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博士論文 
 

 

 

 

 

 

 

 

 

 

 

運用案例工作坊促進幼教在職教師教學

省思與教學實務之研究 

Ａpplying a Case Workshop to Promote  

Early Childhood Teachers Teaching Reflection and 

Teaching Practices  

 

 

指導教授:林育瑋博士 

              研 究 生:彭欣怡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八月



I 

 

謝誌 

這本論文的完成，聚集了眾人的智慧和力量，感謝曾經在論文撰寫歷程中，

給予有形與無形幫助的人。 

感謝育瑋老師多年來的指導，在論文撰寫的歷程中，不斷地給予指導和督促，

更重要的是老師溫暖的支持，是完成這本論文的重要因素。感謝四位口試委員饒

見維老師、徐式寬老師、王莉玲老師、以及張民杰老師，在口試時直指問題核心，

並給予相當中肯的建議，讓這本論文得以更符合專業的要求。 

人發系的所有老師、助教們謝謝你們，在人發系這幾年，收穫相當多，感謝

你們的教導與協助。 

感謝瑋瑋家族的阿娟、怡云、菁菁、依恬、瀚文、召雅，謝謝你們陪我走過

研究的日子，大家一起討論研究內容，讓研究突破困難。大家一起分享生活點滴，

讓研究的日子增添許多色彩，有你們真好！ 

本研究的十一位研究參與者，感謝妳們的熱情參與，在工作坊運作過程中，

貢獻心力與智慧，這本論文沒有妳們無法完成，從妳們身上，除了獲得這本論文，

我更學習到更多豐富的教學經驗，以及教學的熱情。 

感謝服務學校的校長、主任、園長、老師，工作中完成論文，需要更多的時

間與精力。感謝大家在研究過程中，給予精神鼓勵以及行政上的支持。 

最後，感謝一直默默支持我的家人，你們的適時關懷與鼓勵是我完成論文的

重要動力。在論文即將完稿時，不斷的以局外人身分與我討論論文內容的佑子，

給我許多不同撰寫的觀點，並不時的督促，讓我順利完成最後階段，謝謝你！ 

 

 

2013.8



II 

 



III 

 

摘要 

本研究邀請幼教教師進行案例工作坊，在案例工作坊中透過案例討論與案例

撰寫，瞭解幼教教師參與案例工作坊的進行過程，以及其參與案例工作坊之後，

在教學省思及其教學實務的表現情形。 

本研究共邀情十一位研究參與者參與案例工作坊，自 99 年 8 月至 101 年 4

月進行資料收集，資料收集方式有案例工作坊之案例討論與團體訪談、研究參與

者之個別訪談，以及案例工作坊網站資料、研究參與者所撰寫之案例，歷次討論

案例之回饋與分析、教學紀錄等文件檔案。案例工作坊共進行六次案例討論、以

及四次討論研究參與者所撰寫之案例。 

案例工作坊的進行依討論內容之不同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案例討論期，

為討論已出版之案例。第二階段為案例撰寫準備期，此時期為舒緩研究參與者撰

寫案例以及分析、回饋之壓力，邀請曾經寫過案例的研究參與者分享其案例與撰

寫歷程。第三階段為案例撰寫討論期，研究參與者分享其撰寫之案例。  

研究發現，案例工作坊運作方式的改變受到參與人數、工作坊之書寫壓力的

影響。而案例討論之深度受研究參與者年資、教學經歷、研究參與者之間的互動

以及案例之選擇與撰寫之案例有關。 

案例教學法促進幼教教師省思，進而在教學實務中行動改進教學。研究參與

者透過案例討論與撰寫在教學省思方面有親師溝通、與合班教師互動、特殊幼兒

輔導以及幼教相關制度和自己所處園所的環境。研究參與者在省思之後實際付諸

行動而增進其教學實務方面，有親師溝通、與合班教師互動、特殊幼兒輔導、重

視記錄等。案例教學法也幫助教師思考教學情境中不同角色的立場和積極面對與

處理教學上的人事物。教師省思的層次涵蓋教學行為、信念、自己與他人關係以

及自己的思考和學習方式 

期待本研究進行案例工作坊之經驗，能提供未來欲進行案例教學法以及相關

研究的參考，也期待能鼓勵教育相關單位推廣並進行案例教學法，讓幼教實務工

作者將自己的教學故事傳承下來，並藉由案例討論與分享促進其專業成長。 

關鍵字 案例教學法 案例工作坊 教師專業成長 教學省思 教學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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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examine how a case workshop promotes teaching reflection 

and teaching practices of early childhood teachers. To this goal, the researcher invited 

eleven early childhood in-service teachers to attend case workshop. With the help of 

case discussions and case writing, the researcher attempted to understand these teachers’ 

participation process in the workshop as well as their teaching reflection and teaching 

practices after workshop attendance. 

Eleven participants were invited to take part in the workshop. Data collection was 

carried out between August 2010 and April 2012. The sources of data included case 

discussions and group interviews during the workshop, individual interviews with 

participants, materials from the workshop website, cases written by participants, 

feedbacks and analyses on case discussions, and teaching records. The workshop carried 

out six discussion sessions on published cases and four on cases written by participants. 

The workshop was held in three stages. Stage One focused on the discussions of 

published cases while Stage Two was the preparation period for case writing. To 

alleviate the pressure on all the participants to write cases, engage in analyses, and 

provide feedbacks, the participants with case writing experiences were invited to share 

their experiences. Stage Three was dedicated to the sharing and discussion of cases 

written by participants themselves. 

The study discovered that the workshop was subject to th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and the pressure of writing cases. The depth of discussions was determined by a number 

of factors: seniority of participants, teaching experience, interaction among participants, 

choice of cases, and cases being written. 

Case workshop proved to encourage teaching reflection and subsequently improve 

teaching practice. Through case discussions and writing, participants reflected on 

teacher-parent communication, interaction with cooperative teachers, support for special 

childre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system, as well as the working and teaching 

environment they were in. Teaching reflection involved self-reflection on the practice, 



V 

 

belief of teaching, o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on one's own ways of thinking and 

learning. 

Improvement in teaching practice was observed in teacher-parent communication, 

interaction with cooperative teachers, support for special children, and a higher level of 

emphasis on observation records. Case method also helped teachers understand how it 

was like to be in other people’s positions in a teaching scenario and develop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all involved in teaching.  

It is hoped that this study will serve as a useful reference for future studies on case 

method and relevant subjects. It is also hoped that this study will encourage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in the field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to promote and adopt case method 

so that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practitioners could pass on their experiences and 

enhance thei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via case discussions and sharing. 

Key words: case method,case workshop,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eaching reflection, teaching practice 

  



VI 

 

目次 

謝誌………………………………………………………………………………….I 

中文摘要……………………………………………………………………………..II 

英文摘要……………………………………………………….……………………III 

目次…………………………………………………………………………………. IV 

表次……………………………………………………………………….……….. VII 

圖次…………………………………………………………………………………VII 

 

 

第一章 續論..……….…………………………………………………..1 

第一節 研究動機………………………………………………………………1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5 

第三節 名詞釋義………………………………………………………………6 

 

第二章 文獻探討………….…………………………..………………..7 

第一節 案例教學法……………………………………………………………7 

第二節 案例教學法在施資培育的應用………………………………………10 

第三節 案例教學法促進教師專業成長………………………………………22 

第四節 國內外案例教學法相關研究…………………………………………38 

 

第三章 研究方法…………………………..…………...………….…..45 

  第一節 研究取向……………………………………………………………45 

  第二節 研究參與者…………………………………………………………47 

  第三節 案例工作坊運作方式………………………………………………49 

第四節 資料收集方式………………………………………………………85 

第五節 資料分析……………………………………………………………98 

第六節 資料呈現方式………………………………………………………102 

第七節 研究信實度…………………………………………………………103 

第八節 研究者角色…………………………………………………………106 

第九節 研究倫理與限制……………………………………………………107 

 

第四章 研究發現…………………………..…………...…………….. 111 



VII 

 

第一節 影響案例工作坊運作之因素………..……………..…….. .…111 

第二節 幼教教師教學省思…………………………………………….…...131 

第三節 幼教教師教學實務之促進…………………………………….…...153 

第四節 教師專業發展原理與案例工作坊…………………………….…...180 

第五章 結論與研究建議………………………………………………193 

第一節 結論……………………………………………………………….…193 

第二節 研究建議………………………………………………………….…196 

參考文獻…………………………………………………………….….199 

中文參考文獻…………………………………………………………………….…199 

英文參考文獻…………………………………………………………………….…201 

 

附錄…………………………………………………………………..…207 

附錄一  研究邀請函…………………………………………………….………….207 

附錄二 基本資料表……………………………………………………….…...…..210 

附錄三 研究承諾書……………………………………………………….…...…..211 

附錄四 個別訪談節錄…………………………………………………….….…....212 

附錄五 案例討論內容節錄……………………………………………….…..…...213 

附錄六 撰寫案例的要素……………………………………….…………….……215 

附錄七 好案例的條件檢核表…………………………………………………......216 

附錄八 月老師案例故事節錄………………………………………………….….217 

附錄九 青老師案例故事節錄…………………………………………………..…221 

附錄十 水老師案例故事節錄………………………………………………….….224 

附錄十一 儀老師案例故事節錄………………………………………………..…227 

附錄十二 亭老師案例故事節錄………………………………………………..…231 

  



VIII 

 

表次 

表 3-1 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表………………………………………………….…..48 

表 3-2 案例工作坊時間與主題表…………………………………………..….…..50 

表 3-3 案例討論實施步驟與實施重點………………………………………..….…56 

表 3-4 案例討論議題表………………………………………………………............57 

表 3-5 案例分析篇數統計表……………………………………………………....…59 

表 3-6 第一次案例討小組成員表……………………………………………………62 

表 3-7 賽車男孩回顧內容……………………………………………………………67 

表 3-8 案例進行時間表……………………………………………………………….69 

表 3-9 研究參與者回饋篇數分析…………………………………………………….69 

表 3-10 案例撰寫教師及其案例名稱以及相關議題..……………………………….76 

表 3-11 個別訪談時間以及重點……………………………………………………..87 

表 3-12 研究參與者訪談時間表…………………………………………..………….88 

表 3-13 案例分析篇數 ………………………………………………………….……91 

表 3-14 分析歸類命名表…………………………………………………………….101 

 

圖次 

圖 2-1 知行思交融原理………………………………………………………………23 

圖 2-2 教師專業發展基本原理（知行思交融原理實施原則）……………………24 

圖 3-1 案例故事及回應情形…………………………………………………………93 

圖 3-2 案例網站相關資料……………………………………………………………94 

圖 3-3 案例網站案例討論……………………………………………………………95 

圖 3-4 案例網站中之案例撰寫………………………………………………………96 

圖 3-5 案例網站中之討論區…………………………………………………………97 

圖 3-6 資料分析示意圖………………………………………………………...……99 

圖 4-1 教師教學省思與教學實務在親師溝通之關係………………………………151 

圖 4-2教師教學省思與教學實務在合班教師互動之關係………………………….164 

圖 4-3 治療師回覆便利貼……………………………………………………...……167 

圖 4-4 親師聯絡簿………………………………………………………………...…172 



IX 

 

圖 4-5 教師教學省思與教學實務在特殊幼兒輔導之關係………………………173 

圖 4-6 教師教學省思與教學實務在重視記錄之關係……………………………178 

圖 4-7 教師專業發展基本原理（知行思交融原理）……………………………180 

圖 4-8 教師專業發展原理（知行思交融理論）說明案例工作坊運作圖…….…186 

圖 4-9  案例工作坊發展原則…………………………………………………..…187 

圖 4-10 知行思交融模式與本研究之關係…………………………………….….190  



1 

 

第一章 緒論 

本章內容主要闡述本研究之動機與目的，共分為三節：第一節說明本研究之

研究動機；第二節說明研究目的與問題；第三節界定本研究運用之名詞釋義。 

第一節 研究動機 

一、教師持續專業成長是促進學校革新的動力，提升教師能力成為積極的行動者 

教師專業發展或成長是一個持續不斷的歷程。無論初任或資深老師，在面對

各種教育情境的挑戰時，均需不斷地導入新的經驗，更新經驗，不斷地精緻已有

的經驗，以增進個人的專業成長，並促進學校的整體革新（張德銳，2004）。而教

師工作情境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系統，教師也必須持續面對各種新處境、新的問題

與新的挑戰，也必須隨時採取各種專業決策，解決各種問題狀況，唯有對學校、

教室、學生等情境的相關脈絡與因素有整體性的理解，才能面對所有能問題發生

時，進行適當的專業判斷（高熏芳，2002）。也因此，教師持續的專業成長以面對

複雜的教學環境是有其必要性的。 

研究者在幼教現場工作幾年來不斷思索促進持續教師專業成長的方法，以及

教師專業成長應有的內涵。顧瑜君（2002）在「實踐取向之教師專業成長-在職教

師進修模式之變革之解析中」提到現行教師進修模式多半停留在灌輸與填鴨的「接

收模式」，教師進修模式應轉變為「增能模式」。增能模式中，實務工作者從認識

自己的困境出發，並在實際計畫中找尋解決問題的資源，實務工作者開拓對教育

問題的認識。現場教師由被動的接收者角色轉為主動擁有解決自身問題的角色，

才能使教師專業更落實在每日教學工作之中。 

誠如歐用生（1996）所言，教師的專業成長應注重反省取向，使教師從不斷的

省思探究中建構自己的教學知識，提昇自己的專業知能，成為積極的作用者。顧

瑜君所提的教師進修的「增能模式」以及歐用生所提之「反省取向」，皆在促使教

師成為一位積極的作用者，進而從省思探究自己的經驗、知識建構自己的教學知

識，以面對複雜的教學環境。因此如何促進教師省思能力以及主動的從每日工作

中解決自己的教學困境，進而拓展自己對教學問題、情境的認識也是研究者關注

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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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應用理論實務之中有困難，且教學情境過去孤立 

許多幼教教師，在師資養成過程中，修習了不少幼教專業的課程，但真正在

幼教現場，卻會發現書上知識與自己親眼所見以及體驗的有所不同；在面臨困境

時，也大多採用臨場的直覺反應來處理，也就是在連結理論和實務上有困難，因

此大嘆理論無用，甚至認為幼兒教育教學相關理論和自己無關，那是學者專家的

事情。可知，無論新手教師或有經驗教師無法將其在師資培育階段或是在職訓練

所學習到的知識和技能應用到這些混沌不明和複雜的教學情境（Shulman, 1992）。

因此，如何協助現場教師理論與實際的結合，也是研究者關注的焦點之一。 

另外，在幼教現場雖然許多班級是兩位老師帶領一個班，而且學校中也有其

他同事。但幼教工作的繁雜、忙碌，讓許多教師鮮少有時間可以和同事對談，在

遭遇教學困難時，缺乏對話和吸取其他教師經驗的機會，有時也會對自己所運用

的解決方法感到懷疑。研究證明，教師同僚間欠缺有效互動，以及現在學校文化

中呈現的個人主義，皆是促使教師經驗快速僵化、專業發展停滯的主因（陳美玉，

1996）。孤立的教師文化，將不利於教師專業成長與發展。如何破除孤立的教師文

化，促進教師間的合作亦是研究者所關心的議題。 

三、案例教學法可促進教師省思、協助教師理論與實務、教師協同合作 

要讓在職教師獲得批判省思的能力，且擁有能力主動地解決教學中的困境，將

理論與實務融合於教學現場之中，並破除教學的孤立，彼此合作，進行有意義的

合作。案例教學法（case method）不失為促進教師專業成長的方法之一，許多學

者提出案例教學法可促進教師批判性反省、更瞭解理論、成為問題解決者、以及

批判性思考者（簡紅珠，1997; Levin, 1995; Mersth, 1996; Shulman, 1992; Wassermann, 

1994; Yoon, 2006）。案例教學法所提供的是替代性的教師經驗，也是一種教師知識

具體化的形式（陳美玉，1999）。透過討論、問答等互動的過程，並結合教學主題，

希望參與者能在帶領者的引導下，藉由對案例的實務性內容主動積極討論、分析

與思考；並與同儕及帶領者有充分的交流與互動，以培養學習者問題解決、思考、

整合實務與理論知識等高層次的能力。 

因此，案例教學法除了透過案例討論增進參與者的省思、分析、解決問題的

能力之外，案例也成為學校教師兼教學討論的催化劑，提供教師間的互動和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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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社群討論或者是對話的教學材料（instructional material）（Shulman, 1992；Whipp, 

Wesson & Wiley, 1997）。Shulman 也提到反省以及教師間實質的討論是學校進步的

重要條件。藉由案例討論除可促進教師個人的專業成長之外，更可形成教師間的

合作進而促進學校的改革。Shulman 更提到除了案例討論之外，教學案例的撰寫過

程，對教師本身的意義非常重大，撰寫案例讓教師省思個人的專業發展與教學歷

程的機會。基於上述案例教學法的功能和目的與研究者所關注的焦點-在職教師的

省思能力的提升、破除教師孤立文化形成實質對話相符。因此，本研究擬探討透

過案例討論與案例撰寫促進在職教師省思能力之情形。 

四、案例教學法在幼教教師相關研究鮮少 

美國在 1980 年代受到學校教育改革和師資教育改革風潮的影響，案例教學法

受到師資培育者的重視，也紛紛應用在其教學上。而近幾年案例教學的研究焦點

證明案例教學法可以促進教師的反省性思考（Florio-Ruane, 1990; Harrington, 1991 

Kleinfeld, 1991;;Levin,1995; Reichelt, 2000; Wood & Anderson, 2001）、問題解決能力

（Amos & White, 1998; Floyd & Bodur, 2005; Merseth, 1991）、做決定能力（Heitzman, 

2008）、分析能力（Flynn & Kelin, 2001）、促進教師間的合作（Broko & Putnam, 1998; 

Diamantes & Ovington, 2003）、促進教師積極投入學習（Kunselman & Johnson, 

2004;Merseth,1991）、以及發展人際和溝通技巧（Barnette & Tyson, 1993）。在研究

教師進行高層次反思過程、探究技巧以及合作（Abell, Bryan & Anderson, 1998; 

Barnett, 1998; Bencze, Hewitt & Pedretti, 2001; Harrington, 1995; Herbert, 1999 ; 

Rosen, 2008; Shkedi, 1998）；檢驗影響以案例為基礎的專業成長活動的因素，如討

論、教師經驗（Levin, 1995）；研究建構和推行新的教學技巧，以支持案例教學（Choi, 

Lee & Jung, 2008; Edwald, 1997; Herbert, 1999）。 

而國內，到了 1990 年代以後，案例教學法才開始逐漸受到教育專業或師資培

育領域的研究和重視。有不少學者（王千倖，1999；王麗雲，1999；高熏芳，2000；

汪履維，1996；簡紅珠，1997；歐用生，1996；饒見維，1996）指出案例教學法

的可行性及價值，實徵性的研究大多在不同領域進行案例教學並評估其成效（林

玫君，2005，2006；高熏芳，2000；唐淑華，2001；張民杰，2001，2005；姚如

芬 2005）。以上的研究，無論是國內或是國外的研究大多是以職前教師為研究對

象，少部分以在職教師為研究對象（張民杰，2003；林玫君，2006；趙曉美、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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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2011；沈羿成、劉佩雲，2011；彭欣怡、林育瑋，2012；Asher Shkedi, 1998; Levin, 

1995），而案例教學法除了可促進師資生專業成長外，亦可促進在職教師的專業

成長，而這些相關研究中以幼教教師為研究對象者更少，幼稚園現場與國中、小

學的教學現場存在著很大差異。不同教學環境中，教師之專業成長需求或是情形

應有所差異。可見，瞭解案例教學法在在職教師的專業成長尤其是幼教教師是有

其必要性，也因此，本研究擬以在幼教教師為研究對象，瞭解透過案例教學法對

其省思能力的提升情形。 

目前案例教學法的研究大多，在課堂上或以工作坊的方式針對師資生或在職

教師促進其教師專業能力，對於其專業能力提升後在教學實務的應用或改變，相

關研究付之闕如。Merseth（1996）認為案例教學法需探究其在師資生以及教師教

室表現的影響。而 Ducharme 和 Ducharme( 1996)在師資培育需要的研究中也提出，

案例教學法的進行需要檢驗教師的教學信念和教學實務以及教師專業成長的情形。

教師的信念和教學實務的改變需要長時間過程，讓教師在教室中證明不同的策略、

方法，反省自己的目標並且對於更多方法和策略的承諾（Thompson, 1992）。也因

此，本研究除了透案例工作坊瞭解幼教在職教師其在案例討論或案例撰寫過程中

的成長之外，並在工作坊結束之後透過訪談瞭解參與者在教室的教學實務的表現，

以瞭解其透過案例教學法對其教學實務的影響與改變。 

基於研究者關注的焦點，以及相關研究顯示在案例相關研究中鮮少以幼教教

師為研究對象，而案例教學法對於教師在教室教學實踐的表現之影響也亟待探究。

因此，本研究藉由案例教學工作坊，由幼教教師進行案例討論及案例撰寫以促進

幼教教師之專業成長，並瞭解幼教教師參與案例教學工作坊之後其省思能力的提

升以及在教室中教學實務的展現，以獲知案例教學法對在職教師教學實務的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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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及問題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探討以案例工作坊運用案例教學法於幼教教師實施

方式，並評估案例撰寫與案例討論對幼教教師省思能力之促進情形，進而瞭解幼

教教師其教學實務的改變情形，以做為師資培育者、在職教師、幼教行政者運用

時的參考。研究問題如下： 

一、幼教教師進行案例工作坊之情形以及其影響因素為何？ 

二、案例工作坊促進幼教教師省思能力為何？ 

三、幼教教師藉由案例工作坊之進行其教學實務改變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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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釋義 

一、案例教學法 

本研究所指案例教學法是指藉由討論包含了事件中的人物、情節、困境或問

題，以作為分析、討論、做決定、問題解決等的基礎的案例以及撰寫案例，以增

進員之間的對話，引發參與者省思、增強實際練習的經驗，讓參與者瞭解與案例

議題相關的概念或理論，並培養參與者高層次能力，及引導參與者使用特別思考

方式。 

二、案例工作坊 

本研究所指案例工作坊以案例教學法進行案例討論與案例撰寫，並由一群幼

教教師自願長時間聚會討論、參與。 

三、幼教教師 

本研究所指之幼教教師為目前任職於幼教現場，包括公、私立幼稚園與托兒

所之教師及園所長。 

四、教學省思 

本研究所指之教學省思為透過案例討論與案例撰寫的過程，研究參與者反省

思考與自己教學有關的經驗，從中體會這些經驗所帶來的意義和影響，進而釐清

自己的教育觀點，建構自己的教學知識，進而改進教學實務。 

五、教學實務 

本研究所指之教學實務為教師在教室的所有作為，包含親師溝通、合班教師

之互動、特殊幼兒輔導、幼兒觀察記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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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針對幼教教師進行案例工作坊，並從中瞭解幼教教師透過案例討論以

及案例撰寫對其教學省思以及教學實務之影響。本章節先就案例教學法的意義和

功能進行說明，進而探討案例教學法在師資培育上的運用，接著說明案例教學法

促進教師專業成長，最後針對國內外案例教學法相關研究進行說明。 

第一節 案例教學法 

「案例」是案例教學中的重要工具，在說明案例教學法之前，先就案例的意

義、特徵進行說明。 

壹、案例的意義 

案例（case），在教育界中最普遍的定義是基於真實生活情況或事件的敘述

性研究文件（Merseth, 1996）。乃是在某一個特定學校、特定教室或某一個教師

所遭遇到的特殊狀況、處境、難題、事件或衝突等，以一種敘事文體（narrative）

方式來描述真實的班級生活，且儘量能把情境、參與者與情境實體做平衡與多重

面向觀點的呈現（引自高熏芳，2002，P11）。 

案例的內容包含了許多的問題或困境，這可作為分析、做決定、問題解決、

提出行動方案、檢驗理論或原則、結合理論與實務的基礎（張民杰，2001）。也

就是說，案例是提供師資生與在職教師更了解現場運作的工具，是可以協助師資

生瞭解教學現場的複雜性。所以案例是要能引起討論的、連結理論與實務、並解

決問題的。 

Shulman（1992）指出案例應該是一個教室的事件，或是一個教室中的成員，

引起我們的注意且幫助我們欣賞超越案例本身的獨特性。案例的美在於它可以重

複解釋和多重呈現的潛能。案例應該包含描述性的情節，具戲劇張力，有開始、

過程和結束；敘說的事件是以時間和地點為架構，是情境特定的；反應人類的心

智、動機、概念、 需求、錯誤概念和分析；反應事件的社會文化。案例至少包含

兩個特徵：一為敘說的狀態；一為時間和地點的情境。 

一九八○年代美國 The Far West Laboratory 主任Ｊ.Shulman 和一些教師共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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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及敘寫以主題貼近教室現場的案例，提供研究社群及實務的連結（linkage to 

research community and practice）；然而國內將案例運用在教育上的相關研究仍然

有限。再者，國內的學者所使用的案例大多僅就事件本身來討論，事件中的情境

脈絡並未清楚地陳述、說明，並非全如 Merseth 所提出的：真實的、小心研究的、

可供思考的，嚴格來說，並不能算是「案例」。案例是必須對細節有更多、更詳

盡的描述，須經過一定的步驟或程序，且具有複雜衝突的元素，是可以提供多重

思考、培養問題解決及分析的能力。 

不同學者對於「好案例」的特徵亦有不同的看法，綜合許多位國內、外學者

（高熏芳，2002；張民杰，2001；Lynn, 1999; Lang, 1986; Stiver, 1991; Stolovitch 

& Keeps, 1991; Naumes & Naumes, 2006; Wassermann, 1994）的看法，包含了： 

一、貼切課程及教學需求，亦即貼近學習者的需求； 

二、所描述的事件是真實的； 

三、具複雜性，不只單一議題、單一解答； 

四、敘述清楚易讀； 

五、能引發學習者的思考與建立自己看法； 

六、能製造困境； 

七、可供多重詮釋，並且可多重呈現現場； 

八、能觸動情感。 

可知，案例是真實的事件或情境的描述，包含開始、過程、結束的情節，並

且具有戲劇張力。一個好的案例應該是容易閱讀、可以引發討論、引發思考、以

及讓學習者如親臨現場一樣感同身受。在瞭解了案例的內涵之後，接下來說明案

例教學法的意義。 

貳、案例教學法的意義 

案例教學法最早被使用在法學、醫學和企業界，在不同的領域中對案例教學法

的定義也不盡相同，研究者參照學者之看法，統整出案例教學法的定義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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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教學法是藉由案例做為師生互動核心的教學方法，也是理論與實務間的

橋樑。更具體地來說，案例教學法指藉由案例作為教學材料，結合教學主題，以

案例教材的具體事實與經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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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情境實體的案例呈現，猶如模擬遊戲，學習者可以重回案例

狀況，複習決策情境或者繼續模擬新的策略，激發學習者內在的學習動機（王千

倖，1999；汪履維，1995；張民杰，2001；高熏芳，2000；McKeachie,1986；Merseth, 

1991; 1996; Shulman, 1992; Wassermann, 1994）。 

從上述的定義可以瞭解案例教學法應具備案例、與教學主題相關的討論，其

要素應包含： 

一、以真實教學情境和事件為基礎的案例 

此類型的案例為由多種角度來呈現故事的背景、關係人物以及情境是真實的。

此外，案例尚須包含足夠的細節和必須的訊息資料，如此使用者才得以進行詮釋

以引發深入的分析，在真實情境的案例中隱含許多教育理論與議題，藉由案例的

呈現連結理論與實務。 

二、使用案例增進成員對話、引發省思 

使用案例的方法包含團體和小組討論、角色扮演和撰寫案例等方式來增進成

員的對話，引發省思、增強實際練習的經驗，及引導參與者使用特別的思考、分

析方式。 

三、利用案例連結理論與實務 

案例教學法的目的是，以案例為材料結合教學主題，是原理原則的銜接，在

真實的案例故事中，呈現教學的具體事實與經驗，其中隱含許多教育的原理原則，

以及這些原理原則的運用情形，可以讓參與者進行理論和實務的辯證。 

可知，案例教學法是以真實的、結合理論與實務案的例為素材，運用討論、

角色扮演、撰寫案例等方式增進參與者的對話、省思。而其在師資培育領域上的

已被廣泛運用來促進教師專業成長。以下針對案例教學法在師資培育上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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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其被使用的理由以及在師資培育使用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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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案例教學法在師資培育的應用 

美國在 1924 年由哈佛大學教育研究所所長侯姆斯（H. W. Holmes）開始推動

案例教學法，但並未受到當時人士的支援。直到 1980 年代以後，教育改革的焦點

乃逐漸轉移至師資培育的問題上，學校教育改革和師資教育改革風潮的影響，更

把改革的重點集中在教學專業（teaching profession）的整體改善上（蔡清華，1997）。

Shulman 1985 年在 AERA 提出師資培育者運用案例和案例教學法，他要求師資培

育者要嚴肅的看待命題知識以及其對應的知識來源：實徵、探究、實習經驗、道

德和倫理理性。命題知識會影響學習者的行動。卡內基教育基金會強調需要在師

資培育和表現上有高標準和改革來達這些目標。學者們紛紛主張教師的知識是可

以從脈絡化的實際情境中獲得，其中關於教師認知、教師知識和教學本質的研究

結果，更使得整個教育環境迫切地尋找新的教學模式以能有效的培育有效能的教

師（Merseth, 1996）。也因此案例教學法再度受到師資培育者的重視，而其在師資

培育運用的理由如下所述。 

壹、案例教學法運用在師資培育的理由 

高熏芳（2000）指出，在師資培育過程中，可藉由案例教學法以及教學案例

之撰寫來促進教師專業教學知能與省思學習的能力，並建構自己面對現場的應變

及決策能力。Mckeachie（1986）也認為案例教學可協助教師建構個人的教學理論，

並提升其問題解決、分析的能力。案例教學提供學習者真實的情境，讓學習者了

解教學可能面對的問題，藉由案例的探討與研究，了解整個教學事件的意涵。因

此，採用案例教學法，可以引導教師將理論應用於實務的能力，協助教師發展實

務應變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Shulman（1992）提到撰寫案例促進撰寫者反思自己的教學實務並且較能分析

自己的工作。授權的案例可以讓現場教師感到受到尊重，出版案例讓案例撰寫者

有參與感，特別是具有專業洞察的教師，平時較少獲得應有的尊敬，透過案例的

撰寫和出版，可以使這些教師獲得尊重。案例提供場合讓教師聚在一起重述故事、

反省和分析。透過案例分享和討論可以觀察參與其中的教師如何在吸引人的案例

中和其他人互動。從學習的角度來看，案例教學的推動，不失為有效的教師專業

成長推動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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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rington（1990）、Sudzina和Kilbane（1992）、Mostert及Sudzina（1996）將使

用案例教學法於師資培育的優點及理由，歸納如下（高熏芳，2002a）： 

一、教學與學習歷程是非常複雜的，而且教學困境的解答也並非單純的技術

或方法的講授所能達成。案例教學法中的案例呈現真實的教學情境，其

中提供教師在複雜的教學環境中，解決問題的歷程。 

二、師資培育與教學的相關知識增加快速，而且彼此交互連結。 

三、師資培育應使用認知導向的方式，而非僅是行為導向的技能傳授，亦即

知識需要學習者主動建構，建立在先備知識上，輔以學習經驗，逐步轉化

（transform）和形成（evolve）。 

四、職前教師不僅要學習教學與學習的陳述性知識—什麼（what），和步驟性

知識（how），也應具備情境性知識，方能促進認知彈性的發展，也才能

由生手教師成為專家教師。 

五、學習成為教師是一個發展的歷程，每一個階段均有不同的需要，師資培

育應強調教師思考的歷程（thought process）由行為轉化為認知。 

六、以事件來架構的知識（event- structured knowledge）符合情境認知學習理

論，有助於教學與學習歷程中的各個單獨知識元素，而形成知識系統。 

七、案例學習提供職前教師認清各種行動的可能性後果與影響，尤其是價值

的兩難困境。 

八、師資培育的歷程應增加職前教師臨床經驗，以獲取情境性知識，以免等

到教育實習面對教學的真實（realities）和價值困境。 

九、職前教師不只演練問題解決的技能，他們也學習如何研究與合作。 

十、提供職前教師連結理論與實務的機會。 

十一、提供問題解決、人際互動及理論研究能力。 

以下從理論也可瞭解案例教學法在師資培育推行的必要性。案例教學法於師

資培育推行、運用的理由可從反省性教學觀點、建構學習理論來看（張民杰，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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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3）。 

一、反省性教學觀點與案例教學法 

欲瞭解反省性教學觀點與案例教學法的關係，需先從反省性教學觀點來瞭

解。 

（一）反省教學觀點 

反省性教學的觀點是指促進教師思考行為，把教師當成反省實務者或是專業

人員可以在教育改革中扮演積極的角色。反省教學強調三項主張： 

1.強調專業教育要以技藝補技術理性不足 

Schön（1987）指出教育專業有再設計的必要。他認為要解決實務能力與專業

知識之間的差距，應該將知識階層從基礎科學到應用科學再到每天實務技能的設

計整個倒過來，一開始應該從詢問從實際的技藝中獲得什麼，也就是從實務者處

理複雜、不確定的實務範疇出發。以彌補傳統專業教育技術理性的不足。而專業

教育要給實務者的技藝，就是要設計反省實務的課程，讓專業人員可以在行動中

反省、在行動上反省以彌補傳統技術理性正規課程的不足。 

2.強調要以實體呈現及社群互動性質的課程結構 

實體呈現可以協助經驗記憶，成為反省的機制。教師在教學活動中利用一些

實體的呈現，如做日誌、寫筆記、寫案例、或是教學過程錄影下來，做為反省之

用，實體呈現可以提供反省，使思考更聚焦。另外，專業教育的實施應該讓許多

人可以聚在一起討論困境、議題。從社會學習理論的觀點來看，人們在一起學習，

效果比較好。因此師資培育課程應該提供很多觀念思辨的機會，讓社群互動增加，

以助於反省能力的培養。 

3.強調要從真實生活經驗出發做為教學的開始 

Freire（1968）主張教師應該讓學生學習其周遭世界，以提問來進行師生對話，

透過對話使學生思考和認知世界。 

（二）從反省性教學觀點可知案例教學的需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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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述反省性教學的主張可以瞭解案例教學法的需要性： 

1.案例教學法從複雜的真實事件出發可結合理論與實務 

案例撰寫將第一手經驗加以敘述變成第二手經驗，以普遍化的語詞來架構經

驗，經驗轉換為案例的敘述，是一個概念化的過程，閱讀案例的人將自己的經驗

加到案例裡，再次發生概念化的經驗。這是一個直接經驗再蒐集、再反省的過程，

並形成間接，最後形成抽象化的理論和原則（Shulman, 1996）。從真實案例出發的

案例教學法可以將實務和理論結合。 

案例教學法將參與者放進案例的情境中，要求參與者分析案例中的人物應該

如何做，以協助學生從實際的情境出發，結合管理原則和知識，解決實際的問題，

這種教學方是就是反省實務的設計。 

 2.案例教學具有實體呈現及社群互動的課程結構可促進反省 

（1）準備或撰寫案例本身就是實體呈現 

案例提供一個教學情境的描述是一個實體的呈現。另外，學生或教師撰寫案

例必須對事件加以描述，使撰寫者思考更清晰，幫助撰寫者聚焦、分析和再評鑑

其所遭遇到的問題，這就是反省實務能力的培養。 

（2）案例討論時可形成社群互動 

案例討論讓參與者聚在一起思考和討論，一起學習就會形成對話，而對話為

反省過程中必須的。無論是口頭或是書面形式的對話，在人們之間來來回回說話

和傾聽，或是書寫和閱讀，均可以讓彼此的經驗得到分享、擴充和反省，對話使

參與者成為社群不至於自我孤立。 

案例教學法同時具有實體呈現及社群互動兩項反省實務得課程結構，足證明

其在師資培育課程上被重視的必要性。 

二、建構學習理論與案例教學 

（一）建構主義之主張 

建構主義者主張，世界是客觀存在的，但對於世界的理解和意義的賦予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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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個人自己決定的，個人是以自己的經驗為基礎來建構現實，或是解釋現實，而

個人的經驗世界是自己創造的，由於個人的經驗和信念不同，對於外界世界的理

解也不同。所以建構主義者關注如何以原有的經驗、心裡結構和信念為基礎建構

世界。建構主義學習理論最早提出的是 Piaget，其認為兒童是在與周遭環境相互作

用的過程中，逐步建構起關於外部世界的知識，從而使自己的知識獲得發展。建

構主義認為學習是一種個體主動參與的過程。因此建構主義具有主動、適應、發

展和社會等四個學習原則；而其學習原則具有：知識不確定性、所學的新知是建

立在個體原有的知識體系或能與日常生活經驗對照的基礎上、學生具有學習的主

動性，也具有學習的控制性；知識非單向傳遞，應包含同儕間的社會性互動如討

論、教學應該以學生為中心。 

建構主義的分支情境認知認為學習是特定情境的，個體在一般情況下不能展

現出來的能力，卻能很容易在特定情境下表現出來，也容易在他人合作的情形下

表現出能力，這說明學習是特定情境的。 

從認知彈性理論中可以得知結構不良領域適用於高級學習，現實生活中許多

事情是複雜沒有規則和確定性，不能簡單套用原來的方法解決，需要重新面對問

題，在原有的經驗上分析，這就是不良結構領域。而高級學習要求把握概念的複

雜聯繫，並廣泛而靈活地運用到具體情境之中，其涉及到大量的不良結構領域問

題。 

（二）從建構主義學習理論可知案例教學法的需要性 

從上述建構主義的主張可以瞭解案例教學法的需要性： 

1.案例教學或學習歷程反應了建構主義的學習原則 

案例教學法透過撰寫、分析、反省和討論等活動，主動建構實務的認識和理

解，學習過程中，參與者是主動學習者。學習者透過案例教學不僅能夠實行和思

考，也能夠有後設認知，也就是能夠反省自己的思考和行動，以及分析。透過案

例教學，學習者以合作的方式做為彼此學習的鷹架，並且形成社群。 

2.案例教學可以培養建構取向的認知方式克服臨床心智的弱點 

教師因工作性質容易形成主觀的臨床心智，透過案例教學可以克服主觀的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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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心智，因為案例教學法所使用的案例，可能來自撰寫者的個人經驗或其他人的

經驗。形成案例後透過討論，可以讓學習者瞭解其他人的觀點和看法，而跳出自

己的主觀經驗，從主觀認知方式朝向程序的認知方式。案例如果是由學習者自己

撰寫，更可以將自己主觀經驗，公開出來討論，而獲得其他人的意見和想法，得

到更客觀的原則和關係。案例經驗並和理論連結而發展成抽象化的原則，可克服

臨床心智者只重視第一手經驗和直覺，而對理論的排斥和對抽象化輕視的弱點（張

民杰，2001：51-73）。 

案例教學法同時強調學習者主動建構及學習社群的建立，形成「以問題為中

心的合作學習策略」，足以證明其在師資培育被重視的必要性。 

貳、案例教學法在師資培育的使用情形 

一般而言，案例教學在師資培育上的使用大約分為三種（Kleinfeld, 1992; 

Merseth, 1996; Richert, 1991; Shulman, 1992; Sykes & Bird, 1992; Wassermann, 

1995；高熏芳，2002）。 

一、把案例當作範例（as example） 

在教師專業成長上來看，不同的園所有不同的文化及問題，從他人的例子中

在職教師可獲得相關經驗，並可思考自己該如何面對、處理及因應。 

二、把案例當作練習分析、作決定及問題解決能力的機會 

此種案例最主要的焦點是分析一個真實情境下複雜的議題，試著解決問題並

做決定。Wasserman （1994）提到，案例能促進學習者的能力、區辨在情境下什

麼是必要的元素、並分析解釋資料。這種歷程能幫助現場教師像「有經驗的老師」

一樣地思考（高熏芳，2002）。 

三、把案例當作激發個人反思的刺激物 

反思是教師專業知能和自我成長的重要因素，反思使教師的教學不會成為壓

力的、例行行為；使教師能表現慎思的、有意圖的行動；使教師採取知性的行動，

成為一位教育者。因此案例之目的之一是刺激個人的反思。案例所描述的問題、

情境能讓教師反省實務，在案例的討論更可培養反省思考的能力。反思是個人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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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生活及學習經驗反芻的結果；透過反思，可持續重構個人的專業經驗，不斷

將理論融會到經驗當中，亦是將理論與實務的統整。 

參、案例教學法的實施 

案例教學法包含案例討論和案例撰寫，以下先針對案例討論的實施進行說明，

再接著說明案例撰寫。 

一、案例討論的實施 

案例的討論若要能發揮最大的效用，教學者及學習者皆必須投入心力。學者

對案例教學的實施程序及相關工作有著相類似的見解；整體而言可分為教學前、

教學中及教學後三個階段，以下將從三個階段及教學者、學習者兩方面必須參與

的工作來加以說明： 

（一）教學前 

    教學者應先對案例有充足的認識、瞭解案例中關鍵的議題，並規劃教學過程、

瞭解學習者的背景與學習特性、瞭解學習者對案例教學法的期望；學習者則應閱

讀並熟悉案例內容、瞭解案例教學法之功能及實際作法，並採取主動積極的學習

態度，因為案例教學是不提供標準答案的，學習者應主動提出自己的想法，亦要

傾聽他人的觀點。 

學習者應該在教學前閱讀案例，配合教學法目的必要時先撰寫一到兩頁回答，

如這個教學情境中你看到什麼基本的問題？如果有，主角可以怎樣做？你想會有

什麼事情發生？等問題，透過閱讀此案例，呈現、定義自己的主張，並且進行案

例分析，對案例中的角色、行動以及情境有先備的瞭解。 

（二）教學中 

教學者可採用不同的方式進行案例教學，如：大小團體討論、問答、角色扮

演和模擬、辯論等，以增進團體的討論與互動。教學者在進行案例教學法前應先

成澄清參與者的期待、建立規則、教學者可引導學生從各種角度討論案例中的人、

事、物，如分析角色、確認影響因素、分析行動、延伸案例等；若遇有學習困難

或意見不合時，教學者可適時地採取因應措施。教學者應在過程中鼓勵學習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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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促進討論；同時，也可挑戰學習者原有的思考，促進其反思。教學者可以適

時的問問題，以澄清學習者的觀點，幫助團體其他成員瞭解他人所言。 

在過程中，教學者可以問學習者以下問題： 

1.情境中的核心議題為何？哪個是最急迫的？哪個是最批判的？ 

2.有任何人應該做怎樣的事情？誰？什麼時候？如何？為什麼你這樣想？ 

3.老師又做了什麼？結果如何？有哪些風險？有怎樣的結果（後續發展）？ 

4.你想這個情境如何影響其他參與者，學生、管理者、學校管理者，你為何如

此想？ 

5.這個情境如何發展？有沒有任何事情可能改變眼前的困難？ 

6.你從案例中學到什麼？ 

學習者在案例教學的過程中應隨時記下討論的重點，並把握機會發表自己的

意見。在討論的過程中，則應仔細聆聽他人的想法、包容與自己不同的想法和意

見、並注意討論的焦點。 

（三）教學後 

教學者可以在案例教學後蒐集相關的活動，將有助於學習者做更進一步的學

習。再者，教學者宜對案例教學的成效進行檢討，如：學生是否自願參與討論？

教師問了多少問題？班級討論的氣氛如何？討論內容是否具意義及連貫性？等等。

這將會增進案例教學成效之參考；而評量學習者的成效也是教學者日後教學參考

依據之一。 

學習者在案例教學後應交出一篇短篇的報告，針對案例寫一個-幫助學生回顧

和概念化從案例討論中所學習到的，內容可包含：案例對自己的啟示、自己的收

穫。這不僅是學習者成長的記錄，亦是教學者評估學生學習及檢討案例教學的重

要資料。 

二、案例撰寫 

張民杰（2001）整理國內外學者的資料發現：案例的來源包括了由教學者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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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者自行撰寫的案例，以及由其他人已經撰寫好的現成案例。由於國內的教學

案例相當不足，張民杰（2001）對國內的案例發展提出以下的建議：1.翻譯國外

的案例，必須依國情文化加以改寫；2.舉辦案例撰寫競賽，增加案例的數量；3.

教科書可增列案例，以供教學者選用；4.培養學生案例撰寫能力，共同發展案例；

5.發展不同呈現方式的案例，豐富案例教學的實施；6.成立案例研究及發展中心，

蒐集、流通案例並出版案例手冊；7.案例撰寫或流通因涉隱私權及著作權，應謹

慎為之。目前國內案例相當的缺乏，若要翻譯國外現成的案例，可能因國情與文

化不同而不一定適用。畢竟，案例要符合時空環境和社會情境，才能切合學習者

需要的，觸動情感、引起共鳴。 

建立教學案例，首要條件在於案例撰寫者，唯有豐富的教學經驗、及具備良

好的寫作技巧，才能將案例的精髓自文字中表露無遺（高熏芳，2002a）。透過

文字的敘寫，現場教師可將其經驗做不同深度的描述與分析，並探尋經驗中所蘊

藏的豐富意義，這樣的撰寫提供教師提供系統而理性思考的機會。 

更進一步來說，案例若由現場的老師自行撰寫時，不只是可以提供關於現場

許多的訊息，亦可提供了許多機會去記錄及保存教師累積的知識透過案例，讓教

師將他們實際的資產留給其他人。Shulman（1992）亦指出案例撰寫的過程，對於

教師本身的意義非常重大，因為它提供教師省思個人專業發展與教學歷程的機會，

而且能更深入了解自己的教學，所以案例的撰寫不僅對讀案例者有益處，對撰寫

者本身具有的意義更大。汪履維（1996）也認為，要發展許多良好的案例需要凝

聚許多研究者及教育實務工作者的集體智慧。案例具有情境與社會文化的特殊性，

在未瞭解與比較各種不同社會與制度下教育實踐的特徵時，無法直接引用外國既

有的文獻，所以根據我國的國情來自行發展案例是較為合宜的。 

在幼教領域中案例中相當缺乏，目前僅林育瑋（2006）以訪談現場教師以及

王莉玲（2006）透過研習讓參與者撰寫自己親身經歷或耳聞的案例，也因此廣集

現場案例教師撰寫案例有其必要性。而本研究希望透過幼教現場老師親自撰寫案

例，不僅是建立與發展案例，也希望現場老師能將其經驗傳承下來、提升其自我

省思能力，增進其專業知能。以下針對案例撰寫與發展進行說明： 

張民杰（2001）將案例發展分過程分為五大項：1.擬定撰寫計畫；2.蒐集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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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3.選擇資料；4.草擬案例；5.試用並修正訂稿。 

1. 擬定撰寫計畫：內容包含案例目的、案例擬定主題，以及切合的課程或

學科內容（why）、案例撰寫的具體原則和技巧（how）、草擬案例的綱要

（what）、案例使用對象（who）、何處找資料（where）、規劃案例撰寫及

完成的時間（When）。 

2. 蒐集資料：根據案例撰寫的計畫，確認可能的資料來源，包含文獻資料

的蒐集以及實地觀察訪談。 

3. 選擇資料：蒐集到的資料需要系統的檢視和篩選，並加以取捨，避免無

關資料過多混淆讀者對案例的分析和判斷。資料也應多方求證，以求真

實。 

4. 草擬案例：草擬案例時需要注意內容與原定的目的和主題之間的邏輯性；

決定案例長度；修正初擬的撰寫原則和綱要；以客觀、明確、趣味性作

為指導原則；使用敘述和闡述的方式來撰寫案例；檢視放進案例中的資

料的必要性；為案例下標題。 

5. 試用並修正定稿：草擬案例之後，經過試用與修正，可以使案例更加完

整。可以邀請有經驗的人評論或是在教學情境下修正。 

饒見維（1996）提到案例為促進教師專業成長的方法之一，其以團體方式協

助教師發展案例其過程如下： 

1. 案例建立說明：向教師說明案例發展方式、功能及意義。可分享過去教

師發展的案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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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就自己授課狀況留意可能的案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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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課堂中相互討論，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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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並持續的進行資料蒐集。 

4. 分析相關資料：當蒐集資料到一定程度時，教師可以開始針對蒐集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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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ssermann（1994）提到案例撰寫的策略有 1.選擇關鍵事件；2.描述情境；

3.確認事件人物；4.回顧關鍵事件和你的回應；5.檢視影響行動的因素；6.重新回

顧事件；7.反省、修改；8.從經驗中粹取意義。 

Sulman （1992）提到撰寫案例需要支持和引導，並且經常和其他教師以及研

究者互動。其他教師和研究者可以協助案例撰寫教師澄清在案例中的議題，使撰

寫者更清楚案例中隱含的瞭解和理由，並且可以讓他們的案例解釋得更清楚以及

豐富。案例撰寫是需要同伴或其他研究者共同協同合作完成。 

綜合上述，案例撰寫之初，必需先瞭解案例的意義和功能，撰寫者才能瞭解

撰寫案例的目的。接著可分享過去教師撰寫的案例，讓案例撰寫著可以瞭解案例

的架構。在確定案例計畫以及關鍵事件之後，便可著手蒐集資料、分析資料，從

中篩選適合主題的資料進行敘述與撰寫，最後進行修改與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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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案例教學法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案例教學法透過案例討論與案例撰寫促進教師的反省性思考、解決問題的能

力、做決定的能力、分析能力、促進教師間的合作、促進教師積極投入學習、以

及發展人際和溝通技巧，亦即促進教師個人與同儕間的專業成長，以下先針教師

專業成長模式及途徑進行說明；接著說明案例教學法對專業成長的影響；最後闡

述案例教學法促進教師省思能力。 

壹、教師專業發展基本原理與模式 

一、教師專業發展基本原理 

饒見維（1992）以個人相關研究和經驗為出發點，參考相關研究得原理原則

並加以整理歸納出教師專業發展的原理原則稱之為「知行思交融原理」其原則有

六項（已備、準備、經驗、省思、建構），協同是六項原則的核心，其他五個原則

則環環相扣，形成一個循環圓，顯示教師專業發展的動態歷程。(引自饒見維，

1996:221-278) 

所謂的知行思交融中的知，指的是「已知」和「新知」。有也就是一個教師已

經具備的各種專業內涵及剛剛形成的預備知識或預備行動架構，「行」是為了獲得

實際的體驗，教師所採取的任何具體行動，包含觀察、試驗、假設、實作等；「思」

是教師針對行動中所獲得的實務經驗所進行的任何反省、檢討、分析、綜合、評

鑑等高層次的認知活動。 

這三個部分環環相扣，相互配合稱之為交融。也就是說知行要合一，專業理

論與專業實務必須密切結合，和做中學的意味相同。目前許多教師專業發展活動

規劃的假設是知而後行，也就是由理論進入實務，許多學者質疑此項假設，因為

理論與實務是一體兩面的，並不可單獨存在，專業知識和專業經驗是不可分離的，

教育的情境是非常複雜的，單純、概化的學理並不能完全處理複雜的現場情境，

而形成學理和實務之間的差距，因此教師專業發展活動必須要密切結合理論與實

務，進而做到「知行合一」。  

另外，行和思指的是行思並進，一位專業的教師在工作中並需具備行中思的

能力，面臨問題時可以形成假說，並採取適當的行動以驗證假說，根據行動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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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修正假說。案例教學法中的案例所提供的兩難情境或是待解決的困境，提供參

與者提出問題解決方式以及可能的行動，並從中省思和自己相關的情境中的問題，

於實際行動中實行，進而修正自己的實際作法和信念。 

最後「知」就是學習別人的或書本上的書本上現成的知識，「思」就是個人主

動積極投入省思與建構活動，必須要學思並重。知思行三者關係如下圖 2-1： 

 

 

 

 

 

 

      

圖 2-1 知行思交融原理 

「知行思交融原理」其原則有六項（已備、準備、經驗、省思、建構），協同

是六項原則的核心以下針對「知行思交融原理」六項實行原則來說明教師專業發

展的實施原則： 

1. 已備原則：規劃教師專業發展活動時，必須配合教師已經具備有的專業經

驗和專業內涵。 

2. 預備原則：在教師專業發展活動中必須提供教師預備知識架構，或協助教

師研擬預備行動架構，以便進一步在實務情境中獲得實務經驗。預備原則

包含「知識的預備」和「行動的預備」。 

3. 經驗原則：教師專業發展活動必須提供教師實務經驗，並以此經驗為基礎

來協助教師發展其專業內涵。 

4. 省思原則：在教師專業發展活動中，必須引導協助教師針對所獲得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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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愈來愈高層次的省思。 

5. 建構原則：在教師專業發展活動中，必須協助教師主動建構出個人的專業

內涵。 

6. 協同原則：教師專業發展活動必須在各方面相關人員的協助之下，以多面

向溝通、互動、對話來進行。 

六項原則環環相扣，形成一個循環圓，顯示教師專業發展的動態歷程，其

關係如圖 2-2。 

 

 

 

 

 

 

圖 2-2 教師專業發展基本原理（知行思交融原理實施原則）（引自饒見維，1996：

213） 

  二、教師專業發展模式 

李俊湖（1998）將教師專業成長的模式分為訓練模式、發展取向、生態取向。

以下簡述之： 

1.訓練模式 

此種專業成長模式是強調行為的重要性，並試圖建立教學與學習結果的關連

性，課程偏重認知理解或技能發展的教育目標和學習結果，目的在改進教師的技

巧與思考。此種模式是以專家主導的。訓練取向模式分為訓練方案、實施方案、

追蹤輔導三階段，微觀教學與同儕教練均屬於此種專業成長模式。 

2.發展取向模式 

已備 

建構 省思 

協同 

經驗 

預備 預備 

已備 

建構 省思 

經驗 已備 

建構 省思 

經驗 已備 

建構 省思 

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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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專業成長型態的假定為教師具有自我發展能力；教師能主動探究與解決

