太過相異又容易產生衝突。然而此工作坊特別之處，就在於

成員背景的多元性，又不失去相同點。工作坊中的 12 位老師來自於

不同的園所，擁有不同的資歷、職務以及價值觀，再加上 4 位工作小

組的專業角色，成員們各有其專長卻能夠包容不一樣的意見，並且依

照自己的專長分享知識與經驗。除此之外，12 位老師皆是任教於幼

教領域，工作小組中也有 3 位是幼教背景，對於其他老師的分享都能

夠感同身受，替對方思考解決辦法。因此，工作坊同中有異的成員組

成，能夠提供工作坊不同觀點的刺激，同時，也不會因為成員的背景

差異太大而沒有交集，或是產生衝突。  

2. 工作小組的策略運用及領導者的角色改變  

過去許多教師成長團體的研究皆強調領導者在團體中的重要性

（許德田，2001；黃玉茹，2003；黃瓊玉，2005；楊玉鈴，2005；謝

瑞榮，1999）。在本研究中工作坊領導者陳教授帶領工作坊的方式能

夠讓成員感受到輕鬆的氣氛，而陳教授為主的工作小組，更是能夠覺

察老師的需求，在過程中調整策略。為了使案例撰寫能夠順利的進

行，工作小組在面對不同的挑戰時改變了團體運作的方式：例如在案

例討論時間不足時將老師分為小組進行討論，另外也設置部落格，讓

老師可以不受時間、空間的限制來閱讀他人的案例，並發表自己的意

見；雖然老師們在部落格上回應的次數不多，但部落格仍可以作為工

作小組的資料庫，也可以讓老師們從部落格瞭解大家撰寫案例的進

度。而工作小組也考量老師們使用電腦的機會不多，便發下案例的紙

本，讓老師可以隨時拿起來翻閱。工作小組彈性、依據老師們的立場

考量所規劃的策略，可以在老師們的撰寫內容中看到相當好的成果。 

在部落格的使用方面，發現回應者多為工作小組，而老師的回應

僅有 10 篇。在訪談時老師們也表示，使用電腦閱讀案例故事不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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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便。然而受限於老師使用習慣的情況之下，部落格仍達到了兩個目