問題，此取向是由教師為主導的發展模式，強調教師觀點與理論，是由教師主動

建構的成長模式，可分為自我導向學習模式以及反省探究模式，其中自我導向學

習模式以教師自主的學習方式發展教師能力；至於反省探究則強調經驗的反省與

分享及再建構歷程。近幾年來的「行動研究」、「反省性教學」皆屬之於發展取向

模式。而其反省探究方法中又可細分為教學札記、自傳、城牆法、行列法、箭號

法、目錄格、隱喻、畫圖、照相等方法。 

3.生態取向模式 

此種模式假定學校發展與專業成長一體兩面；專業成長有賴生態合作與系統

統整，而後者的生態合作希望透過分享合作的歷程，使得教師得以與他人有意義

的接觸，以減少孤立感。此模式認為學校發展與教師個人的專業成長關係密不可

分，並希冀透過建立學校本位的專業社區，強調集體合作、對話與分享，給予教

師自主權力，來發展教師尊嚴與地位。學校發展模式與合作行動研究皆屬於此種

教師專業成長模式的進行方式。 

貳、教師專業成長的途徑 

教師的專業成長需透過專業活動的進行，才能將教師導向更好的轉變。許多

學者提到可幫助幼稚園教師自我成長的方式有參加研習會及座談會、參與教學觀

摩、閱讀專業書籍和蒐集相關資料、進修學位、提升專業對話、聘請教學顧問、

參加行動研究等（林育瑋，1996）。林惠娟（2005）探討南投縣幼兒教保人員的在

職進修現況，發現「聽演講」是教師最常參加的研習類型，其次是「實務演練」、

再來是「聽演講合併實務演練」，「教學觀摩」的形式極少被應用。 

饒見維（1996）將在職教師專業成長方式區分為「被動發展」與「省思探究」

兩類。「被動發展類」包括進修研習（專題演講、收看電視節目或錄影帶、短期密

集研習課程或講習、研討會、系列研習課程或講習、學分學位課程），及實習輔導

（隔空式、巡迴式、臨床式、省思探究式）等；「省思探究類」則包括參觀與觀摩

（校內外教學觀摩、相互教學觀摩與考試、校外參觀訪問或考察）、協同成長團體

（問題導向式成長團體、讀書會、主題中心式成長團體）、協同行動研究（課程研

發、改進實務、改革情境、增進理解等行動研究）、引導式自我研究（個案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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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思札記、個案討論、建構個人專業理論、引導式行動研究）、一般專業研究及個

人導向式學習等六種。 

其中，系列的研習課程或講習，是指針對某一主題進行一系列的研習活動，

其優點為針對一個主題做密切且深入的學習，或是讓教師實地演練某種技巧以及

逐步學習複雜的專業知能，而且讓教師把學到的技能或觀念立即應用在平日的教

學實踐上，個別教師有機會逐步澄清自己的疑惑，解決自己遭遇到的問題，本研

究就以系列的課程亦即工作坊方式，進行案例教學法，以促進在職幼教教師在省

思能力以及教學實踐的能力。 

饒見維提到的引導式自我探究中之「個案建立」的重點在引導教師針對自己

經驗過的，或正遭遇到的實務狀況，或其他教師所遭遇到的狀況，蒐集資料並加

以分析，建立出完整且真實的個案描述，使讀者能透過個案的描述瞭解整個個案，

並得到某種「替代經驗」（vicarious experience）。個案的建立過程即為一個深度的

探究活動，也可以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饒見維，1996）。也就是說案例的撰寫是

可以促進教師專業成長的。 

張德銳（2004）將教師專業成長的途徑區分為兩類，一類是自我發展途徑，

一類是互相學習途徑。自我發展的途徑包含1.培養開放的態度；2.加強敏感性培養，

促進教學省思；3.擬定生涯發展計畫，促進教師終身學習；4.加強書寫活動，促進

教師專業省思；5.實施教學研究。而相互學習的途徑包含 1.以相互對話促進教師經

驗省思；2.以畫像法增強教師的專業意識與認同；3.以合作學習促進教師共同成長；

4.以合作式的行動研究促進教師專業成長；5.以教學檔案幫助教師專業成長；6.以

同儕教練協助教師專業成長；7.以教學省思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陳美玉（1999）指出教師專業反省的途徑有： 

1.同僚分享法 

教師在班級進行教學活動，大多顯得「急迫」、「繁忙」，少有意識性的慎思，

透過同僚互動可以提高教師對自我專業聲音和觀點的瞭解，進而批判反省自己的

經驗，透過同僚的合作可以突破教師的孤立感，發展出相互支持的專業意識，並

拓展教師的專業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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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者與教師專業合作法 

同僚的分享需要明確的主題與專業訓練者的領導，透過大學教授與學校教師

的專業合作可以發揮合作、實際問題的探討、專業發展以及開放性溝通的四項功

能，透過此種專業合作對話、探討專業經驗的做法，讓每位教師在自己的實踐知

識之中，融入他人的理論觀點，有助於個人走出孤立的專業領域，突破學校教師

獨白式的知識建構。 

3.經驗、故事、案例、成長史的描述與自傳法 

教師以不同形式經驗描述方式，描述自己的經驗，進行自我的、或是集體的

專業經驗反省，都能增強教師個人的知識建構能力對於教師專業成長而言，皆具

有極高的價值。其中案例法所提供的則是替代性的教師經驗，也是一種教師知識

具體化的形式，透過案例討論，可以幫助教師個人的內在反省與專業實踐知識的

發展。 

4.省思札記法 

經驗的札記反省法強調「自我是最好的專業成長資源」，將抽象的經驗轉換

成為文字形式，可以確保反省更有系統的發生，而且個人在利用札記反省的過程

中，也同時進行內外經驗的論辯與連結。札記的撰寫可以彌補專業合作無法經常

提供的缺憾，教師個人可以隨時依個人需要，自由的進行專業經驗的紙上反芻。

專業經驗的札記反省法並不限於個人層次，個人反省札記也可以作為合作的專業

討論、經驗分享的有效工具。 

從以上的教師專業成長途徑可以發現，教師專業成長途徑可以分為被動的接

收以及自我省思與探究。近年來，學者逐漸強調自我省思與探究的教師專業成長

方式，誠如顧瑜君（2002）指出，教師的專業進修模式應由「接收模式」變革為

「增能模式」希望透過教師認識自己的教學困境出發，從實際的計畫中尋找解決

問題的資源，進而省思探究可行的方法，從中增強自己的專業能力。 

上述的教師專業成長途徑可以瞭解到教師主體性逐漸被重視，且強調合作的

情境下進行教師專業成長活動以破除教師的孤立感，且學者大多強調要以開放態

度進行專業合作與對話，並進行教學省思透過書寫活動達到教師專業成長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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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案例教學法進行教師專業成長活動，希冀透過案例討論以及撰寫提升教

師自我探究、省思之能力，並透過案例工作坊長時間的運作可以讓教師間彼此合

作，彼此對話分享，進而對教師本身的教學實踐有所幫助。 

另外，只有饒見維（1996）以及陳美玉（1999）將「個案建立」和案例法（案

例教學法）列為教師專業成長活動之一，且在有關在職教師進修的實證研究中較

少以案例教學法進行的專業進修活動，究竟案例教學法對現場教師的專業成長是

否有所影響？有哪些影響？實需要進一步研究探討。這也是本研究最主要的目

的。 

參、案例教學法對教師專業成長的影響 

    許多研究和學者專家的論述都證明案例教學法可以促進教師的反省性思考

（Levin, 1995; Florio-Ruane, 1990; Harrington, 1991; Kleinfeld, 1991；Reichelt, 2001; 

Wood & Anderson, 2001）、解決問題的能力（Amos & white, 1998; Flynn & Kelin, 

2001；Floyd & Bodur, 2005; Merseth, 1991; Kilbane, 2008）、做決定的能力

（Heitzmann, 2008）、分析能力（Flynn & Kelin, 2001）、促進教師間的合作（Borko 

& Putnam, 1998; Diamantes & Ovington, 2003）、促進教師積極投入學習（Merseth, 

1991; Kunselman & Johnson, 2004）、以及發展人際和溝通技巧（Barnette & Tyson , 

1993; Whipp, Wesson & Wiley, 1997）。Wasserman（1993）提到以案例學習可以促

進教師在個人和專業兩方面的成長，以下就 Wasserman 在案例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與個人成長兩方面的論述，佐以其他學者之研究與論述加以說明：  

 一、案例教學法幫助個人成長方面 

案例教學法幫助個人在專業的成長包含增加自主性、促進積極學習、增進溝

通技巧、開發好奇心、瞭解教學的複雜性、促進教師合作、增加教師成就感，茲

說明如下： 

（一）增加自主性 

教學是一個孤獨的工作，已案例學習可以促進個人和專業的自主，案例要求

參與者發展自己的意見，評估自己面對的情境並且加以做決定以解決面對的情境。

案例討論團體提供安全的氛圍合作，讓參與者敞開心胸批評並分析他人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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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案例的分析，參與者變得較有技巧、較有資源、較會分析，參與者也會對於

自己的表達意見較有自信，對自己想要說的話也比較有安全感，因此透過案例學

習可以促進參與者的自主和自信（Wassermann, 1993）。 

（二）促進積極學習 

誠如 Kunselman 及 Johnson （ 2004）所說案例教學成為積極學習的工具，

案例教學法增加參與者對於實際問題的知識、提高對學生學習的敏感度、引起參

與者思考有關深入的有效教學技巧的議題，參與者全心全意的投入於案例的討論

之中。在 Flynn 和 Klein（2001）的研究中都發現案例可以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和

興趣，而案例教學法中的團體討論對學生表現和參與動機的皆有正面的影響。Flynn

和 Klein 的研究也發現小團體討論中，如果學生有所準備以及在時間許可的狀況下，

是有效並可引起動機的教學方式。可見，案例教學法可以激勵參與者積極參與、

積極學習。 

（三）增進溝通技巧 

在案例討論中可以雙向溝通，除了表達自己的意見之外，也理解別人的想法，

參與者發展傾聽別人意見的能力，去分辨什麼已經被說，瞭解怎樣的訊息可以說，

可以促進溝通技巧的成長。對教師而言需要溝通技巧面對學生、同事、家長、主

管、大眾溝通，案例教學法可以促進溝通技巧與人際發展（Barnett & Tyson, 1993; 

Wassermann, 1993）。Whipp, Wesson 和 Wiley（1997）邀請一所專業發展學校的教

師撰寫案例，這些教師在訪談中反應，撰寫案例增加撰寫案例教師間溝通和合作，

而非只是平常在走廊或是大廳短暫的交談。而 Lawrence（2002）以案例教學法教

導學生有關藥房管理的概念時發現，學生自我報告中表示溝通能力因案例教學法

而有所改變。 

（四）開發好奇心 

案例提供兩難情境，沒有單一答案，案例變成難題，案例吸引參與者想要知

道更多訊息，案例自然而然的驅使參與者獲得更多案例的訊息以做決定

（Wassermann, 1994）。在案例教學法的過程中參與者展現探究的好奇心，以獲得

更多資訊，以解決與討論案例中的難題與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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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瞭解教學的複雜性 

參與者透過案例教學的互動，以及和帶領者、同儕的討論，可以逐漸像專家

教師一樣地思考學習的問題、增加對實際情境的感受，並揭示知識情境的複雜性 

（Mostert & Sudzina, 1996）。Floyd & Bodur （2005）其研究也發現案例教學和案

例撰寫協助師資生瞭解小學教室的複雜性以及鼓勵建立多重觀點，並形成決定。

也就是說案例可以提供參與者更了解現場運作的工具，能協助讀者瞭解教學現場

的複雜性。 

（六）促進教師合作 

Borko 及 Putnam（1998） 強調有機會撰寫或分享案例可以支持教師的發展，

使教師成為學習社群的一員，在這學習社群中教師學習建構問題、收集各種解決

問題的方法、選擇替代解決方法、反省自己的選擇。同樣的 Whipp, Wesson 和 Wiley

（1997）發現撰寫案例增加教師間溝通和合作，教師運用問題解決過程面對他們

在教室的兩難問題，歸功於他們和其他人討論不同的解決方式。而 Mastrill 和

Sardo-Brown（2002）的研究發現案例討論和撰寫促進初任教師和熟手教師之間的

關係，彼此之間有共同的問題可分享和討論。 

Bulter, Lee 和 Tippins （2006）提到案例討論是合作學習、同儕視導的過程。

而反省和教師間的對話是學校進步的重要因素（Little , 1987）。教師間的對話與合

作是對個人與學校發展扮演極重要的角色，而案例教學法正可以促進參與者之間

的對話和合作。 

（七）增加教師成就感 

 Whipp, Wesson 和 Wiley（1997）研究發現在學校社群中溝通和合作，和同儕

共同解決問題，大家在一起解決問題、討論，為師資生撰寫案例為教師帶來成就

感，感覺自己像專家、像師資培育者，Shulman（1992）也提到出版案例讓參與的

教師有參與感，特別是平常較少獲得應有的尊敬而具有專業洞察的教師。可見，

案例撰寫可以增加教師的成就感，讓參與者感覺自己的專業被尊重和受重視。 

案例教學法是可以提升教師個人的成長，也由於上述的個人能力的提升，而

有以下在教師專業上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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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例教學法提升教師專業成長 

有關案例教學法促進教師專業成長部分將從案例教學法協助教師理論與實務

的統整；教師瞭解做決定的過程；教師檢驗自己的信念和價值；教師更能傾聽他

人意見；加強教師問題解決的能力省思進行說明。有關教師專業省思將於下一部

份另外說明。 

（一）協助教師理論與實務的統整 

目前師資培育常為人所詬病的，便是理論與實務的脫節。換言之，在師培過

程中成績優秀的師資生，未必是一位具備幼教專業知能的老師。現場的幼教老師

更常常覺得職前所接受的培育課程，與實務工作的關連不大，顯示出國內的職前

師資培育與幼教現場有著脫節的現象。目前幼兒教育的師資培育課程，除教育實

習課及最後一年（或半年）的實習外，其他的課程內容多為理論導向，因而往往

造成理論與實際無法銜接。 

如何連結教育學術理論與實務教學情境，讓師資生在實際踏入現場前，提早

瞭解幼教現場所可能面臨的狀況與問題；或讓在職教師連結理論與實務，得以在

實務中運用理論解決問題，是師資培育機構在進行職前教師或在職教師訓練的歷

程中應深切關注的。案例內容為學習者搭起理論、理想與實務之間的橋樑，使其

對這三者都進行批判的省思（汪履維，1996）；因案例蘊涵專業理論以及生活知識

在情境中的運用情形，故可以讓參與者進行理論與實務的辯證並在具體情境中，

對這些理論做更精微的探究（Sudzino & Kilbane, 1992）。如此，不但有助於參與者

縮短理論與實務間落差的問題，也可發展參與者培養其專業知能。 

（二）教師瞭解做決定的過程 

教師只要一進到教室便要進入做決定的情境。教師需要做決定的情形非常的

多，如何讓教師迅速的做決定，愈能面對複雜的教學情境。當教師知覺到自己需

要抉擇，他們比較能知覺自己做決定過程中。當教師教瞭解自己做決定的過程，

也會對自己所做的決定感到較有信心（Wassermann, 1994）。案例教學法讓參與者

進入主角面對的兩難複雜情境，參與者可以學習案例中教師如何做決定，可以分

析這些決定，參與者學習如何反省自己的決定。在案例教學中參與者在案例教學

過程中瞭解自己並引導自己決定的價值。當價值越清楚，決定就會清楚。透過案



32 

 

例學習讓參與者成為決定者。Floyd 和 Bodur（2005）其研究發現案例研究和案例

撰寫讓師資生熟悉教育議題中做決定的過程和方法。 

（三）教師檢驗自己的信念和價值 

除非教師信念改變教師才有可能改變教學實務，因此信念影響教室的教學實

踐（Carpenter & Fennema, 1989; Richardson, Anders, Tidwell & Lloyd, 1991）。教師

可能透過更知覺自己的信念以及承認已存在的信念和其他衝突的信念而改變信念，

教師較有可能在真實的情境中轉變知識（Berliner, 1992）。敘說可以是轉化知識的

有效方法，真實情境教學兩難案例，可以提供教師或師資生檢驗和反省他們自己

的知識、假設、和信念（Barnett, 1993; Kleinfield, 1992）。而案例教學法中的案例

就是以敘說的方式呈現，因此案例教學法讓教師可以反省教學的特定情境，以及

獲得對教學事件的多重觀點、提出不同的解決方法、進而重新評估自己的教學態

度和信念。Shkedi（1998）針對在職教師進行案例討論，之後訪談參與案例討論之

教師，參與的教師認為案例教學法可以加深自己對多元觀點和個人信念的反省。

Levin（1995）其研究顯示，案例撰寫和後續的討論（界定問題和議題），參與者從

作者和其他人的觀點可以使參與者探索多重的觀點，案例討論成為改變想法的催

化劑。案例教學法可以讓參與者省思自己的教學信念和價值，進而改變想法並影

響教學。 

（四）傾聽別人的意見 

案例教學法讓個人有機會可以傾聽別人的觀點、使自己從狹窄的觀點拓展到

較深較廣的觀點，參與者從中瞭解議題的多面性，當許多觀點被分享時，參與者

開放心胸接受新的觀點。聽取別人的意見讓參與者瞭解自己和他人的差異，學習

傾聽、理解其他人所說的觀點，並且評估別人的觀點和自己的差異和相同之處，

學習欣賞別人的觀點和學習傾聽是透過案例學習的兩個正向利益（Wassermann, 

1994）。Levin（1995） 研究發現教師在討論過程中即便是居於聆聽者的角色也有

收穫。透過積極傾聽其他參與者的觀點，參與的教師發現自己可以學習他人的觀

點，並且評估自己的觀點、假設、信念。 

（五）加強教師問題解決能力 

教學需要經常面對兩難問題並做決定，也需要面對和創造問題的解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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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學情境中，沒有兩個教室是一樣的。一位教師可能教同一年及數年，可能會

發現每年都是新的學生狀況、課程要求、需要不同的問題解決過程。Doebler et al.

（1998）提出案例教學法提供師資生做決定和問題解決以及專業成長的能力。案

例教學法促進參與者解決問題的能力，誠如 Whipp, Wesson 和 Wiley（1997）在研

究中的發現，撰寫案例可以發展建構問題解決的技巧和分析，案例撰寫讓參與的

教師腦力激盪、定義問題、分析、產生並且評估問題。Merseth（1991）認為案例

的優點為幫助學生發展批判分析和問題解決的技巧。而 Lawrence（2002）運用前

後側分析學生撰寫案例分析的進步情形，並瞭解學生自我報告發展和溝通能力改

變或進步情形，從其研究中發現案例教學法可以增進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和書寫

能力。可知，案例教學法可以增強教師問題分析批判與解決的能力。 

綜合上述可知，案例教學在教師專業成長方面可以促進教師理論與實務的連

結、反省、分析、傾聽、解決問題的能力。而個人方面則可增加自主、積極學習、

有效溝通、開發好奇心、以及促進教師間的合作和增加有經驗教師的成長感。上

述教師專業成長相關研究大多是針對在案例教學或撰寫過程中，教師的成長，較

少針對案例教學對參與教師長時間的影響、以及成長，而此部分正是本研究的研

究重點。 

肆、案例教學法促進教師省思能力 

本研究之研究重點之一，是在瞭解案例教學法在提升幼教教師之省思能力，

從前面的敘述可以瞭解案例教學法確實可以促進教師之省思能力，以下將從教師

省思及案例教學法促進教師省思之方法進行說明。 

一、教師省思 

人類除了可以從感官獲得經驗外，又能從雜亂的經驗中整理出條理，能將經

驗加以分析、整理、歸納，從中粹取出原理、原則，形成有意義的組合。從經驗

中粹取意義、形成意義的心理活動就是省思（饒見維，1996）。Schön（1983）對

專業實踐者「省思」的界定，他認為省思應將重點置於「互動性的行動結果、行

動本身以及行動背後暗默的假設和直覺的認知上，省思是教師建構引導行動的知

識與意義的方法。」Dewey 界定「省思」是處在直接經驗的情境中，從疑惑的狀

態形成的思考形式。省思的本質是有目的性的心智慎思活動，旨在發現既定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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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下，缺乏了什麼。應做何種改善（陳美玉，1999）。Dewey 也認為省思是人類為

追求美好生活，尋求與不斷改變的環境相互調和所產生的行為，故需要個人的主

動作為、解決問題、省思，以及從經驗中學習，才能保持成長的狀態，有適應環

境的能力。可以瞭解，省思是個人知識的建構，決定了行動品質，引導進一步活

動。 

Schön 提出反省性實踐者（reflection  practitioner）鼓勵專業人員進行「行

動中省思」（reflection in action ）及「對行動省思」（reflection on action）。Schön

（1983）提出專業實務的認識論，認為專業的能力是從行動中省思（reflection in 

action）建構而來，所謂專業應該是省思性的實務工作，而教師即是省思性的實務

工作者。 

有關教師省思可分為行動前、行動中、行動後的省思三種類型。行動前的省

思是一種教學行為尚未發生之前既已進行的前置思考與計畫的心智活動。行動中

省思是指教師在一邊行動過程中，也要進行立即的行動省思，隨時針對專業行動

的得失，在行動的同時進行內在對話與回饋作用，並做出修正。行動後的省思，

對於發生過的經驗，行經驗的再體驗與再評估，使新舊經驗得以產生連結，進而

形成個人實踐的知識，提升情境理解的能力（陳美玉，1999）。 

教師必需對教學過程、課程、內容、情境脈絡，不斷的進行省思與探究，製

造自己與學生長與學習的機會，建構自己的專業知識。 

而饒見維（1996）針對教師的省思內容整理出四個層次，此四個省思層次可

以提供教師瞭解自己省思層次的深度和廣度： 

（一）教師省思自己的教學行為 

屬於技術層次，教師針對自己的日常生活教學活動，進行問題的確認，並分

析其教學問題，進一步尋求解決的方法，逐步改進其教學行為。 

（二）教師省思自己的信念與假設 

當教師開始省思他們的行動和他們的教育價值之間的一致性時，他們開始質

疑別人加諸於他們身上的各種理所當然的信念與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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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師省思自己的角色和他人的關係 

當一位教師開始反省批判自己的角色時，他所考慮的是自己和他人的關係，

以及自己處在某一種情境脈絡中所扮演的功能與意義，如此教師才能從宏觀的視

野來反省自己的實務行動與教育脈絡中值得改進之處。 

（四）教師自己思考和學習方式 

此種省思是後設省思亦可稱之為後設學習，當一位教師能針對自己思考與學

習方式加以省思時，不但能瞭解自己省思活動和專業發展的關係，這是最高層次

的省思活動。 

教學情境脈絡是複雜、多變、無法完全預測與操控的，充滿價值衝突和道德

兩難，所以教師必需有能力隨時面對高變異的教學情境進行質疑和省思，從省思

自己到教學行為到對個人背後的基本架設和價值做深入而系統的省察，進而瞭解

自己與環境周遭他人關係以及自己的思考和學習方式，才能使教學不斷精進。 

近來，在師資培育案例教學法被運用來當作培養省思的工作。案例教學法提

供機會反省，案例教學法提供學習者超越自己經驗的限制，並且提供經驗反省他

人的經驗（Shulman, 1992）。以下就案例教學法與促進教師省思能力加以說明。 

  二、案例教學法與促進教師省思能力 

誠如 Shulman（1992）提到教學是天生的模糊的活動，需要持續的反省，而

案例教學恰可提供這樣的機會，並促進教師反省的能力。許多研究顯示案例教學

法可以促進教師的省思，案例教學法需要參與者積極且心智投入整個案例材料之

中，全心全意的參與可以練習較高層次的心智功能像是比較、觀察、分析、和解

釋資料以及評量、假設、和檢驗假設。愈常練習和形塑這些高層次的能力，參與

者變得愈有技巧。這些氣質在案例團體中被增強，在案例團體中，參與者學習質

疑彼此的假設，挑戰彼此的意見、尋找不一致和無理性並且呈現另類觀點以供討

論（Wasserman, 1994）。 

一般而言，在教學中所需要的要求和壓力是非常大的，其複雜的情境遠超過

可以以簡單的規則來應付的。一位專業的教師藉由謹慎的評估複雜情境需要應對

的策略。要進行這樣的評估需要小心分析情境並且找出哪個策略可以有效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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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情境。分析省思的能力在案例教學法中不斷的練習和增強。Mackinnon（1987）

發現當師資生透過省思循環的引導（分析問題情境、架構、解決）他們變得較為

反省在他們自己的教學上。兩難和議題是案例所需具備的，他們提供參與者從多

重觀點思考問題。從相關研究中可以發現案例從討論、分析報告撰寫、以及案例

撰寫協助教師省思能力的提升。 

（一）案例討論 

Richert（1991）提出案例討論可以幫助教師磨練其思考和辨認教室上的兩難

議題。Richert 根據其案例教學經驗指出，應該讓學生在閱讀案例瞭解案例情境和

問題後，將自己的觀點呈獻給同儕，彼此分享許多原本自己沒有想到得獨特觀點，

產生專業對話。進而建立或改變自己的觀點。其學生曾反應案例最大的利益，就

是創造對話的情境，有機會聽到別人的觀點（張民杰，2001）。Mckeachie（1986）

也認為案例教學可協助教師建構個人的教學理論，並提升其問題解決、分析的能

力。案例教學過程中的討論可以刺激教師思考，Levin（1995）其研究發現對資深

教師來說，討論是反省和促進後設認知的催化劑。討論過程中的衝突意見成為在

改變教師思考的重要催化劑。 

（二）案例分析報告的撰寫 

Rosier （2002）運用案例省思報告的撰寫來促進參與者的省思能力。Lundeberg

和 Fawver（1994） 運用案例討論前、後的分析，讓學生比較分析案例內容的議題、

觀點、理論。之後分析前後內析內容的質的差異。Miller 和 Kantrov（1998） 提到

在案例討論前可以讓參與者寫省思，讓個人可以在聽到他人看法前反應自己對案

例的看法。也可以在討論後寫省思，參與者可以回應和整合他人的觀點。他也提

到參與者需要機會省思案例對自己和工作的意義。適當的刺激省思書寫或思考可

以幫助參與者轉換從案例學習到的經驗到自己的情境。 

（三）案例撰寫 

Whipp, Wesson 和 Wiley（1997）以一所專業發展學校為對象，邀請學校中的

教師為師資生撰寫案例，參與撰寫教師反應，寫案例可以發展建構問題解決的技

巧和分析，是案例撰寫的收穫之一。案例撰寫讓他們腦力激盪、定義問題、分析、

產生並且評估問題。案例教學法可以促進教師反省的能力和習慣。Shulman（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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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提出撰寫案例可以促進教師的反省並且較能分析自己的工作。透過案例撰寫，

撰寫案例教師的內在觀點，可以讓他們的聲音被聽到。案例提供情境讓參與者可

重述、反省和分析，案例撰寫是在反省自己的原始經驗。 

陳淑芳（1998）亦指出，案例撰寫可以幫助教師發展教學省思的能力；可以

幫助師資生和新手教師瞭解教學情境中不同角色的立場和觀點，發展非本位主義

的思考能力。故案例的撰寫，不僅對讀者有益，對撰寫者而言，也可以透過撰寫

過程與別人的互動、腦力激盪、釐清問題及想法，並進行反思 。姚如芬（2006）

的研究顯示參與案例編寫者認為「能深入探討教學與學習的盲點」、「修正教學方

式」、「藉由案例分享，可以檢視自己在教學時犯的錯」。由此可知，撰寫案例不僅

可以提供案例教學法材料，更能幫助教師省思自己過去的教學經驗，從自身的教

學經驗學習。 

從上述，可以知道案例教學法可以透過案例討論，分享參與者的觀點，形成

合作對話；透過案例分析與省思的書寫，幫助參與者分析問題、省思自己的經驗

與學習；案例撰寫可以讓案例撰寫者在撰寫過程中，重新檢視自己的經驗，並且

透過公開自己的經驗，與他人互動並進行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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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國內外案例教學法相關研究 

本節將從案例教學法的研究趨勢以及國內外在職教師案例將學法相關研究進

行探究。 

壹、案例教學法的研究趨勢 

Merseth（ 1996）整理案例教學法相關研究發現，案例教學法的研究可以分

成三類，1.研究案例教學法對師資生和在職教師有什麼影響；2.案例對教師如何影

響；3.影響教師透過案例學習的情境。而 Yoon（2006）也整理近幾年的相關研究

發現，近幾年的研究焦點在研究教師進行高層次反思過程、探究技巧以及合作

（Abell, Bryan, & Anderson, 1998; Shkedi, 1998; Barnett, 1998; Bencze, Hewitt, & 

Pedretti, 2001; Rosen, 2008；Harrington, 1995；Herbert, 1999）；檢驗影響以案例為

基礎的專業成長活動的因素，如討論、教師經驗（Levin, 1995）；研究建構和推行

新的教學技巧，以支持案例教學（Choi, Lee & Jung, 2008; Edwald, 1997; Herbert, 

1999）。研究者整理相關研究也發現，近來的案例相關研究不跳脫這三個方向，以

下茲就相關研究的研究目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進行分析。 

一、研究目的 

（一）瞭解透過案例教學法教師高層次反思過程、探究技巧、以及合作 

Shkedi（1998）以有經驗教師為研究對象透過一個案例討論瞭解案例教學法對

教師批判性思考的影響。Harrington, Quinn-leering 和 Hodson（1996 ）利用撰寫案

例促進師資生的反省能力。Rosen（2008）以實習教師為研究對象，瞭解實習課程

中運用案例教學法促進兒童學習的反省性思考的潛能。Floyd 和 Bodur（2005）案

例研究和案例撰寫讓師資生熟悉教育議題的作決定過程。Bulter & Tippins（2006）

探討師資生對以案例教學法為教學策略來瞭解多樣性的知覺。 

（二）瞭解影響以案例為基礎的專業成長活動因素 

Levin（1995）以八位實習生、八位初任教師、八位有經驗的教師，以質性和

量化研究同時進行，分析參與者撰寫以及口頭對話以及教師經驗和討論在案例教

學法中的角色。Flynn 和 Klein（2001）以每次七十五分鐘的課程進行案例教學法，

瞭解團體討論對學生表現和參與動機的影響 。Mastrill 和 Sardo-Brown（2002）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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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案例撰寫和討論對初任教師的影響。 

（三）瞭解案例教學為教學方法之教學效果 

Kilbane（2008）以網路進行案例教學法，將研究參與者分成兩組，一組有接

觸案例教學法、一組沒有。比較兩組的案例分析，以瞭解有接觸案例教學與否與

問題解決策略的關係。Brooke （2006）也是運用線上的案例教學，以瞭解研究參

與者的批判性分析的情形。Wood 和 Anderson（2001）欲瞭解帶領教師問問題技

巧對提升參與者批判性思考能力的影響。Rosier （ 2002）在案例討論之後要求參

與者撰寫省思報告，瞭解省思報告在促進學生學習增進對案例教學和相關知識的

知覺的重要性。 

二、研究對象 

相關研究中，大多針對師資生進行研究，且是在師資培育單位中，將案例教

學法應用在不同領域的課程中如行政（張民杰，2001; Diamantes & Ovington, 2003）、

數學（Manouchehri & Enderson, 2003）、社會科學（kunselman & Johnson, 2004）、

科學（Bilica, 2004）、戲劇（林玫君，2006）、教育心理學（劉佩雲、沈羿成，2011）。 

而以在職教師為研究對象之案例教學法相關研究有逐漸變多的趨勢，但以幼

教教師為研究對象的仍少。其研究情境有是以研討會的方式進行，如Shkedi（1998）。

也有研究撰寫案例，瞭解撰寫案例對在職老師的影響，如Whipp, Wesson & Wiley

（1997）在專業發展學校邀請教師撰寫案例。彭欣怡和林育瑋（2012）邀請在職

教師參與案例工作坊進行案例的發展，並從中了解參與者的收穫。趙曉美、鍾靜

（2011）邀請實習輔導教師撰寫國小數學教學與班級經營的案例，並運用於實習

輔導教師之培育，並探討其成效。陳成宏（2013）以在職班規劃教育行政與領導

課程中撰寫案例，並探討撰寫案例對研究參與者在行政領導之能方面的影響。也

有比較不同任教年資的教師在案例教學法中的表現，如Levin（ 1995）。沈羿成和

劉佩雲（2011）以事先發展的案例邀請在職教師參與討論，並探討其教學能力之

提升。 

三、研究方法 

有關案例教學的研究方法大多以質性研究進行，如訪談師資生或在職教師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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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案例教學法之後的收穫或自陳報告（Bilica, 2004; Lundeberg & Fawver, 1994; 

Whipp, Wesson & Wiley, 1997）。也有收集教師撰寫之案例分析其教學關注（Jin, 

1996）。近來量化研究有增加的趨勢，收集教師的省思分析，並比較案例討論前與

討論後教師省思分析的差異，而差異的比較方式有內容分析法、分析其內容的省

思程度、字數、頁數的差異（Flynn & Klein, 2001）。也有以準實驗研究法進行研究，

如 Kilbane（2008）將研究參與者分兩組，一組有接觸案例教學法、一組沒有接觸

案例教學。比較兩組的分析，給予案例分析五個標準（問題解決）的評分，研究

發現有接觸案例教學以及問題解決策略的那組分數較高。 

從以上的案例相關研究分析，可以瞭解以在職教師研究對象的研究較少，且

研究目的大多是在瞭解案例教學法過程以及實施之後研究參與者的表現，較少針

對參與者在參與案例研究法之後其在教室中的長時間比表現，也因此本研究的研

究重點之一為瞭解在職教師在參與案例研究法之後，其教學省思以及教學實提升

的情形。 

貳、國內外的在職教師案例教學法相關研究 

國內外與案例教學的相關研究，大多是以「案例教學法」為中心，將其運用

在高中、高職或師資培育課程中之應用研究，僅有少數談論在職教師的專業成長，

以下分別敘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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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h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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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其探究與瞭解學生能力的過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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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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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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vin（1995） 研究「討論」是否為案例教學法的主要變相，比較只有閱讀和

撰寫案例以及有閱讀和撰寫案例並討論案例兩組的差異。八位實習生、八位初任

教師、八位有經驗的教師為研究參與者，以質性和量化研究同時進行研究，分析

參與者撰寫以及口頭對話、教師經驗和討論的角色，研究發現討論會影響思考。

對資深教師來說，討論是反省和促進後設認知的催化劑，對年資淺的老師而言，

討論讓他們澄清自己對案例議題的想法。如果沒有教師間的相互討論，教師只是

在自己的想法上重複陳述，因此，在案例討論過程中的社會互動是參與教師改變

思考的原因之一，討論過程中的衝突的意見成為在改變教師思考的重要催化劑，

在討論過程中即便是聆聽者的角色較多也有收穫。教師先前的經驗、個人背景以

及個人興趣也成為個人在案例討論學習到什麼的過濾器。 

Whipp, Wesson & Wiley（1997）在專業發展學校中邀請二十位教師為師資生

撰寫案例，教師撰寫案例之後，增加撰寫案例教師間溝通和合作，而非只是走廊

或是大廳短暫的交談，案例撰寫幫助教師更小心的評估他們自己的實務經驗。20

位教師中有 17 位教師提到撰寫案例可以發展建構問題解決的技巧和分析，是案例

撰寫的收穫之一。案例撰寫讓他們腦力激盪、定義問題、分析、產生並且評估問

題，教師運用問題解決過程面對他們在教室的兩難問題，歸功於他們和其他人討

論不同的解決方式。和他人討論加廣參與者的觀點，並運用其他人的方法到自己

的問題，撰寫案例讓他們可以看到其他人教室中面對和自己相同的事情或更困難

的事情，也因為撰寫過程中的討論透過他人的幫助，和同儕共同解決問題，大家

在一起解決問題、討論讓他們願意嘗試新方法解決問題，這過程讓教師重新省思

自己，教師更欣賞自己的優點。為師資生撰寫案例為教師帶來成就感，感覺自己

像專家、像師資培育者。 

Shkedi（1998）針對有經驗的教師討論一個案例，之後訪談 41 位以色列老師

發現，所有教師發現案例的語言可以溝通，且認為案例討論可以呈現教學的知識，

但是教師對於案例所呈現的反省性特質並非所有教師都可以領略到，教師以個人

知識忽略案例的其他層面，有教師反應案例討論讓教師重新檢視自己的態度、看

法、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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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 （2002） 以行動研究的方式，與四個教師一起建立數學案例，結果發現：

1.案例撰寫促進教師對學生學習的理解（即教學知識）；2.促進教師對教學的反思；

3.撰寫案例與討論能發現同學年老師的教學方式；4.過程中教師的討論與爭辯，最

後會成為案例之後的討論問題；5.案例撰寫能澄清教學的結構、活動與學生的表

現。 

國內有關針對在職教師進行案例教學法之研究鮮少，林育瑋等（2008）邀請

在職教師撰寫案例參與的教師表示其收穫有：1.撰寫教學案例讓教師再次回顧過去

經驗，並重新檢視自己的教學策略和技巧，並探討其他作法之可能性，教師之省

思能力因而提升；2.撰寫教學案例過程中，研究參與者透過教學案例的討論，促進

與他人間的對話，提升教師對其案例的思考層次；3.案例撰寫幫助教師重整、再次

架構過去或現在的教學事件，將之轉化為文字的過程其書寫技巧也獲得提升；4.

案例撰寫與討論的過程讓教師觀摩、學習不同專業領域的技巧，擴增幼教知能；

5.案例撰寫是教師個人知識經驗的累積與傳承，而案例故事成為師資生及在職教師

專業成長的素材也讓教師萌生成就感。 

趙曉美和鍾靜（2011）以國小數學教學與班級經營為焦點，邀請實習輔導教

師研發教育實習輔導案例，並將案例運用於實習輔導教師之培育，以探討其成效。

結果顯示：1.研究共研發 23 則案例，其中班級經營實習輔導案例 14 則，數學教學

實習輔導案例 9 則；2.實習輔導案例研討可提升班級經營實習輔導專業知能，並有

助於輔導教師擬定實習輔導計畫與示範教學技巧；3.實習輔導案例研討，促使參與

者調整或改變實習輔導作為；4.未來需在強化實係輔導案例之多樣性和系統性。 

沈羿成和劉佩雲（2011）探討在職教師透過數學案例討論與教學實作對教師

教學問題解決能力與學科教育學知識之教學能力的影響。其研究與小學教師進行

協同行動研究。研究發現有：1.透過教學案例討論與實作，能激發同儕教師真實感

受，主動思考教學問題解決的創意思維；2.教學案例討論與實作能結合理論與實務

經驗，精煉問題解決的能力，可有效提升教師的數學學科內容知識；3.以學生的思

維步調進行學習者中心的數學溝通教學，能精進教師對學生學習的知識；4.有系統、

組織地主動建構掌握教學核心概念，能有效提升教學問題解決能力與學科教育知

識之教師教學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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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欣怡和林育瑋（2012）針對幼教教師案例撰寫歷程的質性研究結果顯示，案

例撰寫對教師之影響包括：（1）案例知能的提升；（2）拓展視野、增進教學策略；

（3）瞭解不同學校的組織文化與自己工作環境的特性；（4）回顧過去經驗，與自

我對話和省思；（5）增進反省實務的能力；（6）獲得書寫的成就感；（7）建立情

緒支持團體、專業對話。 

陳成宏(2012) 以所服務的教育行政與領導學程為教學現場，透過案例撰寫的

融入教學歷程，發展行政與領導相關課程的教學方向，以及初步探討其對於學員

所產生的行政領導知能的可能影響。根據研究發現，學程學員的行政領導知能新

體驗，分別展現在「多元架構的思維」、「理論實務的對話」、「共時貫時的反思」

三方面。 

博碩士論文有關案例教學法在職教師方面的研究有曾心瑜（2005），以一所幼

稚園應用案例教學法提昇教師專業成長的歷程，目的在了解案例教學法應用於幼

教職場的運作歷程與影響因素、教師參與案例教學法的經驗與心得、以及案例教

學法運用於幼稚園在職教師專業成長的可行性。研究發現1.案例教學法的運用，正

符合教師及行政人員的期待與需求，故在推動過程中獲得整個組織文化的支持，

在實施後也獲得高度肯定。2.S園案例教學專業成長模式建立在六個重要基礎上：

案例教學為主軸、學校本位的概念，參與者本位的態度、參與者需求為依據、教

師專業倫理為判準、和創造分享環境。3.不同案例有類似運作流程，並歸納出一個

可行的運作模式；帶領人的帶領策略不同運作效果也有別。4.參與者經驗與改變顯

示案例教學法受到教師歡迎，適合不同需求的學習者，可提昇教師能力省思、表

達、和各種專業知能。 

陳怡婷（2009）探討幼教教師參與案例工作坊發展幼教案例之運作歷程。其

研究發現有：1.「建立案例相關之能」及「案例討論」協助教師釐清案例撰寫中的

盲點，對案例發展相當有幫助；2.案例可以作為瞭解教師專業發發展階段的參考；

3.教師參與工作坊的收穫包含：提升案例知能、拓展視野、建立支持性社群、促進

專業成長、以獲得成就感；4. 影響工作坊運作因素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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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改變。 

從以上的研究發現在職教師的案例法相關研究較多在發展案例，逐漸有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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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進行討論。本研究運用案例討論以及案例撰寫進行在職教師的專業成長活動，

藉以了解案例教學法對在職教師專業成長的影響。而上述研究也僅就參與者參與

研究期間的收穫進行了解，誠如 Merseth（1996）、Ducharme 和 Ducharme（ 1996）

提到案例教學法需探究其在師資生以及教師教室表現的影響，並進行需要檢驗教

師的教學信念和教學實務以及教師專業成長的情形。教師的信念和教學實務的改

變需要長時間過程，讓教師在教室中證明不同的策略、方法，反省自己的目標並

且對於更多方法和策略的承諾（Thompson, 1992）。也因此本研究除瞭解案例討論

和案例撰寫提升幼教師教學省思的情形之外，也欲了解參與案例教學法之教師其

在教室中教學實務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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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瞭解幼教教師參與案例工作坊的運作過程，以及透過案例工作坊運

作，幼教教師省思能力以及教學實務的表現與改變情形。以下針對研究取向、研究

參與者、工作坊、資料收集方式、資料分析方法以及研究的信實度、研究者角色進

行說明。 

第一節 研究取向 

誠如 Marshall（1985a, 1987）強調質性研究的獨特價值之一是深入發掘複雜性

與歷程的研究，而本研究正是要探討幼教師進行工作坊之歷程，以及其參與工作坊

之後對其省思與教學實務的提升，而省思與教學實務的提升是透過案例工作坊為手

段，經由研究參與者反省進而影響其工作場域教學，此為一複雜的歷程。李正賢

（2006）也提到質性研究的類型分為三種：1.聚焦個人生活經驗；2.聚焦社會和文

化；3.聚焦語言和溝通。而其中聚焦社會與文化的研究類型是指探究團體或組織，

研究類型通常都是採取個案研究，工作坊是一組織，透過工作坊研究者探究其中參

與者的觀點。 

個案研究（case study）就是為一種個別的、深入的、描繪的且偏向質性的一種

研究方法（潘淑滿，2003）。Stake （1994）將個案研究分為本質型個案研究、工

具型個案研究、集體型個案研究三種。而其中工具型個案研究是指研究者透過特定

個案研究過程，深入了解議題或現象本身的意義；亦即個案本身往往不是研究興趣

之所在，案例（研究場域或人）只是扮演支持性角色，在研究過程中催化研究者進

一步了解現象。此種個案研究的目的與本研究之工作目的相符，案例工作坊是工具

型之個案，此工作坊與參與之研究參與者扮演著支持性的角色，在研究過程中呈現

研究者期待了解的案例工作坊運作對研究參與者之教學省思與實務之影響。 

林佩璇（2000）整理學者對個案研究特點有：整體性、經驗整理、獨特性、豐

富描述、歸納理性、自然類推。這些特點正巧可以說明本研究以個案研究進行的理

由（pp.243-244）。 

一、整體性： 

個案研究希望從較完整的情境脈絡中，充分掌握研究對象；因此志不在與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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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做比較，而能對研究對象加以全面理解。本研究以案例作坊的進行過程、脈絡

中之進行，瞭解研究參與者在教學省思與教學實務的提升。 

二、經驗理解 

個案研究要瞭解現有現象中的複雜關係，它注意到行動者的意向；也試圖瞭解

行動者的參照架構和價值觀，建立一種同理心的理解，將研究訊息傳達給讀者。本

研究在案例工作坊中透過相關資料的收集瞭解研究參與者在案例討論與案例撰寫

的想法與觀點。並將其教學省思與教學實務之觀點發現、整理。 

三、獨特性 

個案研究法非常重視每個個案的獨特性，強調每個被研究的現象或行動，都有

其獨特性，所以研究者必須瞭解被研究情境、事件、方案和現象，背後所呈現之意

義為何，而不主張將研究現象推論到其他情境。相反地，個案研究要問「這個個案

呈現的是什麼？」本研究亦即要呈現幼教教師所參與的案例工作坊，其產生的結果

為何？同時也只瞭解幼教教師在工作坊之教學省思與教學實務的改變或提升，並無

意圖要將結果類推到其他教育人員身上。 

四、豐富描述 

個案研究不同於其他量化研究方法，對於研究結果的呈現，主要透過厚實描述

（thick description），以即對探究的事物和本質作完全的文字描述，也對文化和社

區價值態度作意義的詮釋。本研究針對案例工作坊的進行歷程，與研究參與者的想

法、觀點進行豐富的文字描述，以呈現出幼教教師參與工作坊的情形。 

五、啟發作用 

個案研究法是透過研究過程來闡明研究的現象，除了拓展讀者對研究現象的瞭

解與洞察之外，以產生新的洞察力來探索對先前不知道的一些關係。本研究除闡述

案例教學法對幼教教師的影響之外，也呈現先前未發現之案例撰寫對幼教教師的影

響。 

六、自然類推 

自然類推不是產生新的通則，而是對原已認識的通則作一修正。本研究以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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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進行，也從中獲得進行案例討論與案例撰寫的方法，對原本已有的案例討論

與撰寫方式些微修正。 

而高敬文（1996）也提到，質性的研究方法由於能深入詮釋教師的觀點及想法，

瞭解教師在人、環境的交雜影響下的全貌，因此最適合用在教師專業成長方面的主

題。而本研究即是探究研究參與者參與案例工作坊之後，研究參與者之間以及研究

參與者與案例之間互相影響下的結果，因此，需要深入了解研究參與者的想法與觀

點，所以本研究採用質性的研究中的個案研究來蒐集研究資料。 

 

第二節 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目的在了解幼教師參與案例工作坊之後對其教學省思與教學實務的影

響，因此選擇幼教師時以在職幼教教師為研究參與者。案例工作坊需長時間進行，

案例工作坊又以討論案例與撰寫案例為主要活動，並且需要接受研究者訪談，參與

此研究之研究參與者實需要具備參與的熱誠和承諾。陳向明（2002）提到如果研究

者和被研究者之間是「熟人」，研究者會比較容易理解對方。雙方可共同經歷過一

些生活事件，彼此對對方的個性脾氣也有所掌握，因此在對有關事情進行解釋時會

有比較豐富的知識背景作為支撐。因此在選擇研究參與者時，研究者以身邊熟識的

幼教教師為詢問的對象，而研究者也是幼教現場教師，身邊熟識的對象都與研究者

在相似的場域工作，因此我們也共同經歷幼教現場的事件，在討論時也有較多相同

的知識背景與理解。 

選擇研究參與者的條件除需是幼教現場教師之外，考量參與工作坊需要討論與

撰寫案例，因此願意分享想法與撰寫案例為主要考量的要件。研究者先以電話詢問

研究參與者參與工作坊的意願，並在電話中說明工作坊需要進行的時間為一年，且

需參與討論與撰寫案例，並接受研究者的訪談，在電話中獲得研究參與者的首肯之

後，便邀請研究參與者參加第一次的案例工作坊說明會，以讓研究參與者更了解本

研究的目的與參與本研究需要協助的部分。 

電話聯繫之研究參與者為十二人，參與案例說明有十一人，參與者皆在研究

承諾書上簽名。十一位研究參與者中有九位公立幼稚園的教師，有二位是公辦民

營托兒所的教師。九位公立幼稚園教師皆是研究者的舊識，其中六位是研究者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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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時的學姊、學妹或同學。兩位是研究者的實習教師，現在皆為幼教現場教師，

這兩位中一位是特殊幼兒班的教師。最後一位邀請之幼教教師是研究者擔任行政

工作時，參與教育局活動所認識的幼教教師。公辦民營的托兒所教師，是由研究

者研究所學妹所介紹，研究所學妹為其托兒所之督導。 

十一位研究參與者的年資計算至九十九學年度， 初任一位，一年兩位，十年

以上四位，5-10 年兩位，2-5 年兩位。從參與研究教師的年資大約可以分成初任 1、

2 年、2-5 年、5-10 年以及 10 年以上。但工作坊運作到 99 學年下學期時，兩位年

資四年的教師幾乎沒有參與，因此分成三組，初任一至二年、5-10 年以及 10 年以

上年資。研究參與者的學歷碩士五位，大學學歷五位。其中有四位研究參與者有

接觸案例的機會。飛老師、羊老師曾經參與過林育瑋教授的案例工作坊，曾經寫

過案例。亭老師、君老師曾在求學時期擔任過案例工作坊之研究助理，參與過案

例工作坊之運作。青老師曾在求學時聽過案例，但未曾真正接觸過案例。表 3-1

為十一位研究參與者服務學校、年資、案例經驗與研究者關係。以下研究參與者

皆為匿名。 

表 3-1 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表 

研究參與者 服務學校 年資 學歷 研究者關係 案例經驗 備註 

玉老師 公辦民營托兒所 4 年 大學 學妹督導之

托兒所教師 

無 與兆老師為

同事 

兆老師 公辦民營托兒所 4 年 大學 學妹督導之

托兒所教師 

無 與玉老師為

同事 

月老師 公立國小附設幼

稚園 

15 年 大學 同事 無  

飛老師 公立國小附設幼

稚園 

17 年 碩士 學姐 參與工作坊  

水老師 公立國小附設幼

稚園特幼班 

1 年 大學 實習教師 無  

羊老師 公立國小附設幼

稚園 

13 年 碩士 同學 參與工作坊  

君老師 公立國小附設幼

稚園 

6 年 碩士 學妹 擔任案例工

作坊研究助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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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參與者 服務學校 年資 學歷 研究者關係 案例經驗 備註 

亭老師 公立國小附設幼

稚園代理教師 

1 年 碩士 學妹 擔任案例工

作坊研究助

理 

 

儀老師 公立國小附設幼

稚園代理教師 

任教

第一

年 

大學 實習教師 大學時課堂

上曾接觸過 

 

青老師 公立國小附設幼

稚園 

9 年 碩士 學妹 研究所修課

曾聽過 

 

員老師 公立國小附設幼

稚園 

11 年 大學 共同承辦活

動 

無  

研究參與者在第一次的案例說明會中填寫案例工作坊參與人員基本資料，當中

除了服務學校、經歷外，也讓研究參與者填寫對工作坊的期待與案例討論的議題。 

綜合研究參與者對案例工作坊的期待包含了解案例在教學上的運用、增進反思

能力、透過討論增長自己的觀點，透過工作坊的運作了解不同園所的文化，並增加

自己的觀點等等。 

        第三節 案例工作坊運作方式 

壹、工作坊時間與進行主題 

本研究邀請幼教現場教師參與案例工作坊進行案例教學法，進而瞭解研究參

與者的專業成長情形，而工作坊的進行包含案例討論和案例撰寫，誠如 Shulman

（1992）提到藉由案例討論除可促進教師個人的專業成長之外，更可形成教師間

的合作進而促進學校的改革。除了案例討論之外，教學案例的撰寫過程，對教師

本身的意義非常重大，撰寫案例讓教師省思個人的教學實務與教學歷程的機會。

因此，本研究之工作坊以案例討論和案例撰寫穿插進行，藉由案例閱讀和討論，

讓研究參與者瞭解好的案例的特質，進而促進案例撰寫的進行。研究中除了討論

他人撰寫的案例，並進行案例撰寫之外，也在研究參與者撰寫完成案例之後，進

行自己所撰寫的案例的討論。案例撰寫和後續的討論可以從作者和其他人的觀點

使教師探索多重的觀點（Levin, 1995）。本研究所進行之案例工作坊包含案例討論、

案例撰寫、以及參與者於撰寫案例完成後的案例討論。案例教學工作坊運作時間

為 99 年 8 月 28 日至 100 年 5 月 28 日，每次工作坊進行前一週，研究者以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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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研究參與者工作坊時間，而研究參與者若有事不克參加，也會以 e-mail 或手

機簡訊通知研究者。表 3-2 為案例工作坊運作的時間與每次的活動主題與內容。 

表 3-2 案例工作坊時間與主題表 

次數 日期 時間 主題 討論內容 

1 08/28 9:00-12:00 案例說明會 說明研究目的、研究期程、案例基本

要素、案例討論、研究配合事項 

填寫基本資料、填寫研究承諾書 

2 9/18 9:00-12:00 跳動百分百 案例議題:特殊兒、親師溝通 

3 10/9 9:00-12:00 教室裡的平行關

係 

案例議題:合班教師 

案例網站介紹 

4 11/6 9:00-12:00 賽車男孩 案例議題:特殊生輔導、親師溝通 

分享欲撰寫之案例議題 

5 11/20 9:00-12:00 小黑妞 案例議題:幼兒輔導 

6 12/11 9:00-12:00 參觀幼稚園 

撰寫案例分享 

分享撰寫之案例大綱並給予回饋 

7 12/25 9:00-12:00 飛老師分享-真心

付出與得到之間 

案例議題:親師溝通 

8 1/8 9:00-12:00 羊老師分享-沒有

贏家的戰爭 

案例議題:幼兒特殊家庭 

9 1/22 9:00-12:00 案例撰寫分享 

月 老 師 、 君 老

師、原老師 

月老師:特殊幼兒輔導 

君老師:初任園長 

原老師:特殊幼兒 

10 3/5 9:00-12:00 案例撰寫分享 

青老師、亭老師 

青老師：幼兒特殊事件處理 

亭老師：合班教師 

11 3/26 9:00-12:00 案例撰寫分享 

月老師、儀老師 

月老師：特殊幼兒輔導 

儀老師：新手教師 

12 4/23 9:00-12:00 團體訪談  

13 5/28 9:00-12:00 團體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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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中可以了解工作坊進行前，研究者進行了一次案例說明會說明本研究之目

的、研究參與者在工作坊進行中應有的配合事項、以及訂下工作坊的聚會的時間。 

工作坊之進行可依討論內容不同而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為第 2 次到第 5

次聚會的「案例討論期」，此時期是討論出版之案例；第二階段為第 6 次到第 8 次

聚會的「撰寫案例準備期」，此時期的討論由研究參與者在參加工作坊之前所撰寫

之案例；第三階段為第 9 次至第 11 次的「案例撰寫討論期」，是討論研究參與者參

與工作坊過程中所撰寫之案例。工作坊結束之後工作坊結束之後，研究者運用團體

訪談，與研究參與者討論其在參與工作坊之後，其教學上的影響與幫助。因此團體

訪談也在工作坊的運作情形中說明。因此，以下工作坊運作情形的說明，從工作坊

進行之前:邀約研究參與者、案例說明會；工作坊正式進行的案例討論：案例討論

期、撰寫案例準備期、案例撰寫討論期；以及工作坊進行之後的團體訪談依序說明。 

貳、案例工作坊之運作情形 

一、工作坊進行前 

（一）案例教學工作坊邀請函 

研究者聯絡有意願參與案例教學工作坊之研究參與者之後，以 e-mail 發出

「來自欣怡博士論文的邀請函」（附錄一），邀請函中邀請研究參與者參與 8 月 28 日

案例說明會，邀請函中說明何謂案例，並舉一段例子說明案例的用途以及意義，除

此之外，邀請函也簡要說明工作坊運作方式，如成員、運作時間、案例討論與撰寫

的方式，最後附上參與案例教學工作坊需要配合的事項，如閱讀案例、撰寫閱讀案

例前的回饋與討論後的省思、以及接受研究者的訪談。 

為了讓研究參與者可以事先安排時間，因此工作坊的運作先預告在週六每次

約三個小時，一個月大約一至兩次。而配合事項的預告也是希望研究參與者衡量自

己可以參與的程度來決定是否加入工作坊。 

（二）、案例說明會 

Miller and Kantrov（1998）提到進行案例教學法之前，帶領者應該先瞭解參

與的成員與期望，並讓參與的成員瞭解案例教學法以及此團體進行的目的。因此，

研究說明會的進行主要目的是讓研究參與者了解工作坊進行的方式、彼此熟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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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澄清對工作坊的疑問。說明會中邀請研究參與者先填寫基本資料(附錄二)，基本

資料包含研究參與者的學經歷、聯絡方式、以及對本工作坊的期待與感興趣之討

論議題，這些討論議題是研究者尋找案例故事的重要依據。在研究者說明清楚案

例教學工作坊的運作方式以及須配合事項之後，也邀請有意願參與工作坊之研究

參與者填寫研究承諾書（附錄三），透過承諾書鼓勵研究參與者全程參與案例討論

與撰寫，也讓研究參與者承諾在工作坊所見所聞僅在工作坊上討論，而不將資料

與訊息外洩，希望藉由承諾書提高大家對案例教學工作坊的參與度以及信任感。 

在說明會中研究者除介紹案例教學法並說明研究的方向，以及參與本研究對研

究者和研究參與者彼此雙方之意義與重要性之外。也在說明會中大家訂下未來工作

坊進行的時間表。以下針對從研究說明會內容進行說明。 

1.瞭解研究參與者感興趣之案例議題 

研究參與者在基本資料中寫下感興趣的案例議題，整理研究參與者期待的討論

議題有親師溝通、同班教師間的互動、幼教現場之人際互動，如教師與外籍配偶的

溝通、新手教師的工作適應、特殊幼兒或幼兒行為輔導、教師兼行政等議題。這些

議題中最多研究參與者對親師溝通感興趣，參與說明會的十位研究參與者共有五位

提及，其次是幼教職場上的人際互動如合班教師間的溝通，有三位提出感興趣。再

其次則是有二位提及幼兒行為輔導。  

仔細對應研究參與者經歷、年資與其感興趣議題之關係，發現無論年資深淺或

經歷豐富與否對親師溝通的議題皆感興趣，可見親師溝通的議題在幼教師教學工作

中是相當重要的課題。而提到對合班教師互動議題感興趣的三位老師中有兩位是初

任教師的亭老師和儀老師，而後來其所撰寫的案例也是和合班教師有關，可見研究

參與者感興趣的議題與自己目前的教學情形有極大的關係。儀老師也提到，討論案

例中的教室裡的平行關係與自己的現況相似，因此討論起來特別有感觸。 

新手老師那個，可能他跟我比較貼近，所以看到這個案例就覺得還蠻有感覺的

（訪儀老師 100/01/27）。 

君老師對教師兼行政的議題有興趣，因其初任幼教師時，即被服務學校校長指

派擔任教師兼園長一職，君老師對當時自己所處的環境與情形有很深的感觸，而

其後來撰寫的案例也是以此為內容，但後來因他認為那是一段痛苦的記憶，不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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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意再回顧，所以未能完成此案例，就如他提到： 

「我們不是要將髒東西往屋子外面丟嘛？我現在又把它撿回來了。（綜團君老 

師 100/01/22）。」 

瞭解研究參與者感興趣的議題之後，研究者從林育瑋主編（2006）出版之

《Case‧Adult‧School‧Events：看幼兒與大人在學校發生了什麼事》，以及其在

課堂上或研究中與學生、其他研究參與者所發展之案例中挑選符合研究參與者興趣

之案例進行案例討論；而王莉玲等著（2006）所出版之《幼教人的挑戰》也是挑選

案例的來源之一。這些案例的議題有親師溝通、合班教師相處、幼兒行為輔導、特

殊幼兒行為、班級經營、親師溝通、幼兒互動、教師信念等。 

2.介紹案例教學法 

為了讓研究參與者更清楚案例教學法的意義，以及案例故事的形式與功能。說

明會先分享一個「跳動百分百」（林育瑋主編，2006）的故事，從中讓研究參與者

感受案例故事的功能與意義。故事之後，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討論大家看到什麼？

並呈現討論議以進行討論，透過閱讀案例以及初步討論，研究參與者體驗未來工作

坊進行的形式。之後，研究者統整案例的功能以及運用，以讓研究參與者瞭解其參

與工作坊的意義與價值。案例教學法的介紹中，也介紹撰寫案例的方法，本研究除

了討論案例，也邀請研究參與者撰寫案例，因此介紹案例撰寫方法，也讓研究參與

者瞭解工作坊包含案例討論與案例撰寫兩個部分。另外，會中研究者也讓研究參與

者清楚了解需配合事項，配合事項已在研究邀請函中說明，說明會中僅就研究參與

者對案例教學工作坊的疑問進行澄清，如研究參與者提到案例要如何撰寫，研究者

解釋未來案例討論過程中會穿插案例撰寫的說明。 

3.研究參與者互相熟悉 

研究參與者大多與研究者熟識，但研究參與者彼此之間未必相識，因此案例教

學法介紹之後，研究者讓每位研究參與者自我介紹，會前研究者先製作了名牌讓每

位研究參與者佩掛，以方便大家認識並熟悉名字，尤其是討論案例時可以清楚發言

者為何人。為了軟化說明會的氣氛和研究壓力，研究者特別準備點心，在互相認識

互動時，大家也討論研究者所準備的茶水和點心，增添輕鬆氣氛。 

今天大家對黑糖麻花捲和金皮油很感興趣，討論食物之後，軟化了不少緊張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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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日誌 2010/08/28）。 

而原本就相識的研究參與者，也因許多未見、而互相寒暄，這些熱鬧的氣氛也

為第一次參與工作坊的老師們減緩許多緊張氣氛。 

認識很多很厲害的人，不管是我覺得你看我現在又認識了君老師，但，雖然我們

之前就有接觸了…他一知道我沒有在上班，我相信他非常的開心，他很開心，他

說可是我需要你代課啊（訪亭老師 100/10/15）。 

月老師是我的同事，儀老師先前在我們學校實習，兩人許久未見，今天互相寒暄，

瞭解儀老師的工作情形…亭老師、君老師、羊老師是學姊妹關係，三人見面便開

心地打招呼，這些熟識的夥伴間熱鬧的聊起近況為案例說明會降低人和人初次見

面以及到陌生環境的緊張感（研究者日誌 2010/08/28）。 

4.填寫研究承諾書 

為了讓研究參與者對本研究的進行過程能有所承諾，因此研究參與者在案例說

明會結束之後，邀請研究參與者在研究者準備的承諾書上簽名，期待研究參與者可

以在工作坊進行過程中貢獻智慧、盡力參與。當日參與說明會的老師皆簽下承諾書，

連只是對案例抱著好奇心態而參與此次說明會月老師也大方地簽下承諾書。研究參

與者對研究的承諾也大大提升研究者對本研究進行的信心。 

感謝每位參與者的支持，大家都簽下承諾書，連來旁聽的月老師都豪爽地的簽下

名字。整體而言，整個聚會讓我信心滿滿，這些成員應該不會臨時落跑（研究者

日誌 99/08/28）。 

5.訂下未來工作坊時間表 

這次的說明會也與研究參與者訂定工作坊的時間表，討論工作坊時間於週間適

合或是週末，經過表決大家覺得週末較為適合，因研究參與者平常週間上班頗為勞

累，因此大家同意工作坊於週六進行。工作坊進行每次約間隔兩到三週，共進行十

次。 

…我覺得禮拜六早上的時間，如果你沒有安排什麼活動，可能在家裡就是，一直

睡覺…就覺得還是要做一些事情，就來聽看看（訪儀老師 100/10/16）。 

此次討論時間，有人認為週五晚上不錯，有人認為週六早上較適宜。經過投票，

週五只有一位老師贊成，其他老師皆贊成週六，我想在疲累的週間工作之後的晚

上，讓大家參與工作坊討論應該是一個很大的負擔，且有老師的工作地點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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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討論地點相當遠，如果週五下班後趕過來，是相當不便的。再則也要考慮兩位

私立幼兒園的教師，他們的下班時間相較於公幼是較晚的（研究日誌 99/08/28）。 

在案例說明會先訂下時間表，希望老師們可以與學校行事曆對照，儘量避開學

校的活動，但案例說明會是在開學前，因此許多老師尚未拿到學校行事曆，工作坊

運作時仍然與許多研究參與者學校活動撞期，尤其是十一月至十二月學校校慶的旺

季。 

這次參與的只有青老師、玉老師、儀老師、月老師、水老師、兆老師，只有六個

人因此也無法分組，其他人大多學校有事情，這次工作坊與許多老師學校活動撞

期。應於確定工作坊時間表之後，再次與每位老師確認其參與的可行時間（研究

者日誌 99/11/20 ）。 

案例說明會時，研究參與者留下聯絡方式，往後的工作坊進行前一週，研究者

皆會以Ｅ-mail 通知研究參與者工作坊時間將近，並且提醒當次工作坊的重點，下

面是第四次工作坊 E-mail 的通知內容，Ｅ-mail 中提醒討論之案例故事以及分享研

究參與者欲撰寫之案例議題。 

親愛的夥伴： 

經過四個星期，我們終於在這週末又要見面， 

別忘了 11/6 早上 9:00 芳芳附幼彩虹班，也請您繞過生態池進來。 

提醒您，案例是賽車男孩，別忘了這次要分享撰寫案例議題。 

謝謝您（文件檔案 99/10/02）。 

第六次工作坊時，因參與人數逐漸減少，部分研究參與者不見得時常收信，因

此，建議以手機簡訊通知工作坊時間，更可提醒工作坊的出席。 

下次要發簡訊，手機大家都會看（綜團員老師 99/12/11）。 

但後續參與工作坊的夥伴都是出席率高的夥伴，且這些夥伴收到Ｅ-mail 通常

會回信，因此仍延續 E-mail 通知。但簡訊通知不失為一個通知的好方法。 

親愛的，我們學校明天體育表演會，所以我沒辦法去參加討論。但是我會參與線

上的部分...另外最近我身體狀況較差，所以上次沒去參加，我會盡快趕上進度（文

件檔案羊老師 99/11/19）。 

欣怡： 

我會去！為你加油！（文件檔案飛老師 2011/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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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述，在工作坊第一階段中，研究者先進行案例說明會，瞭解研究參與者對

討論之案例感興趣之議題為親師溝通、合班教師互動、幼兒行為輔導。並從已出

版之案例書籍中挑選符合議題上述之案例。瞭解案例的形式與功能以及本研究的

研究方向與意義也是說明會的重要目的之一，透過說明會研究參與者互相熟悉，

而說明會中的點心與原本熟識的研究參與者讓現場氣氛活絡許多。工作坊進行的

時間也在說明會中訂定，經過討論研究參與者認為週六進行工作坊，較週五晚上

在繁忙的工作之後進行合適。 

二、工作坊正式進行 

(一)案例討論期-討論坊間出版之案例 

案例討論期以討論已出版之案例為主，輔以研究者先前參與之工作坊中其他研

究參與者所撰寫之案例。本研究之案例討論按照的實施步驟和重點，分為案例討論

前、案例討論中、以及案例討論後。以下針對這三個實施步驟說明案例討論之進行

方式，在說明案例討論三步驟之前先說明本工作坊所選擇之案例。  

表 3-3 案例討論實施步驟與實施重點 

實施步驟 實施重點 

討論前 

閱讀案例 事先閱讀將討論之案例故事 

撰寫案例分析 撰寫 2-3 頁的案例分析 

討論中 

回顧案例 確立案例的焦點與範圍、定義問題 

who、what、why、when、where 

分組討論/ 

大團體討論 

針對討論問題討論 

尋找議題或衝突點、 找出可能解決議題的方法 

綜合討論 各組報告討論內容/ 

帶領者提供建議為各組報告作總結或引出相關理

論 

討論後 參與者撰寫案例討論回顧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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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討論之案例 

從研究參與者第一次填寫之感興趣案例，研究者搜尋手邊的案例，尋找

符合研究參與者感興趣之案例故事，共討論跳動百分百、教室裡的平行關係、

賽車男孩、很拗的小黑妞。這些案例故事綱要如下: 

(1)跳動百分百（林育瑋主編，2006）：一位過動兒教師與家長的溝通情形，

故事中，教師用盡辦法讓家長帶孩子前往醫院鑑定，家長持不配合態度，最

後教師就教室內活動針對孩子進行調整。 

(2)教室裡的平行關係（林育瑋主編，2006）：新手教師與熟手教師的故事。

新手教師面臨一位園裡無人願意搭班的教師，面對合班教師的強勢，新手教

師遭遇到許多與合班教師互動以及教學、班級經營上的問題。此案例除了突

顯新手教師的問題外，也帶出合班教師之間相處的議題。 

(3)賽車男孩（王莉玲主編，2006）：此為一個成功的案例，描述教師與家長

溝通幼兒特殊行為，並讓家長在家長延續學校的作法，故事中也描述教師為

幼兒尋找特教資源以及教學上努力的情形。此故事包含親師溝通與特殊幼兒

之輔導。 

(4)很拗的小黑妞（林育瑋主編，2006）：一位不肯進教室的幼兒，老師與她

之間拉鋸，並且利用方法讓他進教師的故事，包含親師溝通、以及幼兒行為

輔導。 

上述案例所包含的議題整理如表 3-4，從表 3-4 可以了解所有案例大多與親師

溝通的議題有關，這些案例符合研究參與者對案例議題的興趣。 

表 3-4 案例討論議題表 

案例 議題 案例 議題 

跳動百分百 特殊幼兒輔導 

親師溝通 
賽車男孩 親師溝通 

特殊幼兒輔導 

教室裡的平行關係 
新手教師適應 

與合班教師相處 

很拗的小黑妞 親師溝通 

幼兒行為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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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案例討論前-閱讀案例、撰寫案例分析 

（1）閱讀案例 

每次案例討論之前邀請研究參與者事先閱讀案例故事，第一次討論的案例已在

案例說明會時大家共同閱讀，但會後仍將紙本讓每位研究參與者帶回閱讀，往後的

案例也都在前一次討論將紙本讓研究參與者帶回，在網站架設之後，也張貼在網站

上。案例討論時，每看到研究參與者在紙本上認真的做筆記，甚至水老師還自己用

電腦打出對案例的分析和筆記，方便在討論時提醒自己重點。青老師還曾提到，每

次討論前閱讀案例時捨不得在紙本在註記或畫記，他希望未來紙本還可以作為其他

運用。可見案例故事提供給研究參與者除了閱讀之外，他們還想要留藏。 

今天看到青老師的紙本，旁邊寫滿滿滿的註記，可見先發紙本研究參與者回去有

認真的閱讀（研究者日誌 99/09/18）。 

所以那個筆記我開始有點不想寫在上面，因為我想說那可以影印下來送給大家

看…我就想說我要不要寫字寫在上面（訪青老師 100/10/13）。 

水老師今天討論時，看到他手上一張手打的分析，私下問他，他說這樣比較不會

忘記，也比較好討論（研究者日誌 99/11/06）。 

（2）撰寫案例分析 

在案例討論之前，除了讓研究參與者閱讀案例，也請研究參與者針對案例故事

中的討論問題進行案例分析並撰寫 2-3 頁之分析報告，研究者提供研究參與者案例

分析的方向，分析問題方向為： 

a.情境中的核心議題為何？哪個是最急迫的？哪個是最批判的？ 

b.有任何人應該做怎樣的事情？誰？什麼時候？如何？為什麼你這樣想？ 

c.老師又做了什麼？結果如何？有哪些風險？有怎樣的結果（後續發展）？ 

d.你想這個情境如何如何影響其他參與者，學生、管理者、學校管理者，你為何如此   

想？ 

e.這個情境如何發展？有沒有任何事情可能改變眼前的困難？ 

f.你從案例中學到什麼？ 

例如列出我們討論的「跳動百分百」的分析問題如下： 

a.案例的議題（爭議）是什麼？ 

b.誰是主角？這些人物的行為是什麼？主角們發生行為背後的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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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案例中的議題或爭議，有何解決方案？如果你是案例中的教師你會怎樣做？ 

d.你有何問題要提出來？ 

每次討論的案例皆會在前一次的工作坊中，發出下一次討論案例的紙本，並將

分析問題羅列於案例紙本之末。每次分析的方向將因討論案例的議題和內容不同而

有所調整，而每次分析的問題有三至四題。避免問題過多，以致研究參與者失去撰

寫分析的耐性進而影響參與工作坊的意願。事前閱讀與分析是為了讓研究參與者確

實事先閱讀並且澄清自己的主張與想法。案例網站架設完成之後，討論前除了先將

紙本案例故事以及分析問題給予研究參與者，也在案例網站中張貼案例故事與分析

問題，並請研究參與者將分析張貼於網站之中。案例故事與分析張貼於網站之目的，

是希望研究參與者，於討論之後可以隨時回顧網站內容。 

本研究在這個階段共討論四個出版的案例，統計研究參與者所撰寫之分析數量，

如下表 3-5： 

表 3-5 案例分析篇數統計表 

案例故事 跳動百分百 教室裡的平行關係 賽車男孩 小黑妞 

參與討論人數 10 9 7 6 

分析篇數 3 8 6 6 

從上表中可以發現每次除了第一次的分析較少人撰寫，其他三次的案例討

論的分析篇數與出席人數差異不大，且研究參與者所撰寫的分析內容大約都有

一至兩頁。第一次書寫分析人數較少，在當次案例討論時，研究者重申撰寫分

析的重要性，以及分析資料將成為重要的研究資料，因此在下一次的案例討論

的分析篇數增加。案例討論前的分析是要確定研究參與者已經閱讀過案例且帶

著自己的想法至案例討論之中（Shulman, 1992）。有研究參與者提到，分析可

以幫助自己統整案例故事的內容，分析的題目可以協助研究參與者摘錄重點，

甚至可以加深對某些議題的注意和思考。 

我覺得那是一個統整，就像比如說，這次的那個賽車男孩，你會寫說成功的因素

是什麼，或者是說學校用了什麼方法，家庭用了什麼方法，我覺得那是一個統整，

因為拉拉咂咂的十多頁看完之後，結果是我的話，我也會很難去抓到那個重點，

我覺得有那個分析很棒耶，因為可以幫助我們說，ㄟˊ對厚，你可以全部看完之

後我來統整一下到底整個印象，然後摘錄（訪青老師 100/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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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會去一邊找重點…我覺得應該是說，他，你問的那些問題，我都已經注意

到了，只是那些問題再讓我更深入去思考，可以就是，可以再做什麼改變，就是

我原本已經有注意到，就是我可能就是只是帶過而已（訪水老師 100/11/15）。 

但也有研究參與者認為討論前的分析是一種負擔，除了有逐題回答的壓力之外，

還有書寫時間的壓力，每次工作坊時間約間隔二至三個星期，研究參與者感覺剛寫

完一篇又要寫一篇，一篇接著一篇而來，因此擔心沒有足夠的時間分析出案例內容。

研究參與者平常日皆是幼教教師，平常日的工作也頗為繁忙，工作坊進行皆在星期

六早上，工作坊前一天晚上尚未將分析寫出的研究參與者，便開始思考是否隔天要

出席工作坊的討論。從研究參與者的回饋可以發現撰寫分析造成研究參與者的壓力，

這讓研究者思考如何減輕研究參與者的壓力。 

都自覺有點壓力，因為我又想要把問題完全的回答完，我不喜歡漏掉東西，然後

我就開始想，想很久，那天寄給你，是前兩天才開始寫的（訪君老師 100/10/12）。 

我覺得自己剛開始有點壓力，因為我剛開始的壓力在於時間有點不足，所以我很

常在案例討論前幾天才開始看案例，然後我覺得沒有太多的時間去消化，或是去

想議題的問題（訪君老師 100/01/28）。 

時間覺得很趕，因為過不久就要工作坊，因為每次都閱讀或寫東西，擔心東西寫

不出來（訪儀老師 100/11/18）。 

這兩天，要一直開會開會，吃飯吃飯到八九點，然後這樣好累喔，想說慘了我大

綱沒寫，我想說要不然我明天不要去好了，我有想耶，就想說明天不用去，我就

想說反正我都沒請公假（訪月老師 100/01/24）。 

有研究參與者建議，分析的題目三題即可，以方便他們有充裕的時間可以思考

分析題目的內容，但之前為了符合分析的人、事、時、地、物的要件，所以分析仍

維持四至五題。但為減輕書寫的壓力，討論後的回饋題目減少至二至三題。 

三題左右是最好的，因為如果題目少可以想的多一點，因為我不會覺得說我就隨

便寫一寫給你交差，我會希望說，一個題目我可以想多一點（訪君老師

100/10/12）。 

我覺得三題不錯阿，就是盡量那三題…各是不一樣的問題（訪水老師

100/11/15）。 

研究參與者上述的回饋，加上工作坊參與人數越來越少，讓研究者思考，是否

應該減少研究參與者參與工作坊的負擔與壓力，而減輕壓力的最直接方法是減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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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的壓力，因此在第二階段的工作坊，便將撰寫分析取消。取消分析的撰寫讓研究

參與者覺得參與工作坊壓力減輕且較有時間撰寫案例。 

後來就覺得變的比較輕鬆了，從你沒有給我們功課開始我就這樣覺得，然後我就

覺得我寫案例會有時間寫（訪君老師 100/01/28）。 

2.案例討論中-回顧案例、案例討論、綜合討論 

（1）回顧案例 

雖然案例討論之前已先提供紙本的案例故事，並將案例故事張貼於網站之中，

讓研究參與者事先閱讀。為避免研究參與者過早閱讀遺忘案例內容。案例討論中，

研究者仍先就案例內容的人、事、時、地、物製作成 power point 進行提示以及回

顧，以讓研究參與者重回案例故事的情境。此階段大約花費五至十分鐘。 

（2）案例討論形式：小組討論改為大團體討論 

 a.小組討論 

原先計畫在回顧案例故事之後，進行小組討論，並在小組討論中提供案例討論

之議題，討論之議題依案例故事內容不同而有所調整。 第一次的案例討論共有十

位研究參與者參加，因此小組討論時每組分為五人，小組討論的分組為羊老師、亭

老師、兆老師、水老師、員老師；另一組為月老師、青老師、玉老師、儀老師，由

於飛老師較晚到，所以後來加入月老師這一組。為了讓小組討論有更多的想法與討

論，研究者將研究參與者依年資、熟識程度分組，如員老師和青老師、以及月老師

和羊老師年資相當，因此分在不同組。而兆老師和玉老師為同事也分在不同組，而

飛老師和羊老師因有參加案例工作坊的經驗，希望他們可以在討論中起帶領作用，

而將他們分開。 

小組討論的分組為羊、亭、兆、水、員，另一組為月、青、玉、儀，由於飛較晚

到，所以後來加入月一組。在這些分組中是隨意分組，但有一些刻意，如兆和玉

是同事因此分開，羊和月年資相當也分開，而青和員也是因為年資關係而分開（研

究者日誌 99/09/18）。 

小組討論的分組完成後，請每一組邀請一位組員擔任組長，一位組員擔任記錄，

兩組組長分別為月老師和羊老師，記錄為青老師和員老師，討論前也先預告，需要

一位組員在綜合討論時報告小組討論的內容。兩組皆由記錄的成員擔任報告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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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為第一次案例討論分組與工作分配情形。 

表 3-6 第一次案例討小組成員表 

組別 組長 成員 記錄/報告者 

第一組 月老師 亭老師、兆老師、水老師 青老師 

第二組 羊老師 玉老師、儀老師、飛老師 員老師 

研究者在研究參與者小組討論時，穿梭於兩組之中聆聽研究參與者的發言，並

簡要記錄所聽到的發言，偶而澄清研究參與者對討論議題的疑問。大團體討論時，

各小組說明其他討論內容，研究者也會適時補充在小組討論時所記錄的內容。 

本研究之進行僅第一次「跳動百分百」之案例討論，以案例簡介-小組討論-大

團討論- 綜合討論的方式進行，之後案例討論因研究參與者到達時間不一。第二次

案例討論，原本預計九點開始的案例討論，至九點半僅五位研究參與者抵達。 

今天飛老師與羊老師較晚到，因此由於最早參加的人員五人，若是以分組進行，

每組將只有兩三人，因此此次討論以團體討論為主（研究者日誌 99/10/08）。 

為避免漫長等待全員到齊，因此省略小組討論，直接以先到的成員進行議題的

討論，如此也可讓工作坊時間控制在 2.5 個小時結束，每次都盡量在十二點前結束，

避免工作坊討論時間過長影響研究參與者的參與意願。因此，之後的討論形式改為

案例簡介-大團體討論-綜合討論。 

時間太長，大家就不敢來了（綜團青老師 99/12/11）。 

有關人員到達時間不一，研究者透過訪談以及第一次案例討論的回饋單瞭解原

因。飛老師有家庭，假日需要送小孩上課，工作坊九點開始，而小孩上課也是九點

左右，因此送小孩上課之後再參與工作坊，抵達的時間通常較晚。 

小孩假日要上課，送完小孩確實有些趕，我會盡量克服（回饋飛老師 99/09/20）！ 

羊老師則是家住另外一個縣市，路程較為遙遠，週六早上是其休息時間，因此

要早起較有困難，也因此他第二次的工作坊沒有參加。 

克服時間的障礙與自己的惰性，在星期六早上早起參加討論…哈哈哈（但是值得

努力啦！）（回饋羊老師 99/10/01）。 

今天大家到的時間不一，因此延到九點半才開始，遠距離的兆老師和玉老師很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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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而飛老師則是因為家裡的小孩需要送去中正紀念堂附近上課，因此比較晚到

（研究者日誌 99/09/19）。 

儀老師和青老師提到工作坊初期為一個月兩次，因為頻率較高，容易和自己或

學校的活動撞期，青老師有家庭，參與工作坊需和婆婆商量照顧孩子的時間，因此

有時出席會有困難。不過青老師是出席率最高的研究參與者之一。 

剛開始有工作坊的次數比較頻繁一點，常有事（訪儀老師 100/11/18） 

我婆婆本來是以為一個月一次，我就跟他說，就十月和十一月是一個月兩次，十

二月是一個月一次…. 可是如果他有事，我們必須要先協調（訪青老師 99/10/13）。 

研究者也省思是否工作坊地點對研究參與者來說太過遙遠而造成研究參與者

出席不易。工作坊地點在研究者工作的學校內，是基於對場地的熟悉度的考量，而

研究參與者也提及無論工作坊地點在何處，對某些研究參與者來說都是有距離的，

因為研究參與者來自四面八方，考慮到無論地點在哪裡都有遠近的問題，工作坊地

點仍就維持原狀了。 

今天到九點半時僅有五個人出席，是否場地對某些人太遠，而導致大家遲到呢（研

究者日誌 99/10/08）？ 

不管在那兒都一樣，對特定的人都是距離，現在場地已經不錯了（訪員老師

99/11/10）。 

研究者也在工作坊中詢問大家是否需要將時間更改至 9:30 之後，但研究參與者

普遍認為維持原來的時間 9:00 開始即可，因為時間往後調整，研究參與者到達的

時間也會往後延，結束時間也會因此受影響。亭老師提到工作坊的時間最好在二個

小時左右，工作坊運作時間太長會影響研究參與者討論與參與的意願。為了讓討論

時間在 12:00 前結束並控制工作坊運作時間在兩個小時內完成，工作坊開始時間維

持在 9:00 開始。 

討論最後，詢問大家是否要調整開始的時間，但大家認為維持九點即可，因為往

後延，大家到齊的時間也會往後（研究者日誌 99/09/18）。 

不用更改時間，不管怎樣改大家一樣會晚到。維持九點就可以了（綜團月老師

99/10/08）。 

討論時間不要太長，太長會有壓力，讓人不想參加。兩個小時剛剛好（訪亭老師

99/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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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方式由小組討論至大團體討論修改為直接進入大團體討論的形式，改變原

因除了研究參與者出席時間影響運作情形之外。另一原因為研究參與者認為小組討

論因為受限於時間（30-40 分鐘）討論不夠深入、分組討論內容與綜合討論中之小

組分享內容大同小異等，這也是取消分組討論直接進入大團體討論的原因之一。 

分兩組可能真的就是大家方向會不一樣會有更多的想法出來，那想法出來之後，

也許礙於時間，也許是想法太多了反而沒有辦法深入（訪員老師 99/11/10）。 

我覺得第一次時間比較久，就是分組，然後分組完又每一題都報告，比較浪費時

間（訪青老師 100/10/13）。 

雖然工作坊進行方式，受研究參與者人數以及研究參與者到達時間不一而取消

小組討論，但研究參與者也針對小組討論的安排給予意見。青老師建議每次小組

討論的成員可以更換，希望和不同研究參與者討論分享想法。 

每次討論的小組成員是否可以更換，以期能有機會與不同的人有不同想法的交流

（回饋青老師 99/09/21）。 

b.大團體討論 

大團體討論的方式與小組討論方式雷同，僅只有人數上的差異，亦即無論當次

參與的研究參與者有多少人，便在回顧案例之後由參與當次討論的研究參與者直

接進行案例議題的討論，大團體討論的帶領人，皆由研究者自己帶領，僅有一次

因研究者感冒喉嚨發炎無法發聲，而邀請青老師帶領討論。當次青老師帶領討論

讓研究者省思是否應該讓研究參與者在討論中有更多的參與，因此下一階段的討

論由撰寫故事的研究參與者帶領。 

這次臨時被指派當帶討論人，又有另一番的學習，當討論帶領人真是不容易，要

引誘別人發言 統整大家所說的 還要適時拋出問題請大家思考，學姊真是太厲害

的（回饋青老師 99/11/20）。 

今天我完全失聲，由青老師協助帶討論，青老師相當盡責地將討論議題帶領完，

未來有機會應該讓研究參與者帶領討論。（研究者日誌 99/11/20）。 

  （3）案例討論議題 

由於工作坊中案例討論的前提是研究參與者皆事先閱讀過案例並撰寫好分析，

因此案例簡介就故事中的人、事、時、地、物概要提示，以避免研究參與者因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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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淡忘案例故事之內容，下面是「跳動百分百」之討論議題： 

a..從故事中，你覺得梅霆過是怎麼樣的一個孩子？ 

b.如果你是梅霆過的老師，你會如何處理他的行為？ 

c.面對梅媽媽的態度，你會使用哪些策略呢？ 

d.教師在處理梅霆過時運用了哪些方法？對哪些方法的運用，你有何想法？ 

e.教師遇到了哪些挑戰？ 

6.如何建立良好的親師關係？  

透過討論議題，讓研究參與者思考，故事中教師的策略以及回歸到自己教學現

場可以怎樣做。從中反思案例故事中教師的行為以及自己現場可能有的行為。 

在第一個案例討論仍有小組討論時，研究參與者在綜合討論時大多針對小組討

論的內容一題一題回應。之後取消小組討論改為大團體討論之後，研究參與者雖是

一題一題回應，但也有穿插題目或是大家交織對談的情形。直接進入大團體討論，

也可避免答題式的討論。 

以下為第一次的綜合討論時，研究參與者逐題回應情形： 

員：第二題，如果你是老師你要如何處理？我們這組很簡單，運用群體常規，雙

向同理心，家長的力量，重要同儕朋友，因為可能成為增強物，我們還有利用繪本和

其他小朋友做同理心的故事，我們給這個孩子更多練習的機會，告訴他其他孩子，他

只是需要更多練習機會（綜團員老師 99/09/18） 

改為大團體討論之後，研究參與者交織討論的情形： 

青：所以他好像不是真的那一種分離焦慮的孩子…. 

月：不是，也不說那種小朋友，他在操場跟人家玩的很好阿，他很

熱情阿 

王：去掌握他要的，就是用這種方法，就是去要求或是去 

水：我們班也是有個小朋友就是會用這種哭鬧，好像在操控他的爸

媽，他一哭就他媽就不會強迫他。（綜團 99/11/20） 

每次討論時研究者皆會錄音，並將討論內容轉為逐字稿，青老師在第一次工作

坊後曾詢問是否可將討論記錄給予每位研究參與者。研究者也有同樣的想法，所以

在網站建立完成後，將每次討論的逐字稿皆會張貼於網站中，討論的內容集合每位

研究參與者的經驗和省思，可以說是研究參與者的教學經驗縮影，張貼於網站之中，

只要網站留存著，無論何時，甚至研究結束之後，研究參與者也可以隨時瀏覽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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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容，運用討論內容於教學之中。 

小組討論的記錄能否給予我們（回饋青老師 99/09/21）？ 

所以以後還會有嗎？…就是說你畢業以後還會有嗎…哪一天又上去逛一下看一

下（訪青老師 99/10/13）。 

我覺得應該要留下來，因為我覺得那裡的資源很豐富，之前討論的內容 PO上去，

就像你之前那一本書，真的是精華，老師都有回饋，可以回過頭去看那些東西，

去看別人的想法是什麼，我覺得那個不能丟，可以參考（訪儀老師 100/11/18）。 

逐字稿也提供研究參與者回顧討論時的情境，而未參與當次工作坊的研究參與

者也可以透過網站上討論的逐字稿，了解討論的內容，除了增加參與感，也不至於

因為未參加而於下一次討論時有接不上話題的感覺。 

我覺得可呵呵是逐字稿耶!有些對話看了就回憶起畫面了~~（回饋水老師

99/12/25）。 

還有案例撰寫的武功秘笈分享，還好有逐字稿，我這個未參加的好媳婦才能聞香

一下（回饋青老師 99/12/15）。 

討論內容的保存讓研究參與者可以隨時回顧，除了增加參與感，並加深其在討

論所獲得的訊息的記憶，進而促進其教學實務與省思。 

（4）綜合討論 

無論是小組討論或是大團體討論之後，研究者在討論之後，針對案例故事涉及

的議題以及觀點進行統整與回顧，在統整與回顧時也呼應或澄清小組或團體討論時，

研究參與者所討論的想法或內容。表 3-7 是賽車男孩的回顧內容，回顧的內容聚焦

在案例中教師做了哪些事，而促成案例的成功，如親師溝通的方法、尋求的資源、

輔導的策略、教師間的合作、親師的合作以及其他成功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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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賽車男孩」回顧內容 

議

題 

老師做了什麼 議

題 

老師做了什麼 

親

師 

溝

通 

 

 同理家長的心理 

 我家小孩也有類似的問題 

 不是嫌棄而是幫助 

 契而不捨的溝通 

 讓家長看見老師在學校的用心 

尋

求 

資

源 

 輔導主任                                                                                                                                                                       

 家長 

 特教中心 

 醫院治療師 

輔 

導 

策 

略 

 角落    閱讀輔導 

 感統融入教學 

 發揮長項  讓處罰有意義 

 行為改變技術 

教 

師

合

作 

 感統訓練在校的延伸 

 不斷的吸收相關知識 

親 

師 

合 

作 

 觀察記錄 

 感統記錄 

 體能活動記錄 

 行為改變技術 

成 

功 

的 

因 

素 

 親師合作 

 家園同心 

 

 

在案例討論中，研究者先針對案例的內容給予簡單的回顧，之後依據研究者提

供的案例議題進行討論，討論的形式由小組討論-綜合討論（團體分享、回顧與統整）

改為大團體討論-綜合討論（回顧與統整）。改變原因為研究參與者參與人數減少，

以及研究參與者抵達工作坊時間不一；而工作坊的進行以 2 到 2.5 小時為佳，過長

會影響研究參與者的參與意願。工作坊中討論的內容，研究者皆將其轉為逐字稿並

張貼於案例網站中，以利於研究參與者回顧討論的內容。表 3-8 為案例討論，各階

段進行的時間表。 

表 3-8 案例進行時間表 

階段 進行時間 

案例回顧 10-15 分鐘 

小組討論/大團體討論 30-40 分鐘/1 小時 

綜合討論 20-3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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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案例討論後-撰寫回饋單 

案例討論之後，邀請參與者針對案例討論內容寫一個短篇的報告以幫助其回顧

從案例討論中所學習到的內容。本研究於案例討論之後，邀請研究參與者撰寫回饋

單，下列是第一次的案例討論「跳動百分百」的回饋單，由於是第一次的案例討論，

因此也附上對案例瞭解程度以及對工作坊進行意見的調查。  

（1）你之前接觸過案例故事嗎？你認為案例故事是什麼？ 

（2）案例討論的過程中有何感覺？這次討論引發了您哪些不同的想法？改變你哪些

想法和觀念？您的收穫為何？ 

（3）目前為止，在工作坊的過程中，您遇到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4）對於未來工作坊進行的方式或內容，您有何建議呢？不要客氣，儘量提供。 

之後的討論回饋皆為兩題，第一題是案例討論之後，是否增加新的想法；第二

題是討論之後最大的收穫是什麼？以第二次教室裡的平行關係的回饋單為例： 

（1）經過這次案例討論，是否改變或增加你對合班教師的新想法，這些新想法是什

麼？ 

（2）透過這次討論，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透過回饋單的回應，讓研究參與者回顧討論內容，從中呈現案例討論所引發的

想法以及收穫，同樣的回饋單在網站架構完成之後，由研究參與者自行張貼於網站

中，其他研究參與者也在閱讀之後給予回應。也有研究參與者在案例討論結束一段

時間後，回顧案例與案例討論內容，再次在案例故事之後，撰寫回饋。 

這次大家的討論相當有意思，每個人都發表自己所遇到各式各樣的孩子，討論的

過程中我發現大家遇到孩子分離焦慮的情況大同小異，大家所會運用的策略也很

類似，而且大家都是會想辦法讓孩子先進到教室裡面來，這點就跟小黑妞的老師

作法非常不同（回饋青老師 99/11/20）。 

這個故事我們把焦點放在大風和小草的身上，探討新手老師和資深老師合班的一

些問題。可是正本清源，我覺得行政主管方面要負很大的責任，故事中園長告訴

小草「當初他們已經輾轉從一些家長或是老師的口中知道大風老師帶班的情況，

所以想再給大風老師一次機會…（回饋月老師 100/08/10）。 

研究參與者撰寫案例分析時，大都可以分析一至二頁，而撰寫回饋時，因題目

相較於分析少許多，因此大多只撰寫半頁的回饋。表 3-9 為研究參與者針對每次案

例討論之後回饋篇數的統計，從表中可以了解回篇數越來越少，減少原因與分析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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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減少有關，除了參與人員減少之外，研究參與者也認為撰寫回饋單是一種負擔。 

可以擠出時間參與工作坊，但害怕平時無法花很多時間在工作坊的功課上頭，沒

有時間寫回饋（回饋亭老師 99/09/20）。 

表 3-9 研究參與者回饋篇數分析 

案例故事 跳動百分百 教室裡的平行關係 賽車男孩 小黑妞 

參與討論人數 10 9 7 6 

回饋篇數 8 5 3 2 

水老師也提到撰寫回饋比撰寫分析難，因撰寫回饋前在工作坊的討論中，接收

許多他人的想法，因此在撰寫回饋時，很難有自己的想法且許多想法與分析重複。

回饋單的撰寫本是要了解研究參與者在討論案例之後其觀點是否加深加廣，或增加

了哪些不同的觀點，但水老師卻認為應該要有自己的想法，因此造成他在敘寫回饋

上的難題。 

水：寫分析喔，我覺得事前看跟事前寫，比事後看輕鬆多了…就沒辦法，會寫別

人的…可能話都講完了吧，會覺得想講的話在分析裡講完了的感覺吧！然後或者

是不知道，就是覺得我是一個很難寫心得的人（訪水老師 100/08/19） 

工作坊除了討論案例之外，也請研究參與者撰寫案例，因此在第一階段案例討

論的第四次便請研究參與者分享其欲撰寫之案例大綱。案例討論後的回饋、案例撰

寫之大綱雙重書寫壓力，也是造成回饋減少的原因之一。由於回饋的篇數在討論他

人之出版案例時僅剩下兩篇，且參與人數逐漸減少，因此在第二階段案例撰寫準備

期便取消回饋的撰寫題目，改由研究參與者自由在網站的案例討論中回饋。改變回

饋形式之後，研究參與者共回饋三篇。 

（二）案例撰寫準備期--參觀研究參與者服務之幼兒園、討論研究參與者參與

工作坊前撰寫之案例 

在案例討論階段時，許多研究參與者因書寫的壓力而減低參與工作坊的意願。

因此，規劃參觀其他幼兒園以及討論研究參與者參與工作前所撰寫的案例，透過參

觀與分享案例撰寫，來提升研究參與者參與工作坊的意願。也可從別人撰寫的案例

中參考案例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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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參觀研究參與者服務之幼稚園並分享案例大綱 

為了激勵大家參與的動機，特別安排參與員老師所服務的學校，並到員老師學

校分享研究參與者所撰寫的案例大綱。員老師服務的幼稚園是所教學與環境皆為它

校參觀仿效的學校。參觀員老師服務學校一方面希望提升出席率，一方面希望可以

轉換討論場所的情境。 

下次的討論為了讓大家有新鮮感，也提高參與度，將於 12/11 至育育幼兒園，希

望吸引大家參與討論，也讓大家有機會看看不同的環境（研究者日誌 99/11/06）。 

但實際參與這次討論的研究參與者只有六位，轉換討論情境對其吸引力並不大，

實際了解狀況之後，發現大家的壓力來自於書寫案例上。在前往員老師服務園所的

路上，陸續接到飛老師和羊老師的手機簡訊，簡訊表示無法參加。經過研究者再三

邀約飛老師仍然出席，但了解其難處為撰寫案例的題材難尋。月老師也表示寫案例

的壓力，他甚至補休在家醞釀題材，並將案例網站中的的案例閱讀完畢。  

私下了解飛老師不想參加的原因是因為沒有案例可以寫，原則上他已經貢獻兩個，

一個研究者寫的，一個是他自己寫的。他現在只有點狀的案例可以寫，（研究者

日誌 99/12/11）。 

因為我現在無論寫哪個案例都很難，我找不到點可以寫，我想不要寫可以嗎?我

之前寫過了，沒有問老師說老師我可以不要教作業嗎（綜團飛老師 99/12/11）? 

對因為我寫不出來，我從上禮拜天就開始憂慮，慘了下禮拜寫不出來，我要請補

休，我一定要一個下午來給他寫（綜團月老師 99/12/11）。 

因研究參與者對撰寫案例的擔心，研究者邀請曾經寫過案例的飛老師與羊老師

於下兩次的案例討論中分享其撰寫之案例故事與撰寫經驗，在這兩次分享時，無需

其他研究參與者分享其所撰寫之案例，藉以紓緩大家撰寫案例的壓力。 

就覺得去參加案例變得比較輕鬆，譬如說想說寒假的時候可以來寫案例（訪君老

師 100/01/28）。 

2.討論研究參與者先前撰寫之案例 

此階段邀請有撰寫案例經驗的飛老師和羊老師分享在之前參與其它工作坊所

撰寫的案例。由於在第一階段末期研究參與者已經開始撰寫案例大綱，撰寫案例逐

漸對研究參與者形成壓力，因此，邀請兩位有撰寫經驗的研究參與者分享其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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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討論其案例的故事，另一方面可透過討論兩位研究參與者撰寫之案例並分享

其撰寫的歷程，進而提供其他研究參與者撰寫案例的參考，並給予鼓勵。 

由於參與的人越來越少，在上次的討論中，飛老師因為沒有產出而焦慮，其他人

也有相同的情形，因此這次與下次邀請飛老師與羊老師分享他們之前參與育瑋老

師工作坊所撰寫的案例，討論目的有: 

（1）舒緩大家書寫案例的壓力 

（2）提供案例撰寫的經驗 

（3）透過案例分享也討論案例（研究者日誌 99/12/25） 

此階段共討論兩個案例，分別為飛老師的「我的真心你是否看得見？」以及羊

老師撰寫的「沒有贏家的戰爭」，討論形式為由撰寫者說明案例-進行案例團體討論

-分享撰寫方法。兩個案例簡介如下: 

(1)我的真心你是否看得見：教師與一位對學校種種情形不滿的家長的溝通情

形，描述教師如何與這位家長互動的情形與新生，此為親師溝通之案例。 

(2)沒有贏家的戰爭：一個監護權與探視權的故事，描述故事中的角色間的無

奈，此為特殊個案之親師溝通與輔導。 

此階段的案例討論由飛老師和羊老師自己帶領討論，同樣的案例故事內容於上

次討論時發予每位研究參與者，網站上也張貼案例故事。與前階段不同的是，此階

段研究參與者無需撰寫事前的案例分析與事後的回饋，但討論時仍附上討論議題。 

這階段的討論和前一階段相當不同，前一階段由研究者先簡介案例故事，而此

階段的案例故事介紹由飛老師和羊老師帶領。由於案例內容是飛老師和羊老師親身

經歷的事件，因此他們像在說明故事，說的內容與情節較其撰寫的案例故事多，也

因當事人在現場，分享故事時，其他研究參與者會詢問案例內容與疑問，甚至會提

供案例撰寫的建議，增加其案例故事的可看性和豐富性。 

飛：…我另外一位老師老師就說換一個方法或強硬的作風，兩個硬碰硬，到那個

小孩在你們這裡畢業到我們這裡念小學，家長和我另一位老師，兩個看到像自閉

症，看到就轉頭。 

月：所以你們老師有採取另外一種方法，但是你裡面沒有寫出來（綜

團 99/12/25）。 

羊老師建議飛老師在案例故事中描述合班教師與自己理念不同的情形，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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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故事的豐富度，除了親師衝突尚有合班教師之間作法衝突，可吸引讀者閱讀，

增加可看性。 

如果他有寫進去，我們反而可以看到他和合班教師作法不一樣，以及和家長角力

的部分，還有剛飛老師有提到就是那位家長柿子挑軟的在捏，所以他都找他，我

覺得這個情節是可以寫進去的，而且我覺得可以增加閱讀的可看性，因為他有一

些衝突，不只是他和家長的衝突，可能包含他和合班教師或是作法不一致的掙扎

衝突在裡面，我覺得豐富度，可以再修一下（綜團羊老師 99/12/25）。 

飛老師與羊老師案例分享時，也分享其撰寫案例時尋找題材的方法。飛老師選

擇撰寫的案例是親師溝通，他認為撰寫之案例是自己有感覺的，這點和羊老師雷同，

羊老師認為撰寫之案例內容必須對自己有影響的，且撰寫時必須對所欲撰寫的內容

有所取捨，選擇印象深刻的事件敘寫。 

你第一個想到就很有感受，你很有情緒，就寫。你只要寫出來就會有收穫（綜團

飛老師 99/12/25）。 

因為案例故事不能將他寫的像一本小說一樣，我那時候就是擷取衝擊最大的那幾

點來寫，其他有一些跟家長互動、跟孩子互動，比較枝微末節地方，我就把他略

過去。（綜團羊老師 100/01/08）。 

其實我腦海出現的是當時的一些畫面，所以我挑印象最深刻的畫面去寫，所以我

覺得把那幾個畫面抓出來（綜團羊老師 100/01/08）。 

飛老師是先立標題、寫事件標題，且是依時間序寫的，寫的過程中內容相同的

便合併在同一標題內。羊老師的寫法則是相反，他是先將內容寫好，再將標題寫上。 

我立一個大標題以後，所以我先寫你看到的那個最黑的黑字，什麼字都沒有寫，

我把我要寫的大黑字寫出來，然後再去寫內容。我邊寫邊發覺，他可以跟前面或

後面的黑點併的，重點就是說，你只要將黑標先立出來，你會比較知道你要寫些

什麼（綜團飛老師 99/12/25）。 

我覺得我們兩個書寫的反差比較大，我覺得他是跟我逆向的，我的習慣是先寫內

容，再回過頭去寫標題（綜團羊老師 99/12/25）。 

飛老師在撰寫案例故事時是憑自己印象撰寫，結束之後再回過頭確認相關的記

錄。羊老師則是參考事件發生時的記錄撰寫案例。 

因為寫的時候大體是用自己的記憶來寫，寫完之後又開始有點模糊起來了，我大

概寫了之後，我就去翻我當時寫的東西，能不能配的起來，我覺得先看，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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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被我當初寫的文字限制，那我把他當成自我內在再反省的那種（綜團飛老師

99/12/25）。 

看那些記錄的時候，那時候跟爸爸開會的那個會議的部分，還有記錄媽媽第二次

來學校的那些東西（綜團羊老師 99/12/25）。 

討論過程中，兩位研究參與者也分享其撰寫案例時遭遇到的問題，如倫理

議題、案例價值性等問題。飛老師的案例中，其服務學校有特殊性，且其合班

教師與其對家長的態度不同，為了避免案例完成後，引起合班教師的反彈，因

此在案例故事中模糊了其合班教師在故事中的角色與份量。 

然後我覺得寫的時候，我有一個很擔心就是說別人會不會猜到我在寫他，不管誰，

比如說，學校因為我們學校很小，所以我也擔心（綜團飛老師 99/12/25）。 

不想要影響到我的合班教師，所以我在寫的時候而且我的合班教師會介意我寫他

是強硬的方式，其實我是刻意的，我裡頭就撇掉那一塊，其實那個地方對我來講

不安全，其實很容易猜（綜團飛老師 99/12/25）。 

正好先前研究參與者分享其所欲撰寫之案例大綱時，也談到類似的倫理議

題，大家也商討出合宜的解決方式，如果和案例故事無太多相關性的可以稍微

隱藏或變化，可以稍加調整特定場景。如班級數、成立的年份、學校的區域。 

彭：那個場域很容易被發現問題，我剛剛想說，如果跟其他班沒有太大關聯性，

在寫班級描述時，可以寫譬如說兩個班，剛好這個班是園長班？ 

羊：對阿，像那個幾年設立，我覺得根本不需要 

彭：那個沒有影響到整個脈絡 

月：區域也不用吧，一斑變兩班？ 

彭:如果有安全的考量的話 

月：這樣人家就完全對不出來。（綜團 99/12/25）。 

而在案例價值性的部分，飛老師提到在撰寫案例時，他曾思考過自己的案例是

否有價值，其他研究參與者在撰寫案例時也遇到同樣的疑問。飛老師認為任何案

例皆有價值，因所有案例皆為真實的事件，也間接地為大家解答疑問，也給了大

家撰寫案例的動力。 

我另外一個會想到的是比較多人會考慮到的就是，我這個案例有沒有價值，給

看的人他是不是能想到什麼？比如說我給一個師資生，他正在實習或是他還沒

有進入現場的時候，他看這個，是不是幫助他瞭解家長或是老師在處理事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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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他能不能有收穫…我現在反過頭來看，我覺得任何一個案例都有他的價

值，因為他都讓我們看到現實面的面向，確實有這樣的事情存在，他畢竟是一

個接近真實的案例。（綜團飛老師 99/12/25）。 

我試試看啦！可是我不知道寫出來，有沒有價值（訪青老師 99/10/13）。 

邀請研究參與者分享其先前撰寫的案例，除了舒緩大家撰寫案例的壓力之外，

另外一個目的是希望可以提供撰寫案例的經驗給予其他研究參與者參考。討論過程

中，其他研究參與者也紛紛提出自己撰寫案例時遭遇到困難進行討論。亭老師提出

撰寫案例時如何將眾多的資料濃縮成故事。羊老師回應案例故事長度應有所控制，

因此建議挑選對撰寫者有意義的事件寫出來，並且從閱讀者角度思考，哪些事件對

閱讀者容易閱讀，並且較有意義。 

因為案例故事不能將他寫的像一本小說一樣，我那時候就是擷取衝擊最大的那幾

點來寫，其他有一些跟家長互動、跟孩子互動，比較枝微末節地方，我就把他略

過去（綜團羊老師 100/01/08） 

我大概鎖定三四個事件之後，再去逐一思考哪一個故事可能對看故事的人，會

比較有幫助（綜團羊老師 100/01/08） 

水老師提出如何將眾多事件和心情融合再一起寫成一個故事，羊老師回應撰寫

案例應該有聚焦在某些事件上面，以免閱讀者失去耐性。羊老師的回應與研究者

的想法剛好不謀而合。 

我就把一整個學年的大事情，我跟外婆之間的大事情都寫下來，寫下來之後，在

那個時間點的旁邊寫一些我覺得事件或時段我的心情，跟我們互動的方式，我的

問題在於這是一個好大的工程喔…我不知道要怎樣把他修得很順。（綜團水老師

99/12/25） 

我覺得是焦點，你的焦點在哪裡？我看你寫的那些日期，我想你只要先將日期刪

掉三個到四個的話，會更清楚…但是要小題大作啦，你就是 focus 在衝擊最大的

事件上面，因為我們沒有辦法花十頁去跟人家講一個故事，閱讀的人也會沒有耐

性，所以我覺得挑最重點的那個（綜團羊老師 99/12/25）。 

 選一些重要事件當主軸，刪去一些不重要的（綜團彭 99/12/25）。 

這個階段邀請兩位有撰寫案例經驗的研究參與者分享其撰寫的案例與撰寫的

經驗。君老師認為這樣的分享與討論對其案例撰寫是有幫助的。 

我覺得他們的分享很有幫助。因為我寫東西本來就是屬於比較慢的，像我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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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都是卡在最後的時候，時間很緊迫的時候才努力生出來，因為我覺得我是個產

出非常慢的人，每次都會很拘泥文字要怎麼寫，改來改去，然後可能剛開始寫這

樣下一分又想改掉，然後我那次聽飛老師這樣講，他說他的方式是一個事件這樣

去下筆，然後我覺得還蠻符合自己的思考方式。（訪君老師 100/01/28） 

此階段邀請飛老師與羊老師分享其之前所寫之案例，在討論過程中，研究

參與者針對兩位的案例提供意見，並且從其分享中了解撰寫案例的方法也解決

一些撰寫案例時遭遇到的困難，兩位研究參與者分享時，剛好接近寒假，寒假

之前先讓研究參與者分享其欲撰寫之案例計畫，寒假結束便進行其他研究參與

者所撰寫案例的討論與分享。 

（三）撰寫案例討論期 

本研究除了討論案例之外，在第一次案例說明會既已邀請研究參與者撰寫案例，

並在前幾次的案例討論中，陸續邀請就參與者分享其欲撰寫之案例，在分享案例之

前，研究者先分享撰寫案例的要素（附錄六），以讓研究參與者瞭解案例應該具備

的內容，並在案例網站中張貼案例內容的檢核表（附錄七），方便研究參與者在撰

寫案例時檢核自己所撰寫的案例。在第六次工作坊時請研究參與者分享其案例計畫，

分享撰寫之案例計畫是利用每次案例討論之後的時間分享。正式分享撰寫案例從第

九次工作坊開始，共進行三次。工作坊運作至此時共有七位參與者，七位參與者中

有五位寫出案例。下列為研究參與者所撰寫案例之簡介： 

(1)新手教師不要怕:此為正在進行的案例，是講述新手教師在第一年任教的適

應情形，大部分重點著重在與合班教師的互動上，部分著墨新手教師遭遇的

親師溝通困難。 

(2 )＂你們＂都是我的寶貝:此為幼兒特殊事件處理，但著重點在家長與教師之

間的互動與溝通。 

(3)愛玩捉迷藏的丁丁:為一特殊幼兒輔導的案例，案例主角為一多重障礙的孩

子，其喜歡跑出教師的行為造成教師疲於奔命地尋找他，他也造成教師班級

經營上的難題。故事也描述親師溝通上的難題。 

(4)帶刺的玫瑰:此為新手教師與合班教師相處的故事。故事呈現新手教師與合

班教師互動情形，以及其積極處理與合班教師相處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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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納豆小孩:為一特殊幼兒班特殊幼兒輔導的故事，其中包含家長教養幼兒與

親師溝通的議題。 

表 3-10 為研究參與者所撰寫之案例與其議題，從這些議題中可以發現親師溝通、

特殊幼兒輔導占大多數；而撰寫與合班教師相處議題的兩位教師皆為初任教師是屬

於現在進行式的案例，水老師所撰寫的案例也是現在進行式。其他研究參與者所撰

寫的案例皆為過去發生的案例。 

表 3-10 案例撰寫教師及其案例名稱以及相關議題 

教師 案例名稱 相關議題 教師 案例名稱 相關議題 

儀老師 新手老師不

要怕 

初任教師與合班

教師互動 

亭老師 帶刺的玫瑰 初任教師與合

班教師互動 

青老師 ＂你們＂都

是我的寶貝 

 

幼兒特殊事件處

理、親師溝通 

水老師 納豆小孩 特殊幼兒輔導

親師溝通幼兒

教養 

月老師 愛玩捉迷藏

的丁丁 

特殊幼兒輔導 

親師溝通 

   

此階段共進行三次，其討論方式為，研究參與者分享其撰寫之案例-而其他研究

參與者針對給予回饋和意見。因研究參與者的案例皆在撰寫中，研究參與者也將其

撰案例先張貼於網站上，方便其他研究參與者給予意見，而撰寫案例之研究參與者

也隨時更新其案例版本，而其他研究參與者也在工作坊之前先行閱讀。討論中，撰

寫案例者先說明自己撰寫的案例，並利用投影機介紹其案例內容，方便其他參與者

閱讀或回顧。 

討論他人撰寫案例時，研究參與者從閱讀者的角度針對案例內容給予意見，也

以自己撰寫案例的經驗給予撰寫方式建議，撰寫者也會澄清其他人提出的疑問。 

我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如果研究參與者撰寫的案例是過去式，大家會針對內

容的部分建議增減，或是分享自己相同的經驗。但如果是現在進行式的案例，大

家對針對研究參與者在案例中遇到的難題給予因應策略。無論是過去式或現在式

大家都會建議撰寫主軸（研究者日誌 100/01/22）。 

  1.討論案例內容與撰寫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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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君老師之案例時，青老師提出自己對初任園長如何與家長溝通部分感興趣，

並給予撰寫內容的意見。 

青：我覺得我很想知道他一個初任園長，怎麼跟家長溝通…就是他不是一直跟你

說要教什麼教什麼（綜團青老師 100/01/22）？ 

討論儀老師之案例時，其他研究參與者紛紛提出在故事中未交代清楚的部分如

主角性別、孩子的飲食習慣等等。 

月：男生？ 

儀：是男生， 

員：主要照顧者是誰？ 

儀：阿媽，媽媽和爸爸都在工廠上班，比較低社經地位， 

員：胃口也不好？ 

儀：他其實可以吃，我覺得是看他心情，心情好，給他讚美一下，他就開始吃，

吃幾口他就開始玩， 

月：跟小丁有點像（綜團 100/01/22）。 

針對儀老師所欲撰寫的案例其他研究參與者也提出標題和內文搭配性的問題，

並建議儀老師要將衝突點突顯出來。透過這樣的澄清與討論，儀老師也分享出並

未寫在案例故事中的內容，這些內容反而呈現出故事事件的張力，其他參與者建

議儀老師應該將這些分享的內容撰寫到案例之中。透過討論，協助案例撰寫者如

何將案例寫得更完整，更容易並吸引人閱讀。 

青：我就在想說那是我個人的偏見，或是這個內容跟題目上的搭配性。那個派系

不是很清楚（綜團青老師 100/03/26）。 

月：我覺得那個衝突點，讓今天要畢業的人思考，萬一我我沒有經驗，又是代課

老師，遇到一個這麼資深的老師…在這個過程中，我有沒有辦法去尋求別班的支

援，尋求過程中發現，這個老師跟其他班老師不一樣，那個點就出來了（綜團月

老師 100/03/26）。 

儀：我都是順著他去對那個小朋友，後來覺得好像有點不太對，因為發現小朋友

開始有排擠他的狀況出現，我就會跟那個小朋友，一對一說妳可以怎麼做，向玩

具那個事情，我搭班老師在旁邊看好戲，他說妳沒有人緣， 

彭：看好戲這種事情沒有寫，那個好有張力喔，像這樣子的對話讓你的故事更有

閱讀性（綜團 100/03/26）。 

在討論水老師之案例時，其他研究參與者也建議水老師要將故事中奶奶和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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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養態度不同的衝突點凸顯出來 。 

亭：可是衝突出現在那裡？因為阿媽說他剛開始是家人太放任，太寵愛他，結果

最後發現原來是阿媽，對啊，就是你，你都說別人 

彭：你都說是爸爸媽媽太寵了，結果是你太寵他？ 

亭：我那時候看，喔，原來是他， 

彭：那個衝突前面鋪陳好久，你不覺得嗎？ 

亭：前面可能有一部份在描述妹妹他的行為問題，比如說他挑食啊 

水：前面前幾頁，是第一次寫的，那時候寫的時候我還沒有照羊老師的意思將一

些東西刪掉，所以那時候像在寫日記，寫得很詳盡（綜團 100/01/22）。 

討論月老師之案例時，飛老師覺得月老師的案例閱讀起來相當如重臨現場，但

閱讀起來太過冗長，建議每小段給予標題或摘要，以方便閱讀。 

飛：可以讓我們真正看見，而且像我們是現場老師，可能看了真的很清楚。對於

不在現場老師，他們沒有真正現場的影像和脈絡，他可能這樣的寫法，這樣子是

我寫不出來的，但是如果我覺得如果沒有幫他提出一個小的標題，讓閱讀者一下

知道這一段…我記得我看過一種寫法，比如說，媽媽在乎什麼？你看見老師的痛

苦了嗎？前面先寫一小塊，類似我們說摘要，可能只是五六行（綜團 100/03/05）。 

閱讀月老師的案例時，大家建議月老師撰寫時應該有一主題或主軸，如聚焦在

特殊幼兒的輔導上或是與合班教師在處理特殊生問題時的衝突上。 

君：我不知道這是凸顯特殊幼兒的問題行為，很多很多特殊幼兒的問題出現，我

是覺得特殊小孩問題好像非常多，那老師在這邊跟家長做了哪些互動，好像比較

少提到，不知道是主題到底在哪邊？ 

青：他只是寫小孩的狀況和無奈。 

飛：如果他寫出對孩子的無奈和一般老師在教室會面臨的問題，也沒有不可以.. 