的：及時回應與激勵進度。在案例逐步修改的過程中，工作小組不需

要透過聚會就可以透過部落格給予即時的回應，或是拋出一些問題讓

老師去思考；而老師們也可以透過部落格瞭解他人的撰寫進度，砥礪

自己持續撰寫。部落格具有不受空間、時間的討論功能，研究者也期

望老師們能夠發揮部落格的功能有更多的互動。  

隨著工作坊的互動逐漸成熟，陳教授也逐漸淡出領導者的角色，

將團體的運作交由參與的老師來掌握。陳教授雖為大學教授，卻在工

作坊中極力避免自己的權威角色進入工作坊中，給予參與的老師相當

大的彈性與自由，老師們能夠在開放地氛圍下自由地互動。如同潘正

德（1999）所述，團體領導者的發言越多，參與成員容易感到威脅感

及壓迫感；團體讓成員自由發表意見的機會越少，成員越容易依賴領

導者。然而，有些老師認為陳教授身為團體的領導者，應該更強勢或

是更多的介入。研究者的想法是，陳教授逐漸淡出領導角色，將團體

的運作權交由參與的老師，能夠讓老師們覺得這個工作坊是屬於「我

們的」，而不是「陳教授的」；若是陳教授在團體中以領導者的角色自

居，其他參與的老師會顯得較為依賴領導者，較不會與其他老師互

動。特別是此團體的參與者多為自願參與，若是陳教授有較多的限

制、規範，可能會降低老師們的參與率，對於團體來說不見得是件好

事。  

3. 支持的氣氛  

為了營造溫馨的氣氛，工作小組對此下了一番苦心，例如開會時

總以「聚會」稱之，工作小組發出的開會通知單也非制式的「開會通

知單」。聚會時，工作小組準備了簡單的茶點，供老師們自由取用。

工作小組的這些準備與用心，是為了在聚會時營造出輕鬆、愉快的氣

氛。而在此溫馨的氣氛中，不管是老師面臨撰寫的困難，如對自己寫

作能力的質疑，或是因為忙碌使得撰寫的進度落後、負面情緒的宣

洩，工作坊中的老師都能夠在遇到挫折時彼此激勵、在沮喪時彼此支

持。在這種彼此支持、激勵的氣氛中，老師們放下心中對於案例撰寫

的擔心，更產生彼此扶持的精神，最後形成一個支持性的社群。許育



109 

齡（2004）的研究中也發現，成員感受到被瞭解、彼此產生共鳴而產

生情感連結，因此形成看不見的動力「信任、支持與冒險」，也就是

一種「做錯沒關係」及「不怕被評價」的支持性關係。Spencer, Freund, 

與 Browne（2006）在發展特教案例時也發現，安全、信任的環境能

夠透過案例發展的過程，促使各學科間學習者相輔相成，產生深度的

反思，使用多元觀點的檢視以及整合新的內容。由此可知，工作坊所

產生的支持性社群，讓參與的老師們感到安全、信任的環境，能夠促

進案例撰寫者願意分享自己的想法，有助於案例的討論，且在撰寫遭

遇困難時，能夠相互扶持，共度難關。  

4. 溝通模式改變  

團體大小對團體運作影響，大團體的刺激、資源較多，但也可能

意見紛歧、互動不夠深入；小團體的成員能完全介入，相對也有資源

太少以及成員過度互動的現象（林郁文，2002）。在工作坊初期，團

體中的溝通模式屬於領導者中心的溝通模式，即「工作小組→老師→

工作小組→老師→……」，呈現出團體初期成員之間對彼此及對環境

的不熟悉，而在進行小組討論之後，工作小組要求從老師中推選一人

做為主持人，因此促進老師們以成員為團體中心的溝通模式，及「A

老師→B 老師→A 老師→C 老師→工作小組→A 老師」。老師與老師

之間能夠直接對話，代表彼此的熟悉度增加，另外，也願意對其他老

師所撰寫的案例提供建議。如同 Toseland 及 Rivas（1995）所提出的

溝通類別中，團體中心溝通模式比領導者中心的溝通模式，更能增加

成員之間的社會互動以及對團體目標的承諾。 

無論是同中有異的成員組成、工作小組的策略運用、支持的氣

氛、溝通模式的改變，皆與團體凝聚力（cohesion）有關。團體凝聚

力是指成員之間相處，對團體忠實、以及對團體承諾的能力。當團體

凝聚力越高，團體的動力也就增加，尤其是對任務團體而言，凝聚力

就是生產力，即「一段時間內，團體達成任務的程度」。然而，團體

達成任務的程度又可分為「質、量」的改變，無一定的標準可以評斷，

因此可由成員的表現檢視團體凝聚力（Fisher, 1994）。在高凝聚力的

團體中，可見到：支持的氣氛、溝通模式的改變、對工作坊及其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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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的肯定。Shaw 說明團體產生凝聚力的特色為：成員有較多的溝通、