主軸是放在老師和小孩的一些問題和無奈上，然後之後呢？好像那個主軸沒有很

凸顯，建議他將省思寫在最後，這樣焦點比較清楚（綜團 100/03/05）。 

員：內心天使與惡魔的掙扎要寫出來，不是把內心惡魔天使打完架，天使贏了只

將天使寫出來，就是直接將矛盾寫出來， 

彭：就是把我積極作為和黑暗面都寫出來就對了 

員：對對對，這一塊也許就是，我案例的主軸是什麼？我要給誰（綜團 100/03/05）。 

在亭老師的分享中，青老師詢問亭老師要如何結束案例故事。亭老師說明自己

撰寫故事時，將轉換撰寫主軸為合班教師在意他人眼光以及與自己相處過程。 



79 

 

青：你要怎麼結束？ 

亭：我那時候在想說，中間有很多事件非常混亂，我也跟 PONG 談到過，要怎樣

呈現這個東西，如果以時間序列呈現有點雜亂，我原本預設的是說，如果我將他

改成，我發現玫瑰老師的一些，他很在意別人的眼光，比如說他很在意別班做些

什麼？我們班沒有做，必如說他很在意家長的觀感，就把這些問題，為主軸，比

如說很在意別人眼光之類的，中間再陳述我們之間發生的事情，以這樣的方式來

陳述（綜團 100/03/05）。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發現，在討論中研究參與者提供意見時，會依循著好案例的

條件來討論，如敘述品質佳內容要完整、連貫且真實；可讀性要高符合閱讀者閱

讀和理解能力，且能給予智慧上的挑戰；能觸動情感，人物生動有趣、情節懸疑；

也一直強調的衝突點，亦即能製造困境和衝突。 

2.針對案例中的困難提供經驗和對策 

而同為幼教現場教師，研究參與者對於案例中發生的事件，給予當事人處理方

法上之意見，甚至給予應對的策略，有時也引發自己分享實際經驗。以下是分享實

際經驗或提出對策的對話情形： 

亭老師的故事是描述其與合班教師的互動，飛老師分析當事人亭老師的性格是

隱藏自己的感受，而其故事中的合班教師需要被關心的。飛老師問亭老師自己接

下來要扮演怎樣的角色，他也從亭老師的故事中回想起自己初任時與合班教師互

動的情形。月老師也針對這個案例分析亭老師在故事中困境的原因是亭老師的合

班教師對自己的信心不足，而亭老師的學歷造成其壓力。 

飛：我現在知道的是，你跟他互動會有爭執的事件，然後或者說，我們可以去從

你們互動事件中瞭解你的特質，比如說有事件你回應一下，你都顯現出你壓抑的

挫折，或者是措手不及，我覺得看到的樣貌是這樣。如果你把他寫成他需要被人

關注的，應該再往深一層想，如果是這樣的合班教師，小巴你是要當什麼？你要

不要當他的小李子讓他將手放上來，如果你願意就算了，如果你不願意你要怎麼

做？ 

亭：我是想說，因為剛開始我使用的策略，真的是像飛老師講的這樣，什麼我都

幫他服侍的好好… 

飛：我覺得看到以前的我，你希望符應他，每次看他在上課，我就天使和魔鬼

在交戰，我覺得我到底要去幫他，比如招呼小孩趕快來上課之類的，還是我就

不要管他，看他要怎麼辦惡魔就跑出來。可是你又不想要失格..我和我合班教師

就不會發生這種問題，我在上課，特教生跑來跑去，你就是應該要協助，念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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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是為了孩子。（綜團月老師 100/01/22）。 

月：我覺得沒關係，問題出在，我覺得他對自己的信心不夠，就是說他覺得班

上有一個碩士給他壓力很大，他覺得他想要把你壓在下面，所以我覺得你去做

這些事，讓他覺得說有壓力（綜團月老師 100/01/22）。 

大家也紛紛提供互動上的建議，如寫卡片、感謝合班教師半年來的教導，讓亭

老師的合班教師在教學上有優越感，員老師分享自己在心理諮商學習到的技巧。 

員：寫卡片 

月：寫卡片其實也可以 

彭：至少為妳們兩個之間的關係破冰，如果你們兩個關係很僵 

月：因為下學期二月要開學 

青：不一定要針對這件事 

彭：感謝他這半年來幫助你啊。 

月：小小的東西，其實東西不用太貴，人家會感受到你的心意。…

因為我們剛入幼教，我覺得你還是要去放大他的優點，告訴他說你

在他身上學到什麼這樣，我覺得你要給他成就感。 

員：我去心理諮商學到一句話，我真的真的很喜歡你 

月：寫上去，我真的真的很喜歡你（綜團 100/01/22）。 

儀老師所撰寫的故事是身為初任教師觀察該合班教師，與同事相處、親師互動、

以及幼兒行為輔導的情形，月老師針對儀老師故事的陳述，提供儀老師實質的行

動建議，他建議儀老師要有班級教師的責任，建立健康的心態，勇敢的學習。 

月：甚至可以表達出我當下很想想去怎麼做，或許這樣做也會更好，比方說他

用言語上給這個小孩批評，讓其他小孩對這個小孩印象不好，可是其實妳也不

用看著，妳也可以稍微有一點作為就是說，我可以去製造怎樣的機會，將他們

一起來玩遊戲，就是下午角落時間，我今天可以不用順他，可是我可以去創造

機會（綜團月老師 100/03/26）。 

月：你怎樣建立一個健康的心態，讓這些初任他遇到一個五年十年老師的時候，

他有一個健康心態說，沒有關係，雖然我是初任，你五年十年，你本來經驗就

比較多，我本來就在學習，不怕嘗試錯誤，我今天就要對我自己的工作負責…

跟你講，每個人都是這樣走過來的，每個人都是從菜鳥走過來的，應該是心態

上應該要健康，今天我在這個班上就是 1/2，我對小孩要負責（綜團月老師

100/03/26）。 

青老師所撰寫的案例為親師溝通，困境在幼兒安全危機處理。員老師建議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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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家長可以有面子結束這件事情。 

員：所以我們的思緒應該是第一個給這個家長怎樣有台階，有面子下台，第二

個怎麼顧到他的裡子，在不給錢的狀態下怎麼滿足他，怎麼讓他理解到，我們

學校的處理就是應盡的責任，還有就是我們很有誠意的部分（綜團員老師

100/01/22）。 

青老師的案例中，家長希望老師多關注孩子的議題，引發飛老師分享之前遭遇

類似與家長溝通的經驗。 

飛：結果事先已經跟我講過，我跟阿媽說，好好好，我知道他比較小，我會多

照顧他，我覺得是那個家長要安心，開學阿媽在外面看，看一看他說，老師我

看你很久了，你真的沒有對我孫子比較照顧喔，沒有看他時間比較多喔（綜團

飛老師 100/03/26）。 

而亭老師的案例，引發討論幼教現場合班教師討論合班教師搭配的方法以及園

方應有的考量。 

員：可能我現在跟搭班老師磁場不合，可是我一定有合的部分，那就變成我可

以去跟人家請教練功，那就是增加我年資的潛在那種，潛在時間，我可以積極

的像小巴這樣對他的搭班老師，我也可以積極的求教別人，因為我的經驗只有

這個班，我可以增加別的老師已經交了很多班的經驗，那個也是年資的累積 

月：所以我覺得這點很重要就是說，今天你搭配新手老師，園所有沒有考量說，

你要去搭配的時候，你有沒有去考量說，你們這個園所，所營造的一些文化，

你可以讓這樣子的新手，能夠很順利的進入你們園所的文化。 

飛：搭班真是一個不合理的折磨。要送做堆還要生小孩（綜團 100/03/26）。 

從上述的討論發現，無論是針對案例所產生的內容給予因應對策或是引發省思

自己的經驗，這些案例都與研究參與者的教學場景發生過的事情相似或是普遍存

在的情形，所以能引起其他研究參與者的共鳴。誠如飛老師回應青老師初任教師

的案例是普遍的情形，對未來教師對於現場的了解有所幫助。 

我覺得越來越普遍這種現象，我覺得如果是閱讀者是那些實習老師，或是那些師

資培育機構正在上學的那些小女孩，我覺得他們可以看到很好的示範，以前我不

知道現場是這樣（綜團飛老師 100/03/05）。 

雖然研究參與者分享其案例時，引發其他研究參與者許多共鳴，但討論時仍會

擔心其所撰寫之案例是否有價值。討論時，其他研究參與者會給予撰寫者信心，

如上述飛老師鼓勵青老師所撰寫的案例對未來教師有幫助，飛老師和月老師在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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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說明故事時，回應其故事是有價值的。當君老師覺得自己案例不夠好時，青

老師也回應其案例的重要性。 

儀：我剛開始也有這樣的感覺。他說他吃完自己會走回來，我們在這邊看就好。

我覺得我這個案例是行為處理上的問題，然後，他看他心情好或壞，心情好就

表現好給你看，心情不好就是很多人來告狀這樣子，所以我不知道我這個案例

有沒有什麼價值性。 

飛：他講的每一個例子都很好玩，我覺得我們在現場都會看到，而且我覺得如

果是兩個老師在一起，基本上，這些都會出現，即使合班很久，我覺得都會出

現，比如說，今天你叫他吃完，後幾天又叫他可以倒掉，也是會ㄚ（綜團飛老

師 100/03/26）。 

月：有，很有價質性（綜團 100/01/22）。 

君：可是我覺得我寫完好像都在寫哪種，就是菜鳥日記那種感覺。 

P：沒關係阿 

青：很重要（綜團 100/01/22）。 

本階段的討論除了針對案例內容提供意見，還引發許多其它的討論如給予案例

事件的意見，就如亭老師所提討論撰寫的案例是對於修改是有幫助的，且由於亭

老師所撰寫的案例是現在進行式，其他研究參與者針對其與合班教師互動方式提

供意見，也幫助他在合班教師互動關係的增進；而討論也增加了研究參與者撰寫

案例的信心。 

我們這樣討論，對於後面要修，是有幫助的…我利用大家給的方法，漸漸和他

建立關係，就是整個我跟他之間的那個互動的默契，可能慢慢地建立起來（訪

亭老師 100/10/15）。 

我們這樣討論，對於後面要修，是有幫助的，對對對，不然我覺得我就是呈現

這一面給你們看，某一面（綜團飛老師 99/12/25）。 

彭：今天討論有沒有信心 

儀：有有有，回去再加一些東西（綜團 100/03/06）。  

本階段先由研究參與者分享其撰寫之案例，接著透過討論，不僅對研究參與者

撰寫案例給予內容和方法上的建議和澄清，也針對案例引發的經驗給予回饋和解

決方法，透過此階段的討論，增強研究參與者撰寫案例之信心。接下來則針對工

作坊結束之後，工作坊研究參與者在工作場域上有何影響或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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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坊結束後-團體訪談 

本研究在案例教學工作坊結束之後，針對案例教學法對幼教在職教師省思與教

學實務的影響進行團體訪談，團體訪談共進行兩次，分別在工作坊結束後一個半

月至二個半月後進行，期能透過團體互動激發研究參與者參加工作坊後的想法，

以及對其工作場域或教學的影響，進而激發研究參與者間的意見、觀點和反應。 

每次團體訪談時間大約一個半小時至二個小時之間。第一次團體訪談時，為讓

研究參與者對工作坊進行之內容有所記憶，研究者提供一張每次工作坊進行的主

題與內容簡表，並將案例的議題列出，且在團體訪談之前針對每次工作坊內容進

行口頭概要說明。 

這個手上這張表就是讓大家回顧一下，這幾次工作坊我們大家做了些什麼，第一

次是我們有做一些案例知能的討論，然後第二次還記得跳動百分百嗎？就是梅霆

過那個案例，再來梅霆過就是有包括各殊生和親師溝通的部分，就是媽媽後來不

太高興，然後大風小草…（綜團彭 100/04/23）。 

第一次團體訪談時，研究者列出幾個訪談的題綱以瞭解研究參與者在案例教學

工作坊的收穫與影響，並請研究參與者針對工作坊的運作情形提供意見和看法。

第一次焦點團體的討論題綱如下： 

1.工作坊中，印象最深刻的案例是哪一個，為什麼？ 

2.案例中那些部分影響到工作？ 

3.案例撰寫的幫助有哪些？ 

4.討論案例和案例撰寫增加自己那些能力？ 

5.經過案例教學工作坊之後，對案例的看法是否有所不同？ 

6.對工作坊形式的建議為何？ 

討論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案例時，研究參與者除了提出印象深刻的案例之外，也

談到那些案例對自己的影響或提醒。討論過的案例中幾乎都有研究參與者對其印

象深刻，的案例通常都與自己現在處境雷同或是能引起其共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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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月老師印象最深刻的案例是「不進教室的小黑妞」，他認為案例故事中教師

的做法和他的做法截然不同。 

月：…小黑妞那個景就留在腦海裡面，奇怪那個小孩就是胖胖的，老師在外面

陪他上課，那個都非常深刻，就像我剛剛講的，我們的處理方法絕對不是這樣，

在什麼情況下老師可以做到那個樣子。（綜團月老師 100/04/23）。 

而青老師的案例也引起許多研究參與者的討論，青老師的案例提醒研究

參與者親師溝通時理解家長的想法的重要性。飛老師、亭老師都提到這是自

己印象最深刻的案例。 

飛：對，所以我覺得說當我看到這個案例的時候，我會更謹慎思考，家長會怎

樣想，是我教了十幾年我反倒更疏忽，我本來就是這樣，對，所以我覺得這個

案例，雖然看起來那事件，就是常常看到（綜團飛老師 100/04/23）。 

亭：每個小孩你都要很注意，他只要在學校裡面發生的什麼事，有可能是校外

發生的什麼事我們也要注意（綜團亭老師 100/04/23）。 

而羊老師所分享之案例中，討論到孩子監護權的問題，君老師目前也在

處理類似的個案，因此引發其對羊老師案例的共鳴。 

君：因為他那是案例講到監護權的問題，湊巧我們班上也有這樣的問題（綜團 

君老師 100/04/23）。 

為了維持焦點團體訪談的品質，訪談時間盡量不超過二個小時，由於第一次焦

點團體訪談研究參與者踴躍發表意見，因此部分討論題綱延續至第二次焦點團體，

第二次焦點團體的討論題綱如下： 

1.案例教學工作坊對教學實際做法的影響？ 

2.案例撰寫的困難？ 

3.參加團體的收穫？ 

兩次的焦點團體訪談與先前的案例討論氣氛雷同，唯一差異是研究參與者沒有

案例討論。經過十一次的案例工作坊，研究參與者之間已建立不錯的情感，大家

對於討論議題皆踴躍發言。且在分享這些案例對其現場工作的影響時，提到自己

的類似的經驗，更引起其他研究參與者的討論，這也達到團體訪談透過參與者的

發表引發其他參與者相同意見的用意。下面例子是青老師案例對大家的影響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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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注意家長的想法，亭老師提出要更仔細地照顧孩子，其他研究參與者在他提出

自己的例子時，也紛紛提出相同經驗，而讓討論有研究參與者互相交織發表的情

形。 

亭：…阿媽以為小孩是隔壁阿媽帶回去，然後我們只好打電話跟阿媽說，阿媽

小孩在我們這裡。 

儀：我也遇過，阿媽以為小孩在身邊，小孩自己回去了，阿媽找不到 

亭：即便小孩出了校門，我們也不能安心 

儀：放學時間 

飛：我們也是阿，因為我們小學社團，我們沒有課留，因為他們不要留課留，

他們上小學社團，小學社團還有為幼兒開的，我們去十三個，就是上跳舞課，

星期五發棉被，整個星期五上跳舞課，書包和棉被都在幼稚園，然後放學我們

都放兩次，四點放一次，幫他們將跳舞衣通通整好，跳完之後（綜團 100/04/23） 

誠如青老師提到，在不同場域中大家都會遇到類似的事件，且用同樣的方法處

理事件，可見案例若與研究參與者所處情境或經驗相關時更能引發他們的想法。

而也驚訝於自己的案例可以引起如此大的迴響。 

青：每次來這裡可以遇到很多不同的案例，我覺得很棒，我覺得我們在不同場

域，這句話大家也都講過，在不同場域，大家遇到的問題都是那一些，原來都

一樣，大家都有遇到，大家都遇到時都用過一些 

飛：類似的方法，或情感 

青：是，都有同樣的感受，我覺得很妙，今天這樣整體回顧的時候，尤其是我

沒有想到我的案例會帶給大家一點點啟事這樣（綜團 100/04/23）。 

對於研究參與者所提到的影響或收穫將在省思與教學實務提升中說明，這裡僅

就運作方式進行說明。 

 

第四節 資料收集方式 

本研究之資料收集方式以個別訪談、案例討論、團體訪談、文件檔案進行收集，

資料蒐集時間從 99 年 8 月 28 日案例說明會至最後一次訪談 101 年 4 月 6 日止，以

下就各項資料進行說明： 

壹、個別訪談 

訪談可以瞭解受訪者所思所想和情緒反應、他們生活中曾經發生過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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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行為所隱含的意義（陳向明，2002）。在案例教學工作坊過程中，研究者進

行個別訪談，以瞭解研究參與者案例討論與撰寫過程中教師的想法、期望及困難

點，對案例知能的轉變、其教學實務中發生的事情，從中瞭解案例教學工作坊對

其教學實務以及教學省思的提升等等。個別訪談有別於案例討論，雖然研究參與

者在案例討論時，也會針對其參與工作坊的困難或收穫進行分享，但個別訪談可

以讓研究參與者在沒有他人存在的壓力下說出自己的想法。 

為了配合研究參與者的時間，訪談時間大多約在下班後或周末，每次訪談時

間約一個小時，訪談定點則大多定在研究參與者方便到的地點，如研究參與者工

作地點附近，方便其下班赴約，或是研究參與者住家附近，方便其訪談後快速返

家處理家務，有時也約在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求學時熟悉的地方。訪談地點以氣

氛輕鬆，又不吵雜的環境為主要考量，大多訪談約在用餐時間，研究者與研究參

與者先行用餐，用餐完畢才進行訪談，雖然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皆為舊識，可以

免除建立關係的程序，但誠如黃光雄（2001）提到大部分的訪談從簡單的、輕鬆

的談話開始，使訪談保持輕鬆。所以當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用餐時，並不正式開

始訪談，而是談一些生活瑣事，以為後續訪談暖身，也避免因為研究訪談而讓氣

氛過於正式而緊張。研究者在案例說明會中已經說明，有關工作坊任何資料皆會

保密，僅在研究上使用，且所有資料皆會經過匿名處理，這也增加訪談時的信任

度。 

每位研究參與者訪談一至三次，視研究參與者可以配合訪談的時間而定，第

一次訪談在第二次案例討論之後進行，約99年10月訪談。第二次訪談在研究參與

者開始撰寫案例草稿時進行，約100年1月訪談，也正是寒假開始，工作坊進行一

半的時間。第三次訪談則在工作坊結束之後的下一學期。 

訪談採半結構型的訪談，研究者依三次不同訪談時機，訂下不同的訪談提綱，

訪談提綱作為一種提示。研究者提問時，也鼓勵研究參與者提出自己的問題，或

是說出訪談提綱以外但與研究相關的議題，研究者根據訪談具體情況對訪談程序

和內容進行靈活調整。第一次訪談在討論過兩次案例進行，訪談的主要目的是瞭

解其參與兩次工作坊之後與期望相符、參與工作坊的收穫、工作坊對教學的影響、

案例的計畫、對工作坊運作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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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訪談時，研究參與者大多已經訂下案例主題，並且著手撰寫草稿，因

此，此次訪談焦點在其撰寫案例的難題以及參與工作坊的收穫，也訪談研究參與

者對於案例網站使用的情形。此次的訪談中，研究參與者大多會將自己撰寫的案

例說明清楚，說明過程中呈現自己撰寫上的盲點或是困難，如資料取捨的問題，

也有研究參與者藉由訪談對自己案例的說明，向研究者確認案例的可行性與價

值。 

第三次訪談在工作坊結束後的下學期進行，主要目的在瞭解研究參與者在經

過一個暑假的沉澱之後，其案例撰寫完成的情形，以及案例教學工作坊中的案例

討論以及案例撰寫對其教學實務的影響，瞭解回顧案例教學工作坊的歷程，對案

例教學工作坊以及研究參與者的收穫為何也是訪談的目的之一。表3-11為三次訪談

時間及重點 

表 3-11 個別訪談時間以及重點 

訪談次數 時間 訪談重點 

第一次 99.10-99.11 參與工作坊的收穫 

工作坊對教學的影響 

案例的計畫 

對工作坊運作的建議 

第二次 100.1 撰寫案例的難題 

參與工作坊的收穫 

案例網站使用的情形 

第三次 100.9-12 案例撰寫的情形 

案例教學工作坊中的案例討論以及案例

撰寫對其教學實務的影響 

案例教學工作坊以及研究參與者的收穫 

並非每位研究參與者都能言善道或有概念、想法，部分研究參與者在研究者

詢問問題之後，僅回應簡單想法，因此研究者會鼓勵研究參與者深入對話，如研

究參與者說明自己的收穫或在實務上的應用，研究者鼓勵其舉例。大多研究參與

者都可以針對研究者的提問侃侃而談，甚至提供許多訪談提綱以外的訊息。所有

的訪談皆進行錄音，錄音前研究者徵求研究參與者的同意，所有錄音檔皆轉譯成

逐字稿，以利資料分析（訪談稿見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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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2為每位研究參與者接受訪談的時間，由於玉老師、兆老師參加三次之後

便沒有參與案例教學工作坊的討論，而羊老師僅參加99年上學期的討論，飛老師

也因時間關係，此四位研究參與者皆僅訪談一次。其餘研究參與者皆訪談兩次以

上，而君老師下學期因懷孕請安胎假，因此也沒有進行最後一次訪談。本研究共

計訪談研究參與者計23人次。 

表 3-12 研究參與者訪談時間表 

教師 訪談日期 教師 訪談日期 

玉老師 99.11.11 兆老師 99.11.11 

君老師 99.10.12 

100.01.28 

亭老師 99.10.10 

100.01.26 

100.10.15 

飛老師 101.4.05 羊老師 100.12.07 

儀老師 99.10.16 

100.01.27 

100.11.18 

青老師 99.10.13 

100.01.28 

100.11.15 

水老師 99.11.15 

100.01.26 

100.08.19 

員老師 99.11.10 

100.01.28 

100.10.26 

月老師 100.01.24 

100.10.11 

  

貳、案例討論 

為瞭解研究參與者在案例討論之內容，本研究也針對案例討論之對話進行錄

音，並分析教師對話內容，以瞭解其對話內容情形。也藉此討論對話分析瞭解研

究參與者在討論過程中的參與情形和在工作坊中所扮演的角色。 

案例討論分為兩種，一位討論他人撰寫之案例，一為討論研究參與者所撰寫

的案例，前者的討論對話中，研究參與者分享其對案例的看法與觀點，甚至與自

己的經驗連結。而後者的討論中，研究參與者分享自己的經驗，以及撰寫案例的

方法、歷程與困難，並省思自己在案例故事中的作為，這些研究參與者所撰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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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經過討論，也引發其他參與者提供撰寫案例意見，以及和案例故事中相關

的經驗分享。從案例的討論中，也可以瞭解研究參與者教學實務的想法的改變。 

本研究進行之案例討論共十次，除第一次有小組與團體討論之外，其餘九次皆

為大團體討論與綜合討論。每次案例討論之錄音轉成逐字稿之後，張貼於案例網

站之中，一方面讓研究參與者回顧討論內容，一方面也可讓研究參與者檢核其在

參與過程中的發言狀況（案例討論內容見附錄五）。 

參、團體訪談 

焦點團體訪談是指研究者運用訪談技巧，運用在團體的情境，並透過團體

互動與討論過程，來達到收集資料的目的，研究者可以短時間內，針對焦點議題，

收到大量語言與非語言資料，焦點團體訪談的優點是可以節省時間、容易進行；

透過團體討論特定議題；團體互動激發多元觀點（引自潘淑滿，2003：160 ）。 

而陳向明（2002）也提到焦點團體有許多個別訪談沒有的優勢，可以發揮一

些比較獨特的作用。其中比較獨特的作用有 1.訪談本身作為研究的對象；2.對研

究問題進行集體性探討；3.集體建構知識。焦點團體中研究參與者被鼓勵相互之

間進行交談，而不僅僅是向研究者談話。在集體環境中研究參與者一起對研究問

題進行思考。大家透過相互補充、相互糾正、討論內容往往比個別訪談更具有深

度和廣度。而一個理想的焦點團體訪談中，研究參與者不是單獨地對著研究者說

話，而是自己相互之間進行交談，參與者相互之間激勵。焦點團體的基本假設是

個體的知識是從一個複雜的、個體與他人互動的人際網絡中湧現出來，在這種網

絡互動中參與者的視角會通過集體的努力獲得拓展，進而接觸到更加具體的知識

內容，深入到更加深刻的認知模式。 

也因此本研究在案例教學工作坊結束之後，針對案例教學法對幼教教師省

思與教學實務的影響進行焦點團體訪談，期能透過團體互動激發研究參與者對於

案例教學法的想法，並透過分享激發自己的意見、觀點和反應。 

本研究共進行兩次焦點團體訪談時間，分別是 99 年 4 月 23 日及 99 年 5 月

28 日，每次焦點團體訪談時間大約一個半小時至二個小時之間。第一次焦點團體

訪談時，為讓研究參與者對工作坊有所記憶，研究者提供每位研究參與者一張工

作坊每次進行的主題與內容簡表，並將案例的議題列出。並且針對每次工作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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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進行口頭概要說明。第一次的焦點團體訪談時，研究者列出幾個訪談的題綱以

瞭解研究參與者在案例教學工作坊的收穫與影響，並且針對案例教學工作坊的運

作情形給予意見和看法，以下為第一次焦點團體的討論題綱： 

1. 工作坊中，印象最深刻的案例是哪一個，為什麼？ 

2. 案例中那些部分影響到工作？ 

3. 案例撰寫的幫助有哪些？ 

4. 討論案例和案例撰寫增加自己那些能力？ 

5. 經過案例教學工作坊之後，對案例的看法是否有所不同？ 

6. 對工作坊形式的建議為何？ 

為了維持焦點團體訪談的品質，訪談時間盡量不超過二個小時，由於第一

次焦點團體訪談研究參與者踴躍發表意見，因此部分討論題綱延續至第二次焦點

團體，第二次焦點團體的討論題綱如下： 

1. 案例教學工作坊對教學實際做法的影響 

2. 案例撰寫的困難 

3. 參加團體的收穫 

焦點團體訪談進行過程中，研究者除了要掌控研究參與者的發言不離題，

尚須注意較少發言的研究參與者是否有發言的機會，並且給予機會輪流發言。潘

淑滿（2003）提到團體成員的個性與地位不同，這些都容易造成團體中的「領導

者效應」，使得少數人占據發言空間，反而讓其他成員坐冷板凳成了聽眾。主持

人必須在不傷及成員尊嚴的原則下，促使團體成員來表達意見。 

兩次的焦點團體訪談與先前的案例討論氣氛雷同，唯一差異是研究參與者

手邊沒有案例供討論，但經過近十次的案例工作坊，研究參與者之間已建立不錯

的情感，大家對於討論議題皆踴躍發言，但平時有幾位研究參與者較多是旁觀、

旁聽者的角色，在焦點團體訪談中，為了聽見他們的聲音研究者適時的將發言權

交給較少發言的研究參與者，如利用發言空檔詢問較少發言之研究參與者意見，

但也不強迫發言以免造成研究參與者勉強與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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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文件檔案 

一、案例分析與回饋 

本研究收集研究者之案例分析，Shulman（1992）指出案例討論可以分成三個

部分，一是在討論前針對案例進行分析，可以是回答幾個和案例相關的問題，二

為進行案例討論，三是撰寫事後省思。在進行討論前的案例分析，研究者提供案

例相關的問題供研究者分析案例，最後的省思可以是針對先前的分析進行修正或

是針對整個討論的過程的省思和收穫。研究參與者在案例討論前之分析，與案例

討論後之回饋亦是所要收集的資料。 

這些案例分析是針對他人撰寫之案例進行分析，透過分析研究參與者可以更

清楚了解案例所要呈現的內容、主軸、角色、以及衝突等。研究者在案例討論之

前將案例分析之議題與案例故事事先交予研究參與者，或張貼於網站中。透過案

例分析，研究者可以了解研究參與者對案例的想法及觀點。 

本研究討論四個已出版之案例，共產出 23 篇分析，表 3-13 為各案例所產出

之案例分析篇數。除第一次案例討論分析篇數較少，研究者在當天的討論重申分

析對本研究的重要性，因此第二次案例討論之後，分析篇數便增加。 

表 3-13 案例分析篇數 

案例故事 跳動百分百 教室裡的平行關係 賽車男孩 小黑妞 

分析篇數 3 8 6 6 

案例的回饋是為了瞭解研究參與者在參與討論之後其對案例內容的想法是否

有改變或增加。回饋的題目是於案例討論後交予研究參與者，張貼於網站之中，

研究參與者也將回饋張貼於網站中，為了避免研究參與者書寫的壓力，回饋的題

數大約二至三題。在研究參與者案例撰寫逐漸完成之後，也有參與者在網站中針

對其他研究參與者撰寫之案例或是張貼於網站中供參考的案例給予饋。研究參與

者供撰寫 23 篇回饋，其一篇是針對參考案例回饋，一篇是月老師在案例工作坊結

束之後，再次閱讀賽車男孩的討論內容，而給予的回饋。 

二、研究參與者撰寫之案例 

研究參與者撰寫之案例也是文件建檔收集之一，從研究參與者歷次所撰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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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中，可以瞭解研究參與者撰寫案例的方法，撰寫案例過程想法的轉變，由於

案例中有含有研究參與者的省思，從中瞭解其想法的轉變。 

分析研究參與者所撰寫的案例也可以瞭解其關注的焦點，有的研究參與者寫

的是現在進行式的案例，與其目前教學的困難有關，而有的研究參與者則撰寫過

去發生的案例，過去影響自己最深的教學案例，因此研究參與者呈現的案例與其

教學歷程中，關注的焦點有關。本研究共收集五篇研究參與者所撰寫之案例。其

案例與相關議題如前述表 3-10。 

  三、網站資料 

本研究建置案例網站，希望透過網站的建立，幫助研究參與者隨時可回顧案例

工作坊的歷程。為了保障每位成員在網站中的發言，並且避免倫理上的問題，進

入網站需要輸入帳號密碼方可登入網站，每位研究參與者皆有一組帳號密碼，且

帳號為代號，研究參與者可視自己需要修改代號。 

網站建置完成之後，研究者利用工作坊時間說明網站的使用方式，由於許多研

究參與者在網站的使用上仍遭遇到困難，因此研究者將使用方法詳細寫下，並

Email 予每位研究參與者。 

網站內容將包含最新消息、案例故事、相關資料、案例討論、案例撰寫、討論

區以及活動剪影，最新消息與活動剪影較少使用，因此不加以說明，以下針對每

一區塊附上網站圖片加以說明： 

（一）案例故事 

在案例故事中研究者張貼過去與林育瑋教授案例團隊中與現場教師共同發展

的案例，共十七則，期望透過閱讀案例也可以激發教師思考，並提供其案例撰寫

的參考。也希望可以引起研究參與者對這些案例的想法，也針對這些案例故事給

予回應。圖 3-1 為案例網站案例故事以及其回應情形和點閱人次。 



93 

 

圖 3-1 案例故事及回應情形 

對於網站提供的案例，有研究參與者認為可提供案例撰寫的參考，但也有研究

參與者認為對自己撰寫案例無幫助，反而讓造成困擾。其實這些案例除了提供撰

寫時的參考之外，研究者的另一個用意是讓研究參與者閱讀之後，更能瞭解幼教

現場的複雜性。 

我覺得會有幫助，可是我會，像我剛剛講的我的習慣不一樣，我會覺得我比較會

想看，別人到底是怎麼寫的，可是比較抓不到那個可能結構阿或是什麼（訪青老

師 100/01/26）。 

想說唉呦，人家怎麼寫這麼好，人家怎麼樣，擾亂（訪月老師 10/01/24）。 

水老師在談論到印象最深刻的案例時，並非是我們在工作坊中討論過的案例，

而是在網站上的案例故事「付出與得到」，這個案例故事是有關親師溝通的議題。

從水老師的分享，可以了解到，透過閱讀網站上的案例也可引起研究參與者的反

思。 

水：我想一下，妳說最有感觸的，不是討論的，是有一個家長一直寫信就是有一

個家長意見超多的 

彭：英文老師，就是聯絡簿一來一往的那個， 

彭：為什麼那個感觸最深 

水：就是他到底在意什麼？他為什麼可以在意那麼多點，又就覺得很想知道他在

想什麼？就這些事情有那麼重要嗎（綜團 100/05/28）？ 

（二）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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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料中提供研究參與者有關案例討論與撰寫的相關資料，如符合案例條件

的案例檢核表、案例撰寫的方法、案例的基本要素、以及案例討論中綜合討論中

的 power point 資料等等，這些資料提供研究參與者討論與撰寫案例的參考。詳細

資料內容如附錄。圖 3-2 為相關資料的內容： 

 

 

圖 3-2 案例網站相關資料 

（三）案例討論 

在案例討論區域中的內容為工作坊案例討論的案例以及研究參與者所撰寫之

案例分析與回饋。研究者將每次討論的案例張貼於網站中，每位研究參與者依自

己的帳號密碼進入網站之後，可以張貼自己的案例分析與回饋。研究者也將每次

的案例討論內容逐字稿張貼於網站之中，以讓研究參與者隨時回顧。圖 3-3 案例網

站案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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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案例網站案例討論 

如青老師在「在不進教室的小黑妞」討論之後，在網站上回饋大家在討論時，

所分享經驗和策略都類似，和小黑妞的教師使用策略有所不同。 

這次大家的討論相當有意思，每個人都發表自己所遇到各式各樣的孩子，討論的

過程中我發現大家遇到孩子分離焦慮的情況大同小異，大家所會運用的策略也很

類似，而且大家都是會想辦法讓孩子先進到教室裡面來，這點就跟小黑妞的老師

作法非常不同（網路回饋青老師 99/11/20）。 

張貼案例討論的逐字稿，是為了讓研究參與者在撰寫回饋或是未來回顧的參考。

水老師在看到逐字稿之後，回應彷彿看到當初討論的情景。 

呵呵是逐字稿耶!有些對話看了就回憶起畫面了~~（網站回饋水老師 100/12/25）。 

（四）案例撰寫 

在案例撰寫區域中，研究參與者可以隨時上傳其撰寫之案例草稿或完成之案例，

其他參與者可以閱讀並給予回饋。圖 3-4 為案例網站中之案例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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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案例網站中之案例撰寫 

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回針對已經張貼於網站上的案例給予回饋和鼓勵。 

水老師，恭喜你完成了，但建議你可以再分些小標題，讓閱讀者閱讀起來更清楚。（網

站回饋研究者 99/10/20）。 

儀，故事整個閱讀下來很容易閱讀，但有一種感覺都在批評你的合班教師，要不要思

考轉換撰寫的焦點。（網站回饋研究者 99/12/11）。 

完成了耶，閱讀起來好有畫面。（網站回饋月老師 100/01/20）。 

研究參與者陸續將撰寫好的案例張貼於網站上，對其他尚未完成案例的研究參

與者是一種激勵，鼓勵其他研究參與者撰寫案例。透過他人撰寫的案例，研究參

與者也思考自己欲撰寫案例的方向。 

我昨天有先看…因為看到他寫的，所以我就想說再不動筆不行…看完大約十一點

半，後來想說不行，要趕快寫，趕快寫小丁。不寫不行，一定要給他寫下去才行，

我不能給他偷懶，我去看人氣會加一，所以多點幾次人氣就會增加（綜團月老師

99/11/20） 

看月老師的案例，我在寫小熊也有同樣的問題，類似，到底這個文章我要傳達什

麼（綜團員老師 100/01/22）？ 

（五）討論區 

討論區中，研究者將案例回饋及分析的題目張貼於此，讓研究參與者更容易取

得回饋與分析的議題，另外，有時也會邀請研究參與者張貼工作坊討論外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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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案例撰寫主題的擬定。圖 3-5 為案例網站中之討論區。 

 

 

 

 

 

圖 3-5 案例網站中之討論區 

有研究參與者提到，網站的資料中張貼了大家討論的內容，這些內容都是大家

的經驗和智慧，且網站中有許多案例故事；而且進入網站可以閱讀到其他研究參

與者的案例、回饋等，內容相當豐富，因此建議未來研究結束網站仍應該維持，

以便研究參與者可以隨時進入網站閱讀並參考當中的資料。 

有網站有個好處，因為你們可以看到別人的東西，所以以後還會有嗎？…就是

說你畢業以後還會有嗎（訪青老師 99/10/13）？ 

我覺得應該要留下來，因為我覺得那裡的資源很豐富，之前討論的內容 PO 上

去，就像你之前那一本書，真的是精華，老師都有回饋，可以回過頭去看那些東西，

去看別人的想法是什麼，我覺得那個不能丟，我覺得可以參考（訪儀老師

100/11/18）。 

工作坊結束之後，仍有研究參與者回到網站，閱讀案例與當初討論的逐字稿。

水老師重新閱讀「教室裡的平行關係」的逐字稿並回饋，重新閱讀讓他再次思考

當初討論的內容，並且提出幼教教師要擴展生活圈避免教室裡的發生的點滴事情，

成為生活的重心。 

再看一次這個主題讓我想到彭彭老師說過的一句話，「世界上沒有本來就完全適

合的兩人，只有調適得好的兩人。」…我覺得老師要有另外生活圈和娛樂啦，

至少遇到困難的事情或煩惱，也不會因此而成為你生活中唯一的「大事情」，籠

罩在那氣氛中多痛苦（網站回饋水老師 100/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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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案例網站中，透過閱讀其他研究參與者的案例分析，可以瞭解研究參與者對

於他人案例、分析的回應，以及對自己的省思。個人省思的書寫或是線上討論，是

小組討論的延續，參與者可以有機會省思案例對自己和工作的意義。 

四、研究者日誌 

研究者觀察並聆聽參與老師討論的情形，針對每次討論的進行方式來分析案

例討論的歷程，並寫成反思記錄，提供下一次討論的參考。誠如黃光雄（2001）

提到，研究者應該在實地研究上清楚記錄個人想法、使用策略、省思或感想以及

預設立場。因此每一次的案例討論結束，研究者記錄當次討論的氣氛、運作形式

的省思、研究者在案例討論中的角色省思、研究參與者在討論中的反應、想法與

參與程度，而閱讀案例討論逐字稿之後，研究者也會將閱讀想法寫下來，從中省

思案例討論的進行方式。另外，與參與者訪談後的感想亦是日誌內容的一部份。 

五、其他文件檔案 

研究者亦收集研究參與者提及與案例討論或案例撰寫之文件檔案，如日誌、

教學省思、個案記錄、個別化教學計畫以及隨手札記，透過這些資料瞭解研究參

與者在教學上的作為以及想法。其他文件檔案部分，研究者收集到月老師的個案

觀察記錄、青老師的治療師回覆便利貼以及其設計之家庭聯絡簿，還有員老師的

隨手札記。 

 

第五節 資料分析 

研究者將檢視所有原始資料與文件，以歸納出若干要項。資料分析並非在

資料收集完畢後才實施，將伴隨資料蒐集同時進行，以掌握研究焦點。將所蒐

集、轉譯後的文字資料依照事物的相同與不同加以分類（Spradley & McCurdy, 

1988），並加以分解、指認現象，將現象概念化，再以適當方式將觀念重新綜合，

此種「編碼類別」（coding category）即為分析資料的核心工作。故在本研究中，

資料分析主要以分析（analytic induction）、隨時比較（constant comparison）等

非結構化的方法，將資料中逐漸出現的要項（category）歸類統整，並持續融入

相關資料。過程依序為：建構文本、發展暫別性編碼、指出相關主題次級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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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聚集形成主要概念、尋找意義描繪深層結構。 

 

 

 

 

 

 

 

 

 

 

 

圖 3-6  資料分析示意圖 

資料來源：修正自 Carney, T. F.（1990）.Collaborative inquiry methodology. Winsor, 

Ontario: University of Winter. 

一、建構文本（ text）  

每次工作坊結束之後，研究者會儘快地完成案例討論錄音資料的謄稿，並且

張貼於案例網站中。研究參與者的案例分析與回饋也是在工作坊結束之後，整理

於個別的檔案夾中。研究者省思也在工作訪結束之後，參閱筆記儘快整理書寫完

畢並建檔。個別訪談的錄音檔，則聘請工讀生進行謄稿，完成之後，研究者會再

次確認其內容的正確性。也讓研究參與者確認訪談逐字稿內容是否符合其原意，

之後修改形成文本資料。 

二、發展暫時性的編碼類別（categ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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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形成之後，研究者詳細閱讀文本內容，將每個段落分成或二個小單位，

並以一句話簡述，並加以編碼；之後將分析出的小單位將內容相近的單位加以合

併分類、命名。此時研究者文本資料分類命名為:省思現在、省思過去、省思制度、

案例應用、特殊幼兒輔導、親師溝通、記錄、合班教師互動、案例工作坊運作方

式、壓力以及研究參與者角色、信任關係、案例選擇、研究參與者互相激勵、討

論促發者、討論、收穫、連結過去經驗、與他園比較、積極行動等。 

三、找出相關主題（themes），形成次級概念 

再進一步審視這些類別與文本資料時，我發現這些類別概念過於龐雜，將分

析重點著重在研究目的案例工作坊之運作、教學省思、教學實務等。因此先暫時

刪除較不相關的類目內容，如連結過去經驗、發現別人比自己慘。而省思過去、

省思現在、收穫、積極行動的內容過多又有重複，因此將這兩各類目拆開重整並

與親師溝通、與合班教師互動、特殊幼兒輔導、幼兒觀察記錄等概念合併。工作

坊運作形式也包含許多內容而拆成時間、討論方式、分析功能等。也有類別相似

可以合併的有：研究參與者互相激勵、信任、討論促發者合併為研究參與者的互

動關係。 

這時發展出的次概念有：時間、討論方式、分析與回饋、研究參與者的互動

關係、壓力、親師溝通、與合班教師互動、特殊幼兒輔導以及幼兒觀察記錄、研

究參與者的互動關係、案例選擇等。 

四、資料聚焦，形成主要概念 

研究者一方面將這些次級概念再進行分析歸納，另一方面也將資料與研究目

的對照，而形成工作坊運作形式、影響工作坊運作因素、教學省思、教學實務等

主要概念。 

工作坊運作形式下有：時間、討論方式、分析功能；影響工作坊運作因素有：

研究參與者互動關係、壓力、案例選擇等；教學省思有：省思親師溝通、省思特

殊幼兒輔導、省思與合班教師互動、觀察記錄以及其他；教學實務有；親師溝通、

與合班教師互動、特殊幼兒輔導、觀察記錄等。表 3-14 為本研究之分析歸類命名 

 



101 

 

表 3-14 分析歸類命名表 

主要概念 次要概念 次次概念 

案例工作坊運作形式 時間 

討論方式  

分析與回饋 

 

 

影響工作坊運作因素 壓力 

案例選擇 

 

 

研究參與者互動關係 

 

出席狀況 

 

引發省思 

教學現況 

教學經驗 

討論促發者、激勵者 

信任與情緒支持 

時間安排 

書寫壓力 

參與者身體與家庭狀況 

教學省思 省思親師溝通 

 

 

省思與合班教師互動 

 

 

省思特殊幼兒輔導 

 

 

其他 

積極度 

學校安全處理流程 

家長立場思考 

別人比自己慘 

溝通積極度 

謹言慎行 

輔導幼兒的態度 

活動融入一般課程之中 

幼兒觀察記錄 

巡輔制度與研習課程 

學校專業成長 

教學實務 親師溝通  

 

合班教師互動 

 

特殊幼兒輔導 

 

 

觀察記錄 

 

運用方法積極溝通 

站在家長立場思考 

感恩合班教師 

運用方法積極互動 

設計活動於全班活動中 

積極尋找資源 

與家庭合作 

重視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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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描繪深層意義 

透過建立文本以及逐步的編碼、聚焦概念，研究者最後則是尋找資料深層的

意義。這些所歸納出的主要概念，研究者依饒見維（1992）知行思交融理論以及

六項原理說明案例教學法與促進教師省思、教學實務之關係。此部分於將會在第

四章討論中呈現。 

 

第六節 資料呈現方式 

以下說明各種文本資料的引述方式，包括案例討論逐字稿、個別訪談逐字稿、

團體訪談逐字稿、文件檔案資料以及研究者日誌等。 

一、案例討論資料引述 

研究發現之中，所引用的案例討論內容，皆會在資料末端標註所引用的資料

來源，並以不同字體標示整段文字。例如：綜團君老師 100/01/22，代表民國 100

年 1 月 22 日案例討論中君老師的發言。另外，兩次團體訪談訪也以同樣形式呈現，

如綜團月老師 100/04/23，代表民國 100 年 4 月 23 日的團體訪談的發言。若是引述

許多研究參與者相互討論的內容則以綜團 99/11/20，呈現 99 年 11 月 20 日案例討

論內容。 

二、個別訪談資料的引述 

同樣的，訪談研究參與者的逐字稿引用，也會在分析行文中，以不同字體標

式，且於引述文後面均會加上資料來源。例如：訪亭老師 100/10/15，代表民國 100

年 10 月 25 日訪談亭老師。 

三、網站資料引述 

網站資料的引述主要以研究參與者的回饋為主，行文中引述網站回饋資料則

以「網站回饋水老師 100/12/04」，代表民國 100年 12月 4日在案例網站上所回饋

的資料。 

四、文件檔案資料的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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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檔案資料主要有研究者日誌、研究參與者案例分析與回饋、研究參與者

之觀察記錄、隨記以及聯絡簿與治療師溝通記錄等。在行文中，若引述文件資料，

則會註明資料來源，例如：研究者日誌 99/08/28，代表是民國 99 年 8 月 28 日所撰

寫的研究者日誌。回饋飛老師 99/09/20，代表是民國 99 年 9 月 20 日飛老師所撰寫

的案例回饋。分析月老師 99/12/20，代表是民國 99 年 12 月 20 日月老師所撰寫的

案例分析。而文件檔案 99/10/02 為民國 99 年 10 月 20 日所蒐集的文件檔案資料。

文件檔案羊老師 99/11/19 為民國 99 年 11 月 19 日所蒐集羊老師提供的文件檔案。 

 

第七節 研究信實度  

在質性研究中，研究者強調的是資料蒐集過程的可信性，以及所有資料的有

效性。Lincoln 和 Guba（1985）提出了可信性（credibility）、遷移性（transferability）、

可靠性（dependability）與驗證性（confirmability）四點作為質性研究中「信實度」

（trustworthiness）的解釋。其中可信性是指研究者收集資料的真實性程度，高敬

文（1988）指出，要確保可信性，「三角校正」和「參與者查核」是必要的。遷

移性指的是研究所收集之資料，對於被研究對象的感受與經驗可以有效轉成文字

的陳述。可靠性指的是研究者如何運用有效的資料收集策略收集到可靠的資料，

高敬文提到「豐富的描述」和「留下稽核的記錄」是提高遷移性和可靠性的最低

要求。驗證性指的是研究過程中獲得值得信賴的資料，如同高敬文所提「三角校

正」也是提高驗證性的要件。 

因此，多元的資料來源、研究者參與者與同儕檢核、豐富的描述、自我檢視

與反省來提高本研究的信實度。 

 一、多元資料的三角校正（可信性、驗證性）  

本研究所蒐集的資料有案例討論的內容之、每位研究參與者的訪談以及團體

訪談，另外研究參與者所撰寫的案例分析、回饋以及其他文件資料也是蒐集的資

料。因資料種類多元，因此可針對研究參與者所談論的省思與教學實務進行三角

校正，以確定其現象或資料的真實性與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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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來說， 水老師提到「賽車男孩」案例討論的回饋單（回饋水老師 99/11/06）

中提到要積極地進行親師溝通，如藉由教師親自示範策略，書面資料的方享，親

自晤談等方式。而其在訪談中分享他的實際作為。 

  剛剛早上才去印，我去找了很多居家訓練的，我覺得家長回家都沒有做，以前

會覺得它們都不做，後來經過案例、討論，還有我自己寫的那個案例的時候，

我就突然發現：有時候不是他們不做，是他們不知道怎麼做，然後我就去找一

些期刊，像洪蘭的一些文章，有教概念、有教策略的，就把它印出來。（訪水老

師 100/01/26） 

如月老師在「跳動百分百」的討論中提到觀察記錄在親師溝通的重要性，而

其之後提供的文件檔案也有相關記錄。 

觀察記錄或評量表，讓家長會比較信服（99/0918） 

   1.小智不進教師早上約哭五分鐘，請媽媽溝通之後便停止哭泣。 

2.小偉不想上課留，老師陪伴半小時並聊家裡的事情之後便意願上課

留。（文件檔案員老師 100/10/26） 

如上述般的多元資料的核對與檢測，以使所分析的資料更為可信與可靠，增

加研究的信實度。 

 二、研究參與者與同儕的檢核（可信性）  

有關研究參與者的檢核方面，訪談教師之後，會將訪談錄音帶轉譯出逐字稿，

稍做整理後，交由研究參與者做資料的檢核與確認。案例討論內容的逐字稿張貼

於案例網站之中，由研究參與者自行上網閱讀確認。水老師還在網路上回饋看到

逐字稿彷彿看到討論時的情景。每次工作坊聚會，研究者也會詢問大家對於訪談

和案例討論逐字稿是否有表達不清要澄清的部分，大家皆回應沒有意見，僅部分

研究參與者表示自己的話似乎說太多了。研究過程中，與指導教授及學妹定期聚

會討論彼此的論文內容與問題，也對我檢視論文研究分析觀點有很大幫助。 

三、豐富的描述（遷移性） 

研究參與者原本就與研究者認識，但經過將近一年的時間進行，彼此之間又

建立更好的關係。 每次聚會都由研究者帶領且參與討論，在聚會中大家針對案例，

提供想法和意見，研究者也成為討論的成員之一，也提供經驗讓其他人參考。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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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曾經提到，因為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的關係，而使大家願意盡心在聚會中討

論（訪君老師 100/01/28）。員老師也認為同為幼教教師的研究者，與大家相處就像

同輩相處一樣，在相處與討論時較無壓力。透過研究參與者的關係建立，研究者

得以在案例討論與訪談時，從研究參與者中獲得詳實且可靠的資料。 

研究者收集研究參與者參與工作坊過程中的所有文件資料、案例討論內容、

個別訪談資料，將資料逐一分析，並且整理之後，詳細將研究參與者參與工作坊

後對工作坊的想法、觀點以及研究參與者透過案例討論與撰寫其對教學省思與教

學實務的實際想法和做法完整呈現，亦即有效的將研究參與者對工作坊的經驗和

感受，詳細的轉成文描述。 

四、自我檢視與反省（可靠性） 

研究者在進行本研究之前已經有兩次參與案例工作坊的經驗（一次針對師培

生進行案例討論，一次針對幼教教師發展案例）。為避免對案例教學法運作的既定

印象，研究者在每次的聚會或訪談結束，皆會寫下該次討論與訪談的想法與省思，

以作為下一次聚會實施的參考。研究者記下每個人發言的情形並在研究者日誌中

提醒自己注意每位參與者的發言狀況，並關注少發言的參與者。 

這次討論氣氛很熱烈，因為合班經驗是每個人都有的，討論的內容照著討論大

綱進行，從討論情形發現，飛、羊、月的發言仍然比較多，儀偶有回應，但發

言量很好，有時僅是附和發言，青雖然發言不如飛等人多，但也屬中發言量，

亭與君也提到自己合班的經驗，但發言量也僅比儀多一些，應該持續關注少發

言的教師（研究者日誌 99/10/08）。 

研究者也不斷提醒自己工作坊的運作是否可以讓參與者有收穫。說明會之後，

研究者在日誌中提醒自己要注意參與者對案例的反應。 

我也想到這些案例對這些老師來說會不會太平淡無奇，無吸引力，這也是我所焦慮的。

下次討論從討論的反應中瞭解（研究者日誌 99/08/28）。 

在研究進行過程中不斷回頭檢視與當初研究計畫是否相符。從資料蒐集、資

料處理與分析，至撰寫研究報告等階段皆不斷檢視研究計畫中的步驟以及目的，

研究者藉此增加本研究的可靠性。 



106 

 

第八節 研究者的角色 

本研究所運作的工作坊將由研究者自行帶領，因此研究者在案例工作坊的角

色是「帶領者」。而案例討論時，研究者除帶領討論之外，也參與討論成為討論與

傾聽他人想法的一員，因此是「討論參與者」和「傾聽者」。在研究參與者撰寫案

例過程中，研究者將針對其所撰寫之案例給予回饋和意見，並在其撰寫過程中，給

予精神支持和鼓勵，因此，是「案例撰寫支持者」。在工作坊進行過程中以及教室

觀察過程中，研究者又是「觀察者」。 

一、帶領者 

案例討論時，研究者先針對討論的案例進行重點整理，讓其他研究參與者得以

回顧案例內容。討論時研究者還需注意討論議題是否皆討論到，也會適當的提問引

導研究參與者進一步思考案例相關的問題，並且澄清和總結發言，以促進討論內容

的深度與廣度。研究者在案例討論時，也鼓勵研究參與者發言，以平衡研究者之間

的貢獻，如鼓勵較少發言的研究參與者發言，以引導案例討論的順利進行。 

二、討論參與者 

案例討論進行時，研究者也參與大家的討論，針對案例的內容提供想法，但也

盡量提醒自己分享意見時，是否影響討論的走向，通常研究者大多順著研究參與者

的討論發表意見，在發言時盡量尊重研究參與者發言的內容。 

三、傾聽者 

案例討論是自由開放的，因此研究者以接納的心態接受研究參與者所發表的任

何觀點，以傾聽者的角色理解研究參與者的各種觀點和想法。而在訪談時，研究者

更是積極的傾聽者，以瞭解研究參與者對案例工作坊的各種想法、收穫，也透過傾

聽者角色獲得教師對教學實務的看法、作為和改變。 

四、案例撰寫支持者 

誠如前面所提，撰寫案例是需要合作的，因此在撰寫案例過程中，研究者扮

演案例撰寫支持者的角色，除給予研究參與者所撰寫之案例回饋之外，也在案例撰

寫過程中給予精神的支持，並以研究者撰寫過案例的經驗與研究參與者共同解決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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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的困難或難題。 

五、觀察者 

本研究在案例工作坊進行中，研究參與者的表現以及教室之表現也是資料收

集的內容之一，因此觀察者是研究者的角色之一。在案例討論中，研究者雖為帶

領者，但必要時，研究者也會退於團體之外，進行觀察，以瞭解研究參與者的參

與情形與互動情形。如第一次小組討論，研究者便穿梭於兩組之間，觀察每位研

究參與者的發言情形。平時的討論時，研究者也時時注意研究參與者之間的互動

以及發言狀況。 

 

第九節 研究倫理與限制 

本研究以幼教教師為研究參與者，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之間，無可避免會面

對面訪談，且案例討論或撰寫過程中，勢必對討論到研究參與者的工作場域與工

作情形，這中間牽涉到相當的倫理考量。另外，本研究以案例工作坊瞭解幼教教

師參與其中的省思與教學實務，在研究的範圍和內容上有所限制，也在下面說明。 

壹、研究倫理 

本研究有以下倫理考量：進行研究之前詳細說明研究目的與內容、並且尊重研

究參與者可參與的時間、研究過程中討論與資料確定匿名並保密，最後研究者尊

重研究參與者所欲呈現的資料等。 

一、詳細說明研究目的與內容 

在進行案例工作坊之前，研究者先以邀約信說明研究的目的、形式以及參與

工作坊需要配合的部分。有意願參與的研究參與者進而參與研究書明會，研究說

明會中更清楚的說明本研究對研究參與者以及研究者的意義，並且尊重研究參與

者自由參與的意願。 

二、尊重研究參與者的時間 

本研究需要長時間進行，因此在說明會時，便與研究參與者討論，未來可進

行工作坊的時間與日期，以尊重研究參與者可參與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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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匿名與保密 

在說明會時，除了說明研究的目的、流程等。也請研究參與者簽下承諾書，

承諾書中邀請研究參與者盡心盡力參與研究，也請研究參與者承諾在不將工作坊

的討論與他人討論。 

而在討論案例過程中，研究參與者也討論到如何將自己的案例故事匿名、或

是模糊場域，研究者在資料呈現過程中，也將研究參與者的姓名以不同名字代稱，

避免他人對號入座，或其他讀者猜到故事發生地點與主角。 

另外，本研究部分個別訪談是由研究參與者尋找熟悉的工讀生謄打資料，在

謄打資料之前，研究者先確認工讀生是否與研究參與者熟識，避免讓其謄打熟識

的研究參與者的逐字稿。研究者也要求工讀生不可將訪談內容與他人討論。 

四、尊重研究參與者所欲呈現的資料 

由於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大多熟識，因此訪談時，除針對研究議題外，偶有

討論到雙方工作場域的人、事、物，有些訪談內容和研究並非相關，當研究參與

者談論和研究無關的話題，且要求研究者關閉錄音機，研究者會尊重研究參與者

的想法。 

貳、研究限制 

本研究以幼教教師為研究參與者，研究焦點在案例工作坊的運作以及透過案例

工作坊的進行，瞭解幼教教師的教學省思和教學實務的提升情形。研究範圍在幼

教教師以及案例工作坊，因此有以下研究限制。 

一、未能深入了解不同年資的研究參與者，在案例工作坊的的個別收穫 

本研究重點不在不同年資教師的收穫，但不同年資在工作坊的表現與參與不盡

相同，針對不同年資的教師在工作坊表現，以及其專業成長，此可成為未來研究

者的研究重點之一。 

二、未能實際觀察幼教教師在參與工作坊過程中的教學實務的改變 

由於研究焦點在工作坊整體運作，以及所有參與者在教學省思和教學實務的提

升，有關教學實務的提升或作為，應該進班觀察以瞭解參與者的實際作為，但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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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時間限制，本研究實際觀察研究參與者在教學實務的表現，僅能以訪談和文件

檔案資料呈現，進班觀察可能為未來研究者收集資料的方式之一。因此，未能實

際觀察幼教教師在參與工作坊過程中的教學實務的改變，是本研究的限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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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發現與討論 

本研究旨在了解幼教教師參與案例教學工作坊之運作情形，以及其參與工作

坊之後省思與教學實務促進之狀況。有關案例工作坊之運作情形已在第三章說明，

本章節就影響案例工作坊進行之因素，以及幼教師省思能力、教學實務提升之情

形進行討論與說明。最後依據教師專業發展原理討論案例工作坊之運作，以及案

例工作坊與教師教學省思、教學實務之情形進行深入討論。 

 

第一節 影響案例工作坊運作之因素 

本研究進行案例工作坊邀請現場幼教教師進行案例討論與案例撰寫，工作坊

中以案例討論與撰寫案例為主要活動，透過工作坊的運作期能幫助現場教師省思

教學與提升教學實務。而工作坊運作以討論為主要的進行形式，討論需要人參與，

因此研究參與者之出席與討論中之參與度與投入之表現，皆影響工作坊的進行。

以下就研究者訪談與所觀察的現象說明影響工作坊運作的因素。 

一、年資和教學經驗 

研究參與者的年資與經驗影響著案例之討論。從研究參與者的年資來看，11

位的年資計算至 99 學年度。11 位研究參與者中初任 1 位，1 年 2 位，2-5 年 2 位，

10 年以上 4 位，5-10 年 2 位。工作坊運作到 99 學年下學期時，兩位年資四年的

教師幾乎沒有參與，因此將研究參與者分成三組，初任 1 至 2 年、5-10 年以及 10

年以上年資，初任組的老師為亭老師、儀老師與水老師；5-10 年組的為青老師與

君老師；10 年以上年資為飛老師、月老師、羊老師、員老師。 

從第八次（100/01/08）的工作坊來分析研究參與者發言的情形，擇取第八次

工作坊分析是因為工作坊已經進行過一段時間，研究參與者此之間已相當熟識，

且當次研究參與者僅水老師未出席。 

扣除羊老師帶領分享及回應先前撰寫案例內容以及疑問，此次的發言量來看，

飛老師最多發言共 24 次；亭老師有 10 次；羊老師 9 次；青老師、月老師、員老

師各有 8 次，而儀老師和君老師各一次。從上述的次數可以發現年資較深的教師

發言次數較多，且內容量也較多，而亭老師雖為初任組在這次發言也多，但其發

言較多是回應式的發言，如他接著飛老師回饋羊老師所寫之案例有畫面，彷彿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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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事件呈現眼前。 

飛：我覺得他文筆太好了，我看完之後我就想說， 

亭：很有畫面 

飛：這看起來是很，敘述是很流暢的，我第一個念頭是文筆很好，多寫一點（綜

團 100/01/08）。 

君老師與儀老師在此次的討論中發言較少，除了年資之外，與其個人的特質

也有所關係。儀老師曾提起常無法將意思表達完全，常扮演旁聽者的角色。水老

師也提到自己當聽眾，聆聽不同背景的人反應及分享。發言算多的青老師則認為

自己是屬於先聆聽型的人物，思考後就能有所反應。 

我的壓力應該是來自於有時候自己的意見沒辦法表達得很好，或是說有時候都

是當旁觀者的角色再聽別人講話（訪儀老師 100/01/27）。 

我發現每個人的看法都不一樣，我覺得可能跟個性也蠻有關係的…那時候我在看大

家討論，我是比較喜歡觀察大家的人（訪儀老師 100/01/27）。 

我是覺得，我很喜歡聽不同環境的人講的話（訪水老師 100/01/26）。 

我好像聽比較多，我覺得我反應比較慢，我覺得很多人都可以很快就想到一些

很好的論點分享（訪青老師 100/10/13）。 

誠如 Levin（1995） 研究發現教師在討論過程中即便是居於聆聽者的角色也

有收穫。透過積極傾聽其他參與者的觀點，參與的教師發現自己可以學習他人的

觀點，並且評估自己的觀點、假設、信念。可見，在討論中即便是聆聽者也是可

以從他人觀點中獲得收穫，並從他人經驗學習進而反思自己的觀點。 

發言量多的飛老師、羊老師和月老師常在討論中分享自己的經驗，進而

促發他人的討論，亭老師認為這兩位研究參與者的發言可以引起他人的想法

和經驗。 

而且飛老師跟月老師，他們兩個還蠻有，蠻能引發大家一些共鳴的（訪亭老師

100/10/10）。 

不同年資與教學經驗的教師參與工作坊，提供不同觀點的討論。猶如新進教

師與資深教師的對話，新進教師從資深教師的對談中學習到不同的觀點經驗，尤

其是年資較為淺的研究參與者認為，資深教師提供許多事件是他們所沒有經驗過

的，讓他們收穫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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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新進教師要和資深老師對話（訪羊老師 100/12/07）。 

我覺得我們一群人在討論，跟我們都是初任老師，這個差別會很多（訪亭老師

100/01/26）。 

我覺得不會耶，可能對於那些年資比較長的可能會覺得沒什麼，像那次我們討

論到哪個題目，就有老師說看完覺得沒什麼，覺得也不夠深入，可是像我們這

種年資比較淺的，就覺得收穫很多，因為就是沒有遇過，所以我覺得可能還是

年資的關係，所以遇到的事情比較多吧，那我們屬於遇到事情比較少的，所以

很多東西都沒有遇過（訪君老師 100/01/28）。 

儀老師曾在大學時期，也曾討論過案例。他比較在學生時代與現在參與工作

坊之不同時提到，資深老師可以提供另類觀點，自己當老師和當學生在討論時觀

點會有所不同，且資深老師提供的觀點，也讓他可以從另一個角度思考案例中教

師的心態和想法。 

儀：那時大家那時候分享都會，有點單純吧，不會想到整體的東西，像上次不

是分享那個什麼新手老師，跟資深老師，大家可能都會站在那新手老師好可憐

可是我那天聽到討論那資深老師為什麼要幫你這麼多，他也有很多付出的那一

面，你沒有看到而已，我覺得這是另外一面，你要去聽過接觸過他們的經驗才

會知道，他也是有付出的，而不是就是你們這樣想，你們都單方面的想，對阿，

跟一個學生的角度跟自己變成一個老師的角度，感受會不一樣（儀老師

100/10/16）。 

不同經驗背景的教師討論時，會引發許多想法。這樣的討論與單純在自己工

作場域中與合班教師、或是年資相仿的教師討論有所不同的。在討論之中大家提

供不同經驗，無論是成功的或是失敗的經驗皆提出分享，甚至大家還會針對一些

案例中的事件提供解決策略，讓討論內容更加的多元、豐富。 

青老師提到自己在工作場域中，與合班教師兩人所思考的角度有限，但工作

坊討論時，不同經驗讓討論更深入。儀老師也認為自己所處環境較為封閉，而在

工作坊中不同經驗教師可以提供許多想法。 

因為兩個人畢竟能想的可能也不多，那也是只是針對這個狀況，可是我覺得像

這樣子的討論有很多不同的角度進來，然後有不同的經驗的累積，然後或者是

說有一些成功的啦，或是不成功的都可以分享到，因為不同的場域的人，然後

都會有不同的經驗，那個討論是很深入的，因為我們平常可能沒有那麼多時間

（訪青老師 100/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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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學習到的觀點很多，在幼教現場自己的想法可能也較封閉侷限，藉由討

論的過程，除了不同經驗老師分享外，也能夠學習到很寶貴的想法（回饋儀老

師 99/09/18） 

亭老師也認為討論時，大家提供想法和策略，讓解決的方法更多樣。與不同

經驗教師討論，讓老師們從另一個角度思考事情。 

其他老師給我很多不同的解決方法，比如說，飛老師老師就講到說，這是他

的生理需求，那我們就讓他，就讓他滿足這個需求，…變成說大家在討論的

過程當中，他們給你的東西會變得讓你處理事情更多樣化，更周延（訪亭老

師 100/10/10）。 

與不同背景的老師討論案例，發現到很多自己未曾思考過的層面，例如：關於

梅霆過的問題，有老師提出──可能是教師本身的主觀意識強烈，這位孩子也

許不適合這樣的教學型態。自己只針對孩子的問題來分析，換個環境也許某些

問題就不會那麼嚴重，教師自身還是有許多盲點（回饋水老師 99/09/22）。 

君老師提到工作坊的討論相當有趣，因不同背景的教師提供許多自己的經驗，

大家放開心胸分享，在自己園所中不見得有這樣的分享心態。 

我覺得討論東西越來越有趣。因為可以聽到很多很多人的經驗分享，因為有時

候在園內，不是每個老師都願意跟你分享他的經驗的，因為他就當你也跟他是

一樣是老師，你也同時在教小孩在處理事情，他也尊重你，我也尊重他的處理

方式，可是他不一定隨時都會跟你分享很多他的事情他的經歷他的方法，跟他

看事情的角度，我覺得在這工作坊可以看到（訪君老師 100/01/28）。 

羊老師在一次回饋中提到，當次的討論相當豐富，因每個研究參與者的背景、

經驗不同，討論讓他瞭解許多不同的觀點和策略；他更提到工作坊討論中，教師

們分享自己的經驗，與一般教授或專家提供的意見更貼近真實的現場。 

這次討論很精彩…因為參與伙伴的工作經驗不同，所以大家的意見不一定是一

致的，但是由於整個討論氛圍是很開放的，因此大家都能暢所欲言，我個人也

從討論過程中聽到許多有趣的觀點，如：當老師花許多時間在教導一個特殊生，

就是相對剝奪了其他孩子跟老師相處的時間等等。飛老師老師提出來的『化零

為整』（與期待一個過動兒去跑操場發洩精力，不如全班一起去）的說法實在

是太經典了！而之之提到的"視覺提示"則是非常實用的建議！大家都很優秀…

我只能這樣說（回饋羊老師 99/10/1）。 

但是討論是更生動的而且是其他現場用他血淚的經驗所提供出來的經驗，跟那

個站在高點的教授，或是一個專家所提出來的意見可能又不一樣（訪羊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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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2/07）。 

許德田（2001）提出成員同質性過高的情況下，易於限制團體的發展，無法

突破想法與限制。在工作坊討論中有不同經驗與背景教師，可以提出不同的觀點。

因工作坊中每位參與者都帶著自己的教學與園所的經驗進入討論之中，研究參與

者認為不同園所教師所分享的經驗因個人背景不同有些差異，且對事情的切入點

也會有所不同，讓討論的觀點較為多元、豐富，大家都覺得收穫相當多。 

而 Levin（1995） 研究中指出討論會影響思考。對資深教師來說，討論是反

省和促進後設認知的催化劑；對年資淺的老師而言，討論讓他們澄清自己對案例

議題的想法。可知，在案例討論中，資深與資淺教師各有不同的收穫。從本研究

的發現中瞭解，不同年資與教學經驗的教師提供不同想法，讓討論激盪出更豐富

的內容。就如 Richert（1991）根據其案例教學經驗指出，應該讓學生在閱讀案

例瞭解案例情境和問題後，將自己的觀點呈獻給同儕，彼此分享許多原本自己沒

有想到的獨特想法，產生專業對話，進而建立或改變自己的觀點。Richert 學生

曾反應案例討論最大的利益，就是創造對話的情境，有機會聽到別人的經驗與想

法（張民杰，2001）。不同背景年資的教師提供更多元的觀點，讓研究參與者之

間形成專業對話，彼此分享不同觀點與想法。 

綜合上述，不同年資與經歷之教師參與工作坊時，經驗豐富的教師在討論中

有促發討論的功能，不同背景或工作場域的教師讓討論內容更加豐富，並且也讓

所有參與者了解不同觀點、立場解決策略。 

二、案例的選擇 

（一）從案例討論與教師撰寫之案例選擇反應教師關注 

Miller 和 Kantrov （1998）提到瞭解研究參與者的期待可以更符合研究參與

者的需求。案例故事是工作坊討論中的重要媒介，案例能否讓研究參與者投入於

討論之中，也是工作坊運作是否順利的重要因素。 

本研究在第一次的說明會中邀請研究參與者寫下感興趣的案例議題，研究者

挑選有興趣議題之案例進行工作坊的案例討論，後期研究參與者分享其撰寫的案

例也在討論之列。本研究所進行之案例討論，是第一次在工作坊的說明會中，邀

情研究參與者寫下其最感興趣之案例議題方向，依感興趣程度為親師溝通、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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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人際互動以及幼兒行為輔導。而研究參與者所撰寫的案例議題有與合班教師動、

親師溝通、特殊幼兒等有關。 

不同年資教師感興趣之案例與撰寫之方向不盡相同。初任的儀老師、亭老師

感興趣以及所撰寫之案例為合班教師之互動。水老師雖撰寫有關親師溝通但重點

之一為新手教師與家長溝通時，不受家長的尊重。在本研究中間年資的青老師所

撰寫之案例為親師溝通，思考親師互動中家長的觀點。君老師撰寫的案例為其初

任時，擔任行政所遭遇到的問題，其感興趣之討論案例也為行政相關的，因其在

工作坊結束的下個學年將接任園長的工作。較為資深月老師撰寫的案例為特殊生

輔導，其中的重點之一是其反思一位有有十年教學經驗的教師，在輔導特殊幼兒

不積極的一面，也提醒自己不要重蹈覆轍。 

從 Fuller 和 Bown （1975）所提之教師發展四個階段的專注來看:第一個階段

為任職前，無任何關切；第二階段為初任階段，關注自己的生存焦點、班級控制、

以及教學內容的精通；第三階段為關注自己的教學表現、教學情境中的限制，以

及外來的要求；最後階段則為關切學生的學習、社會以與情緒需求。君老師、儀

老師、亭老師、水老師屬於第一階段的關注自已的生存。青老師關注家長的要求

是屬於第三階段，而月老師案例中省思自己的不積極輔導特殊幼兒屬於關注自己

的教學表現，並進一步的關切學生的學習，屬於第三和第四階段。 

Jin （1996） 讓七位實習老師閱讀和討論案例，並撰寫自己的案例，發現

從研究參與者所撰寫的案例可以瞭解其教學關注。這樣的結果也反應在本研究

現場教師所撰寫的案例類型中。而從研究參與者對感興趣之案例討論方向也可

以看出研究參與者的教學關注。 

（二）案例引發討論的要素 

這些案例能引發研究參與者省思、與其教學現況、以及與他們的過去經驗相

符。 

1.引發省思 

案例若能引發研究參與者思考案例中，事件或主角的所作所為，便能在討論

中引發許多回應與討論，如「不進教室的小黑妞」中教師花費將近兩個月的時間

才引導小黑妞進到教室，月老師不認同案例中教師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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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可是我會覺得說他很享受老師陪伴的感覺，所以有偷笑，所以老師發現的

時候就沒有改變策略，他一直陪下去是錯的，覺得小孩子一直不進去教室，…

然後我覺得老師做太多了（綜團月老師 100/04/23）。 

在團體訪談時，月老師也提到「不進教室的小黑妞」是案例討論中令他印象

最深刻的案例。 

月：就是他不進教室然後老師拿椅子在外面陪，那個部分就是我們處理方式會

跟他有很大的不同，就是他不是好幾次就是，他可以這樣子包括在外面上課，

不曉得，對我的衝擊是蠻大的，就覺得說，我們有可能會做到這樣子嗎？在怎

麼一個情況下老師要去做到這樣子，那個景非常的深刻…可是小黑妞那個景就

留在腦海裡面，奇怪那個小孩就是胖胖的，老師在外面陪他上課，那個都非常

深刻，就像我剛剛講的，我們的處理方法絕對不是這樣，在什麼情況下老師可

以做到那個樣子（綜團月老師 100/04/23）。 

討論「跳動百分百」時，研究參與者也省思案例中的教師對於判斷孩子的特

殊狀況是否太草率。水老師在事後也透過這個案例討論省思自己和家長互動的情

形，並時時提醒自己要積極面對與家長的溝通。 

先從老師的立場來看，我們看到小朋友的問題是怎麼判定，如果太有自信的話，

家長會不會覺得很可怕，我看到你就將你判定為什麼（綜團員老師 99/09/18）？ 

我在看之前寫的一些筆記，有講到你伸出手他不回我，妳放下就好之類的，還

有熱臉貼冷屁股，貼久就熱了，這些話常常放在心上去提醒自己，就是可能我

的個性，如果我跟你講妳沒有什麼回應，我就會有點退縮，就會算了，這些話

就會提醒自己說，不要太輕易去放棄，放棄溝通這件事（綜團水老師

100/05/28）。 

討論青老師撰寫的案例時，研究參與者對案例故事中的親師溝通都有深刻的

體會，討論時大家紛紛思考自己也常像案例中所描述的情況，忽略家長的感受和

態度。透過案例的討論大家了解到家長最終的目的是需要學校最高長官給予安撫，

以及教師應重視家長的感受。 

我省思到你要先安撫家長，或是什麼樣的層級需要動用到主任、園長、校長的

力量（訪亭老師 100/01/26）。 

我對青老師那個，可能你在跟家長回應的時候，那個態度和方式，可以做到家

長可以滿意的，反倒事情本身的問題被模糊了，反倒是在處理後續跟家長的關

係，所以那時候我看了我也感同身受，可是我覺得有時候我們很容易忽略跟家

長這種態度…我覺得這個案例提醒我說我可能做了十幾年，反倒在這個細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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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越來越放鬆（綜團飛老師 100/04/23）。 

2.與研究參與者教學現況相符 

討論之案例若能與研究參與者目前的教學情形或是其計畫撰寫之案例有關時，

也能引發研究參與者投入討論與關注。如「教室裡的平行關係」是討論新手教師

與合班教師之間的相處情形。初任教師的亭老師和儀老師對這個案例相當有感

受。 

我也是對大風小草特別深刻，可能是因為跟我現在的經驗比較符合（綜團儀

老師 100/04/23）。 

我覺得我會一直提到大風跟小草的故事，是因為跟我寫的案例有關，這是一個很立

即性的回饋，也是很立即性的影響到我，所以我對這個案例非常有感覺（訪亭老師

100/01/26）。 

「賽車男孩」這個案例討論教師積極的輔導特殊幼兒。輔導過程中教師與家

長密切合作，主動尋找醫療資源，並且與醫療單位合作，引發青老師以積極的態

度關注班級中的特殊幼兒，也關心班級一般幼兒；而對於在學習上有些微狀況的

孩子上小學的適應問題，他思考應該如何找資源來幫助這些幼兒。 

所以我看到賽車男孩，大家都同意這是一個很成功的案例，我在想說，以我們班的

普通生，我剛剛講說那個狀況來講，我可以提供他怎樣的協助，他很聰明（綜團青

老師 100/04/23）。 

君老師對羊老師分享「沒有贏家的戰爭」印象深刻。在「沒有贏家的戰爭」

中討論孩子的監護權問題，君老師班上剛好有家長面臨監護權的困擾，因此，他

對這個案例印象深刻，進而關心班上家長有關監護權判理情形。 

因為他那是案例講到監護權的問題，湊巧我們班上也有這樣的問題（綜團君

老師 100/04/23）。 

3.與研究參與者過去經驗相符 

討論的案例中也引發研究參與者分享過去經驗的感受，因此讓討論內容更加

豐富、多元。飛老師常在案例討論中分享過去的經驗，如在「教室裡的平行關係」

的討論中，飛老師分享自己初任教師時與合班教師相處的經驗。 

飛：就像這樣，初任老師從來沒有教過，初任老師跟我媽同樣年紀的老師，

但是，我必需說我回頭，真的非常非常感謝他，我覺得他是我的貴人，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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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他初合作的時候，小草算什麼？包含我們說在會議，園長說一鳳老師那

個寫得很好，妳知道嗎？從開會地點走回教室，有人拍拍你的肩膀，他就會

在我後面說：「對啊，年輕人最厲害（台語），都給他做，看他多會做，回到

教室所有東西都給妳摔在地上，去撿」（綜團飛老師 99/10/08）。 

像大風小草，我又再一次面對我以前的事情，…我們那次討論完之後，因為

我們都會討論合班之類的問題，…我覺得說這只是當場的情緒，我覺得日後

會讓我看到有意義的，這樣思考之後，我跟他會更融洽（綜團飛老師

100/05/28）。 

羊老師也提到對飛老師分享的案例「我的真心你是否看見？」感同身受，因

為親師互動的事件年年都有，而飛老師的分享與他每年遭遇到的親師問題雷同。 

好想自己過去的經驗是重疊的，所以我我覺得，親師過招每年都有，你沒年不

一定會接到特教生，但你每年都會遇到不容易溝通，不是那麼能夠理解在想什

麼的家長，對，所以那時在聽一鳳分享的時候，感同身受，溝通不是一件很簡

單的事情，尤其是對家長。（訪羊老師 100/12/07） 

本研究發現符合研究參與者興趣之案例能使研究參與者投入討論之中，而案

例的選擇必須要引發研究參與者省思、與研究參與者教學情況相符、與研究參與

者過去經驗相符。誠如 Kagan （1993） 認為案例反應了撰寫者的假設、信念、

以及如何理解、判斷他自己過去經驗的一套意義系統，因此研究參與者關注的案

例方向與所撰寫之案例可以做為教師省思作為的重要資料。 

從本研究中發現，教師感興趣的案例方向以及其撰寫之案例方向與其教學關

注有關，正因討論之案例正是其所關注的焦點，因此在案例討論時引發許多討論

的議題和經驗的分享，並從中尋找解決的方案，也從中省思自己的教學作為。符

合教師關注的案例，可以讓案例討論內容更精彩。 

三、研究參與者互動關係 

本研究所邀請之研究參與者，大多與研究者熟識，其中有包括已經參加過其

它案例工作坊且撰寫過案例的飛老師和羊老師，也有參與者相關研究的君老師和

亭老師。每位研究參與者在本研究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如儀老師和水老師扮演

著旁聽者的角色，而其他研究參與者扮演著促媒者以及激勵者的角色，協助並且

鼓勵大家完成案例撰寫，以及面對案例故事中的困境。 



120 

 

 

（一）討論促發者 

飛老師和羊老師參與過其它案例工作坊並且撰寫過案例，因此在工作坊的討

論中，常有許多針對案例故事的回應或是分享自己相關的經驗；除了前面提到兩

位研究參與者的積極發言，引發其他參與者參與討論的動機，在工作坊中扮演促

媒的角色。寫過案例的兩位老師也扮演促發大家撰寫案例的角色。 

我覺得飛老師跟羊老師，他們可以當作像你的副手一樣，來引導我們怎麼寫案

例（訪亭老師 100/01/26）。 

月老師在工作坊中也是屬於發表較多的參與者，其在工作坊中，除了分享經

驗之外，也針對其他研究者參與者的案例提供因應的方法。如他認為儀老師應該

負起班級教師的責任，要將自己當作正式老師的心態。 

月：每個人都是這樣走過來的，每個人都是從菜鳥走過來的，應該是心態上應

該要健康，今天我在這個班上就是 1/2，我對小孩要負責（綜團月老師

100/03/26）。 

亭老師，提到月老師在工作坊討論時認真的發言與回應，彷彿散發著光芒，

也促發他參與討論。 

月老師還有他的經驗，我都覺得他就是每次他講話都覺得他後面好像有發光

（訪亭老師 100/10/15）。 

（二）撰寫案例的激勵者 

在工作坊的討論中，飛老師、羊老師、月老師發言較多，促發其它研究參與

者發言；青老師在工作坊是出席率最高，且每次討論在紙本上總是滿滿的註記，

其在工作坊中有認真的表現，和水老師最早完成案例大綱與內容，她激勵亭老師

在工作坊中積極表現。 

青老師也分享他的故事，青老師故事內容非常完整，因為他當初發生這件事情

時，自己想要了解事情的前因後果，因此將與家長互動以及輔導記錄寫得清清

楚楚，這也方便他回憶並且撰寫案例（研究者日誌 99/11/20）。 

他說我看到青老師就覺得他好認真喔，我要跟他學習（訪亭老師 100/10/10）。 

水老師最早寫出案例草稿的參與者之一，透過其案例大綱分享，激勵其他研

究參與者積極地完成案例撰寫，青老師就是受到水老師的激勵用補休將案例撰寫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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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老師，是讓大家，激勵大家的成員，我是被他激勵到了，所以才趕快寫出來 

就是可以跟園長說，我下午可以請個補休嗎？哪一天讓我請補休，就在咖啡店

裡，打打打我就把它打完了（訪青老師 100/01/26）。 

月老師在水老師和青老師撰寫好案例之後，也受到激勵，因而開始思考其欲

撰寫之案例切入點和內容。 

月老師看到水老師和青老師寫好了，感受到一些壓力，因此也提筆開始寫並思

考選擇小丁還是小謝，他是從議題開始思考自己案例的切入點，也會思考這個

故事要告訴別人甚麼，從讀者的角度思考撰寫的內容。（研究者日誌 99/11/20）。 

除了率先完成案例撰寫的青老師和水老師激勵其他研究參與者完成案例撰

寫，在討論撰寫之案例時，研究參與者彼此也會互相打氣、鼓勵，肯定分享者所

撰寫之案例。 

君老師覺得自己欲撰寫之案例沒有價值，青老師則鼓勵君老師撰寫案例的重

要性。 

君：可是我覺得我寫完好像都在寫哪種，就是菜鳥日記那種感覺。 

青：很重要（綜團 100/01/22）。 

儀老師也懷疑所欲撰寫案例的價值性，月老師鼓勵儀老師案例價值性。 

儀：我覺得我這個案例是行為處理上的問題，然後，他看他心情好或壞，心情

好就表現好給你看，心情不好就是很多人來告狀這樣子，所以我不知道我這個

案例有沒有什麼價值性。 

月：有，很有價質性（綜團 100/01/22）。 

研究參與者在工作坊中扮演促發者與激勵者在的角色，使得工作坊無論是案

例討論或是案例撰寫都得以順利進行，並且讓討論更有價值和豐富。 

（三）信任關係及情緒支持 

本研究之工作坊從 99 年 8 月進行至 100 年 5 月底，研究參與者透過互動建立

信任關係，進而在工作坊的討論中彼此無隔閡的分享觀點。研究參與者對研究者、

工作坊、以及彼此之間的信任關係，也會影響著工作坊討論的深度。在研究之初，

研究參與者皆寫下對研究的承諾書，除了承諾盡力參與研究之外，並承諾在研究

中開誠布公的討論且所談論的內容，不對外直接公開。員老師認為坦承是人互動

的首要條件；而羊老師認為當初大家都簽了承諾書，也是大家願意暢所欲言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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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我覺得這也是因為當初有承諾，這一塊才會說有坦白，我覺得坦白就是人跟人

之間交流最重要的一個條件（訪員老師 100/01/28）。 

因為我們有簽了保密條款…可是大家在討論的時候都不藏私，什麼話都拿出來

講，對啊什麼都敢講（訪羊老師 100/12/07）。 

有出口那種同心的感覺，不管是表面上或是私底下，我自己是很真心的在這個

環境。…我在自己學校會防，可是我在這裡不會…自己學校的團體不是我可以

掏心掏肺講的（訪員老師 100/01/28）。 

我覺得最大是，我為什麼很喜歡來這裡，是因為在這邊可以講真心話，很開心，

上星期因為家裡有事所以沒有來，我覺得我在那裡，在這邊我會看到我在那裡，

我覺得可以在這邊可以聽到大家比自己還辛苦（綜團員老師 100/05/28）。 

Sharon 和 Steven（ 2000）提到討論氣氛會協助教師願意談論自己的教學困

難。飛老師提到研究參與者之間的信任感與安全感，讓他們開放心胸說出想說的

想法。彼此的信任感讓研究參與者願意參與工作坊的討論。 

對彼此都很有安全感，很趕去說我真正的感覺，我覺得那個信任會讓我們願意

講出真心話，也比較放心去談我們的觀點，我覺得談案例的時候假使沒有那個

信任，可能很談得深入，因為大家都會說假話，你說執行的困難度，我覺得如

果沒有一種召集的力量，怎麼可能會聚在一起（訪飛老師 101/04/10）。 

除了人之間互動的坦誠與信任之外。在工作坊中，每個人都是重要的參與者，

且都是站在平等的位置發言。個人在工作坊的發言都會被重視，且當聽眾也可以

從中獲得許多和案例相關的內容，從中學習到許多經驗。 

那這次在這團體當中大家都是平等的，每個人都可以說話，就可聽到很多很好

玩的事情，就每個都可以學到不同的東西，很有收穫（訪儀老師 100/01/27）。 

當然信任關係是需要逐漸建立的，誠如君老師所說研究參與者之間關係越來

越熟悉之後，彼此之間建立感情，除了案例討論外，也會彼此關心近況，成員間

漸漸地凝聚了對團體的認同感。 

這種感覺，我覺得女生的團體就是常常要有一個人先拋磚引玉，他先把感情投

入，之後大家就開始…因為我覺得女生團體凝聚精神就是這樣開始的，然後我

覺得在這後面幾次可能大家越來越熟了，就是有一種感情，可是又不是那種私

底下的私交，就一種蠻特別的關係。然後大家在這個團體會互相關心（訪君老

師 100/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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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我們有那麼一點凝聚力在（訪亭老師 100/01/26）。 

工作坊中青老師和月老師關心亭老師，大家看到亭老師的神情，覺得亭老師

在學校與合班教師的情形有漸入佳境的感覺。 

青：我覺得亭老師今天來的感覺不太一樣耶。 

彭：你活過來了 

月：對啊 

飛：你春天來了（綜團 100/04/23）。 

因研究參與者之間越來越熟悉，逐漸建立友誼關係，在工作坊結束之後，研

究參與者在不同場域相遇，會愉快地打招呼並互相關心近況。羊老師在幼教活動

中遇到青老師，兩人許久未見但仍然互相寒暄，關心近況並且 相互瞭解彼此教

學的近況。君老師工作坊結束之後擔任園長，當他獲知亭老師辭掉工作準備考試，

便將亭老師納入代課人才庫之中。飛老師在本研究結束之後，在研習場合遇到君

老師，飛老師主動關心君老師身體狀況，並且為其生活困擾解惑。 

我上次健身操遇到青老師，然後，青老師飛奔的過來很開心和我打招呼（訪羊

老師 100/12/07） 

認識很多很厲害的人，不管是我覺得你看我現在又認識了君老師，但，雖然我

們之前就有接觸了…他一知道我沒有在上班，我相信他非常的開心，他很開心，

他說可是我需要你來代課啊（訪亭老師 100/10/15）。 

在工作坊中，除了研究參與者彼此我去年遇到君老師，我說妳越來越美，這麼

瘦，真令人忌妒，他說他懷雙胞胎，想要減胎，我告訴他絕對不要說不要，我

們兩個沒有去研習，因為他很虛弱，甚至無法完成後面的研習（訪飛老師

101/04/10）。 

研究參與者對研究者的信任也是讓他們在工作坊中盡情討論的重要因素之

一。君老師認為研究者在工作坊中是個領導者的角色；員老師則認為研究者與研

究參與者年齡相仿，同輩之間相處將為輕鬆，且也形成感情支持。 

覺得大家不藏私的原因之一，因為我覺得也是因為你的關係吧，你算我們的領

導人，你對我們的關係也很重要（訪君老師 100/01/28）。 

因為你是跟我們同年齡層的，如果說今天你是你的老師，一個五六十歲的人，

然後那種本身要建立的權威方式就一定要不同，我覺得是形式上的邏輯思考要

不同，如果今天你跟我們是同輩，然後你跟我們是用這樣子壓的方式，那你覺

得會有現在的成果出來嗎？不會，感情支持也不會（訪員老師 100/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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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參與者之間因工作坊的討論而逐漸熟識，彼此之間建立信任關係，對工

作坊的討論產生認同。同時也因對研究者的信任，在案例討論時，大家可以暢所

欲言，且願意持續參與討論。除上述信任關係的建立讓研究參與者在工作坊中可

以盡情討論。討論案例過程中所研究參與者之間的情緒支持，也是讓他們參與研

究的動力之一。 

所以我覺得他不僅倒垃圾而已，也是一種支持的時間，最主要是說我們都來

自不同的團體、學校，因為我是一個班對我來講是收穫比較多，因為我從別

人身上吸收很多，每次來都收穫滿滿（訪飛老師 101/04/10）。 

在案例討論過程中，常引發研究參與者闡述自己的經驗或是教學場域上的問

題。水老師認為工作坊可以讓自己和其他人討論工作上無法與學校同事討論的難

題，且可以宣洩自己在工作上困難。飛老師也認為工作坊是讓研究參與者抒發幼

教人工作情緒的場所。 

我覺得可以跟別人討論自己工作上的難處…我覺得是很好的點，因為有時候，

你跟自己的同一個…學校的人是沒有辦法聊這些問題的，然後就在這個團體

裡，就可以把自己想說的話講出來…一種發洩的地方（訪水老師 100/11/15）。 

我覺得那個時間也是放鬆時間，因為可以跟職場的人聊一聊，有關幼教的情

緒大家都很了解（訪飛老師 101/04/10）。 

案例討論時將工作上的不愉快事件與情緒抒發出來。工作坊的聚會就像固定

的朋友聚會彼此分享、紓解壓力並且討論解決工作難題的方法。彼此在工作坊中

激勵並且相互支持。 

我這禮拜累積了很多垃圾沒有倒…我這禮拜累積了很多垃圾沒有倒可是我就

覺得昨天那樣就算我倒過一次垃圾了（訪亭老師 100/10/10）。 

然後我覺得好像就是，就是分享，不只是討論案例，很多都已經昇華到說就

是好像一群朋友，然後固定的見面聊天，不管是好的不好的，抒發壓力也好、

尋求幫助的（訪青老師 100/01/26）。 

我覺得，我看到比較多是比較多是屬於激勵的那個成分（訪羊老師

100/12/07）。 

工作坊的討論讓研究參與者得以將與我覺得這個互相支持（綜團飛老師

100/05/28）。 

研究參與者遇到工作上的瓶頸時，在工作坊中彼此之間會互相安慰，從中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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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溫暖和激勵。亭老師提到在工作坊中談到工作情形時，情緒便會抒發出來，其

他人鼓勵他遭遇到的合班教師合作情形較為特殊，並非一般班級都會發生的兩人

合作不合的情形。且在工作坊中無論自己的表現如何都是被其他成員所接納的。 

情感上的支持也是有，而且我覺得很神奇的是，像同樣的我講給我讀書會的

同學聽，我講給他們聽都是心平氣和的講完，可是我在那個地方很奇怪，反

而我在那邊眼淚就不停的掉下來，好像受委屈的小孩，回家看到媽媽那種感

覺，蠻其妙的（訪亭老師 100/01/26）。 

然後低潮期這樣，然後我覺得，等於是我接觸了這群人之後，提點就是說這

個不是一個常態…就會覺得ㄟˊ認識這一群人還真不錯，恩，除了那時候在最

低潮的時候有人安慰妳（訪亭老師 100/10/15）。 

亭：或者說，我在這個團體裡面我是被接納的，不管我多菜，或者是我在這

件事情做得多好，做了什麼錯事，大家 

員：大家給妳一隻手 

亭：對加油之類的 

員：是幫你的（綜團 100/05/28）。 

案例討論讓參與者聚在一起思考和討論，一起學習形成對話，而對話為反

省過程中必須的。無論是口頭或是書面形式的對話，在人們之間來來回回說話和

傾聽，或是書寫和閱讀，均可以讓彼此的經驗得到分享、擴充和反省，對話使參

與者成為社群不至於自我孤立（張民杰，2001）。研究參與者之間的信任關係與

情緒支持可以視為在合作的情境下進行工作坊破除教師平時教學的孤立感，進而

以開放態度進行專業合作與對話，而討論的深度也因此而增加。討論深度增加讓

研究參與者分享更多教學經驗，而大家也從中獲得更多觀點，使得省思的內容寬

廣，進而有更多教學實務上的行動。 

四、出席狀況 

本研究案例工作坊討論規劃的運作形式為討論前：閱讀案例、撰寫案例分

析；討論中：回顧案例、分組討論、綜合討論；討論後：參與者撰寫案例討論回

顧報告。後因研究參與人數減少與參與者抵達聚會時間不一，而取消小組討論改

為大團體討論。分析與回顧報告也因造成研究參與者書寫上的壓力而在第二階段

案例撰寫準備期中取消。尋找案例題材與撰寫案例的壓力也形成第二階段以減緩

研究參與者撰寫案例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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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的大小會影響研究參與者不同觀點的引發，十到十五人較容易進行案例

討論（Miller＆Kantrov, 1998）。本工作坊邀請十一位研究參與者，以利工作坊的

討論與進行。張民杰（2001）提到小組分組討論案例成員在四到六人規模最好，

以免人數太多而阻礙、或妨礙個人參與。第一次案例討論時有十位參與者，依照

原先設定好的運作方式，討論中將十位研究參與者成分兩組，每五人一組。 

安排小組成員時，研究者事先在心中規畫小組成員人選，如同張民杰（2001）

所提「預先安排小組」，研究者依研究參與者年資、和彼此熟識程度分組。小組

討論時，雖研究參與者是依案例討論議題逐題討論回答，但幾乎每位成員皆有發

言。Miller 和 Kantrov（1998）提到小組討論可以讓參與者有較多時間的提供想

法、分享和思想不同的觀點。就如青老師在小組的案例討論之後的回饋，希望能

更換小組成員，期能聽取不同背景的參與者的想法。 

但第二次工作坊，準時抵達聚會研究參與者僅五位，若依四到六人的小組規

模來看，恰可成為一組，若再分組每個小組成員所要承擔的發言量可能過大。因

此將小組討論改為大團體討論。員老師也提到小組討論雖然兩組成員會有不一樣

的想法激盪出來，但小組討論時間有限，導致討論內容受限制。青老師認為小組

討論與綜合討論的內容相似，因研究參與者參與人數與其對小組討論的意見。張

民杰（2001）也提到如果參與者人數不多，或因參與者特性不同或教學時間有限

等因素，小組討論是可以省略的。因此，本研究修正案例討論中的方式，取消小

組討論直接進入大團體討論，所有研究參與者一起討論案例的討論議題。 

取消小組討論最大的原因是研究參與者每次出席的人數不固定，且抵達聚

會的地點的時間也不一。在本研究中影響出席狀況的原因有許多，如工作坊時間、

書寫的壓力等。 

（一）工作坊時間的安排 

工作坊時間的安排影響研究參與者參與工作坊的意願，而安排在週間或週六、

也都是影響參與者出席的因素。 

工作坊的進行時間為每隔三至四週的週六早上，前述工作坊運作情形中曾談

到研究參與者普遍認為週六早上進行較週間進行為佳，因為週間教師們工作下班

時間較不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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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來說星期六比較好（訪飛老師 101/04/10）。 

平常時間我們下班時間有時比較晚，週六可以能會好一點（訪兆老師

99/11/11）。 

水老師為特教班教師，在鑑定安置時期，週六需要參與研習或協助特殊幼兒

鑑定安置，因此他偏好週五進行工作坊，但因大部分的研究參與者選擇週六參加

工作坊，因此工作坊的時間安排為週六。也因此，水老師在寒假過後的工作坊僅

有參與團體討論，下學期其他時間皆因參與特殊生鑑定安置而無法參與。 

鑑定安置都禮拜六去研習，如果真的要平常日的晚上，就是禮拜五的晚上（訪

水老師 100/08/19）。 

在私立幼兒園工作的玉老師和兆老師雖然也贊成在週六進行工作坊，但私立

幼兒園在週末常有親職活動，因此也常無法出席工作坊，僅參與到工作坊第一階

段的討論。 

 研究參與者中有三位已婚且有小孩，週末是家庭聚會或是共同進行活動的

日子，週六的工作坊有時會與研究參與者的家庭活動衝突，因此也影響了研究參

與者參與的情形。青老師提到參與工作坊需要先將家裡的孩子安排好或者帶著一

個小孩出席，否則婆婆在家照顧小孩的負擔會變重。 

我需要先把家裡安頓好，因為我每次如果要出去的話，對如果我帶一個孩子

出來，然後剩一個就覺得好一點…時間，然後婆婆又可以配合的話，我是不

會有後顧之憂阿，不然我會覺得說不好意思，我可能常常要跑出去這樣子（訪

青老師 100/01/26）。 

飛老師有兩位小孩，週末是他們參加才藝活動的日子，飛老師才會猶豫是否

要參加工作坊，他常在送完孩子之後才趕來參與工作坊。 

飛老師是因為女兒要當伴娘，他非得參加不可（研究者日誌 99/11/20）。 

本來飛老師也不來，因為小朋友有球賽，但我還是央求他到場（研究者日誌

99/12/11）。 

要來的時候會有一點掙扎，比如說孩子還沒有送完，今天送完趕快來（綜團

飛老師 100/05/28）。 

本研究進行的時間是週六早上，研究參與者常因家庭、學校活動而無法參加。

雖也和研究參與者討論另外可行的時間，但大多研究參與者認為維持在週六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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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聚會較好，若是週間進行在疲累的工作之後參加工作坊，擔心專心度不夠、

也較無法投入深入的討論及互動。 

本研究之研究參與者是自願參與工作坊之討論。其他有關案例教學法的研究

有以師資生為研究參與者，大多在課堂上進行案例討論或案例撰寫，或是以研習

方式邀請在職教師參與。其研究參與者是屬於硬性參與研究。如劉佩雲、沈羿成

（2011）將教學案例討論融入教育心理學的課程之中。Flynn & Klein（2001）將

案例討論 融入每次七十五鐘的的課堂之中。趙曉美、鍾靜（2011）邀請在職教

師進行案例撰寫，為提高研究參與者的參與可能性，規劃於週三與週五下午研習，

於研習之中進行案例討論。相較之下，本研究非硬性規定參加，在每次聚會出席

人員不固定以及抵達時間不一的挑戰是相對較大的。 

 （二）書寫的壓力 

本研究除了案例討論之外，尚邀請研究參與者撰寫案例，在案例討論過程中，

研究參與者也需撰寫案例閱讀前之分析，與案例討論後之回饋。撰寫案例、分析、

回饋等等書寫工作也形成研究參與者參與工作坊之壓力，進而影響其參與意願。

有關分析與回饋的壓力在工作坊運作情形已經說明，這裡僅說明書寫案例的壓

力。 

有些研究參與者已經有選定題材可以撰寫，但礙於平時工作、事情繁多，尋

找可以撰寫案例的時間有困難。如月老師提到平時上班下班後的時間非常零散，

晚上和假日有家務要處理，找不出適當的時間撰寫案例是參與工作坊最大的壓力，

他認為如果不用撰寫案例，參加工作坊會更加愉快。面對這些壓力，研究者會給

予鼓勵和信心，完成案例撰寫的研究參與者也相當有成就感。 

我覺得就是寫案例壓力很大，在上班所以時間就是說都是零散的，像我的習

慣可能要一個禮拜都不用上班阿，然後好好的做這樣子的事情，…因為我覺

得我每天回家，像我自己阿，我弄吃的然後準備明天早餐的，然後摸東摸西，

就好像十點…所以我就會覺得時間很零碎，那六日兩天，說實在的很短阿，

還要蹓狗，因為，沒有我們還要半天的時間整理家事阿，你還是要整理一下，

譬如說最簡單吸吸地，擦擦地（訪月老師 100/01/24）。 

這個案例可以說不要寫，那就很快樂了，我每一次我自己一次就不會覺得說，

有一個疙瘩在那邊，就會覺得說，慘了慘了。（訪月老師 100/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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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完案例之後，鬆了一口氣，但也有完成一件事情的成就感。（訪亭老師

100/10/15）。 

訪談月老師時，他曾描述自己書寫案例的壓力。工作坊的前一週他便開始擔

心自己撰寫案例的進度，工作坊前一天更是焦慮。 

對，對因為我寫不出來，我從上禮拜天就開始憂慮，慘了下禮拜寫不出來，

我要請補休，我一定要一個下午來給他寫，寫不出來，先看，那裏 PO 了十

幾篇，每一篇都看，看完了，好想還是很難寫怎麼辦?...昨天我將那本看完，

我想明天要來啦，不能沒有進度，至少要有大綱（綜團月老師 99/12/11）。 

在撰寫案例的壓力，除了上述的時間壓力之外，缺少題材方向也是撰寫案例

的壓力之一，青老師煩惱沒有足夠的時間記錄孩子，擔心記錄的資料不足以撰寫

案例。 

其實我有一點擔心說我要寫案例，我ㄧ定要好好來記錄一下，我就會跟去看，

如果那個小孩到底是有什麼樣的，就是讓我去注意一下，因為我平常真的很

忙，很少有時間去，特別記錄，怕不夠寫（訪青老師 991013）。 

飛老師也提到找不到撰寫案例的題材方向讓自己很焦慮，因飛老師先前已經

寫過案例，因此尋找案例題材來撰寫案例對他還說是一個參與工作坊的壓力。 

其實就是一下不知道要寫甚麼，想說如果我是你一定很焦急，我又拿不出我

的作業來我就很著急，就這樣，因為我現在無論寫哪個案例都很難，我找不

到點可以寫，我想不要寫可以嗎?我之前寫過了，沒有問老師說老師我可以不

要交作業嗎（ 綜團飛老師 99/12/11）? 