比較友善、更合作、能夠有效地達成目標、產生更大的滿意度（引自

Fisher, 1994）。  

工作坊為發展案例之任務團體，欲檢視其團體凝聚力，可從上述

幾項中獲得證明。此團體凝聚力在工作坊中轉化成為撰寫的動力，是

協助工作坊發展案例的無形推手。  

第二節 結論 

根據本研究目的，歸結研究發現與討論，提出以下的結論  

一、 工作坊發展案例的兩大要素為建立案例相關知能與案例討論  

在案例發展方面，建立案例知能以及建立案例討論機制是兩大發

展案例之要素。建立案例知能的方式包括有專家講座、文獻以及陳教

授分享等方式，並且與老師們的案例撰寫交錯進行，能夠解答老師在

撰寫時所產生的疑惑。案例討論是工作坊中相當注重的部分，工作小

組運用大團體及小組討論、部落格方式增加老師彼此間互動、溝通的

機會。案例討論能協助老師釐清自己的想法、相互支持、提供彼此撰

寫上的建議。老師們也都表示，案例討論對撰寫案例是很有幫助的。 

二、 老師參與工作坊能夠有多方面的收穫 

老師參與工作坊的收穫有：提昇案例知能、拓展視野、促進專業

成長、獲得成就感、以及建立支持性團體。老師在工作坊中瞭解案例

的知識，應用於案例撰寫，並且透過老師之間的分享，老師接觸不同

的價值觀與想法，也能夠瞭解不同性質的幼托機構之情境，拓展自己

的視野。在撰寫案例過程中，老師再次回顧自己的教學經驗，記錄當

時的事件經過、自己的行為、事件的結果，猶如重回當時的現場，藉

由重新建構、詮釋舊經驗，針對自己認為不適合之處反思，思考更好

的策略或是解決方式。在反思的過程中，老師能更加釐清自己的價值

觀、對教學現場的信念，對自身的專業成長、親師關係以及師生互動

都有很大的幫助。而老師們在此工作坊中能夠彼此支持，平撫撰寫或

是工作上的挫折心情，形成一個支持性的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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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案例可作為瞭解老師專業發展階段的參考  

在未限定案例撰寫主題的前提之下，老師們選擇的案例主題皆與

其自身主要的關注焦點有關。而從老師們撰寫的案例主題，可以發現

不同年資的老師其關注的焦點不同：年資較淺的老師其案例主題與自

身的專業發展有關，而資深老師的案例主題則會延伸至親師的溝通、

互動，或是更深入瞭解幼兒的家庭環境來思考造成幼兒的偏差行為的

原因。由此看來，案例能夠代表老師所關注的焦點，也能夠瞭解老師

專業發展的階段。 

四、 成員的互動關係影響工作坊的運作  

工作坊以團體的方式進行案例發展，與個別發展案例的不同在於

老師們之間有許多互動的機會。隨著工作坊發展出團體凝聚力，老師

對於達成團體目標的意願也增加。影響工作坊發展的因素可分為：同

中有異的成員組成、溝通模式改變、支持的氣氛、工作小組的策略運

用及領導者的角色改變。同中有異的成員組成讓老師在討論時不會受

到單一思考的侷限，但是又能以同理其他老師的處境，營造出支持的

氣氛，進而促進老師的分享與討論。 

 

 

第三節 建議 

一、 對工作坊的建議  

經過將近六個月的相處，工作小組與參與老師培養出相當好的工

作默契，對彼此也相當肯定，若是在工作坊目標達成後解散團體，便

顯得相當可惜。未來能夠延續聚會，討論出下一階段的目標，逐漸發

展成一個學習型組織。  

二、 對未來想要發展案例者的建議  

在本研究中發現案例討論對於案例撰寫相當有幫助的，也是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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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案例時未曾注意到的部分。因此在未來發展案例時，可加入案例

討論這個過程。然而需要注意針對案例撰寫做討論，掌握時間。 

三、 對幼教老師的建議 

本研究中發現，在案例發展的過程中，老師能夠反思自己的教學

經驗，釐清自己的教學信念，對老師的專業成長有所助益。因此發展

案例的活動也可以作為幼教老師專業成長的活動項目， 

四、 對未來研究的建議 

1. 研究者僅以觀察、輔以錄音設備的方式記錄，在記錄時僅能著重

於成員之間的語言互動，對於非語言（如：動作、眼神…等）互

動部分較少。未來在進行類似的研究時，可加上攝影器材，記錄

團體進行時成員的溝通對話模式，以及成員對他人的反應，進一

步瞭解團體中的溝通模式。 

2. 在本研究中發現老師在案例發展的過程中透過省思，進而產生行

為上的改變。然而本研究並未涉及參與老師先前的教室行為觀

察，研究資料僅由訪談時老師的自我陳述，無法瞭解案例撰寫對

教師的行為是否產生影響，未來應透過適當的研究設計，進一步

探討。  

3. 研究者發現案例主題與其撰寫老師之年資有些關連性，但這部分

並非本研究關注的焦點。未來研究可以進一步針對此部分，瞭解

兩者的關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