研究參與者反應撰寫案例是參與工作坊的壓力。君老師便反應參與工作坊如

果不用撰寫案例，他會樂意參與聚會。上述原因造成研究參與者參與人數降低。

為將書寫壓力減輕，因此安排第二階段的案例撰寫準備期，亦即第 6-9 次的工作

坊邀請曾經撰寫過案例的研究參與者分享其撰寫案例的心得與歷程，也邀請研究

參與者轉換討論環境至其他園所參觀。誠如 Sulman 提到發展案例需要時間，案

例撰寫準備期剛好讓研究參與者醞釀其欲撰寫之案例方向。接下來的案例撰寫分

享期，剛好在寒假過後，月老師提到寒假剛好有完整的時間可以撰寫案例。 

本研究中影響工作坊運作的因素有研究參與者的年資與教學經驗、案例的選

擇、研究參與者的互動以及出席狀況等。不同參與者的年資與教學經驗，在工作

坊中的表現有所不同，但不同年資和教學經驗的教師，提供案例討論許多想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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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讓案例討論內容更為豐富、多元。 

研究參與者在工作坊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有的是討論的促發者，有的是撰

寫案例的激勵者。而在多次的聚會之後，研究參與者之間也發展出信任關係，也

因著互相信任讓討論的內容更加深入。而彼此的情緒支持，讓研究參與者得以抒

發在工作坊的不安與不滿情緒。 

案例討論的案例選擇也會影響工作坊運作，因案例是案例討論的核心，好的

案例可以讓研究參與者投入討論。因此，在案例的選擇上要能引發省思、與研究

參與者的教學現況與過去經驗相符。 

影響研究參與者出席情形的原因，為工作坊進行時間的安排以及工作坊進行

時間的長短、工作坊所造成的書寫壓力、以及研究參與者的家庭與身體狀況。本

研究的研究參與者皆為在職教師，因此選擇週末進行工作坊可以避免週間工作繁

忙的壓力，但週末進行又容易因研究參與者家庭、學校活動的因素影響其出席情

形。而工作坊中分析、回饋以及案例撰寫造成研究參與者書寫時的時間不足與尋

找題材困難的壓力，此也影響研究參與者參與工作坊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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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幼教教師教學省思 

本研究也探討案例討論與案例撰寫之後，幼教教師省思能力的內容與深度。

誠如亭老師所說在討論案例時，腦海中便會浮現自己教室的情境且思考他人做法

與自己的做法的異同，並為自己的情境尋找合適的方法。而月老師也提到案例討

論可以從他人的經歷與經驗中提供自己思考相關情況的解決方法。 

每次在討論別人的案例，我腦袋裡面跑出來的都是我們教室裡面發生的事情，

這時候就會去…人家怎麼做，我怎麼做，那誰的方法比較合適（訪亭老師 

100/10/10）。 

討論案例的話，其實很多東西，你不需要自己去經歷，別人的經驗往往是…

提供一些可以讓你去思考的（訪月老師 100/01/24）。 

本研究除了討論他人撰寫之案例，也討論研究參與者先前已撰寫之案例。研

究參與者在工作坊進行過程中分享所撰寫之案例時，除了給予撰寫案例者的建議

之外，也討論了案例的內容。而研究參與者撰寫案例時也省思自己當時的所做所

為。 

而饒見維在教師專業發展基本原理中的省思原則提到，其整理幾位學者對省

思層次的共識分為省思的層次可分為省思自己的教學行為、省思自己的信念與假

設、省思自己的角色和他人的關係以及省思自己的學習方式。饒見維這部分的整

理相當符合研究者的發現，所以接下來研究這將以此為依據進行分析。  

透過這些案例的討論與撰寫，研究參與者省思自己現在和過去在親師溝通、

與合班教師互動、特殊幼兒輔導等作為，同時也省思現有的幼教相關制度與自己

所處的幼兒園文化。 

壹、親師溝通 

在討論的案例中除了「教室裡的平行關係」是討論與合班教師間相處議題之

外，其他皆與親師溝通有關。而研究參與者中儀老師和君老師所撰寫的是初任教

師與合班教師互動，其餘研究參與者的所撰寫的案例也大多與親師溝通有關，因

此在案例討論中有許多親師溝通的議題。 

一、親師互動關係的積極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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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賽車男孩」案例故事中，教師積極的與家長合作，輔導孩子在學校的

學習情形。青老師從這個案例討論中思考其親師合作情形是自己所嚮往的；且在

案例討論之後，會特別注意與特殊個案家長的溝通，讓家長清楚了解自己孩子的

情形，並與教師配合輔導孩子。 

我就是很重視那個部份，我就會把那些狀況也跟家長講，然後我也就是期待

一個是不是我們家也可以家園同心，像這一次的那個案例一樣（訪青老師

100/10/13）。 

不要把老師去面對這樣的問題，因為老師一個人要面對這麼多孩子，然後又

有那麼多問題行為，他覺得一開始就要告訴家長，讓家長知道你的孩子是有

這樣子的狀況，那可能要跟老師一起配合，然後我就覺得說，自從那個案例

之後我就會覺得說，我好像，我就會特別注意到這一塊（訪青老師 

100/01/26）。 

亭老師也在「賽車男孩」案例討論之後，開始反省自己與家長的溝通。代課

第一年時，如果家長對孩子的學習情形持不一樣的態度，亭老師便不再溝通。但

案例故事中的教師積極地與奶奶和媽媽溝通，透過這次的案例討論，亭老師告訴

自己，如果遇到同樣的情境自己可以做些什麼，讓家長與學校合作。 

看了和討論這麼成功的案例，就會覺得說以後遇到的挑戰，都還是有一些轉

圜的餘地，譬如說，前面講到說親師溝通的時候，他們不是先跟奶奶先談嗎？

結果跟奶奶談的時候碰壁，再轉向媽媽談。也許包含我自己，一跟家裡人談，

一碰壁就封閉起來…那個還蠻難得的。我想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可以做些

什麼？怎樣溝通可以讓家長接受（綜團亭老師 99/11/06）。 

討論「跳動百分百」時，研究參與者針對案例故事中，教師與家長溝通遇到

挫折的情形，提出「拿熱臉貼冷屁股，多貼幾次就熱了」的解決方法。儀老師從

中省思自己與家長互動，因其為初任教師較為被動，大家的討論讓他更為積極主

動與家長互動。 

不是每一次都會說出很經典的話嗎？就一次是那個什麼，就不要拿熱臉貼冷

屁股那個…然後這句話讓我覺得自己要更主動去嘗試跟家長相處，不要再害

怕，你已經不是一個實習老師了，那種感覺（訪儀老師 100/10/16）。 

有那時候我遇到我都會主動跟阿嬤說，阿嬤早，然後就會講，他就會說，他

都會直接叫新老師，叫我新老師，可是我會覺得我不喜歡新老師這個名字，

但我現在會主動跟他打招呼（訪儀老師 100/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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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老師反省自己的親師溝通屬於較為被動，透過工作坊的案例討論，他認為

自己應該要更積極與家長溝通，有關其積極與家長溝通的部分將於幼教教師教學

實務的提升中說明。 

經由這樣的討論，比較會檢討自己，就是我記得之前好像講過，就是以前會

比較屬於如果我覺得他不太能溝通，我可能就有一點退縮，就是會有一點半

放棄，就讓他那個問題繼續在，然後可是，藉由工作坊的一些討論，有時候

自己去想的時候會覺得應該要比較積極（訪水老師 100/08/19）。 

水老師在撰寫完案例之後，回顧案例發生時的情境，發現自己在當時與家長

的溝通過程中，如果家長不接受自己的意見便不再溝通。他省思自己與家長溝通

不夠積極。 

在就像其他老師一樣，要回想這個事件要一邊寫的時候，其實有一點抗拒，

會覺得好像回想以前的，對，不愉快的事件，然後寫完之後，就回憶都湧上

來了，就會想到很多那時候對話的狀況，然後就會發現自己是很封閉的退縮

的，就是有意見給出去之後，我覺得他不接受，就算了（訪水老師 100/08/19）。 

尤其是家長不斷讓幼兒不斷吃納豆，他與家長溝通，家長仍持續讓幼兒吃納

豆，家長不理會水老師的溝通，水老師也沒有繼續想辦法讓家長改變作法，但他

心中仍覺得這是一件未完成的事情，案例撰寫完成後，他反省當時的作法，在未

來遇到類似溝通情形，自己將會更積極與家長溝通。 

之前我想到那個案例的時候，只會覺得那是一件很遺憾的事，我沒有辦法去

改變它（外婆、吃東西的案例），那時後的想法會覺得：他們家的人都覺得沒

關係了，我為什麼要這麼努力，覺得自己好像看的太認真了，可是寫完之後

就會有比較積極的想法，那個案例我真的很不積極，到最後真的覺得算了（訪

水老師 100/01/26）。 

我的案例是吃納豆那一個，其實那件事情，在我的心裡，他一直是個疙瘩，

我覺得我自己沒有去解決這件事情，我就讓他算了，後來那兩個月我都放棄

跟他溝通，就是妳要這樣就這樣好了，所以我一直覺得那是一件沒有完成的

事情，後來，一口氣將他打完之後，感覺有看到自己的盲點，我知道為什麼

我這麼在意那件事情，因為沒有處理完，可是打完之後，雖然他一樣沒有處

理，但是我想到這樣事的時候是抱持著我以後可以怎麼做，我會更積極溝通

（綜團水老師 100/05/28）。 

二、學校安全與特殊事件處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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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老師分享的案例「沒有贏家的戰爭」是有關家長爭奪孩子監護權過程中，

家長將問題延燒到學校的故事。這個案例讓員老師思考家長與學校的得失，並和

自己以前的經驗結合。另外，也從羊老師學校的處理機制比較自己以前學校處理

類似問題，反思自己學校的處理機制是有瑕疵的。 

應該是碰到衝擊讓我們去思考，像在看的時候會覺得為什麼學校會認為自己

有錯，如果沒有事先告知，為什麼會有錯，我的答案就跑出來，在我心裡一

直跑，跟我以前的畫面會結合。第二個就是行政支援，像羊老師學校這樣很

有制度的，教學還是顧著，我們如果發生情形，老師都慌了，可能所有的老

師或是相關人員，都被叫到那個現場去，但是小孩誰顧，我覺得他們這塊做

得很好，小孩教室裡面還是有一個老師在，我們以前發生事件的時候，校長

把所有老師都叫去（綜團員老師 100/01/08）。 

在討論青老師所撰寫的案例時，研究參與者討論到處理校園危機或安全事件

是否應該有流程或機制來面對家長。月老師所任教的班上也曾經發生過類似的事

件，從青老師的事件他連結到自己剛發生過的情境，並且思考機制的建立相關問

題。 

現在我對你剛講這個機制，就像你講的，我們就是這樣處理，家長會想說你

到底有沒有處理，是不是為了保護我們自己，且在溝通的時候方便，我們是

不是需要有這樣機制，因為上學期我們也是有發生這樣的問題…. 校長關心這

件事了，所以他被關心到了，他覺得他被校長關心到了，因為他第一次是自

己去找校長…所以我現在覺得說，像這樣的事情，我覺得難道都要校長出面

嗎？機制是否要有一個，讓家長知道我們學校危機處理（綜團月老師

100/01/22）。 

三、站在家長立場觀點思考家長的需求 

水老師在完成案例的過程中，從家長不參與學校大型活動，思考這些家長

面對特殊幼兒教養上的壓力。撰寫親師溝通方面的案例讓他理解，家長逃避溝

通的原因。站在家長的立場思考，讓他明白溝通失敗的原因。 

然後第二個我會很難過的原因是因為，就是我在打的時候，我的案例的最後的

時候有寫說，後來我知道說另外班上另外一個人的媽媽，他為什麼總是不讓他

參加大型活動，不知道為什麼打一打會想到那個家長，就是一種想通的感覺，

對你突然能夠體會他們的心情，當然不能百分百，但你突然能夠了解有時候他

們不願意做一些事情，真的是有他心裡的難處（訪水老師 100/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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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老師也在撰寫案例後提到，撰寫案例讓他思考在案例故事中，與家長溝通

時要先瞭解家長的想法和立場，從了解家長的想法來建立溝通管道和方式。 

我想你到底要我怎樣處理。這個部分，不是有一個家長安慰我嗎？顧客永遠

是對的，我覺得這個部分，就是你跟家長溝通因為我覺得這件事情發生之後，

你怎樣去跟家長溝通說，就是瞭解家長在意什麼？家長是很在意什麼的這個

部分，我可以透過什麼樣的管道，譬如說資料表的書寫，或是理念的溝通之

類（綜團青老師 100/01/22）。 

青老師瞭解家長關心的是孩子的安全問題，因此他覺得應該先將幼兒的安全

照顧好，平日也會與家長做好溝通與聯繫，讓家長了解幼兒在學校的情形，避免

幼兒發生事情，家長不了解狀況。 

家長在意的，不管你教得再怎麼好，都是沒有用的，你孩子的安全要先顧慮

好，自從寫那個案例之後我就會覺得說，我好像，我就會特別注意到這一塊，

因為我會擔心說有一天，也許等到有一天突然真的發生了大事，你會說，不

會阿，怎麼我的小孩前面都沒有跟我講發生這些事情…然後我就是我就會很

注意到小孩安全（訪青老師 100/01/26）。 

青老師所撰寫的是有關家長不滿意學校處理幼兒衝突事件的案例故事。討論

過程中，研究參與者討論著家長執著的點是什麼？為什麼對老師、學校的回覆皆

不滿意，不斷的要求老師解釋這件事情。雖為孩子的特殊事件處理，最後成為老

師與家長之間負向的互動問題。飛老師在團體訪談時，談到他對這個案例印象深

刻，且從中謹慎思考面對家長的態度，細微到連補發通知單的小細節都不可輕

忽。 

我對青老師那個，寫特殊事件處理，我現在聽到好多類似這一種就是說可能

孩子一點點問題，可能你在跟家長回應的時候，那個態度和方式，可以做到

家長可以滿意的，反倒事情本身的問題被模糊了，反倒是在處理後續跟家長

的關係，所以那時候我看了我也感同身受，可是我覺得有時候我們很容易忽

略跟家長這種態度，本來就這樣啊，通知單給你就很正常，那麼多人我一定

會忘，我覺得這個案例提醒我說我可能做了十幾年，反倒在這個細節上我越

來越放鬆…所以我覺得說當我看到這個案例的時候，我會更謹慎思考，家長

會怎樣想（綜團飛老師 100/04/23）。 

月老師也是在撰寫案例完成之後，理解家長的想法，他認為案例故事中的家

長家中有兩位特殊幼兒，還有一位中風的公公，在沉重的教養壓力下，家長選擇

積極幫助先生工作，而被動的面對自己孩子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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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媽媽的態度，事後啦，因為媽媽沒有很積極，你看他有兩個這樣的小孩，

然後還有一個公公也中風，你想如果他不跳脫那個環境去幫老工作那些賣書

的事，他會心情都開朗不起來的，他必需去逃避那個壓力，家長那一塊我們

也會去思考到他的立場是什麼，另外一個觀點去思考家長的立場（綜團月老

師 100/01/22）。 

透過親師溝通相關案例的討論，研究參與者從中反思自己親師溝通的現況，

並且改變親師溝通的態度和作法。透過撰寫案例，研究參與者從另一角度思考當

時所發生的事件，從撰寫過程中思考當事人的想法，進而理解當時家長的反應與

態度。 

從研究參與者在親師溝通方面的省思層次來看，多屬於「省思自己的教學行

為」， 饒見維（1996）所整理的教師省思層次中「省思自己的教學行為」指的是，

省思是針對日常教學活動，進行問題指認，並分析其教學問題，然後進一步尋求

解決方法，逐漸改進其教學行為。在幼兒園裏的教學活動除了涵蓋與幼兒相關的

的課程之外，親師溝通也是教師教學的一部分，研究參與者透過案例討論與案例

撰寫，省思自己在親師溝通的積極度以及周延度，是在省思自己親師溝通上的作

為。 

貳、合班教師互動 

在工作坊的案例討論中，也討論了與合班教師互動的議題，而君老師與儀老

師所撰寫的案例也是與合班教師互動有關，因此在討論中有許多研究參與者與合

班教師的經驗談，無論是討論案例故事中的情節或是討論參與者的經驗都引發他

們許多思考。 

  一、發現自己過去的合班經驗並非最慘 

在「教室裡的平行關係」的案例討論中，討論到資深老師與新手教師合作關

係時，月老師比較自己初任時的合班關係，自己比故事中的主角處境好許多，自

己當時的處境現在回想起來並沒有想像中的可憐。 

教室裡的平行關係給我衝擊很大就是說，天阿，怎麼那麼可憐，怎麼會有這

樣子的合班…所以我們雖然因為編那個刊物的關係，我們沒有惡化，沒有像

他們這樣讓我感覺到好可憐。回想過去真的不是最可憐，玲玲那個前半段是，

但也沒那麼可憐，後半段因為共同做一件事沒有繼續惡化，但關係也沒有好。

（訪月老師 100/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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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放下對合班教師不好的情緒，積極處理兩人的合作關係 

飛老師也提到回頭思考自己與現在合班教師之間的關係，兩人合班的相處就

像夫妻相處一樣，生活中難免有衝突，放下當時的情緒，回顧兩人遭遇過的事情，

對兩人都是有意義的。 

因為我們都會討論合班之類的問題，其實我回去，我還是會覺得說，兩個人

合班就像夫妻一樣，即使相愛才來結婚，生活上還是會有困擾，縱使我跟我

合班教師再好，也會難免有些事情會怎會這樣，有些事情是常態，當我們遇

到我不滿意對方，我要如何去調整這個情緒…我回頭來看東老師，我也許我

可以從這個過程中，可以找到有意義的那個點，我在面對他的時候，我覺得

說這只是當場的情緒，我覺得日後會讓我看到有意義的，這樣思考之後，我

跟他會更融洽。 （綜團飛老師 100/05/28） 

我必需說我回頭，真的非常非常感謝他，我覺得他是我的貴人，可是我跟他初

合作的時候（綜團飛老師 99/10/08）。 

飛老師認為案例中的主角小草老師應積極的改善他與大風老師之間的關係，

而改善關係的關鍵在於兩人感情的建立。但羊老師提出初任教師面對資深教師的

權威，初任教師會有溝通上的困難，而失去溝通的動力。月老師認為小草老師未

嘗試溝通。 

我覺得小草應該更積極，我看不到他那一面，很積極要改善兩個人的關係那

部分，還有我覺得協調和溝通問題主要在於情感，我不認為我兩年後我的能

力可以跟我的資深老師足以搭檔，但是他接納我，在情感上，我們兩個建立

兩年的情感（綜團飛老師 99/10/08）。 

有時候你在面對一個強勢、權威的人你會失去溝通的意願，跟能力沒有關係，

其實在能力方面，某種程度來講我覺得我跟他平起平坐不為過，但是因為面

對強勢的狀況，我會想算了算了，講也沒用，習得的無助感（綜團羊老師

99/10/08）。 

失去溝通的意願，我覺得這是關鍵，失去溝通的意願，小草後來也失去溝通

的意願我也有發現，他沒有試，他連努力都沒有努力（綜團月老師 99/10/08）。 

除了羊老師認為小草老師沒有積極溝通，亭老師從自己與合班教師相處的經

驗中反思到，小草老師並未運用方法詢問合班教師做事情的方法，便批評合班教

師的對自己的態度或方法不佳是不應該的。 

我現在當小草，我不認同那位老師的作法的時候，我不會問你為什麼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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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我會講老師你想要這樣做，我想要怎樣做。我在看小草和大風，他連小

草擦桌子的方式都有意見，我會覺得說你沒有問人家說，為什麼這樣做的時

候就批評人家，會有失厚道（綜團亭老師 99/10/08）。 

亭老師在撰寫自己與合班教師互動時，發現自己並未改善兩人的互動關係而

有積極作為，他認為自己並未該有的專業態度面對合班教師，而是在教學上一昧

地符合他的想法。 

我覺得即便是我很有意識的在處理，我要寫我要我們兩個之間互動的過程，

我再回頭看，我也覺得我沒有做什麼事情，有去處理，但是不夠積極，或是

沒有找到一個正確的方法去處理，我還是比較像是討好他的方式，我沒有拿

出我自己該有的專業出來，所以人家就是不斷地用同樣的方式對待你（訪亭

老師 100/01/26）。 

同樣的儀老師在撰寫案例時也省思自己與合班教師之間互動的態度，他發現

自己的個性太過柔弱，沒有勇敢的將自己覺得合班教師不妥當的行為或態度與合

班教師討論，他反思在案例發生之初，應該積極的溝通與互動。 

我覺得我怎麼這麼溫柔婉約，不敢去回應他，寫完之後覺得自己怎麼這麼沒

有作為（綜團 100/03/06）。 

我自己在寫，也會覺得說，當下為什麼是這樣的態度，為什麼沒有積極一點，

會回顧，邊寫邊想，為什麼我當初會這樣做，我為什麼會不敢把話說出來，如

果下次在遇到這樣的事情，我會怎麼去做我覺得自己會更積極一點（綜團儀老

師 100/04/23）。 

在寫案例時我就會反省，剛說遇到什麼困難點，我就會反省，當下的情形，

為什麼我沒有這樣做，為什麼我不敢去說出來（綜團儀老師 100/05/28）。 

三、從資深教師角度思考合班之間的關係 

飛老師提出從資深教師的角度思考的看法，他認為不應該將所有初任教師的

適應問題都怪罪在資深教師身上。初任教師應先思考自己的行為或態度是否有問

題。 

像我自己當過小草，我就覺得其實小草老師還有很多可以做的，他說你掃不

乾淨，你有沒有想一想，為什麼他說你掃不乾淨，我是不是可以掃得更好，如

果他說佈置的不好，就是佈置得不夠…所以我覺得不要將資深老師妖魔化，要

回過頭來看才笑得出來（綜團飛老師 99/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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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資深教師的觀點來思考，引發研究參與者重新看待自己過去或現在與合班

教師相處的情形，羊老師認為回頭看過去與合班教師的合作關係中，自己對合班

教師也造成相當的壓力，而不僅僅是合班教師造成他的不愉快而導致兩人無法溝

通。亭老師在與合班教師的相處上有溝通上的壓力，但經過討論他也從資深教師

角度思考，資深教師與初任教師合作是較為辛苦的，資深教師需要花費較多的時

間與精力協助初任教師。 

因為我們兩個沒有辦法溝通，所以，我的工作壓力相對的會變得很大，我現在

再回頭來看，其實我的存在對我合班教師來說也是一種很大的壓力（綜團羊老

師 99/10/08） 

因為後來我聽飛老師這樣講一講，我也覺得說確實我們老師也有很多值得我

學習的地方，因為我覺得（哭），畢竟那個跟初任老師搭班會比較辛苦…小孩

子的問題、跟家長溝通、行政，你都是新手，你都需要他得幫忙，變成說他

除了自己的工作之外，他還要協助你（綜團亭老師 99/10/08）。 

飛老師提醒自己當資深教師應該讓新手教師有愉快的適應生活，避免將自己

初任時的不愉快經驗，複製在自己將面對的初任教師或實習教師。員老師也有同

樣的想法，他提醒自己與初任或新手教師合作時應該避免「教室裡的平行關係」

中的合班關係，造成新手教師的不愉快。 

我覺得新手老師可能，再來就是我自己不斷提醒自己當我是資深以後，我們

兩個人沒有合班教師，我們偶爾會有實習生，我都會跟實習生說，如果你遇

到我，我不要在課程上給你太大的責難，我覺得要把那個愛回饋出去，當初

我如果是這麼辛苦，想想，如果我是老手的話，你要怎樣讓他覺得愉悅，我

覺得那個是可能我們可以學的，如果從我們這一代從新手變老手，都可以變

成這樣，未來的新手不會這麼辛苦（綜團飛老師 99/10/08）。 

就會覺得自己現在也教了十一年了，也算資深老師了，那萬一我以後帶到新

手老師，我一定不要像大風或者是亭老師的合班教師那樣子，提醒自己（訪

員老師 100/01/28）。 

  四、謹言慎行，不批評合班教師 

在教室的平行關係故事中，小草老師曾因與大風教師相處問題求助於園長，

並且請教園內其他教師，飛老師和羊老師認為會造成反效果，其合班教師心中會

覺得不舒服。飛老師這樣的觀點起源於自己初任時，也曾經因與合班教師的合作

關係困難，向園長投訴合班教師的不是，園長雖然承諾未來會重新安排合班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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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園長提醒飛老師，其合班教師對外都是在讚美飛老師，這提醒飛老師要謹言慎

行，避免因一時的口舌之外，而造成另一方的困擾。羊老師則奉勸新手教師不隨

便批評合班教師，他認為幼教圈子很小，很多事情會再傳回自己身邊。 

新手老師要靠園長或園內其他老師給你支援，在園內反倒是一種對立，就像

小草一樣，你藉由園長來其實更尷尬，藉由別的老師說你跟我的合班教師講

一下，我覺得誰都不喜歡這樣（綜團飛老師 99/10/08）。 

後來園長問我一句話我後來終生受用，他說：「為什麼我都沒有聽過那位老

師說妳不好，我都聽到你說他不好。」所以呢，年輕人要聰明一點（綜團飛

老師 99/10/08）。 

我覺得要告訴新手老師一句話，我覺得不要隨便跟別人抱怨你的合班教師，因

為這個世界真的太小了，大忌，跟你的好朋友說，不然那些話最後都會回到你

身上這是我的感覺（綜團羊老師 99/10/18）。 

君老師因飛老師的這段經驗分享而反思，幼教環境相當封閉，許多教師彼此

之間熟識，因此為了紓發情緒而說另一位教師的不是，當其他人以訛傳訛之後，

事情的原貌會遭到扭曲。 

然後他就突然說到，跟其他的人說，同圈子的說其他老師不好，我真的覺得

有時候新進教師會犯這些錯誤，因為他只是很單純想要舒解，然後我覺得我

以前也許有犯過這種錯誤，就是會去講別人，可是這幾年就覺得說好像也不

能這樣講，因為圈子很小，而且大家傳來傳去都不是原來的樣子耶！所以圈

子真的很小，不要隨便跟講別人不是（訪君老師 99/10/12）。 

在有關合班教師議題的討論方面，研究參與者認為在師資培育中並沒有課程

教導師資生如何面對合班教師相處議題，他們認為合班教師的制度，就像將兩位

不認識的人應配對結婚還要照顧三十位幼兒。 

飛：覺得我們在師資培育系統裡面沒有教我們合班教師很慘的問題，我覺 得

合班兩個人就是把兩個不相干不相識的人，就這樣你們結婚吧？ 

月：沒錯，我一直都認為 

飛：不需要任何細節 

月：超殘酷，然後結婚養了一堆小孩這樣子我其實有很深的體認就是，合班

教師就跟結婚一樣然後養了一堆小孩，就是這樣子（綜團 99/10/18）。 

這樣的話題延續到討論儀老師和亭老師的案例時，大家討論園所應該

考量新手教師對新環境的適應問題，在新手教師的合班搭配上應該讓新手

教師順利地了解園所文化，並且給予支持系統讓新手教師可以有適當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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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發適應環境的情緒。 

月：所以我覺得這點很重要就是說，今天你搭配新手老師，園所有沒有考量

說，那個就是…對，然後，你要去搭配的時候，你有沒有去考量說，你們這

個園所，所營造的一些文化，你可以讓這樣子的新手，能夠很順利的進入你

們園所的文化（綜團 100/03/26）。 

我覺得新手老師自己要有支援系統，可以一直倒垃圾，像我也是，我們下了

班，跟我一起新進的還有兩個同學，但是另外一個比較不熟，我跟其中一個，

每次我們下了班就一起到垃圾，他倒他的，我倒我的，事實上，我們兩個講

的，他罵他的老師，其實我們也不是罵，我們講你知道嗎？他今天又怎樣怎

樣說我嗎？我們兩個就變成比慘大會，看誰比較慘，我們彼此要有那個部分，

當你的垃圾倒夠了，你其實又有容量裝新的，再來我覺得新手老師自己可能

要有一點點認知（綜團飛老師 99/10/18）。 

幼兒園一個班級兩位老師共同運作一個班級，是不同於其他教育階段的特殊

現象。因此，幼兒園教師需要與另外一位教師合作共同運作班級的教學，與合班

教師的合作也是屬於教學重要的部分。有關合班教師的案例討論，讓研究參與者

省思自己過去的經驗，發現過去與合班教師的合作關係並非如自己想像中的不幸

福，並且發現回首過去，與合班教師所發生的點點滴滴都是有意義的。 

從饒見維所整理之省思層次來看，研究參與者在合班教師互動，屬於「省思

自己的教學行為」。研究參與者從討論中從資深教師的角度思考新手教師與資深

教師合班的問題，因此更能理解資深教師當時的行為，進而省思面對與合班教師

之間的問題與情緒，應該更謹慎處理。這些省思的內容都是屬於省思自己的教學

行為，省思自己如何可以和合班教師有更好的相處及互動。 

 參、特殊幼兒輔導 

在特殊幼兒的方面，研究參與者省思自己輔導特殊幼兒的態度、特殊幼兒融

入全班的活動之中。無論是案例討論或撰寫，讓研究參與者省思在輔導特殊幼兒

輔導的記錄過少。  

一、輔導特殊幼兒的態度 

「跳動百分百」、「賽車男孩」以及月老師所撰寫的案例，皆為討論特殊幼兒

的輔導。賽車男孩的討論，引發研究參與者思考在融合教育中，自己的態度與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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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不夠積極。月老師提到自己接觸融合教育時，是持抗拒的心理，但經過討論之

後，他認為案例中的教師在特殊幼兒的輔導上盡心盡力，且尋找許多學校和醫療

資源，案例中教師積極的態度，讓月老師省思到自己在面對特殊生輔導時太過被

動，也受案例影響，他在未來較積極正向面對特殊幼兒的輔導。 

天啊，這個老師，真的是用了很多的時間第一個是說，他哪來那麼多時間，

好像就是班級的小朋友那麼多，可是他可以花在這個小孩子那麼多的時間，

但是後來我們也發現說，因為他的資源很豐富，他們的學校就有一個特教中

心，所以他這個過程中…他也不會說想幫助而沒有方法，他的資源很豐富，

可是我覺得說這兩個老師蠻有心的，包括說跑去醫院跟那個醫生討論，這個

就不是資源近不近，是這個人真的很有心，很積極，他想去幫這個小孩，自

己去連絡他的治療師，然後跟他進一步討論，這個是讓我很感動，印象很深

刻是說，哇我們真的是比起他來，我們真的是被動太多了（訪月老師

10/01/24）。 

比方說工作十年了，可是可能也是因為我會發覺說，這個案例真的是對人家

有幫助的是說，我工作十年的時候，我沒有看過這個案例嗎，我案例應該是

前兩三年看的，那我覺得說，如果我那時候更早看到這個案例的話，不管是

在教室，或者是去面對這些小孩的一些，一些那種會比較積極吧，會比較正

向的去，可能站在說怎麼幫他去處哩（訪員老師 100/01/24）。 

任教於特教班的水老師也在「賽車男孩」的討論之後，省思自己在與特殊幼

兒進行治療的醫院合作上不夠積極。故事中教師積極的態度讓水老師認為自己應

該更積極的與醫療院所合作。 

他提醒了我很多就是我覺得他做那些事，我也有做可是我都做一半…就像跟

醫院方面的聯繫那一種合作，然後我可能有做，可是我沒有很積極的一直去

追那條線，我可能問完之後就停了，然後我就在學校繼續做我們學校的部份，

就沒有再追蹤他在醫院的狀況，就像這樣，然後我就覺得就是看完了那案例，

討論完了之後，就有提醒我就是好像自己應該，對積極一點，就不要就是半

調子（訪水老師 100/11/15）。 

透過討論「賽車男孩」案例中教師的積極作為，讓青老師思考如何讓自己班

上注意力較差的普通幼兒專心進行活動。 

所以我看到賽車男孩，大家都同意這是一個很成功的案例，我在想說，以我

們班的普通生，我剛剛講說那個狀況來講，我可以提供他怎樣的協助，他很

聰明，家長送他去學珠算，學功文數學，那個部分可以讓他靜下來，讓他專

注力長一點。（綜團青老師 100/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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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老師在尋找撰寫題材的過程中，曾經思考撰寫一個有關過去特殊幼兒輔導

的案例，他分享在思考是否撰寫這個案例題材時，回顧輔導這位特殊幼兒的歷程，

省思自己在輔導這個孩子的過程中，花費過多時間和精力在輔導這位特殊幼兒。 

就變成像是反思，我覺得那就像變成是一種反思的東西，就是你帶完這個小

孩之後你再回來看他，那特別的是，我現在還跟他有接觸，因為他們唸我們

學校一年級，然後跟他媽媽也有接觸…我們回過頭再看這個小孩，我們會覺

得說我們花了太多精神在這上面在他身上。（訪亭老師 100/10/10）。 

員老師撰寫的也是有關他過去輔導一位特殊幼兒的案例，在分享他所撰寫的

案例時，他提到雖然在輔導過程中對這位幼兒有幫助，但也省思所使用的策略太

過強制並且情緒化，當時只想讓案例中的幼兒靜下來不干擾教學。透過回顧輔導

這位幼兒的資料，員老師承認在輔導這位幼兒時的錯誤方法，並且提醒自己未來

在輔導特殊幼兒時，不可重蹈覆轍。 

我曾經面臨哪些問題，我把這些事情分享出來，但是我內心深處，對這個孩

子的歉意，我也覺得我對他是有幫助的，我覺得是很正向的，比較負向讓我

沒有辦法去窗戶打開的就是說，我對他很嚴謹，很用力，然後我每次抓他，

我要很用力，我都要掐住他他才會不動，這其實對他對我都是很深的刻痕。（訪

員老師 100/10/26）。 

我可以面對他，承認我自己在那個時候教學策略的錯誤…我看資料，發現我

怎麼會做這樣的事情，我就會提醒自己不要做這樣的事情，提醒我不可以對

孩子這麼隨性。我不高興就對孩子不好（訪員老師 100/10/26）。 

除了反思自己輔導特殊幼兒的情形之外，員老師在分享撰寫案例時，也省思

在輔導過程中，與其合班教師協同輔導幼兒的狀況。輔導這位幼兒時，其合班教

師因不知如何輔導這位幼兒，而將照顧這位幼兒的責任交給員老師，而導致其他

家長的反彈，認為員老師只將教學的注意力放在這位幼兒身上，而忽略其他需要

輔導的幼兒。 

他只找我，因為我們另外一位老師是不理他的，我另外一位老師，跟我很好，

但他告訴我他不知道怎麼辦，然後，我將班上教學交給他，我顧他就好了，

剛開始只有一位老師顧他，家長可以接受，但後來不行阿，家長會抗議，為

什麼我只顧他，而且小孩都講，老師最愛小熊了，其他孩子開始偏差行為一

堆（綜團員老師 99/11/06）。 

月老師則是在撰寫案例之後省思。在案例發生時，他沒有提升案例中特殊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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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的學習，當時的作為僅想讓教學順利，並且不影響其他孩子的學習。他認為自

己當時面對案例故事中的特殊幼兒沒有積極的作為。 

所以我發覺，我現在在想，我覺得我們都沒有幫助到小丁他個人，我跟合班

教師也沒有很積極…不是小孩的角度，我今天給人家看到是，我也沒有幫助

他個人長期的方法，讓他改變或者是什麼，都是幫他解決當下的問題。就變

成說他本身我們可以做專業幫助的部分真的很少，我在寫的時候真的是，問

題很多（綜團月老師 100/01/22）。 

因為我要寫的那個，自己要寫的案例是 95 年的，是五年前的嘛！那我就回想

說，五年前我為什麼都沒有什麼作為，對他自己沒有什麼作為。（訪月老師

100/01/24） 

二、輔導特殊幼兒融入全班活動之中 

亭老師提到在「跳動百分百」的案例討論中提到無效的策略，讓他省思自己

的教學方法是常因為教師的方便，在輔導孩子方面使用一些無效的方法。 

討論的過程也會讓我不斷地再回去思索自己的教學理念，有時候教學中會有

很多事情是因為「方便」，不一定是最適切的方法，像是我們提到的「無效策

略」（回饋亭老師 99/09/20）。 

「跳動百分百」的討論中飛老師提出全班一起運動，將輔導特殊幼兒的策略

運用在全班的幼兒，讓青老師思考自己在輔導特殊幼兒時僅是想辦法讓特殊幼兒

安靜下來，也就是亭老師所謂的無效的方法，而非滿足其好動的特質。月老師同

樣的思考滿足特殊幼兒動的需求，並且思考提升特殊幼兒在班上其他幼兒心目中

的地位。 

討論過程中，飛老師老師提到全班一起去運動的點子我覺得相當不錯。我之

前會思考如何讓過動的孩子不要一直動，所以就一直提醒那些過動的孩子，

整堂課下來我發現自己一直在管秩序，效果不彰，連其他孩子也必須受我的

干擾（因為一直提醒那些過動的孩子）。現在想想，原來是我的方法不佳，應

該想辦法滿足過動孩子想動的狀態（回饋青老師 99/09/18）。 

在團體中，過動兒動個不停的特質，讓老師ㄧ直想搞「定」他。無形中，其

他孩子也認為他是個麻煩製造者。今天有人提出「讓他動個夠」「不要孤立他」

真是很震撼的反向思維，讓我重新思考「如何提升問題學生或特殊生在其他

孩子心中的地位」（回饋月老師 99/09/18）。 

在「賽車男孩」文中，教師將感覺統合遊戲融入每週體能活動，讓小綠在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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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也能做感統訓練。月老師在回饋中提到自己也思考帶孩子出去運動是全班一起

進行感統的活動。 

案例中老師將感統遊戲融入每週的體能活動中，我思考每天早上帶孩子出去

戶外運動時，可以安排一～二天，把感統遊戲融入活動中，對班上好幾個游

離坐不住的孩子應該有些幫助。所以自己需要先溫習感覺統合遊戲的書籍，

再嘗試設計相關活動（回饋月老師 99/11/06）。 

青老師將輔導特殊幼兒的策略融入下午的班級活動，避免將特殊幼兒差異化，

且可將個別化教育計畫實施於平日的教學之中。 

我覺得這個部份是我未來的目標，而且我們班大多數是半天班，下午僅有 8

位幼生（含一位特殊生）。我最近在設計體能活動時，也會將孩子較弱的體適

能項目編列其中，我覺得我未來也可以參照班上特殊生的 IEP 設計下午的活

動，讓下午班的孩子跟著特殊生做一些活動，如此不會凸顯特殊生的差異化，

也能讓個別化教育落實在日常作息及教學中（回饋青老師 99/11/06）。 

面對輔導特殊幼兒的議題，研究參與者省思自己輔導特殊幼兒的態度不夠積

極。撰寫案例時，讓研究參與者省思自己過去輔導的特殊幼兒的態度和方法不夠

專業，當時的作法僅只想讓特殊幼兒不干擾教學，對其學習情形並未有提升。他

們發現在輔導過程中，針對特殊幼兒的記錄不足以與家長充分的溝通。而在輔導

策略上，大家省思如何避免沒有效用的輔導，將特殊幼兒的個別輔導融入平時的

教學之中，並讓全班幼兒一起參與。 

三、撰寫幼兒觀察記錄 

在「跳動百分百」的案例討論中，研究參與者認為故事中的教師與家長溝通

時太過急躁與自信，未有充分的觀察記錄或透過長期的記錄了解孩子的狀況便與

家長溝通。 

先從老師的立場來看，我們看到小朋友的問題是怎麼判定，如果太有自信的

話，家長會不會覺得很可怕，我看到你就將你判定為什麼？我們會希望說他

可以更小心一點，或更多元一點，準備更多證據，而且也顧到其他普通生的

幼兒和家長的感受，這是一個班，不是只有一個人（綜團員老師 99/09/18）。 

我們老師去評價是專業的嗎？是不是提出一些觀察記錄或評量表，讓家長會

比較信服，感覺上這個孩子沒有被瞭解，沒有記錄便與家長溝通（綜團員老

師 99/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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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老師在回饋中提到應重視觀察記錄，可以詳細記錄孩子在學校發生的偏差

行為，以作為與家長溝通的依據，他認為這是他未來應該做的事情。 

目前我們班上也有非常好動的孩子，一整天下來常被他弄得筋疲力竭，我們

雖會與家長溝通孩子的行為，但不希望家長認為我們老師只是在告狀。我想

到案例討論時大家提到觀察記錄的方式，我覺得是我接下來該做的部分，目

前憑印象記憶的方式並不佳，我希望去找出哪些情況下這個孩子會有脫序的

情況發生（回饋青老師 99/09/18）。 

水老師也認為與家長溝通時，提供家長文字記錄，較憑印象溝通為佳。討論

中觀察記錄的想法提醒他在特幼班也相當實用。 

建立行為基準線，提供具體的紙本記錄，比流於印象化的口頭敘述，效果更

好。這樣的想法在特幼班記錄孩子特殊行為時，更實用（回饋水老師

99/09/18）。 

記錄除了提供為與家長溝通的依據之外。王老師認為記錄也可以提供家長帶

孩子到醫院評估時，讓醫院參考孩子在學校表現的依據，可以讓評估結果更完整，

他也省思自己這方面做得不夠。 

覺得一些觀察記錄那部分，還蠻提醒到自己，因為像你每次請小孩去評估，就是媽

媽帶去，可能他不瞭解他，他在學校的狀況，如果那些記錄的話，讓醫生參考，評

估會更正確，那個也可以省思吧，那一塊是自己沒有去做到的（綜團王老師

99/11/06）。 

亭老師省思在師資培育的過程中，觀察記錄是非常重要的課程，在實習時還

提供記錄特殊幼兒記錄讓實習所參考，但在實際擔任教師工作常因忙碌而忘了詳

實記錄幼兒的學習狀況，他認為應該要持續對幼兒進行記錄。 

對幼兒的「觀察記錄」，其實都是我在求學過程中不斷被提醒的，但是在教學

中經常會因為忙碌而忽略。特別是觀察記錄，之前實習時對一位特殊生做的

觀察記錄，還提供給實習輔導老師作為與家長面談時的資料（當時真是覺得

很驕傲啊！），但在現在的園所沒有規定，雖然還是會有觀察幼兒的習慣，卻

沒有馬上記錄下來會隨時間久而遺忘，真的覺得很可惜！對的東西真的要堅

持繼續做下去啊（回饋亭老師 99/09/20）。 

在撰寫案例時，研究參與者往往需要尋找案例相關資料，來幫助案例故事的

完整與真實，但研究參與者在尋找相關記錄時發現記錄過於簡略，有些記錄還缺

乏，研究參與者省思自己過去在資料記錄方面不夠專業月老師在撰寫案例時，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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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過去的案例主角的個別化教育計畫與當時的教學日誌，對事件的描述記錄不夠

詳細且太過簡略，甚至有些記憶中的事件沒有記錄下來。 

然後當初也沒有做一些記錄，包括其實後來我有找教學日誌，可是我後來發

覺有一些，像他跑掉，然後我嚇的快死的那個，印象這麼深刻的事情，怎麼

都沒有在教學記錄裡面，我們到底在寫什麼（訪月老師 100/01/24）。 

無論撰寫過去發生的案例或是現在正在發生的案例，皆需要記錄來輔助案例

故事的完整。在撰寫過程中，青老師和員老師擔心自己對事件的記錄不足，而僅

靠回憶擔心記憶錯誤。 

可是我有一點擔心說資料會不會不夠，因為真的都是要回憶，當然我也有一

些些記錄（訪青老師 99/10/13）。 

發現還有一個很大的原因是我開始寫小熊了。我發現我的資料很貧乏，非常

貧乏，甚至很多記憶中的不知道對或錯（訪員老師 100/10/26）。 

他認為對一位已經任教十多年的教師而言，這是非專業的表現，他認為未來

應該要詳細記錄幼兒發生的特殊事件。 

最大問題是，應該要慚愧以前都沒有將特殊事件的詳細記錄，就是 IEP 會寫，

回頭去看他的一些教學日誌的時候，有些事件明明應該怎樣，但三行就結束

了，就會覺得說，教書十幾年，太不專業，這一點真的以後要做的（綜團月

老師 99/12/11）。 

月老師對記錄不夠詳細的省思，引發亭老師自己撰寫案例時尋找資料的經驗，

他也認為自己平時的記錄也不足，記憶中對事件印象相當深刻，但回過頭尋找資

料，發現資料缺乏，他省思自己如果有完整的記錄，便可以參考記錄將此案例寫

下來。 

月老師剛講到一個關於寫記錄這件事情，我前一陣子我在想我要寫哪一個案

例的時候，赫然發現自己都沒有記錄，去年有一個學生我們一直懷疑他有過

動的症狀，我當時很想寫他…如果我將他去年我一整年教他的經過，處理的

事情，然後他到現在的發展，寫下來就會很完整，可是回去翻就會發現，沒

有甚麼樣的記錄（綜團亭老師 99/12/11）。 

  在特殊幼兒的輔導的教學省思內容有，研究參與者透過案例討論與案例撰寫，

省思自己對特殊幼兒的輔導不夠積極，也省思在方法上花費太多時間並且作法太

過強硬。透過彼此的討論大家省思教學作法的調整，應該將特殊幼兒的輔導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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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平日的教學活動之中。另外，研究參與者也省思在特殊幼兒輔導與教學方面的

記錄不足，如果有詳細的資料更可以瞭解孩子的行為，以作後續的輔導。 

從研究參與者在特殊幼兒的輔導的省思層次來看，省思自己的教學態度並且

指出自己在輔導特殊幼兒時花費過多心思與作法的缺點，進而思考調整輔導的活

動於平日的教學之中，在饒見維整理的省思層次是屬於省思自己的信念與假設。

省思自己的行動和他們的教育價值觀之間的一致性。 

  四、其他 

研究參與者在案例討論時，除了討論與案例議題有關的內容，也省思特教巡

迴輔導教師的制度以及特教研習課程。另外，工作坊的運作以及案例討論讓研究

參與者省思自己所處園所專業成長的情形，也看見自己現在所處環境的情形。 

（一）省思特教巡迴輔導教師制度及特教研習課程 

在討論月老師所撰寫的案例過程中，月老師提到自己在案例發生時的特教經

驗不如現在，但現今已經過了十幾年的融合教育經驗，目前許多特教研習課程太

過點狀，單堂的課程就如水老師所說的僅是介紹特殊幼兒的特質或輔導方式，不

夠深入。 

因為我們其實 95 年的時候，我們這個特教的，我們自己的專業不像現在 100

年越來越好（綜團月老師 100/01/22）。 

可是基本上我今年正好有亞司伯格我去聽了，你開的課你有沒有辦法滿足所

有的需求，要滿足這麼多又要深入哪有辦法，十四類，你今天全臺北分佈在

各學校，應該這十四類很多類，你開課不能只開一次，除了課程還有社會互

動，我這樣回來不可能很厲害（綜團月老師 100/01/22）。 

所以研習的內容太淺了，單純講一下介紹而已（綜團水老師 100/01/22）。 

同樣的在討論月老師所撰寫的案例時，提到案例發生時的巡迴輔導教師，其

積極與專業度不夠，進班時間也不足，因此無法提供符合需求的協助，月老師省

思特教巡迴輔導教師對現場教師的協助可以非常大，端看特教巡迴輔導教師的態

度和主動性。 

如果今天巡迴老師，他不是很積極、願意跟我們分享，來看看就走了，IEP

寫一寫開 IEP，現在個案很多，他也不可能每個禮拜進班，他可能輪流，可能

隔週才近一次班，所以你會覺得說，特教老師其實，跟老師的部分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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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觀察小孩會回饋給老師，給老師一些策略，對啊，所以我覺得巡輔老師真

的很重要（綜團月老師 100/01/22）。 

巡輔老師不一定要很資深，是態度…像我們說的小丁那時候的曾老師也不是菜

鳥老師，可是他的態度就是，他來工作，他少一份熱情，主動性（綜團月老師

100/01/22）。 

（二）省思學校的專業成長情形 

案例討論時，研究參與者分享經驗時，也會分享自己服務學校和案例內容相

關的情形，其他研究參與者在聽取他人經驗之後，比較自己現在學校的狀況，並

了解其他學校的作法，從中吸取經驗，君老師覺得自己學校應該有所作為，而非

僅是將自己教室管理好。  

我覺得參加工作坊有一個額外的好處是，就是我不斷地跟你講說我們學校很

奇怪，然後我一直很擔心說，我在那個學校久了，會不會變成那樣的思考模

式，可是我現在可以跳出來看看你們怎麼做事，看看你們在幹麻的時候，我

就想說：事情不是像我們學校那樣子做的，還有其他的做法。（訪亭老師

100/01/26） 

我會覺得像我們園所，大家彼此之間的那個連結很弱，我這樣看每個案例下

來，我會覺得說為什麼我們學校都沒有辦法有一些很精采的作為…大家都只

想做好教室內的工作就好了，大家都不想去額外擔負什麼樣的工作（訪亭老

師 100/10/10）。 

君老師參加工作坊之後，覺得收穫頗多，他比較自己學校的現況，認為在學

校自己的專業成長僅只是原地踏步。 

我覺得在我們學校來說的話，我會覺得大家沒有成長，當時你告訴我留在原

地就是退步，所以我那次忍不住的就把這句話掏出來，現在這個老師是他現

在當了園長之後才有這個體悟，他之前，如果只是個老師他會選擇在原地踏

步的，我覺得如果在這個園裡我得不到成長，至少參加工作坊有點收穫。（訪

君老師 100/01/28） 

（三）省思自己所處環境是幸福的 

在分享經驗過程中，研究參與者了解每個學校都有自己的甘苦談，他們省思

自己服務學校的狀況，水老師發現所處環境是幸福、單純的。月老師則覺得自己

學校相當民主，在考量合班教師搭配時，會整體考量每位教師的狀況進行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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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難免每年會為合班的搭配傷神，但相較於其他學校，自己學校在這方面的運

作已經算是相當人性，這讓他覺得在目前學校服務是幸福的。 

我覺得我的環境非常的單純（訪水老師 100/8/19）。 

了解到「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原來在這裡任教是很幸福的一件事，雖然我們

每年也有老師合班問題要傷腦筋，但我們有共識，每位老師輪流和問題老師

配班，相對於其他學校，我們的問題算是小兒科了（回饋 99/10/09 月老師）。 

ㄟ這裡還蠻民主的，你看，我們即使說再怎麼樣說好，像你說阿秀或者阿婷

啦！或者阿秋啦晚來，我們也沒有叫他說跟園長同班，就叫他們同班…所以

我們你會覺得這裡的老師還蠻大肚的，力量很大，就會去就整體去考量合班

教師。（訪月老師 100/01/24）。 

來自不同園所的幼兒園教師，帶著不同園所的經驗與觀點進入案例工作坊討

論案例，從大家的分享與交流過程中，研究參與者瞭解不同園所的文化與做法，

進而省思自己的園所專業成長不足。也有研究參與者發現自己所處教學環境較於

其他人的教學環境有制度。 

在其他方面的省思，研究參與者省思巡迴輔導制度和特教研習課程的問題，

這方面省思層次屬於饒見維所整理之省思層次第三層次省思自己的角色以及和

他人的關係，省思教育脈絡中值得改進的的部分，如巡迴輔導教師的功能可以成

彰顯，研習課程應破除點狀課程的安排等。 

而省思學校專業成長與是屬於第四個層次思考自己的的學習方式，研究參與

者反思園所的專業成長與學習不足，也思考園所應該像工作坊一般，有著專業對

話的專業成長。 

從上述的研究發現也發現，工作坊幫助教師思考教學情境中不同角色的立場

和案例教學法可以促進教師在行動時考慮多重觀點（Floyd, 1992；Floyd 

&Bodur ,2005；Shulman & Colbert, 1989）。陳淑芳（1998）更指出案例撰寫可以

幫助教師發展教學省思的能力，可以幫助師資生和新手教師瞭解教學情境中不同

角色的立場和觀點，發展非本位主義的思考能力。亦即從不同利害關係人思考其

想法。 

本研究研究參與者不僅是透過案例撰寫思考不同角色的觀點，透過案例討論

也思考案例中不同重要關係人的想法，並從這些關係人的角度思考、理解其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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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後的原因。 

「跳動百分百」的討論中，除了討論親師溝通議題之外，也討論有關特殊

幼兒的輔導，從特殊幼兒的特殊狀況瞭解如何滿足其需求，並且避免在班上將

其差異化，而是將其需求的活動融入班級活動之中。 

「教室裡的平行關係」之討論，飛老師提出自己與合班教師的相關經驗，

進而引發其他研究參與者思考資深合班教師的立場。儀老師也從中理解其合班

教師對自己的態度和作法，瞭解其作為是為了讓自己可更快學習新環境應的事

物，而非僅是表面上的交付自己許多工作，而增加工作負擔。 

水老師完成案例撰寫之後，回顧整個案事件的過程，理解家長的立場與無

奈。而青老師的案例分享，讓其他研究參與者從家長的立場思考親師溝通時，

應明白家長的關切點，從家長角度思考其需求。月老師也在撰寫案例完成之後，

瞭解其案例中家長的態度與壓力。 

研究參與者透過討論與撰寫案例，從案例中不同角色思考的立場與觀點來看

案例發生的過程與結果。 

在省思方面，研究參與者省思的內容為親師溝通、合班教師互動、特殊幼兒

輔導以及其他，如特教巡輔教師與特教研習制度、學校的專業成長情形、以及自

己所處園所環境的情形。教學實務提升之內容則有，親師溝通、合班教師之互動、

特殊幼兒輔導、重視紀錄等。可以發現案例討論方向、教學省思內容有極大關係。 

誠如 Shulman（1996）提到在探索案例時，參與者不但會得到案例的個別經

驗，也從案例連結其他案例，或從他人或自己的經驗所發展出來的原則。研究參

與者透過案例討論和案例撰寫連結到自己或他人的經驗，而引發許多討論和省

思。 

因此研究參與者關注的案例方向與所撰寫之案例可以做為教師省思作為的

重要資料。月老師在其撰寫的案例中反思自已過去輔導特殊幼兒的作為。「賽車

男孩」案例討論，讓許多研究參與者省思自己在與特殊幼兒家長以及特殊幼兒輔

導的態度不夠積極。與研究參與者教學現在與過去的教學經驗相符的案例，可以

引發研究參與者許多討論的切入點，如討論亭老師與合班教師的案例時，飛老師

便提供許多自己過去與合班教師互動的經驗。討論「跳動百分百」時，大家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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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目前教學遇到類似個案的情形，也分享處理類似個案之做法。青老師分享自

己案例時，也引發其他人討論及分享在親師互動上曾遭遇到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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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幼教教師教學實務之促進 

本研究以案例工作坊進行案例討論與案例撰寫，從中瞭解案例工作坊促進幼

教教師教學省思與教學實務之情形。研究參與者教學省思之內容與討論或撰寫之

案例有關，而教學省思又進一步促進了教學實務的作法。而饒見維（1996）的教

師專業發展基本原理-知行思交融原理正可以說明案例工作坊與教師教學省思以

及教學實務之間的關係。因此，本節除呈現研究參與者在參與工作坊之後其教學

實務的實際作為之外，也在每個實際作為之後說明其與教學省思的關係，最後以

知行思交融理論呈現，案例工作坊、教學省思、教學實務之間的關係。 

壹、幼教教師教學實務 

案例工作坊促進幼教師教師教學實務方面，可分為親師溝通、與合班教師

互動、特殊幼兒輔導、重視觀察記錄等四方面說明。 

 一、親師溝通 

親師溝通的議題是最初調查時最多研究參與者有興趣的議題時，。就如同前

面省思能力中所說，在工作坊中有許多與親師溝通相關的討論，這些討論除了引

發省思之外，也讓研究參與者付出實際行動。 

（一）運用方法，積極與家長合作、溝通 

「跳動百分百」的討論中，大家分享「熱臉貼冷屁股，貼久就熱了」，提醒

儀老師身為新手教師除了關注幼兒的學習之外，仍須主動與家長建立良好的關係，

方可與家長為孩子的學習努力合作，。 

老師提出了一句話「熱臉貼冷屁股，按照物理原則，多貼幾次就熱了！」用

在親師溝通上，真的是比喻的很恰當，目前身為一位新手老師，除了與孩子

建立關係外，也需要與家長建立良好的關係，達成彼此互信。而聽到這句話，

也鼓勵著我要更主動與家長互動，共同為孩子的學習努力（回饋儀老師

99/09/18）。 

對，不是每一次都會說出很經典的話嗎？就一次是那個什麼，就不要拿熱臉

貼冷屁股那個…然後這句話讓我覺得自己要更主動去嘗試跟家長相處，不要

再害怕，你已經不是一個實習老師了，那種感覺（訪儀老師 100/10/16）。 

儀老師任教的學校有許多家長是以閩南語溝通，儀老師的閩南語聽力雖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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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但流暢的溝通是有困難的，也因此他害怕與家長溝通。再加上他常因自己新

手的身分，不獲得家長的信任。 

所以我就覺得自己台語沒有很好，所以其實現在我有個障礙就是說，我比較

怕跟習慣講台語的家長面述，我會講，可是我會講的就是很簡單的那幾個字，

我會覺得怕阿嬤聽不懂（訪儀老師 99/10/16）。 

他說他記不得我的姓，他覺得我的姓太難唸了，他說像那個蔡老師好了（訪

儀老師 99/10/16）。 

因為「熱臉貼冷屁股，貼久就熱了」這句話，他開始主動與家長溝通。他改

變心態，將自己視為正式教師與家長互動，主動與說閩南語的阿媽聊起孩子學習

狀況。 

可能是我覺得是一方面是自己心態的問題，對，所以可能就會跟他們相處的

時候，ㄟˊ他會不會覺得說你是新老師的那種感覺，對，然後這句話（熱臉貼

冷屁股）讓我覺得自己要更主動去嘗試跟家長相處，不要再害怕，你已經不

是一個實習老師了，那種感覺（訪儀老師 99/10/16）。 

面對自己覺得很菜的家長主動出擊，有那時候我遇到我都會主動跟阿嬤說，

阿嬤早，然後就會講…他像昨天，就來班上，我發現我們班老師對他態度有

一點，就不是很想理他的感覺，對，我還是會跟他聊他孫子的狀況（訪儀老

師 99/10/16 ）。 

水老師也受到這句話的影響，在與家長溝通方面遇到挫折時，會重新思考策

略，轉換方法持續與家長溝通。 

但是至少，我自己有一些事情家長讓我覺得很沮喪或是很失落的時候，回去

想一想，下禮拜再重新換各方式（綜團水老師 100/05/28）。 

水老師班上有一位自閉症孩子，與家長溝通時提供意見，提醒以視覺提示提

升幼兒的學習。起初家長雖從老師那兒獲得許多相關書籍參考，但仍沒有付諸行

動。水老師覺得自己從討論中的「熱臉貼冷屁股」獲得啟發，自己先示範製作一

套教具，由他來示範主動出擊，家長也感受教師的積極與熱情，進而開始配合教

師的要求。 

小朋友自閉症，他很需要視覺提示，然後我已經跟媽媽在 IEP 會議上都講過

了，然後我也用圖示示範給媽媽看，我也有借他那種跟自閉症有關工作系統，

家長版本的書給他，可是他一直都沒有動作，然後我就會覺得為什麼他這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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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重視這個問題，然後後來我就自己先做一套給他看，我覺得用講的他感覺

不出效果，我就用作的給妳看，我覺得當妳老師妳有做給他看，我不知道是

不是基於不好意思，他就慢慢的比較配合，我開始用熱臉貼他冷屁股，我先

做給他看，他可能也會覺得老師都開始動手了，他也會配合，大概就是這個

意思（綜團水老師 100/05/28）。 

「賽車男孩」的討論再次提醒水老師應該要積極與家長合作，一起面對幼兒

教養，而非僅是靠學校或醫療院所教育的力量來幫助孩子。他認為應該邀請家長

一起記錄孩子學習行為，增強家長教養幼兒的知能，因此他藉由親自示範教學、

分享教養資訊來加強家園合作。 

看見案例中的老師邀請家長一起記錄孩子行為、療育課程的狀況等，我反觀

自己的班級，發現我們都太習慣自己埋頭教學，反而有部分家長把教育的責

任與成效完全放在學校老師與醫療院所的治療課上，家庭功能這一塊反而無

法發揮，而親職教育才是最重要的!我想今後我應該學習讓家長學會如何教導

孩子，可藉由教師親自示範策略，書面資料的方享，親自晤談等方式，讓我

們成為共同合作的關係，家長真的是相當重要的一環（回饋水老師 99/11/06）。 

水老師列印許多親職教育的文章提供家長。他認為家長較信服醫院醫師、治

療師和相關專業人士所建議的教養事項，對教師的專業較不認同，因此他透過專

業人士所撰寫的文章，讓家長瞭解教養的概念和策略溝通，進而溝通教育理念與

作法。 

我覺得最明顯的做法，是我比較主動在親職教育這一塊，像我剛剛早上才去

印，我去找了很多居家訓練的，我覺得家長回家都沒有做，以前會覺得它們

都不做，後來經過案例、討論，還有我自己寫的那個案例的時候，我就突然

發現：有時候不是他們不做，是他們不知道怎麼做，然後我就去找一些期刊，

像洪蘭的一些文章，幼教概念、幼教策略的，就把它印出來（訪水老師

100/01/26）。 

我會想用文章是因為最近有在讀書，覺得有些東西很有道理，想給他們看，

再來是他們很聽治療師或醫院的話，老師的話他們反而不在意…他們比較相

信職能治療師的分享，或是書裡面的一些話（訪水老師 100/01/26）。 

水老師將列印的文章以資料夾收集成兩本，並且將班上孩子分成兩組，兩組

家長輪流閱讀這些文章。 

我今天早上就是用這個，我想要下學期用成一本，像資料夾，我們先收集好

的文章可能分成 A、B 兩本，假設我們班八個小孩，那就 1234 號家長當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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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他們輪完那一本後，他們就換 B 組（訪水老師 100/01/26）。 

試行一段時間之後，水老師發現家長因為忙碌無法整本閱讀，因而調整方法，

針對不同個案的狀況提供家長不同的教養資料，也避免過多資料造成家長閱讀上

的壓力。 

我後來並不是整本整本給他們看，因為我的搭班老師是覺得說他們會不會，

因為有些家長很忙，他們可能覺得壓力很大，看不完什麼的，我們就是可能

用影印的這樣子，我會看狀況，如果裡面是講自閉症的我就只給自閉症的，

不要浪費紙（訪水老師 100/08/19）。 

除了積極地與家長溝通之外。工作坊的討論與案例撰寫，讓水老師在新生報

到時，觀察新生幼兒與家長，發現類似其所撰寫案例的家長類型。他在心中告訴

自己，面對新生與家長要積極觀察幼兒，收集足夠資料再與家長溝通，避免教師

過於急躁而誤判幼兒的學習情形，導致重蹈覆轍家長不認同教師判斷的情形。 

昨天前天，前天註冊的時候，然後就是家長有新生家長來嘛！對，有新生家

長來什麼的，然後其實我，他一來的時候我大概可以感覺到又是那一個我寫

的案例的我就覺得很像我有預感他就是這樣，然後可是我覺得心裡會有比較

正面的想法，想說對他們真的很像，可是我這次不能再搞砸…還跟他不熟耶，

我應該會先觀察，我先不要急著去批判，因為我覺得你有時候太急於去給人

家建議的時候，人家防衛心就起來了，他會覺得老師在否定我的教法，對阿

（訪水老師 100/08/19）。 

同樣在「賽車男孩」案例討論中，讓青老師嚮往像案例故事中教師與家長一

起合作為特殊幼兒的教育而努力。 

我就是很重視那個部份，我就會把那些狀況也跟家長講，然後我也就是期待

一個是不是我們家也可以家園同心，像這一次的那個案例（賽車男孩）一樣

（訪青老師 99/10/13）。 

因此，青老師積極地與家長溝通，將幼兒的學習與家長討論。對家長釋出善

意，讓原先互動不良的家長感受到教師出發點是為了幫助幼兒，因教師的誠意，

家長願意與教師溝通幼兒的學習狀況。 

這個孩子，就是我們今天還在討論說，ㄟˊ他真的進步很多，雖然當然還是有

很多狀況，可是已經是叫的動，聽的進去的小孩了，我覺得家長體會到老師

是，不是嫌棄他的小孩，因為我本來也有點想寫這個是因為，他覺得跟我搭

班的那個老師，都一直在說他的小孩不好，可是他體會到，所以他現在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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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點跟我溝通，因為他覺得我有，我的出發點是希望跟他一樣去幫助這個孩

子好（訪青老師 99/10/13）。 

（二）站在家長立場思考與家長溝通的內容 

在「跳動百分百」的案例故事中，教師與家長溝通時沒有具體的說明孩子在

校發生的實際事件，而是直接告訴家長孩子做錯事。這提醒亭老師在與家長溝通

時要具體描述孩子行為，而非直接判斷孩子行為的對錯，並告知老師的處理方

式。 

我在實行的時候，從跳動百分百得到，很大的收穫就是你跟家長討論事情的

時候，你一定要有具體的說明，比如說他今天在學校發生了什麼事，我們必

須要完整的告訴家長說，他做了什麼，而不是我們一開始就跟他講說他做錯

什麼事情，我們是直接跟家長講說他今天做了什麼事情，然後家長就會知道

說他犯了什麼錯，那我們才會跟家長說，我們怎麼處理。（訪亭老師

100/10/10）。 

青老師所撰寫的案例提供了亭老師要注意幼兒在學校活動的安全與作法，清

楚地將孩子發生意外的始末了解清楚，並告知家長讓其明白事件的經過，如此可

以避免親師之間溝通的糾紛。 

我覺得青老師也給我一個很好的提醒就是，雖然小孩子課後參加小學的社團

或是什麼，已經過了我們上班時間，責任不在我，我們這學期有小孩參加社

團，隔天回來靠近眼睛的地方瘀血，所以我們很小心檢查他那裡有受傷，那

是他們上陀螺課，小學的哥哥姊姊打到他，我趕快問他，社團老師知道嗎？

老師有沒有做處理什麼什麼的，我知道之後我問小孩再將這件事情轉述給他

媽媽聽，他就不會將這件事情怪罪到老師身上，就覺得還好（綜團亭老師

100/04/23）。 

飛老師也在青老師的分享之後，體悟到許多與家長的溝通，應該站在家長的

角度來了解家長的想法，適當的回應家長的需求。他班上孩子因為耳朵疾病請了

兩天病假，家長請假時曾質問教師是否注意到孩子在學校耳朵不舒服的情形，雖

然他心中對質問家長態度不以為然，但仍放下心中的不滿，站在家長立場與家長

互動。在孩子回到學校時，主動關心孩子耳朵的恢復情形，以及在學校需要注意

的事項。他認為這樣的互動方式，可以安撫家長的情緒，避免家長對學校或教師

心生不滿而造成未來的親師溝通問題。 

第二天他媽媽來，他休個兩天，他媽媽來我跟他說我真的沒有聽到宜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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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現在狀況怎樣，我聽到他耳朵這樣聽了很難過，再來我們要怎樣做，再

來醫生有沒有說要注意什麼問題，什麼時間要吃藥，你將藥帶來我們按時餵

他，也要注意時間回診，家長態度就好很多，有時候我覺得是那個觀點，如

果我們認為說，那孩子沒有講，家長又說我不予理會，那種就是氣，就很大

的氣，我覺得可以將焦點放在理解家長的情緒，合理的去回應他，後續的問

題就不會出現（綜團飛老師 100/04/23）。 

同樣的亭老師也是聽了青老師的案例之後，為了避免親師溝通的問題，他積

極處理班上幼兒在學校發生意外的事件。他也是站在家長立場思考家長在意的是

學校後續的處理，因此他請園長請總務處將造成孩子受傷的遊樂器材外露不安全

的部分包覆起來，亭老師的積極處理，讓家長感謝老師很用心為孩子的安全而努

力。 

我們會忽略在這種小事在家長心目中的重要性，我們有一個小女生經過遊樂

器材，腰彎得不夠低，背就背刮到，我就想我要怎樣處理這件事情，我問我

搭班老師他指示幫他處理傷勢，不斷的冰敷和擦藥，我就去跟園長講說，這

個小孩上星期才在安親班受傷，他上星期才撞到頭，這星期背又受傷，雖然

是自己受傷的，但是我覺得家長一定會覺得妳怎會一天到晚受傷，園長告訴

我的說法是，我們要教室小朋友，注意安全，玩的時候動作不要太大，我想

這樣家長可能無法接受。我說我們可不可以在園方的作法也調整一些，我們

趕快有一些動作，或請總務處的工友協助處理尖銳物，用海綿包起來，後來

家長上星期孩子撞到時還不諒解，就是打電話到安親班說些什麼，但這件事

情他沒有說什麼，還打電話跟老師說謝謝，還不好意思讓老師做這麼多事情

（綜團亭老師 00/05/28）。 

羊老師分享案例「沒有贏家戰爭」是有關幼兒監護權的問題。剛好君老師班

上也有一位有相同狀況的幼兒，透過羊老師的分享，提醒君老師主動了解幼兒監

護權歸屬的問題，以及關心監護權官司的進度。家長也因此感受到老師的關心。 

因為他那是案例講到監護權的問題，湊巧我們班上也有這樣的問題，結果我

們那個是爸爸，他人很好，狀況很特殊，小孩在台北讀一個月，媽媽在高雄，

再到高雄讀一個月，因為羊老師那一次講完之後，我們老師要去瞭解到底，

監護權要屬於誰，這樣才不會有問題，不然到時候又有另外一個媽媽，另外

一個爸爸出來鬧，所以我就也是知道那個案例之後，很有誠意，態度很和緩

問爸爸說，你們官司談得怎麼樣啊，如果有什麼結果一定要跟我們講。…我

是沒有遇到那樣的問題，但是知道這個案例，講出這些話，他就覺得很關心

他，這樣對我們都很好，還是學到很多的（綜團君老師 100/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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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參與者透過案例討論與分享之後，在親師互動上呈現積極的作為，不畏

互動上挫折努力與家長互動、溝通。他們從站在家長的角度思考其需求，家長感

受到教師的體貼與關心。 

圖 4-1 可以看到從教師教學省思引發教師教學實務的作為的關係。 

 

 

 

 

 

 

 

 

 

 

圖 4-1 教師教學省思與教學實務在親師溝通之關係 

  二、合班教師互動 

研究參與者透過案例討論與撰寫，改變其與合班教師互動的想法與行動：可

分為以感恩的心面對合班教師，以及運用方法積極改善與合班教師之間的互動關

係。 

（一）以感恩的心面對合班教師 

「教室裡的平行關係」案例討論後，初任教師的儀老師從合班教師的角度思

考自己與他的互動關係。最初他認為合班教師將許多工作分配給他做，自己在班

上的角色有如實習教師。經過案例討論她體悟到合班教師將交付給她的工作是在

讓自己有機會成長，而非將工作丟給她，只會增加其工作負擔，因此他都尊重合

親師溝通積極度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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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教師，稱呼合班教師為「老師」。他懷抱著感謝合班教師的態度與合班教師互

動。 

我現在也是跟小草老師一樣的身份，跟一個經驗十足的老師在一起，我剛進

去他覺得我好像是一個實習老師，到一個班上，那個老師會叫我做事情，本

來心態沒有調適得很好，後來可能聽到就是飛老師、君老師他們的案例，其

實自己要很感恩他，因為在這麼多四個班裡面，他配到一個我經驗這麼菜的

老師，他還要教我做很多事情，班務的事情他都要從頭跟我講，我自己心態

也調整很多，我自己也覺得要感恩，其實可以學習的東西也很多，真的要感

謝他（綜團儀老師 100/04/23）。 

可是我可能剛開始進去會覺得，他可能都會跟我說叫我做很多事情…這些就

給你做，因為我也還不知道教室要做什麼事情，反正那就我來做，做完它，

然後可是像上次聽就覺得說，他讓我多做其實是好的，因為他還要來管我…

還要來教我，我們都分配好工作就自己去做阿，對阿，我覺得這就是，他有

在幫助我，所以我都叫他老師，我不會叫他名字（訪儀老師 991016）。 

飛老師在討論「教室裡的平行關係」時，提到他會感謝之前的合班教師，感

謝他幫助自己度過初任階段。儀老師和君老師受到飛老師這個觀點的影響，他們

也回頭感謝過去和現在的合班教師。案例討論時和其他研究參與者的分享，讓君

老師了解合班教師之間互動的多樣性，並且在心裡先為未來面對類似情境預作準

備。 

初任的合班教師跟我媽同樣年紀的老師，但是，我必需說我回頭，真的非常

非常感謝他，我覺得他是我的貴人（飛老師 99/10/08）。 

就覺得自己還蠻幸運的，遇到這個老師其實，還可以跟他溝通的一個老師，

他也給我很多空間，對他也是要存著感恩的心，對他的觀感會有不同的感覺

（綜團儀老師 100/04/23）。 

飛老師那時候的分享血淚斑斑，我是還蠻感激以前的合班教師，…不過我們

幼稚園老師都是兩人一班，難免都會遇到一些特殊的狀況，像我們學校也有

可能，我遲早也要面對，我覺得就是會有一個心理準備這樣子（綜團君老師

100/04/23）。 

（二）運用方法積極改善與合班教師之間關係 

研究參與者除了以感恩的心態面對合班教師之外，也以積極地改善自己與合

班教師目前的關係。儀老師認為要學習掌控好對合班教師的不滿情緒，並且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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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對合班教師說出與自己互動情形的想法；月老師也在案例討論分析中提到，應

該要積極地和合班教師討論自己對班上事務或兩人互動的想法。 

不要因為自己是一位剛踏入新環境的新手老師，就不把自己的想法說出，要

學習對於情緒的掌控，不可因為一時憤怒，而造成關係的尷尬（分析儀老師

99/10/09）。 

「永遠不要放棄和別人溝通自己想法的機會！」（分析月老師 99/10/09） 

儀老師省思自己與合班教師互動關係，他認為自己太過被動。因此他調整心

態，積極與合班教師互動，並且兩人主動討論班級中幼兒的學習情形。 

我當初跟大家討論完，心態有改變，邊寫邊想，為什麼我當初會這樣做，我

為什麼會不敢把話說出來，如果下次在遇到這樣的事情，我會怎麼去做，如

果下次遇到。…現在有調整心態，現在有，現在跟他關係還不錯，我現在都

會跟他討論小孩的問題，所以才會想要幫小孩寫信，跟家長溝通，我覺得自

己會更積極一點（綜團儀老師 100/04/23）。 

撰寫自己與合班教師互動關係案例的亭老師，認為「教室裡的平行關係」案

例中的初任教師小草沒有積極地與合班教師建立關係，且未澄清自己心中對合班

教師對某些事情作法的疑問。他提到初任教師身段可以柔軟一點。透過案例討論，

已經知道小草的做法是錯誤的，就提醒自己不可以重蹈覆轍。 

因為我不想要像小草老師一樣，我其實看了他的案例之後覺得這樣做不對。

比如說既然你覺得怪了、不對了，那你為什麼沒有去面對，而且為什麼沒有

去問他說要再洗一次抹布、再掃一次地，那是不是我真的掃得不好？就像我

們在工作坊分享的時候大家就可以，反正你年輕，你是不是就可以裝一下、

撒一下嬌、說：老師拍勢，我都掃得不夠乾淨，害你要再掃一次，或是說我

都做不好，你可以告訴我嗎，像這樣，我就覺得說，我既然都已經看出了這

些問題，那我現在碰到同樣的狀況，我就不能像他一樣（訪亭老師 100/01/26）。 

因此，亭老師積極且有意識地處理自己與合班教師關係，盡量不要因兩人學

歷的差異而影響互動關係。亭老師也從「教室裡的平行關係」中體悟到與合班教

師建立關係的重要性，因此他從關心合班教師的身體狀況來建立兩人的互動。 

因為他不斷傳遞訊息實務比理論重要，我就想說，我給人家的壓力有點大，

就是學歷的關係，我有意識的處理，就像月老師說的，我覺得一個班兩個老

師不可以這樣，不可以說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所以我很希望不要因為我學

歷比他高而排斥我做的任何行為（綜團亭老師 100/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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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跟那個老師的相處模式，我覺得不妥當，比如說我覺得小草老師他並沒有

努力去跟大風老師建立關係，比如說看他不舒服，你會說老師你又開始胃痛

了喔！你要不要休息，你去休息一下…就是整個我跟他之間的那個互動的默

契，可能慢慢地建立起來（訪亭老師 100/10/15）。 

而其他研究參與者也在討論亭老師所分享之撰寫案例時，以自己經歷過類似

情形的經驗，提供改善其與合班互動關係的方法。尤其在他們兩人關係沒有改善

的狀況下，其他人所提供的方法，亭老師覺得相當受用。 

你的視野之外，還有一些很實際的建議，因為以他們的想法，他們也可能經

歷過這樣的事件，那他覺得怎樣做會更好，那我本來就是希望從裡面大家可

以給我建議，我已經很努力的要改善我們之間的關係，那我覺得好像沒有什

麼效果，那你們可不可以給我一些建議、還有哪些做法可以做，我就覺得很

好（訪亭老師 10/01/26）。 

有次亭老師與合班教師因教學理念不同，而有些微的口角，其他研究參認為

兩位班級教師在教室的合作氣氛會影響班上幼兒的受教權益，建議亭老師可以先

放下身段示好。青老師提供亭老師寫卡片來改善兩人的僵局。亭老師與朋友分享

此方法，也覺得其他人所提供的方法相當高明。亭老師也因此寫張卡片來化解兩

人的僵局。 

月：我覺得，你可以將你當下為什麼那麼生氣告訴他，就是說，因為年輕 比

較生氣，吵過後，事情過了以後，一個禮拜之後你可以去跟他講清楚，其實

有時候你也去讚美他一下，就說真的我前兩年，很多事情需要學習。我覺得

有些事情你跟他生氣沒關係，但是事後跟他做個溝通。不要生氣了，他也就

兩個人僵在那裡。其實損害的是孩子的權益當然你跟你合班教師和諧的關係，

也會影響到你班級經營的氣氛，小孩其實很敏感的。 

青：寫卡片（綜團 100/01/22）。 

我跟他有爭執之後其實後來我就馬上送禮物給他，就是一個很簡單的東西，

其實我沒有想太多，有位朋友說這個實在太高段了，就是高手中的高手，其

實他自己也沒有想到要這樣做（訪亭老師 100/01/26）。 

在省思能力的部分，亭老師曾經提到小草老師沒有詢問大風老師做事方法是

否有問題，便批評大風老師是不妥的。有鑑於此，亭老師也積極地詢問其合班教

師，自己需要改進的部分，可惜的是他的合班教師也說不出所以然。 

就是你既然覺得我做不好，那我就要去問到底我哪裡做不好，然後我後來就

發現，我問他：我到底哪裡做不好的時後，他回答不太出來（訪亭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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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26）。 

經過一段時間的互動，亭老師與合班教師的關係雖有改善但仍緩慢，亭老師

認為自己參加了案例工作坊，應該改善兩人的關係，不可維持現狀。因此他在下

班後主動留下來陪合班教師喝咖啡或出去吃飯，在喝咖啡與吃飯過程中溝通班上

家長的事情。另外，亭老師也主動承擔其合班教師不熟悉或較不願意做的班級事

務，如文書處理、整理教室。亭老師認為持續下來，與合班教師的互動壓力沒有

減輕，但兩人關係有較為緩和。 

因為已經開始參加案例的討論，我們那時候看大風小草，我就覺得我不能跟

他這樣下去，我就覺得我要改善我們之間的關係，我想改變一下，比如說他

習慣要喝咖啡，他只喝三合一即溶咖啡。我會跟他套關係，比如說下班後明

明有很多事情要做，還是要跟他坐下來喝咖啡，聊一下家長的問題，或者是

他喜歡吃陶板屋，我也會陪他去吃，他喜歡吃洋蔥…文書處理的一些事情，

分照片、整理教室、搬重物，我都會趕快幫他處理掉，..就是覺得我的壓力沒

有因此而減輕很多，但是我們兩個的關係，沒有那麼緊張（綜團亭老師

100/03/05）。 

亭老師雖然感覺其與合班教師的關係仍有壓力，但在工作坊的討論中，讓他

抒發了與合班教師不良互動的情緒，他也決定要跳脫面對合班教師如此負向的關

係。在班級工作的分配上，讓合班教師做其擅長與想做的事，亭老師加以配合，

他儘量不受合班教師的影響而影響班級的經營。 

像我們在教室裡面，雖然我們沒有明講，我心裡很清楚，對外就是由他出面，

他反正一來學校就是站在門口，家長來學校他就說早，然後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我就是負責處理教室裡面的事情（綜團亭 100/04/23）。 

吐完想到事情過了就算了，不要一直把自己沈浸在那個情緒裡面，也會影響

到我對待小孩子的方式，因為我的情緒狀態沒有很穩定的話，小孩會覺得這

個老師怎麼會怪怪的（綜團亭老師 100/05/28）。 

聽取亭老師積極改善其與合班教師關係的分享之後，員老師也有所行動，他

清楚地與其合班教師溝通自己家住離學校較遠，每天早上可能因為晚起而遲到，

而不再藉口說自己感冒而晚起。 

因為我們那時候分析亭老師的時候，有說過你要對他坦白啊，跟他說清楚你

心裡面的想法，或希望他能清楚告訴你，他心裡在想什麼向現在這個老師，

我會跟他很坦白我早上爬不起來，因為我們家比較遠，以我會以生病當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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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跟他坦白他告訴我來不及可以打電話給他（訪員老師 100/10/26）。 

在與合班教師互動方面，研究參與者站在合班教師的立場，進而與其互動，

並且常存感謝合班教師的心。他們也積極地與合班教師互動來改善雙方的互動關

係。 

圖 4-2 是教師教學省思與教學實務在合班教師互動的關係 

 

  

 

 

 

 

 

 

 

 

 

 

 

圖 4-2 教師教學省思與教學實務在合班教師互動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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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輔導特殊幼兒融入全班性的活動中 

在「跳動百分百」的案例討論中，研究參與者提到，在家長無法配合的狀況

下，教師可以在班級活動中協助提升特殊幼兒的學習。飛老師提供將特殊幼兒感

覺統合的訓練融入班級活動之中的策略，如利用角落時間、課程開始之前針對特

殊幼兒進行感覺訓練，班上其他有興趣的孩子也可以一起進行活動。 

去年我帶特教的孩子，就是他到八點多，走去跑操場，全班一起去，跑完以

後，如果我們在溜滑梯，就讓他去跑，然後在教室角落時間，九點前他就青

蛙跳，在角落鋪個地墊讓他跳，旁邊有空的人可以一起跳，有的小朋友說我

要學他跳，然後越跳躍多隻青蛙，而且還可以順便做體重管理，他就真的沒

事，中午還睡得很沈（綜團飛老師 99/09/18）。 

如果賽跑的話，就讓他跑第一批，第一批跑完還很想跑，就讓他跑第三批，

問還有沒有人要跑，他還要跑。我的想法是讓他盡量多動，跟別人說這是他

的問題，我們一起來幫助他（綜團飛老師 99/09/18）。 

「賽車男孩」的案例中，教師將感覺統合的活動融入每週的體能活動之中，

與研究參與者在「跳動百分百」之中的討論相似。經過這兩個案例的討論，青老

師在體能活動中設計符合體能較弱幼兒的體適能活動。另外，也將特殊幼兒的個

別化教育計畫活動融入全班性的活動之中，除了避免突顯特殊幼兒的個殊性，也

將個別化教育融入平常的教學活動之中。 

文中教師將感覺統合遊戲融入每週體能活動，讓小綠在學校也能做感統訓練

我最近在設計體能活動時，也會將孩子較弱的體適能項目編列其中，我覺得

我參照班上特殊生的 IEP 設計下午的活動，讓下午班的孩子跟著特殊生做一

些活動，如此不會凸顯特殊生的差異化，也能讓個別化教育落實在日常作息

及教學中（回饋青老師 99/11/06）。 

亭老師也在體能活動時，充分地運用過動兒好動的個性，讓此幼兒擔任小幫

手，讓其有事情做之外，還可以符合他坐不住的個性。亭老師也會讓特殊幼兒利

用活動的空檔動一動。 

一個小孩他哥哥也是過動症的小孩，也在服藥，然後他在某一次上課的時候，

我們在上體能課的時候，我就有請他當小幫手，我發現他這樣還是不夠，我

就請他去，比如說他空檔時間，我就叫他去旁邊軟墊跳 20 下，然後他就跑回

來，我說這樣夠嗎？他說不夠，我說那你還想跳幾下，然後我就讓他去跳…

體能也是上次聽飛老師講的，我就覺得說，ㄟˊ如果我有這個空間，我就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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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訪亭老師 100/10/10）。 

符應特殊幼兒好動需求的討論內容，也讓員老師開始在進行活動之前，讓特

殊幼兒先進行大肌肉的活動，接著再全班一起進行班級活動。儀老師也是案例討

論之後，在班級活動之前，開始帶著全班幼兒與兩位特殊幼兒一起跑操場來幫助

特殊幼兒進行活動能更專注。 

我們給這個孩子更多練習的機會，告訴他其他孩子他只是需要更多練習機會，

大家一起來，我們跟孩子抓到他行為的基準現在哪裡，例如先將他的大動作

刺激一下，再進班（綜團員老師 99/09/18）。 

透過這些案例會吸收到一些撇步，就每個人的處理方法都不一樣。就想說帶

我們班的去跑一跑還不錯，後來我每天早上都有帶我們班的特殊生。全班有

時候會一起執行，可是有時候天氣不好，就之後只有帶那兩個去執行，一個

是輕微自閉，就只是為了讓他更有專注力，因為他上課都會比較恍神，就是

比較不會專注在班上的討論，那另外一個是過動的那個（訪儀老師

100/01/27）。 

(二)積極尋找資源，幫助特殊幼兒的學習 

研究參與者在工作坊結束之後，因為經過案例討論及互動，逐漸讓他

們在特殊幼兒的輔導上，積極地採取行動。首先像案例中的教師與醫療院

所合作；其次是積極尋找學校資源協助幼兒學習。誠如月老師在案例討論

時所說，案例中教師到醫院與治療師溝通、並且製作表格延續學校活動，

讓他感受老師的用心，因而自己也開始付諸行動。 

因為你看老師用心在那邊，第一個他自己跑去醫院找治療師瞭解，還有他覺

得一個禮拜一次不夠，所以他覺得是不是可以加入他的體能活動，他甚至為

了更瞭解他，他設計表格，請媽媽做記錄…覺得最重要的關鍵在於老師的用

心，去感動家長，也感動我開始行動。（綜團月老師 99/11/06） 

1.與醫療院所合作 

在「賽車男孩」案例中，教師積極為特殊幼兒尋求資源，除了學校的資源中

心教師，還與醫師、治療師合作為特殊幼兒的學習努力。研究參與者思考單純依

靠自己特殊教育的專業和個人的力量來輔導特殊幼兒是不足的，他開始為特殊幼

兒尋找資源並且積極地與醫療院所合作。 

面對特殊生啊，你如果沒有相關知識的話，你是可以去求助蠻多人的，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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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自己就一直埋頭苦幹這樣（訪儀老師 100/01/27）。 

那個賽車男孩給我很深的印象，對，怎麼樣去找資源（訪青老師 100/01/26）。 

青老師從校園踏出進而與醫療院所合作的第一步，他先與特教巡迴輔導教師

討論與醫療院所合作的可行性，原先計畫是邀請幼兒的治療師到校一起參與個別

化教育計畫會議，但因治療師在醫院的工作繁忙，因此請家長將班上特殊幼兒的

個別化教育計畫帶到醫院，讓幼兒的職能與物理治療師協助檢視內容是否適合這

位特殊幼兒，並在紙本上提供建議。青老師也將聯絡方式留給治療師以方便後續

的互動與聯繫。 

應該固定付出行動了，因為我們那時候都覺得說，ㄟˊ那這是一個很好的策略，

我們應該要朝這個方向，然後因為我的那個巡迴輔導老師就說其實可以跟醫

院的治療師有一些接觸聯絡，對對對賽車男孩那個案例裡面就有講到，所以

我們又有跟治療師聯絡，我們有把我們的 IEP 給他看，然後請他給我們一些

建議，然後有留電話。我們就是很單方，我們還是很單方面，本來是要邀請

他一起來開，因為他們太忙，但是我們有寫可是就是他就是直接在上面寫一

些建議，留電話這樣子而已。（訪青老師 100/01/26）。 

我們班發展遲緩的孩子，我們擬好 IEP 請家長帶去醫院給治療師看，我覺得

我們有開一個頭，但是後續可能要再繼續，因為那個孩子是中班，到大班還

可以 follow。目前我們已經開了一個頭，也有回來，職能和物理治療師協助

我們擬定一個更完善的 IEP（綜團青老師 100/04/23）。 

下面是治療師便利貼之回覆： 

老師您好： 

目前醫院這邊加強如下： 

1.與書寫能力相關： 

 手部協調和能力，可以多給打結、拆東西、撕紙活動 

 空間模仿：仿做、仿排空間詞 

  2.團體規範 

 分享 

 拒絕不適切的互動方式 

＊很謝謝老師這麼認真，真的很想幫他，若有想討論的歡迎來電 治療師林小美 

 

圖 4-3 治療師回覆便利貼 

青老師原本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態，但這次成功的經驗，讓他有信心在下一個

學期繼續與治療師合作，並且還親自到醫院瞭解幼兒進行治療的情形，且與治療

師面對面討論幼兒個別化教學計畫。透過與醫院治療師討論幼兒的個別化教育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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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青老師更瞭解個別化教育計畫的方向，以及未來觀察記錄孩子的重點。 

他有寫在上面…我們就覺得，ㄟˊ真的，有人要理我們耶，第一次有這種感覺，

因為我們覺得其實醫院的治療師的人都很忙啦，阿我們自己也會說，有沒有

真的能夠成功，能夠接上線，好好喔（訪青老師 100/01/26）。 

這學期也有，而且我們有去看他做治療，我們有跟他討論，昨天去的，我們

還有拿給他看，還有請他修正，不過他認為是，他有提供我們一些意見，他

在醫院做的一些治療，他們正在做什麼樣的方式，但是他們沒有要幫我們簽，

但我覺得沒有關係，但至少我們有討論，我們跟巡輔老師有再修正，有一些

我們比較抓不到，有一些其實我們知道他協調不好，我們要列細項列不出來，

我們是利用下班時間去看的（訪青老師/100/11/15）。 

水老師也因為「賽車男孩」的討論，引發他與治療師合作的想法。他請家長

將治療師在診所為孩子所做的治療目標帶至學校，讓他做為課程計畫的參考，在

課程中延續治療師在醫療院所進行的活動。 

我有因為賽車男孩去做的，我有在寒假請家長他們診所做治療，我就跟他講

說，我希望診所的治療師，他在診所做的一些表現以及他在診所做的一些目

標給學校，我想要看他有什麼事可以融在學校生活去執行的，家長很認真的

給我（綜團水老師 100/05/28）。 

月老師也開始瞭解班上特殊幼兒在外上課的情形，因擔心早療機構繁忙無法

有時間合作，因此他從帶孩子參加早療課程的保母先著手，瞭解孩子在早療機構

上課的情形與內容。 

小橫，我就在想說那，不要因為他目前在學校的話，就是說有一些進步嘛！

當然不要冒昧說打電話去早療，就先從那個保母，那個保母就是陪他，那保

母就是陪他上課的，對，所以他會很清楚說，就是先從他去問，就是說，對，

所以我做這件事，是因為受這影響，我去瞭解說他在外面上哪些課（訪月老

師 10/01/24）。 

月老師透過保母取得特殊幼兒在早療機構的課程表，他也詢問保母，該幼兒

家長在家裡進行的活動。他瞭解早療機構的活動在訓練這位幼兒的小肌肉發展，

媽媽在家也延續早療課程讓孩子練習夾豆並且分類顏色。 

保母就把他課程表給我，那我就是甚至後來就是說，他有提到他們都會在家

裡，會有一些，需要做什麼事情阿，然後媽媽有幫他準備的，或者是說給的

那個類似學習單啊…他們早療的課程的學習單，他們刺工，他也跟我講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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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他們為什麼要刺工呢，他說小朋友握筆練習就是握那個筆，圖釘，立起

來的那個筆，以後那個筆。還有他要求媽媽在家裡要幫他準備，做什麼練習

阿，比方說是夾豆的話，媽媽就是那個夾的練習，他還幫他各種顏色，順便

幫他學分類，媽媽就等於一魚多吃，不只是夾（訪月老師 10/01/24）。 

透過與保母的溝通，月老師除了瞭解孩子在早療機構的課程，也明白孩子在

家裡的訓練活動。而孩子在家的訓練課程剛好與月老師計畫在下午進行的課程雷

同，也因此他思考轉換下午的教學活動計畫。 

那那時候正好我在想說，因為小橫他，他是第一次上學，在家也是老么，所

以他團體生活不會，到慢慢有一些，到十月進步以後阿，我們在小組有發現

說，他那一些比方說小肌肉阿，剪刀阿，或者畫畫很輕阿，那有在思考說，

那下午要不要做個別的補強，因為那時候去了解的時候才發現說，ㄟˊ不用，

因為他這個部分（訪月老師 10/01/24）。 

2.積極尋找學校資源，幫助特殊幼兒學習 

月老師分享其所撰寫的特殊幼兒案例時，其他研究參與者曾詢問他：

「當初為何沒有為故事中的特殊幼兒尋找資源」，他也省思自己當初輔導案

例中的幼兒時是沒有任何作為。月老師在工作坊結束之後的新學年，班上

安置一位三歲的特殊幼兒，這位特殊幼兒雖以語言發展遲緩安置進到班上，

但最讓老師頭痛的是其過動的問題，他常趁教師不注意時跑出教室，有次

還差點走出校園，班上兩位教師也為他常在教室中突然消失很傷腦筋。 

然後現在又不小心又碰到一個類似的，完全也是阿過動阿，堅持度非常的高

這樣子的小孩，我就想說當初別人問我怎麼你沒有去尋求什麼資源，尋求什

麼有一些幫忙，讓他每天不要一再重複那些事情的時候，那我現在碰到的就

是說，ㄟˊ我們有試著去做（訪月老師 100/1011）。 

可能坐兩三分鐘就逃走 ok，那至少他知道那樣子說要跟上我們教室的一些規

則，他又嬌小，而且又俐落，他手腳之俐落，動作之俐落，一轉身他就不曉

得什麼時候就溜，像一條蛇就溜走了，然後就已經在教室的那個綠板。有次

中午警衛打電話進來說校門口有一個小孩是不是我們班的，天啊，他跑出去

上廁所，跑到校門口，我們兩個老師找他找到疲於奔命（訪月老師 100/1011）。 

有了先前與自己撰寫的案例互動的經驗以及參與工作坊討論之後，這

次面對這位特殊幼兒，他決定要開始尋求資源來協助他。他先尋求學校的

協助，希望可以申請到生活輔導員進班，陪著特殊幼兒上課，以維護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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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的安全。但學校的回應是孩子沒有立即危險，無法申請。 

那我現在碰到的就是說，ㄟˊ我們有試著去做，可是我覺得我們沒辦法像那個

之前有一篇，就是新竹的…然後我們現在唯一想到的就是說我能怎麼尋求資

源的時候，我也是一個問號，然後我們去問我們學校唯一的，是否可以申請

生活輔導員，然後可以的管道叫做輔導室的特教組，他給我們的答案是說，

他並沒有到什麼立即安全，或者是立即危險啊，或者重度立即生命危險，或

者重度這些（訪月老師 100/10/11）。 

遭到學校拒絕之後，月老師仍然堅信一定有辦法，他認為特殊幼兒進到班級

應該要有學習，教師應該可以幫助他。為了幫助這位孩子更穩定學習，首要之務

是讓孩子不要在教室或學校中跑來跑去。因此他在園務會議中提出尋找支援的需

求，希望園長代表學校出外參與特教相關會議時可以提出申請生活指導員的需

求。 

一定有出路，我心裡就想說，至少我們去扛這些事情都 ok，那可是其實對他

的，他今天來這個我們這個特殊生融進來，他一定是有一些他可以幫忙他的

東西，不是只有說每天去處理他的一些情緒。他過動是整個早上，像馬達這

樣弄個不停，然後我今天我不用，我先要讓他能夠跟上我們而且能夠就是說

不要亂跑這些，我都要花費很大的力氣，那我怎麼要進一步說要讓他學習，

我們現在沒有求他說要學習，我們現在是能夠讓他能夠跟上我們（訪月老師

100/10/11）。 

透過月老師不斷的反應，園長也將月老師班上面臨的問題與校長溝通，希望

校長可以協助尋找資源。校長進班與教師溝通瞭解情形之後，便請月老師詳細記

錄孩子的學習情形，校長可以進而向教育局尋求資源。 

然後那天不就正好園長就帶校長來，他說叫我們寫記錄，因為校長要打給教

育局找人力（訪月老師 100/10/11）。 

經過一學期的爭取，因為透過學校向教育局積極反應以及特殊幼兒的家長也

主動向教育局申請，教育局終於派兩位特教教師觀察特殊幼兒，了解其學習情形

與需求，經過評估派了生活輔導員進班，加強班級教師輔導該幼兒之人力。月老

師認為積極找資源，一定可以找到辦法和出路。 

對所以他的問題現在就變成說，其實我心裡不放棄，我就想說不對，我參加

工作坊，給我的感覺是你一定要去找辦法（訪月老師 10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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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撥經費下來，她媽媽也打電話到教育局，於是局裡派 2 位特教老師進班觀

察，並和我們開會，才爭取到一周 10 小時生活輔導員鐘點，積極一點就會成

功！國小也撥了一些時數給小玄子，所以大概每天 10:00-13:00 有人手（訪月

老師 102/05/25）。 

3.與特殊幼兒家庭合作，以提升幼兒的能力 

在「賽車男孩」案例中，教師為了讓家庭可以延續學校的輔導方法，與家長

溝通使用記點的方式鼓勵孩子的進步。月老師從中也獲得啟發，他從保母獲知孩

子在早療機構以及家中的活動，他也讓學校的活動延續到家庭，並且讓孩子在家

中進行活動時，也可以獲得最喜歡的蘋果集點。 

其實我們一直在，也有想說氣候影響，因為他以前衣服沒那麼厚阿，所以這

個很俐落我們就不知道，我們穿厚越難拉嘛！我們其實下學期讓他在家練習，

並且讓他得蘋果，因為他也很喜歡蘋果，而且他們在那個早療的時候也是做

這樣子的，所以爸爸，媽媽跟保母都很高興說他第二期去，蘋果是裡面得最

多的，而且很容易得（訪月老師 10/01/24）。 

青老師在與家長召開特別教育計畫會議時，家長反應孩子在家的表現不如老

師描述其在學校的表現好。青老師回想「賽車男孩」案例中教師也許家長合作製

作相關表格讓家長在家裡為孩子的行為表現記錄。因此，為了讓幼兒家裡延續在

學校學習表現，他特別為班上的特殊幼兒製作聯絡簿。如圖 4-7。 

我幫他弄一個聯絡簿，這個比較簡單，因為我們在期初開 IEP 的時候，我們

覺得那個孩子在學校不錯，沒有特別的問題，但是他爸爸說他在家表現不像在學

校那麼好，我們就列說，哪些項目需要幫忙家長，所以他就說可能說收拾、就寢

時間、早餐，可能是一些瑣碎，我想他在學校已經可以做到一定的水準，為什麼

在家裡就會賴皮，或者是不收玩具，弄得換七八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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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家長依照小婕的表現給予評分（表現良好：○、表現普通△、表現不佳╳） 

1.聽大人（爸爸、媽媽、阿嬤）的話 △    

2.自己收拾玩具  ○    

3.晚上 10:30 前就寢  ○    

4.早上起床要吃早餐   ○   我早餐吃的是 

5.主動請大人在親職手冊通知單簽名  ○    

6.準時完成作業並繳交  ○    

 

 

   中華民國 100 年 9 月 30 日-10 月 2 日 星期五六日 

 

 

 

 

 

 

 

 

評分者□爸爸□媽媽□阿嬤 

家長想告訴老師的話 

小婕說：老師要小婕乖才有獎品 

 

 

 

老師想告訴家長的話 

小婕好棒要繼續加油喔 

 

 

 

圖 4-4 親師聯絡簿 

圖 4-4 親師聯絡簿 

青老師設計的聯絡簿主要是延續孩子假日在家的情形，家長需在聯絡簿上註

記孩子假日的生活情形，親師彼此透過聯絡簿瞭解孩子在表現互相聯繫。在設計

聯絡簿前他先與孩子約定得到禮物的條件。青老師與家長討論時發現，實行之後

孩子的表現也著實進步不少。青老師回想許多針對特殊幼兒的策略，雖沒有反應

在「賽車男孩」中的策略，但發現許多方法是受到案例或討論的影響。 

我想到賽車男孩，我想可以耶，所以我將他設計出來，我想要有回饋，所以

我規劃成兩欄，我跟他約定好，說怎樣可以，三個好棒可以換一個豆豆貼紙，

然後幾個豆豆貼紙可以換什麼這樣子，我昨天還在跟爸爸討論，就是說他，

我們覺得，因為他還沒有實行以前是叉叉比較多，就是他很多都做不到，都

賴皮，家長也沒輒，可是我們覺得在學校可以吃飯吃得很快，在家為什麼要

人家餵？所以我們就覺得說，列一些出來之後，他其實真的進步很多，慢慢

叉叉是不好，圈圈變多了，維持一個穩定。然後我就覺得隱隱約約很多策略

做下來，跟那個賽車男孩很像，可是我沒有刻意去翻當我遇到特殊小孩的時

候我要怎麼做，但是有些潛在的影響，可能因為之前有成功的案例很深刻在

 

星期六：吃麵 

星期日：吃麵 

星期一：吃水餃 



173 

 

 

腦海裡面（訪青老師 100/11/15）。 

在特殊幼兒的輔導教學實務方面，研究參與者在案例討論及分享中，獲得許

多作法和想法上的啟發。他們開始將特殊幼兒的輔導融入平常的班級活動之中，

除了滿足特殊幼兒的需求之外，也讓滿足所有幼兒好動的個性。另外，他們也開

始與醫療院所合作尋求資源，幫助特殊幼兒學習。更有研究參與者以不放棄的信

念積極為特殊幼兒尋找經費和支援，來幫助其學習；也與特殊幼兒的家庭合作，

讓家庭延續學校的作法，讓特殊幼兒的學習表現可以持續。 

圖 4-5 為教師教學省思與教學實務在特殊幼兒輔導之關係 

 

  

 

 

 

 

 

 

 

 

 

 

 

圖 4-5 教師教學省思與教學實務在特殊幼兒輔導之關係 

  四、重視觀察記錄 

在記錄幼兒學習情形方面，研究參與者因案例討論提高其記錄的意願，因開

省思輔導特殊幼兒積 

 極度不足 

與醫療院所合作度不 

 足 

輔導特殊幼兒方法不 

 對 

 

教學省思:特殊幼兒  

     輔導 

 

積極尋找資源幫助特殊幼兒學

習 

與醫療院所合作撰寫 

 幼兒個別化教育計畫 

積極尋找校資源，幫

助 

 特殊幼兒學習 

與特殊幼兒家庭合 

 作，提升幼兒學習 

製作親師聯絡簿 

 

 

教學實務：特殊幼兒 

     輔導 

常用無效方法輔導特殊

幼兒 
輔導特殊幼兒融入全班性活動 

利用角落時間或活動 

 前，全班一起進行感 

 覺統合訓練 

在體能活動中設計適 

 合體能較弱的幼兒活 

 動  

個別化教育計畫融入

全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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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撰寫案例，而加以記錄，也因而發現孩子的孩子行為背後的真正原因。記錄也

協助教師與家長溝通並分享其記錄內容。 

（一）提高記錄的意願並重視記錄 

在「跳動百分百」案例中，研究參與者討論到案例中之教師未做幼兒的觀察

記錄，以用來作為和家長溝通的依據。因此，研究參與者因著這個案例的提醒，

讓他們開始進行觀察記錄。 

就是有些觀察部份，是以前我比較少去觀察記錄的…我是會稍微記錄一下（訪青老

師 99/10/13）。 

因為案例討論會讓我比較有動力想寫，尤其是特殊生（訪員老師 100/10/26）。 

研究參與者開始撰寫案例之後，發現自己留存的記錄中，不是資料缺乏、就

是記錄內容過少。因此他們開始重視記錄的重要性，並且開始記錄班上特殊個案。

青老師會擔心未來尋找案例題材的困難，是因為記錄內容不足，所以開始仔細記

錄班上過動孩子的學習情形。 

我之前不是說我的案例想要寫隔代教養，那個小孩，那個過動的小孩，然後我就有

稍微寫一下，就是說，萬一我真的要寫那一個案例的時候，我真的有寫耶，其實我

有一點擔心說我要寫案例，我ㄧ定要好好來記錄一下，我就會跟去看，如果那個小

孩到底是有什麼樣的，就是讓我去注意一下（訪青老師 99/10/13）。 

員老師也是開始撰寫案例之後，發現資料缺乏，雖憑著記憶撰寫案例，但擔

心自己的記憶是否正確。因此在參加工作坊之後，他開始針對幼兒的行為進行記

錄，並固定記錄在一本記事本上，他隨時翻閱這本記事本，以瞭解孩子學習及成

長的情形。 

還有一個很大的原因是我開始寫小熊了。我發現我的資料很貧乏，非常貧乏，

甚至很多記憶中的不知道對或錯。參加工作坊幫助最大的就是會馬上做筆記，

如果沒有寫小熊讓我發現記錄不夠的問題，我不會說會去有這個翻本子的習

慣，我也不會說去記錄（訪員老師 100/10/26）。 

1.小智不進教師早上約哭五分鐘，請媽媽溝通之後便停止哭泣。 

2.小偉不想上課留，老師陪伴半小時並聊家裡的事情之後便意願上課留。 

（文件檔案員老師 100/10/26）。 

員老師認為記錄可以幫助他重新整理特殊幼兒的資料，這些資料未來可以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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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成案例，他認為如此對自己的專業成長是有幫助的。 

如果我今天再把我特殊生的資料彙整，我也將他寫成一個案例故事的話，我

覺得對我人生的成長會有很大的幫助（訪員老師 100/10/26）。 

月老師也是在尋找案例題材時開始記錄班上特殊幼兒的狀況。他在教學日誌

中幼，記錄特殊幼兒當天發生的事情。 

上次你說要我們找一個題目的時候，我開始就很認真，在記錄我們的小橫（綜

團月老師 99/12/11）。 

教學日誌 

日期：991018 

記錄者：月 

做暖身操時，小橫突然倒地大喊好痛，老師問他誰撞到他，回應沒有，老師

問哪裡痛，他指著頭說「頭痛」，老師教投頭痛要告訴老師不是倒地哭叫。排

隊等騎腳踏車時，小橫和小仁互相玩ㄅ一ㄤˋㄅ一ㄤˋㄅ一ㄤ，̀老師制止他們，

小橫叫說「小仁打我」，老師問小仁，他承認自己扭屁股摩擦到小橫的肚子但

沒打他的頭，最後老師推測應該是排後面的孩子打小橫，排前面的小仁用屁

股擠他，而小橫搞不清楚狀況誤會小仁。角落時間，小橫收好玩具起身往櫃

子拌到椅子跌倒大哭，孩子看到玩具灑滿地主動過去收拾，老師安慰小橫並

指導他注意安全。（文件檔案月老師 100/03/25）。 

儀老師在案例討論之後，開始在教學日誌的備註欄上記錄班上孩子的特殊事

件。他認為這樣有益於未來的回顧，且有機會運用這些記錄與家長及搭班教師溝

通。 

有討論到記錄很重要，我就將他記錄下來，以後如果有發生什麼事情的話，

可以去翻之前教學日誌上有什麼。我現在就將他寫在備註欄上面，之前都沒

有這樣做，現在會這樣做，班上有特殊案例，所以我現在都有在記錄（訪儀

老師 100/11/18）。 

（二）思考孩子背後行為的原因 

開始重視記錄之後，青老師將孩子有狀況的情形記錄下來。之前都是憑印象

記憶孩子在教室發生的事情，如此很容易遺忘。開始記錄之後，從累積的記錄資

料中發現，某位孩子行為的真正問題是出於正義感，才會與其他孩子產生衝突。 

他有什麼樣的問題，然後我就寫下來，因為我覺得其實以前就這樣過去了，

我都沒有去特別記錄，然後腦中一直只是覺得那個小孩然後有很多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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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現在就寫下來，我會發現問題在哪裡了，什麼時候會有這個狀況…我覺

得他是一個很有正義感的小孩，然後他常常會去管別人，所以他做出來的事

情會讓我們以為他是在動手，可是其實他是要幫別人教訓誰（訪青老師

99/10/13）。 

因此青老師在處理這位孩子的行為問題時，較不會直接從結果判斷孩子的行

為，他也會思考輔導的策略，並從當時事情發生的情境，思考孩子發生行為問題

背後的真正問題。 

我現在在處理他的問題，我就比較不會那個，直接去看到那個結果…比如說，

衣服常常弄濕阿，然後我就會開始去想一些策略說，當然有一些可能比較爛

一點的行為改變技術就拿出來用，就會稍微有一點煞車，想要去看一下說，

到底比較會去注意到這個現象，而不是那個結果，還有情境，那裡為什麼會

有這樣子動手打人（訪青老師 99/10/13）。 

月老師認為記錄幫助他瞭解孩子之外，也協助他省思自己輔導孩子的方法是

否適合。透過回顧記錄讓他有機會以不同的情緒和角度來看事件，而進而與孩子

互動及輔導。 

我希望我對這些孩子的幫助能多一點，如果我每天記錄下來，我可以看到自

己做對了什麼？做錯了什麼？我回頭去想，邊記錄的過程就是，我對這個孩

子，不只是對小熊，我觀察現在的孩子也是，我再去看時，我會覺得說他可

能比較頑皮…現在再過去看，我會覺得，情緒平靜了，我會去看當下五分鐘

發生的那一段事情，可是我看的角度可能不一樣（訪員老師 100/10/26）。 

月老師在持續一段時間記錄特殊幼兒，整理記錄資料發現，孩子有重複出現

哭行為的情形，在瞭解孩子行為背後的原因之後，與合班教師進而思考輔導孩子

不斷哭問題的策略。 

我把他所有的資料看過以後幫他做整理，就是把他每一分每一份就把它整理成一個

東西，然後後來我就真的後來有幫他每天做記錄，然後可是後來做了一個月以後發

現，他很多事不斷的重複，比方說他一受挫就會哭阿，然後就會哭一直哭，然後講，

然後我會發覺很多其實不斷地重複，每一件事情就是說那我們的方法也是說，你不

要哭，你先不要哭，你有事情要用講的，你哭沒有辦法解決問題，而且哭也沒有用

（訪月老師 100/10/15）。 

（三）與家長溝通及分享觀察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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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除了讓研究參與者瞭解孩子的真實面貌之外，記錄資料也提供研究參與

者與家長溝通的依據。員老師利用記錄的小記事本中的資料與家長溝通孩子的學

習情形，如孩子上課的專心度、日常發生的事情等。即便事情發生已經一段時間，

也因為有記錄，他可以清楚地與家長分享及說明孩子曾經發生事情的經過。 

這個記錄對什麼最好？對家長講話的時候，就像我那本小本子。你不能說沒

有一些累積的過程就讓家長接受，我自己也不能妄斷他是不是，我現在也累

積他一些行為，比如他有比較偏差的我會記錄，學習不專心會記錄，跟人家

互動會記錄，再來就是連遺失東西我也有記錄，甚至他哪天吐了，他不想吃，

他吐了我會寫下來，然後他衣服是洗乾淨曬了又再穿，回家家長問我老師他

回家怎麼一直喊肚子餓，因為吐了，老師他衣服沒事啊，因為我幫他洗了，

可是這個家長問不是當天問，隔了一個禮拜才問我，小孩在學校吐了嗎？我

就趕快翻記錄，星期幾幾點，這樣之後，我會覺得（訪員老師 100/10/26）。 

水老師班上一位孩子在家長送到學校時便會哭，家長離開學校之後，他便在

短時間內不哭了。水老師將孩子哭泣的過程與時間記錄下來，並將資料與家長溝

通，讓家長了解孩子在家長離開之後多久時間內停止哭泣，家長也因瞭解孩子短

暫哭泣行為而安心離開幼兒園。 

可是就是阿嬤在的時候哭，然後阿嬤出去後一分鐘就不哭，我就會每天記錄她

阿嬤什麼時候走之後的狀況給媽媽看，所以她們也很清楚知道小孩只有在阿嬤

在的時候哭而已，然後阿嬤每天都在問她今天哭多久，每次都問一樣的問題，

然後我也回答你走的時候 2.3 分鐘內就沒有哭，可是她每天都還問。從那時候

阿嬤就沒有在問，因為我就證明給她看妳走後她就沒有在哭（綜團水老師

99/11/20）。 

月老師除了在教學日誌中記錄特殊幼兒發生的事件和行為之外，他自己製作

表格，將記錄放在表格之中，並且加註老師的省思、家長的反應等。長時間記錄

之後，他發現媽媽與老師溝通孩子的學習情形時，媽媽常會對孩子的表現有防衛

的心態，當月老師發現這現象之後，與家長溝通時，直接陳述事件過程中，盡量

不讓媽媽感受到老師又是再反應孩子學習情形不佳的狀況。 

其實可以去思考，我只是記錄記錄就完了，可是我自己又做成一個表格，我

還是寫在教學日誌的幼兒軼事記錄之中，但是我決定說我自己方便用的表格，

老師的省思的部分，轉過來之後，我會去思考我在裡面看到甚麼?媽媽的反應

是甚麼?我會覺得說我自己在記錄時發現媽媽的防衛機轉其實是出現頻率很

多，因為他是一個防衛心比較重的媽媽，下一次我跟他溝通，不要讓他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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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這個小孩又有甚麼問題或是怎樣，就像我今天，我又要寫很多，我發現

他媽媽防衛心真的很重。我只是跟他講他尿尿會站著完全沒有知覺，直接尿

下來，他是疑似亞斯伯格，刷牙刷刷刷就說我尿下來了（綜團月老師

99/12/11）。 

記錄可以作為教師與家長溝通的依據，在溝通時也可以讓平常較在乎孩子表

現的家長更加瞭解孩子。 

我們班上目前現在有一個小朋友，他比較特殊，他是特殊生是以一般生的身份進來，

所以我們常跟家長溝通餵藥的情形，在學校的情況我們都會特別將他記下來，我們

兩個老師都覺得說這樣家長比較難應付（訪儀老師 100/11/18）。 

在重視記錄的教學實務方面，研究參與者因受案例討論的影響，而提高其記

錄的意願；且在撰寫案例之後，進而針對個案進行仔細記錄；透過記錄研究參與

者發現幼兒行為的真實原因，且利用記錄與家長溝通。 

圖 4-6 說明教學省思與教學實務在重視記錄的關係 

  

 

 

 

 

 

 

 

 

圖 4-6 教師教學省思與教學實務在重視記錄之關係 

在案例教學法促進教師教學實務方面，本研究發現，研究參與者參與工作坊

之後，受到案例故事或及案例討論的影響，進而積極地與家長、合班教師互動，

並站在對方的立場思考進而與之互動。在特殊幼兒輔導方面，研究參與者也將輔

導特殊幼兒的策略運用於平常教學之中，更積極為提升特殊幼兒的學習與醫療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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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其家庭合作，並為其找尋外在資源協助其學習。研究參與者因案例討論與撰

寫案例省思自己觀察記錄不足，因而提升其記錄的意願，透過記錄他們發現幼兒

的行為實際發生原因，並利用記錄成功地與家長溝通。可見，案例討論與案例撰

寫促進教師積極作為。 

Levin（1995）在案例討論過程中的社會互動是參與教師改變思考的原因之

一，討論過程中的意見成為改變教師思考的重要催化劑。本研究發現研究參與者

透過案例討論之後，有許多省思促進積極的作為。如同儀老師在處理其與合班教

師的關係上，受到案例討論提到新手教師也要有一位專業教師的作為觀點的影響，

因此他積極的處理其與合班教師之間的相處關係。案例討論促進教師積極作為，

如同 Kunselman 及 Johnson （ 2004）提到案例教學成為積極學習的工具，案例

教學法增加參與者對於實際問題的知識、提高對學生學習的敏感度、引起參與者

對於思考更深入有效教學技巧。亭老師提到因為他參與工作坊，工作坊中有許多

針對他與合班教師相處的討論與建議，因此他有意識的積極處理他與合班教師之

間的關係。 

本研究提供討論或由研究參與者所撰寫的案例，引發研究參與者積極的親

師溝通和特殊幼兒的輔導，如水老師認同故事中家園合作的想法，因此收集許多

特殊幼兒教養資訊讓家長閱讀。青老師也受到此案例的影響，積極與醫療院所合

作了解幼兒在醫療院所的療育情形。同樣的月老師也積極與家長溝通進而修改其

特殊幼兒的輔導方式和內容。而其他案例如「跳動百分百」也讓儀老師在班級活

動中融入特殊生的輔導。可見，案例與案例討論是促進教師積極促進教學實務的

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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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教師專業發展原理與案例工作坊 

本節將透過饒見維（1992）與同事共同建構之教師專業發展原理說明工作坊

運作的原則，以及案例工作坊、教師教學省思、教學實務之間的關係。 

壹、知思行交融原理之原則與案例工作坊之運作 

本研究在研究案例工作坊促進幼教師師教學省思與教學實務。研究者思考

陳述案例工作坊與教學省思與教學實務三者之間關係的方法，並且尋找相關文獻

發現，李俊湖（2008）教師專業成長模式以及饒見維（1992）與同事共同建構的

教師專業發展理論的基本原理，可以說明案例工作坊的運作以及其與教師省思、

教學實務之間的關係。李俊湖所提的教師專業模式可分為訓練、發展以及生態模

式。而案例教學法則屬於發展模式，其教師專業模式是以目的決定、需求評估、

方案計畫、方案實施、方案評鑑來分析內涵。而饒見維提出知行思交融模式並以

已備、預備、經驗、省思、建構、協同等六項原則說明基本原理。研究者將研究

發現與兩位學者的模式與原理加以分析、比較，發現饒見維之知行思交融模式更

能說明研究者所欲表達的案例教學法（知）促進教師省思（思）進而採取行動改

進教學（行），且其六項原則又可以說明案例工作坊之運作。因此以下說明教師

專業發展基本原理與案例工作坊之關係。 

饒見維（1992）以個人相關研究和經驗為出發點，參考相關研究的原理原則

並加以整理歸納出教師專業發展的原理原則稱之為「知行思交融原理」其原則有

六項：已備、準備、經驗、省思、建構、協同，彼此之間形成一個不循環的迴路

歷程，如圖 4-7，顯示教師專業發展的動態歷程。(引自饒見維，1996:221-278) 

 

 

 

 

 

圖 4-7 教師專業發展基本原理（知行思交融原理）（引自饒見維，1996） 

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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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圖 4-7 表示教師專業發展活動是以教師的已備出發，透過各種預備活動，

幫助教師獲得經驗，然後協助教師進行省思或建構或活動，再進入下一回合的專

業發展活動起點，繼續循環前進，而在整個過程中與相關人員進行協同式互動。 

本研究之焦點為透過案例工作坊來瞭解幼教教師教學省思與教學實務提升

的情形。案例工作坊是一教師專業發展之活動，因此，以下以知行思交融模式以

其六個原則說明案例工作坊之運作。 

（一）已備原則 

規劃教師專業發展活動時，必須配合教師已經具有備的專業經驗和專業內

涵。本研究的研究參與者有不同的年資與背景，透過案例說明會中的基本資料了

解每位參與者的背景，並且藉由研究參與者感興趣的案例，瞭解其關注（案例與

教師關注已在第三章說明）。從每位教師的關注中選擇適合的案例。 

（二）預備原則 

預備原則是規劃教師專業發展活動時，必須配合教師已經具備有的專業經

驗和專業內涵。進行案例教學法首重案例的選擇，好的案例除了要具備可讀性、

真實性、詳細描述的特點之外，案例選擇應該要符合使用者的專業經驗和內涵。

本研究在正式進行工作坊之前，進行案例說明會，說明會中先瞭解每位研究參與

者的學經歷，更從中了解研究參與參與者對案例議題的興趣。從研究參與者的學

經歷、以及其對案例的興趣和工作坊的期待來進行案例的選擇，此屬於「知識的

預備」。本研究發現符合研究參與者興趣之案例能使他們投入討論之中，而案例

的選擇必須要引發研究參與者省思、與研究參與者教學情況相符、以及符合與研

究參與者之過去經驗。誠如 Kagan （1993） 認為案例反應了撰寫者的信念、以

及如何理解、判斷他自己過去經驗的一套意義系統，因此研究參與者關注的案例

方向與所撰寫之案例，可以做為教師省思作為的重要資料，案例可以提供研究參

與者學習到他人的經驗。獲得經驗之前的工作坊之案例討論與案例撰寫活動則屬

於「行動的預備」。本研究之參與者在實踐教學實務之前，先透過案例討論與案

例撰寫，再結合自己與他人的經驗，進而省思個人經驗，並採取教學實務的行動。 

（三）經驗原則 

教師專業發展活動必須提供教師實務經驗，並以此經驗為基礎來協助教師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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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其專業內涵。實務經驗可分為替代性經驗和親身經驗兩種，本研究在案例討論

時提供以出版之案例予以討論，這些案例中有闡述了他人親身經歷的困境與經驗。

討論時，研究參與者針對討論的案例引發自己相類似經驗和因應策略是屬於替代

性的經驗。而研究參與者所撰寫的案例，以及透過案例討論而獲得經驗進而省思

並採取行動的經驗則屬於親身經驗。如月老師在撰寫案例時，省思自己有十年教

學經驗的教師，但對案例中的特殊幼兒無專業的輔導，進而在目前的教學中對特

殊幼兒積極輔導。 

實務經驗包含豐富的經驗案例，收錄在實務人員的長期記憶之中，教師發

展出的實務知識過程需要配合省思與建構活動來形成專業知識。本研究中無論是

撰寫案例者的案例經驗或是研究參與者所提供的經驗，透過討論與撰寫，引發研

究參與者的省思，進而採取行動。這是一個知、思、行的歷程。如青老師所撰寫

的案例中，關切家長對於孩子意外事件所在意的重點，引發亭老師思考親師溝通

需要，並站在家長的角度思考其需求，進而從家長所在意的安全細節以及學校處

理流程來與家長溝通。青老師提供了一個親師溝通的實務經驗，引發亭老師的省

思、並落實此經驗於教學實務之中。就如同 Oja （1989）認為教師專業發展活

動必須允許更多思考與觀點，更多針對教室與學校所關切的真實問題進行解決

（引自饒見維，1996）。 

而在經驗原則中，教師專業發展除了結合實務情境，還可提供替代性的方

式來為教師創造情境化的經驗。工作坊討論之案例或研究參與者所撰寫之案例，

這些案例裡有真實的情節、角色和困境，就是情境化的經驗。因此從經驗原則來

看本研究之工作坊的案例討論與案例撰寫，提供研究參與者實務情境和情境化的

經驗，透過不同參與者與這些經驗的對話，激盪出不同想法與困難的解決策略，

而在教學現場採取行動。 

（四）省思原則 

在教師專業發展活動中，必須引導協助教師針對所獲得的經驗進行愈來愈

高層次的省思。案例教學法的要素之一事刺激參與者的省思，從閱讀實際案例與

後續的案例討論、案例分析不斷地讓參與者省思自己或者是他人的經驗。而案例

撰寫可以讓教師透過創造性的故事描述，使自己的思想、感覺行動對自己或他人

都變得清晰且可以理解。案例討論中所討論的議題可以讓參與者集中心力解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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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中的問題，進而聯結到自己的工作經驗，改善自己的工作情境。 

Schon 提出（1983）反省性實踐者（reflection practitioner）鼓勵專業人員進

行「行之思」（reflection in action ）及「行後思」（reflection on action）。行動中

思考乃是針對行動後果假以思考，並採取下一步行動。對行動省思則是在行動之

後，針對行動省思，並決定之後的行動方針。案例討論提供情境化的情境，透過

討論案例故事中的主角行動，進而引發研究參與者的省思，而對自己的下一步行

動計畫。如討論「賽車男孩」時，案例中教師與特殊幼兒的家長合作，延伸學校

記錄的方式於家庭之中，以協助特殊幼兒的行為輔導得以持續進行。案例中教師

的行動，引發青老師思考自己在輔導特殊幼兒的作為，可以積極的與幼兒的家庭

合作，因此他在與家長進行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時，也與家長溝通，如何延續學

校作法於家庭之中，因而設計了勾選式的聯絡簿，透過聯絡簿讓家長延續學校教

師對孩子的輔導方法，這是屬於「對行動省思」。 

研究參與者有撰寫過去發生的案例，如月老師所撰寫的「愛玩捉迷藏的丁

丁」、青老師所撰寫的「你到底在意什麼?」；也有現場發生的案例，如儀老師撰

寫的「新手老師不要怕」、亭老師撰寫的「帶刺的玫瑰」、水老師撰寫的「納豆小

孩」。撰寫過去式案例的教師在撰寫完成之後，省思自己當時的作為，進而對現

在的作為採取行動。如月老師在撰寫案例之後，省思在案例發生當時，自己已經

有十多年的教學經驗，但仍然使用相當直覺的方式處理特殊幼兒的問題，他認為

一位資深教師應該對孩子的學習有所提升，因此，他對班上的特殊幼兒進行觀察，

並從家長方面獲取孩子早療的課程情形，進而規劃特殊幼兒的教學計畫，這是屬

於「行後思」。 

而撰寫現場正在發生的案例的亭老師，透過分享其所撰寫的案例，其他研

究參與者提供許多有關其與合班教師互動的想法與對策，因此面對其合班教師，

他不斷省思自己的做法，是否可以改善兩人的互動關係，並且不斷的採取行動，

以促進兩人良好的互動關係，這是屬於「行中思」。 

所有的省思都是在得到經驗之後的檢討與批判活動，使人得以從經驗中成

長，無論是行中思或是行後思，透過案例討論或是案例撰寫，研究參與者從中檢

討或是批判案例中的事件，並且互相分享想法並討論可行的作法，進而從這些經

驗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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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構原則 

建構是一個人將平時點點滴滴的省思所得加以整理，或是將他所擁有的零

碎知識、信念、技能加以統整，以符號、文字等形式表現出來。研究參與者在案

例討論前與討論後所撰寫的分析與回饋，是將對案例內容與討論個人想法與省思

的整理。水老師在「賽車男孩」案例討論之前，依案例分析的問題逐一分析案例

的議題、教師在親師溝通上遭遇到的困難，以及從專業醫療、家庭、幼兒等方剖

析案例成功的原因。在這個案例討論之後的回饋，擔任特教教師的他反思在親師

溝通方面不夠積極，也期許未來親師溝通的方向。透過案例撰寫的歷程研究參與

者除了將自己的經驗述諸文字，從中省思自己的作為；撰寫之案例分享，讓其省

思在案例中的行為。如儀老師所撰寫的案例再將案例故事轉為文字，這就是一個

省思的歷程。他從新手教師的角度看合班教師的教學行為，以及與自己互動的情

形，也從合班教師的角度來省思自己的角色以及態度。月老師撰寫完成案例之後，

回顧過去事件與經驗，省思當時輔導特殊幼兒的種種舉動，並從中分析自己當時

的行動的理由是為了配合合班教師強硬的作風，但重新檢視這段事件，他認為以

一位已經擁有十幾年教學的教師，自己當初沒有提升孩子的學習能力，有違教師

專業。 就如 Shulman（1992）所說撰寫案例可以促進教師的反省並且較能分析

自己的工作透過案例撰寫，撰寫案例教師的內在觀點，可以讓他們的聲音被聽到。

案例提供情境讓參與者可重述、反省和分析，案例撰寫是在反省自己的原始經

驗。 

（六）協同原則 

案例教學法，本身就一個協同發展的教師專業發展活動，他需要各方面相

關人員的協助之下，以多面向溝通、互動、對話來進行。本研究工作坊之進行，

協同是一個使活動順利進行的重要因素。案例討論時不同年資、背景的參與者，

帶著不同的觀點進入討論之中，透過參與者之間的討論和腦力激盪，彼此意見交

換、感受分享、觀念刺激、溝通討論完成案例討論。如在「平行的教室關係」討

論中，飛老師分享自己初任時與合班教師的互動經驗，讓其他參與者從不同觀點

看資深的合班教師的辛勞。 

案例撰寫時研究參與者帶著自己所撰寫的案例到工作坊之中分享，其他研

究參與者針對其撰寫案例的方法提供撰寫意見，如針對水老師的案例，羊老師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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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他刪減部分內容。透過討論研究參與者也將自己想要表達的案例內容澄清清楚。

除了給予撰寫方式建議和澄清案例內容之外，大家也針對案例中發生的事件提供

策略。如亭老師的案例中，其與合班教師互動關係不佳，其他參與者建議他先放

下身段示好，以改善兩人的關係。Shulman（ 1992）提到撰寫案例之教師，需要

支持和引導，並且需要經常和其他教師以及研究者互動。其他教師和研究者可以

協助案例撰寫教師澄清在案例中的議題，並且可以使他們的案理解釋得更清楚以

及增加內容的豐富度。當這樣的合作產生，撰寫案例者得到很重要的學習經驗。

Whipp, Wesson 和 Wiley（1997）也發現撰寫案例增加教師間的溝通和合作，教

師運用問題解決過程面對他們在教室的兩難問題，這要歸功於他們和其他人討論

不同的解決方式。亦即協同關係讓研究參與者得以澄清其撰寫之案例，並解決其

教室遭遇到的困難。 

透過案例討論和案例撰寫可突破教師孤立的現象，彼此在一個沒有利害衝突

的環境中提出自己的意見，聽取他人的意見。如員老師提出在工作坊中，可以坦

誠的談論自己想要談論的議題；透過長時間的互動，研究參與者此建立互信關係。

研究參與者之間的互動、協同，讓君老師認為這是一個互相成長的團體，這個團

體的合作與協同情形與自己服務的學校相較之下，對她來說，是較能促進專業成

長和提昇合作、關懷之關係。案例討論團體提供安全的氛圍合作，讓參與者敞開

心胸批評分析他人的觀點。透過每個案例的分析，參與者變得較有技巧、較會分

析，參與者也會對於自己的表達意見較有自信，對於自己想要說的話也比較有安

全感（Wassermann, 1993），也因為可以坦誠的在工作坊中發聲，讓每個人的意見

得以表達，而使得案例的討論內容更精彩。 

圖 4-8 以知行思原理說明案例工作坊的運作，本研究從瞭解研究參與者對研

究議題感興趣的方向，瞭解研究參與者的興趣與關注。從這些興趣與關注準備討

論之案例，並且預備案例討論和案例撰寫活動。接著以已出版之案例和研究參與

者所撰寫之案例提供經驗進行討論、對話，進而針對這些經驗進行省思並且透過

案例分析、回饋整理想法。整個工作坊運作過程中，參與工作坊的人員包含研究

者與研究參與者，在討論中建立討論互信關係，提供對案例的想法和相關經驗進

息對話。圖 4-8 可以看到「知行思」運作的六項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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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教師專業發展原理（知行思交融理論）說明案例工作坊運作圖 

從影響案例工作坊之因素中可以發現，研究參與者的出席狀況是影響討論方

式的重要因素，而影響出席狀況的原因，是工作坊安排的時間為週末早上與多研

究參與者的家庭和學校活動衝突。經過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的商討，研究參與者

認為週末較週間適當，因週間在繁忙的工作之後，相當疲累，參加工作坊無法專

心。可見在工作坊運作中，時間因素是相當重要的。 

另外，影響出席原因之一是工作坊的地點問題，本研究運作工作坊的地點在

台北市的郊區，雖有捷運可到達，對部分住在新北市的研究參與者而言需要花費

較多時間到達聚會場地，因此場地因素也是影響研究參與者出席狀況的因素之

一。 

案例撰寫或是案例分析、回饋的書寫也是影響研究參與者出席意願的因素。

研究參與者認為由於工作坊一個月進行一至兩次，繁忙的工作讓時間過得相當快，

感覺書寫的壓力一篇接著一篇。而案例撰寫需要長時間的醞釀與書寫，在平常工

作中要完成案例撰寫，需要尋找工作的空檔或利用下班時間撰寫，，如月老師就

預備: 
案例 
案例討論 
案例撰寫 

預備: 
案例 
案例討論 
案例撰寫 

經驗: 
已出版的案例 
撰寫的案例 

省思: 
對討論案例以及
撰寫之案例行為
進行行中思、行
後思 
行後思 

協同: 
研究者與研究
參與者以及研
究參與者之間
的互動、對話 

預備: 
案例 
案例討論 
案例撰寫 

經驗: 
已出版的案例 
撰寫的案例 

建構: 
透過案例分析、回
饋、撰寫案例整理
並省思想法 

省思: 
對討論案例以及
撰寫之案例行為
進行行中思、行
後思 
行後思 

協同: 
研究者與研究
參與者以及研
究參與者之間
的互動、對話 

預備: 
案例 
案例討論 
案例撰寫 

經驗: 
已出版的案例 
撰寫的案例 

建構: 
透過案例分析、回
饋、撰寫案例整理
並省思想法 

協同: 
研究者與研究
參與者以及研
究參與者之間
的互動、對話 

預備: 
案例 
案例討論 
案例撰寫 

經驗: 
已出版的案例 
撰寫的案例 

已備: 
瞭解研究參與者
對案例議題感興
趣之方向 

建構: 
透過案例分析、回
饋、撰寫案例整理
並省思想法 

協同: 
研究者與研究
參與者以及研
究參與者之間
的互動、對話 

預備: 
案例 
案例討論 
案例撰寫 

經驗: 
已出版的案例 
撰寫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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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利用寒假時間來完成案例的撰寫的。無論是案例回饋、分析或案例撰寫的壓力

也是時間的因素造成。 

綜合影響出席狀況最大的因素是時間、場地的問題。而在饒見維的教師專業

發展原理中的實施原則並未提及在發展教師專業活動是應考量時間、場地的因素，

而時間、場地因素卻深深影響本研究之進行，因此研究者將饒見維所提之教師發

展活動的實施原則增加了時間與、場地因素，研究者稱為「時間、資源原則」。

而時間、資源原則在規劃教師專業發展活動之前就需要考量，如考量活動的時間

與地點是否適合參與者。另外，在預備和省思以及建構原則中，皆需要時間，教

師要有時間閱讀案例、參與案例討論與撰寫，而省思案例提供的經驗以及建構回

饋、分析並整理想法皆需要時間。因此研究者在已備原則之前增加了時間、場地

原則，有因其影響預備、省思、建構原則，因此有箭頭指向此三項原則。修改如

圖 4-9。 

 

 

 

 

 

 

 

 

 

 

 

 

 

省思: 
對討論案例以及
撰寫之案例行為
進行行中思、行
後思 
行後思 

已備: 

瞭解研究參與者
對案例議題感興
趣之方向 

建構: 
透過案例分析、回
饋、撰寫案例整理
並省思想法 

協同: 
研究者與研究
參與者以及研
究參與者之間
的互動、對話 

預備: 
案例 
案例討論 
案例撰寫 

經驗: 
已出版的案例 
撰寫的案例 

時間、資源: 
工作坊時間、研
究參與者的時間
與場地 

圖 4-9  案例工作坊發展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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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案例工作坊與教師教學省思、教學實務之關係 

在知行思交融模式中的知，指的是「已知」和「新知」。也就是教師已經具

備的各種專業內涵及剛剛形成的預備知識或預備行動架構；「行」是為了獲得實

際的體驗，教師所採取的任何具體行動，包含觀察、試驗、假設、實作等；「思」

是教師針對行動中所獲得的實務經驗所進行的任何反省、檢討、分析、綜合、評

鑑等高層次的認知活動。在本研究中所謂的知是指在研究參與者因不同年資、背

景所擁有的各種專業知識，這是「已知」。案例中提供的經驗以及透過案例所討

論的內容就是「新知」。而透過案例討論與撰寫對自己教學經驗進行省思、分析

則是「思」的部分。而透過省思而採取的教學實務的行動是「行」的部分。這三

個部分環環相扣，相互配合稱之為交融。 

在知行思交融模式中提到要知行合一、學思並重、行思並重。工作坊提供之

案例為，專業理論與專業實務必須密切結合，和做中學的意味相同。本研究所提

供的案例有著許多幼教現場發生的真實事件，這些事件中也蘊含著許多理論或原

理原則。如「跳動百分百」的案例所呈現的是一個幼教教師與家長溝通特殊幼兒，

教師在與家長溝通無效之後，如何在教室進行特殊生輔導的情形。如此也包含親

師溝通、特殊生輔導的相關原理在其中，這是知行合一。 

研究參與者透過案例討論，案例所提供的兩難情境或是待解決的困境，提供

參與者提出問題解決方式以及可能的行動，並從中省思和自己相關情境中的問題，

也提供相關經驗進行討論，進而修正自己的實際作法和信念。在「跳動百分百」

的討論中，研究參與者思考案例中教師的作為。如教師是否收集足夠資料與家長

溝通孩子的學習情形；以及教師在親師溝通方面，因為與家長建立良好關係而急

於溝通。飛老師在討論中提供自己輔導特殊幼兒的方法是將特殊生的輔導融入於

全班性的活動之中。在親師溝通方面研究參與者討論出積極的與家長互動的策略

「拿熱臉貼冷屁股、多貼幾次就熱了」，這是學思並重。 

另外，行思並進是指一位專業的教師在工作中並需具備行中思的能力，面

臨問題時可以形成假說，並採取適當的行動以驗證假說，根據行動結果去修正假

說。同樣在「跳動百分百」的案例中，研究參與者透過討論省思案例中教師的作

為，也省思和自己教學情境相關的作為，儀老師從討論內容中「拿熱臉貼冷屁股，

多貼幾次就熱了」省思和自己親師溝通不夠積極，因此開始與他逃避溝通的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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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 

綜合上述，本研究在知行思的交融原理中，「知」是指案例經驗與討論之內

容的新知以及研究參與者的知識背景、經驗的已知；「思」是針對討論案例的內

容與撰寫案例的內容進行省思，並省思自己與案例相關的教學行為。經由討論與

省思研究參與者開始在自己的教學實務中行動提升教學。下圖 4-10 是案例教學

法促進幼教教師教學省思與教學實務與知行思交融的關係。 

 

 

 

 

 

圖 4-10 知行思交融模式與本研究之關係 

在知行思交融模式中，行動是在獲得經驗之後，並且進行行中思和行後思。

本研究發現案例與案例討論的內容，增加研究參與者省思內容，研究參與者撰寫

案例時，也促進其省思其案例發生時或正在發生的作為，各種省思的內容讓研究

參與者在教學實務中進行教學之改善。為強調本研究發現研究參與者從案例討論

的撰寫過程中省思，在省思之後採取行動進而增進教學實務。因此，研究者修改

上圖將預備、已備、經驗、省思、建構視為案例工作坊的運作歷程，而省思和行

動是案例工作坊運作後所產生的結果，如圖 4-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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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 案例教學法促進教師教學省思與教學實務之關係圖 

 

 

省思: 
對討論案例以
及撰寫之案例
行為進行行中
思、行後思 

已備: 
瞭解研究參與
者對案例議題
感興趣之方向 

建構: 
透過案例分
析、回饋、撰寫
案例整理並省
思想法 

預備: 
案例 
案例討論 
案例撰寫 

經驗:已出版
的案例撰寫
的案例 

時間、資源: 
工作坊時
間、研究參與
者的時間與
場地 

協同: 
研究者與研
究參與者以
及研究參與
者之間的互
動、對話 

案例工作坊 

行動: 
促進教學實務 

案例教學法促進教師教學省思

與教學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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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說明了影響工作坊運作的因素有影響工作坊進行的因素有研究參與者

的年資和教學經歷，不同背景與經歷的言教師參與聚會讓案例討論內容更豐富、

多元。案例的選擇要能與教師的教學情況相符並且能引發思考，能吸引研究參與

者更投入於討論之中。研究參與者經過長時間的互動，建立互相信任與情緒支持

關係，也讓研究參與者在討論之中盡情的抒發想法並互相支持工作上的困難。研

究參與者的出席狀況以及書寫壓力影響到討論案例的形式由小組討論轉變為大

團體討論。 

而研究參與者的教學省思有。親師溝通的積極度，並且站在家長的立場思

考其需求；在合班教師方面，研究參與者反思自己過去的經驗並非最慘，且省思

自己是否積極的改善與合班教師之間的關係。透過討論與經驗分享，大家從合班

教師角度思考兩人合班的問題，並且反思自己是否謹言慎行。研究參與者也透過

案例討論與撰寫，省思輔導特殊幼兒的態度的積極度，並且思考將特殊幼兒輔導

的活動融入平常班級教學之中，避免將特殊幼兒差異化。另外，他們也發現自己

在輔導特殊幼兒時紀錄不足以與家長溝通，或是在撰寫案例時發現許多過去的幼

兒輔導紀錄相當貧乏。透過這些省思，讓他們更知道自己應該努力及改進的方向。

從省思層次分析，教師省思有屬於省思教學行為、省思教學信念、省思自己與他

人關係、省思學習方式等。 

在教學實務方面研究參與者積極地與家長、合班教師互動，站在家長與合

班教師的立場思考其需求與想法並與之互動。在特殊幼兒輔導方面，研究參與者

將輔導特殊幼兒的策略運用於平常教學之中，為提升特殊幼兒的學習與醫療院所、

其家庭合作，積極尋找外在資源協助其學習。研究參與者省思自己觀察記錄不足，

而提升其記錄的意願且落實觀察記錄，透過記錄發現幼兒的行為實際發生原因，

並利用記錄與家長溝通。 

最後本章以知思行交融基本原理與原則說明，案例工作坊促進教師教學省思

進而促使教師在教學實務實際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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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根據本研究目的，歸結研究發現與討論，提出以下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壹、 案例工作坊之運作分為三個時期 

本研究案例工作坊的運作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案例討論期，為討論

已出版之案例。第二階段為案例撰寫準備期，此時期為舒緩研究參與者撰寫案例

以及分析、回饋之壓力，邀請曾經寫過案例的研究參與者分享其案例與撰寫歷程，

提供給其他研究參與者參考。第三階段為案例撰寫分享期，研究參與者分享其撰

寫之案例，其他研究參與者提供撰寫上的建議以及案例事件中的因應對策。 

貳、 案例工作坊運作方式的改變受到參與人數、工作坊之書寫壓力的

影響 

工作坊之運作中之案例討論原規畫為案例討論前，閱讀案例、撰寫分析報告；

案例討論中，回顧案例、分組討論、綜合討論；討論後，參與者撰寫案例討論回

顧報告案例。但因研究參與者每次參與工作坊之人數不定，因此取消案例討論中

之小組討論，改為大團體討論。 

工作坊之書寫工作有案例討論前之分析報告、案例討論後之回饋以及案例撰

寫。書寫工作造成研究參與者的壓力，因而減低其參與工作坊之意願。為舒緩研

究參與者書寫之壓力並增加其參與意願；除此外，本研究邀請曾撰寫案例之研究

參與者分享其撰寫案例之歷程，並且將分析報告題數減少，且分析與回饋在撰寫

案例準備期中取消，改為自行在網頁中張貼回饋。 

參、 案例討論之內容受研究參與者年資、教學經歷、研究參與者之間

的互動以及案例之選擇與撰寫之案例有關 

案例討論是案例工作坊之靈魂，而案例討論之深度影響到研究參與者省思

內容。研究參與者不同年資與教學經驗在工作坊中提供不同經驗與想法，年資較

深的參與者在討論中發言較多，並分享許多經驗，且常扮演討論促發者的角色。

年資較淺的教師雖發言較少，但透過聆聽與觀察案例的討論與成員間的互動，也

有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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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參與者因長時間及多次的聚會，且在聚會中以案例討論與撰寫明確之

目標，逐漸發展成學習社群，在團體中彼此尋求問題解決的方式。研究參與者間

也建立信任與支持的關係，讓不同場域工作參與者得以在工作坊中暢所欲言，進

而分享更多的教學經驗，而使討論內容更加精彩、豐富。 

研究參與者在案例討論的內容與工作坊討論之案例與其撰寫之案例有關，

研究發現符合研究參與者興趣之案例能使研究參與者投入討論之中，而案例的選

擇必須要引發研究參與者省思、與研究參與者教學情況相符、與研究參與者過去

經驗相符。教師感興趣的案例方向以及其撰寫之案例方向與其教學關注有關，正

因討論之案例正是其所關注的焦點，因此在案例討論時引發許多討論的議題和經

驗的分享，並從中尋找解決的方案，也從中省思自己的教學作為。符合教師關注

的案例，可以讓案例討論內容更精彩。 

肆、教師省思的層次涵蓋教學行為、信念、自己與他人關係以及自己

的思考和學習方式 

本研究中，教師省思內容有親師溝通、合班教師之互動、特殊幼兒輔導、以

及省思巡迴輔導制度和特教研習課程的問題和學校專業成長的情形。在親師溝通

與合班教師之互動方面，研究參與者省思自己與家長以及合班教師的互動情形與

技巧，是屬於教學行為的省思。而輔導特殊幼兒方面研究參與者省思自己的態度

進而改進教學方法，研究參與者省思自己對特殊幼兒的教學信念是屬於省思自己

的信念與假設。而省思巡迴輔導制度與研習課程的不足，是省思教育脈絡中值得

改進的部分，如巡迴輔導教師的功能可以成彰顯，研習課程應破除點狀課程的安

排等。省思學校專業成長不足則是省思自己在學校的學習情形，是屬於省思自己

的學習方式。 

伍、案例工作坊促進幼教教師省思，進而在教學實務中行動改進教學 

本研究討論之案例內容與教師省思與教學實務內容有極大關係。研究參與

者透過案例討論與撰寫在教學省思方面有親師溝通、與合班教師互動、特殊幼兒

輔導以及幼教相關制度和自己所處園所的環境。在親師溝通部分，研究參與者省

思親師互動不夠積極、學校安全機制與處理流程、以及站在家長角度思考家長的

需求；與合班教師互動方面，省思自己處理合班教師相處問題上的積極度、也要

站在資深合班教師立場思考兩人互動情形、提醒自已要謹言慎行，避免流言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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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在特殊幼兒輔導方面，研究參與者省思輔導特殊幼兒的態度、將特殊幼兒

輔導融入全班活動之中、省思到幼兒觀察記錄之不足，進而加強其往後之幼兒記

錄。研究參與者也省思有關特教巡迴輔導與研習課程制度，並且反思自己學校專

業成長的情形以及園所的環境在教學實務方面，研究參與者在省思之後實際付諸

行動而增進其教學實務有親師溝通、與合班教師互動、特殊幼兒輔導、重視記錄。

在親師互動方面，研究參與者積極與家長溝通，並站在家長立場與家長溝通。與

合班教師之互動，研究參與者以感恩的態度與合班教師互動，並且運用方法積極

改善與合班教師之間的關係。特殊幼兒輔導的教學實務有特殊幼兒輔導融入全班

性的活動之中、以及積極尋找資源，幫助特殊幼兒學習、與特殊幼兒家庭合作，

提升幼兒的能力。研究參與者也因案例討論提高記錄意願，因撰寫案例開始重視

記錄，記錄之後發現幼兒的真實面貌。 

從饒見維（1996）所提的教師專業成長的知行思交融模式來看案例教學法

促進幼教教師省思與教學實務。工作坊提供之案例、研究參與者參與討論之內容

以及不同研究參與者的背景、年資是新知和已知。教師透過案例討論與案例撰寫

省思案例中的行為是思，而在反思之後採取教學行動進而促進教學實務是行的部

分。此理論說明了案例教學法與教學省思、教學實務之間的關係。 

從知行思交融的六個原則來看工作坊的運作過程，從了解研究參與者的對

案例興趣的方向是已備原則。而案例、案例討論、案例撰寫則是預備原則。透過

已出版的案例以及研究參與者所撰寫的案例提供研究參與者經驗進而進行省思。

研究參與者也透過案例分析、回饋以及案例撰寫整理、建構想法與觀點。這些過

程皆透過研究者以及研究參與者之間協同、合作的討論來完成。案例與案例討論

的內容，增加研究參與者省思內容，研究參與者撰寫案例時，也促進其省思案例

發生時或正在發生的作為，各種省思的內容讓研究參與者在教學實務中進行教學

之改善。 

案例教學法促進教師省思之外，也讓研究參與者從家長、合班教師以及幼

兒的角度角色思考其立場與觀點，並且採取符合其立場的行動。案例教學法促進

教師非本位主義的思考能力。案例的討論促進教師省思，案例討論與研究參與者

之間的互動促進教師積極作為，案例與案例討論是促進教師積極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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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由研究發現與結論，本研究有以下建議。 

壹、對未來研究者的建議 

一、深入了解不同年資的參與者在案例教學法上的收穫 

本研究僅針對大多研究參與者在透過案例討論與撰寫之後的教學省思與教

學實務上的提升，不同年資的研究參與者在工作坊的表現不儘相同，因此建議

未來研究者可針對不同年資參與者在參與案例教學法之後的收穫差異。進而提

供規劃針對不同年資參與者的案例教學法之參考。 

二、多重方式發展案例 

本研究在尋找幼教案例進行討論時，發現幼教的教學案例相當少，因此建

議未來研究者可發展案例。本研究發現撰寫案例對部分的研究參與者造成壓力，

部分未完成案例的研究參與者，在案例撰寫討論期時，也以口頭分享其所欲撰

寫案例的內容，而其他研究參與者也針對其內容提供撰寫上的意見。可見不見

得每位教師都是書寫的能手，有些教師可以說得較清楚。因此建議未來研究者

在發展案例時也可運用讓現場教師親自撰寫之外的方式，思考如何讓不同能力

的現場教師有不同的案例方式產出，並可省去其在撰寫案例時所面臨的時間不

足的問題。 

  三、透過實際觀察案例工作坊對教師教學實務的影響 

本研究有關教師教學實務的促進部分是透過訪談以及團體訪談獲得資料，並

未實際進班針對研究參與者之教學實務進行觀察，建議未來研究者可進班觀察，

以獲得更詳細以及多元的教師教學實務提升的資料。 

四、瞭解影響案例品質的因素 

在本研究中撰寫案例是促進教師教學省思與教學實務的手段之一，研究中雖

發展出五個案例，但並未針對五個案例分析其實施在案例討論中的可行性，研究

者也發現，並非每個案例的品質足以提供未來案例討論使用，影響案例的品質因

素相當多，建議未來研究者可針對影響案例品質的因素進行研究，以提供進行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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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撰寫者之參考。 

五、考量時間與人員安排 

（一）時間安排 

本研究針對在職教師為研究參與者，雖在案例說明會時已先詢問研究參與

者可參加的時間，但周末安排工作坊常受到研究參與者學校活動、家庭因素影響，

而影響其出席狀況，由其是私立幼兒園在周末常舉行親職活動。建議未來欲進行

在職教師之案例教學法，可思考其他時間的安排，如週間避免學校活動的干擾。 

   （二）人員異質性 

本研究最初邀請之研究參與者公私立幼兒園教師參與，但後期因私立幼兒園

教師學校周末活動較多而無法參加，青老師從在訪談中提到，如果公私立的幼教

教師皆可參加，討論的觀點可能會更多元。因此建議未來欲進行案例教學法者可

尋找更多不同背景、經歷的教師參與。 

  六、減緩書寫壓力 

書寫壓力在本研究中影響研究參與者參與工作坊的重要因素，本研究之書寫

工作有分析、回饋以及案例撰寫。分析的用意是讓研究參與者可以先整理對案例

的想法。至於回饋的部分，本研究皆邀請研究參與者於案例討論之後書寫其在討

論之後對案例或案例討論的想法，建議除此方法之外，亦可在每次工作坊之後，

保留回饋時間，讓研究參與者回饋參與當次工作坊的感受，或可稍微減緩書寫的

工作。 

撰寫案例需要長時間的醞釀與完成。本研究利用學期中，讓研究參與者完

成案例的撰寫，在工作繁忙之餘撰寫案例更顯時間壓力。許多研究參與者是利用

寒假完成案例撰寫，因此，若要減緩案例撰寫的壓力，需要給予長時間的書寫，

並給予完整的時間給予思考和撰寫。因此，建議未來運用案例教學法並希望教師

撰寫案例者，應給予長時間且可安排在長假之後完成案例，如寒暑假。 

貳、對幼兒園的建議 

一、建立學習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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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參與者普遍認為案例教學法是一個幫助自己成長的方法，許多研究參

與者認為如果有機會，將在幼兒園裏推展案例教學法，因此建議園所可以建立學

習社群共同討論案例或撰寫案例。本研究研究參與者非強迫性的參與案例工作坊，

雖是受研究參與者邀約參與，但屬於自願參與。研究參與者透過案例討論和案例

撰獲得許多教學省思與教學實務，但案例撰寫造成研究參與者許多時間上的壓力，

案例撰寫需要長時間的討論與構思。因此，建議幼兒園成立學習社群時，應考量

在忙碌的工作之餘其參與學習社群的時間壓力，以及教師參與的意願，同時思考

如何提供專業協助，讓教師的案例撰寫得以在工作中逐步完成，而非造成另外的

負擔。 

二、注重教師觀察記錄 

研究參與者在案例討論與撰寫之後，省思自己的觀察記錄不足，甚至在尋

找案例撰寫題材和內容時，回顧當時的記錄相當簡約，佐證的資料不足。建議園

所應透過撰寫教學日誌的要求，讓教師記錄教學過程與孩子的表現，而且教學日

誌應避免流水帳以及條列式的記錄。教學日誌的內容除了教學過程的記錄，也應

包含教師所觀察的幼兒學習表現，並在記錄中寫下對教學與幼兒學習的省思。 

参、對教育與師資培育相關單位的建議 

   一、延續性長時間的研習 

許多在職教師的研習屬於單次的研習，對於研習的內容也僅止於介紹。本研

究透過長時間的聚會進行案例工作坊，研究參與者之間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對

案例或撰寫皆有深入的討論與回饋。因此建議相關單位辦理研習時應規劃長時間

的延續性研習，讓參與者透過長時間互動，並對研習內容有深入的了解和討論。 

二、辦理案例相關研習，推廣案例教學法、撰寫案例 

研究參與者大多表示案例教學法協助自己專業成長。因此，建議相關單位可

辦理案例教學法相關研習，介紹案例教學法，並讓教師實際參與討論與案例撰寫。

讓在職教師了解案例教學法中的案例討論與案例教學，進而於園所中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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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研究邀請函 

親愛的幼教夥伴您好： 

感謝您願意參與欣怡的博士論文研究-案例工作坊。相信你聽到案例工作坊

這個詞，心中一定有許多疑問，包含案例是什麼？在這個工作坊我要做些什麼？

需要配合的事項又有哪些？以下將逐一說明，也感謝您願意耐心閱讀。 

 何謂案例 

以下提供例子，可以說明案例的本質和功能。 

「猴囝仔是一位在入幼稚園前換了三十幾位保姆的孩子。中班的他在幼稚園會趁老

師不注意時跑到遊樂場玩，進行活動時不斷的干擾班上活動進行，工作時總是草草

結束。初任教的陽光老師和有經驗的天空老師認為猴囝仔需要老師的陪伴、需要額

外的時間到戶外發發洩精力。在兩位老師有計劃的輔導，以及溫暖的陪伴下，需要

老師整天追著跑的猴囝仔，最後變成溫馴的美猴王…。」 

如果你是一位新手老師，遇到像猴囝仔一樣「特別」的小孩，你會怎麼做

呢？除了會希望有經驗豐富的搭檔一起商量、一起面對及協助這位特別的孩子外，

是否也會希望有其他方法或資源可以幫助自己去解決教學現場上的難題呢？「案

例教學法」即提供了這樣的一個管道呢！ 

像上面所描述的「猴囝仔」故事，是一件發生在幼稚園的真實事件。在完

整的案例中，包含著人物、情節、困境和問題，就像猴囝仔的故事中，它包含了

猴囝仔的行為表現、老師所遭遇到的困境、以及老師與猴囝仔的互動相處方式，

整個描述的過程中可以清楚的看到老師所使用的策略以及猴囝仔的改變。 

案例教學法即是運用類似上述的故事為材料，經由討論來探討案例事件中

人、物的行為與緣由及其蘊含的問題。通常案例會牽涉到許多教學議題，像是師

生互動、同儕社會戶動、親師溝通…等等，透過討論、問答以及角色扮演的過程，

讓參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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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省思能力。 

案例教學法通常包含兩種方式，一種是上述的案例討論，一種為案例撰寫。相關

研究指出，案例討論與撰寫皆可提升教師的專業能力，但在運作案例教學法的過

程中，大多以師資生為主，少以在職教師為主，因此本研究欲以幼教教師為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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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案例教學法，以瞭解案例教學法運用在在職教師的方式、歷程，也透過案例

工作坊的進行，瞭解研究參與者專業能力的改變，透過案例討論和撰寫參與者可

以更深入了解自己的教學過程。也讓撰寫者將自己寶貴的的經驗資產留給他人，

達到傳承的目的。 

 案例工作坊運作方式 

一、成員：幼教教師，包含幼稚園以及托兒所教師，不限年資與學歷，約

十名。 

二、工作坊運作時間：預計於八月底進行第一次工作坊，往後每個月進行

兩次，預定以週末時間為主，每次時間約三小時，工作坊預計進行至一月底二月

初。 

三、工作坊進行方式：先介紹案例以及案例教學法、討論案例、撰寫案例。

其中將安排有撰寫經驗之教師分享撰寫案例之方法。為減輕案例撰寫的負擔，討

論案例與撰寫案例將交錯進行，參與者撰寫案例過程中，也將討論其所撰寫之案

例，以從其他參與者獲得回饋意見，使案例更為完整。 

 本研究需配合事項 

一、閱讀案例並將想法寫下：案例討論前將是先提供案例故事，為使討論更深入，

是先閱讀是必要的，並且在閱讀過程寫下想法。 

二、參與案例討論：無論是現成的案例討論或是撰寫案例的討論，希望參與者可

以參與。 

三、案例網站瀏覽和回饋：本研究將建置案例網站，網站中除提供案例討論的故

事，也將提供其他案例故事，您可以隨時上網閱讀案例故事並給予回饋或想

法。 

四、撰寫討論後的想法：每次討論後，寫下討論過程的想法，或對案例的新想法。 

五、接受訪談：研究者將於案例工作坊過程中，與您約定時間進行訪談，訪談內

容為對案例工作坊運作的想法和收穫。 

本研究期望能發展出現場教師運用案例教學法的方式，也期待您參與本工作坊可

以獲得在工作上的幫助。期待您的加入，若有相關疑問，可於第一次聚會中提出，

相關聚會時程，也將在第一次聚會中討論，目前預定第一次聚會時間為 8/28(六)

上午九點，地點：萬芳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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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定討論事項： 

 瞭解何謂案例 

 討論未來工作方時間 

 

誠摯邀情您，也感謝您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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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基本資料表 

案例工作坊參與人員基本資料 

姓名 服務學校 EMAIL 聯絡電話 

    

畢業學校/學歷 

教學資歷 

 

 

 

 

 

 

對工作坊的期待以及期待的案例討論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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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研究承諾書 

 

親愛的工作夥伴您好： 

承諾是某種制式語言，雖然我們工作團隊的承諾不能像是愛情小

說裡的天荒地老、海枯石爛，但如果我們從沒給過關於未來的承諾，

怎能互相勉勵？怎能將我們的努力成果，讓更多人知道？當您工作或

生活忙碌起來時，往往再多的保證都留不住辛勤的您，不管自己是承

諾的給予者或接受者，都希望我們工作團員不會有最後的解釋－心有

餘而力不足，所以我們先給自己承諾吧！ 

一、承諾一下我會全力以赴，提供經驗並討論直到故事敘寫完成為

止。 

二、承諾一下我會竭盡所能，參與本次團隊工作直到故事敘寫完成為

止。 

再給團隊承諾吧！ 

ㄧ、承諾我們會互相勉勵激盪。 

二、承諾我們會互相協助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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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個別訪談節錄 

1000126 亭老師 

彭：你寫案例有遇到困難嗎？ 

亭：寫案例的困難就是沒有時間寫，可能大家都會遇到的吧！ 

彭：那在寫的歷程你用什麼方式寫？ 

亭：因為是現在進行式，所以我就把我想到的事件通通先打進去，我也沒有列大

綱。我一開始就寫了背景的部分，我覺得寫背景對我來說還蠻簡單的，但我

就是抱持一個想法，你那個時候有跟我提醒說：如果行政不相關，可以先刪，

可是我想說等我寫完，再看它有沒有相關再來刪，因為我後來想到有一些事

情，就是有一次他說：什麼事情我都沒有跟他講，就是因為我們共同分擔保

育組這個工作，就是我當下覺得處理完了，他也沒有問我，她隔了一天才問

我那個事情處理得怎樣，聽力檢測的事情，我就跟她說，然後我並不知道有

人問她了，就是有別班老師在我不在的時候問她一些問題，然後她答不出來，

她可能因此有覺得不滿意，所以她就有嚴肅的告訴我：小亭，這種事情以後

要馬上告訴我，我內心其實想說，其實沒有時間告訴你，因為我那天把聽力

檢測的事情處理完，就已經中午了，換我要帶學生了，那天中午我帶小孩子

去睡覺，然後她被隔壁班老師問了，然後她當天也沒有問我，是個了一天她

才跟我講，像這些事情我就是把它先寫個標題，先記錄下來，我怕我忘記。

然後你說在撰寫上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就是因為這學期發生的事件實在太

多了 

彭：很難刪減對不對？之之也遇到同樣的問題 

亭：就是我很想把它寫得有系統，或是比較有系統，讓人家比較看得

懂我們之間的事情 

彭：你所謂的系統是用時間序嗎？ 

亭： 如果用時間序會變得很雜亂，然後我後來想到的是說，比如說我覺得他的

問題是：一.她沒有自信、二.她自己有矛盾點、三.她有教學上的焦慮，然我

我想說以這樣的問題點來呈現我們兩個之間的問題，會不會更清楚；我之前

還有一個更瘋狂的想法，就是我先寫完，然後再拿給資深老師，比如說伊鳳

或是姚群或是明琴他們，幫我看：從資深老師看菜鳥老師的事情的想法是什

麼，可是我想說這樣還要麻煩別人好像不太好意思，而且我覺得在撰寫上，

對那件事情的詮釋，你可能就被我主導了，所以大家看起來好像是那個老師

不對，但也可能在過程中，我忘了去說一些我自己的想法，因為那個時候我

們不是常常討論，案例是要帶給人家什麼嗎？那我是希望說，以一個初任老

師的角色，去看搭班之間的關係，那一個前提是，我不希望破壞我們之間的

和諧，影響我們的帶班，然後我要怎麼處理我碰到的問題？我是希望有一些

資深老師的想法進來，就是我們兩個一起看這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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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案例討論內容節錄 

991106 賽車男孩討論 

青：我覺得他跟家長花很多時間在建立情感，比較不像是特別要去說服家長你要

去做治療，家長比較看不到那一部份，他透過家長參與，跟家長聊小孩在家

裡的狀況，從那部分讓家長知道，耶，我的孩子可能真的需要去做進一步的

診斷，那老師自己同理分享，剛剛有一位老師提到自己的孩子也有狀況，我

覺得老師跟家長本身是家園是同心的，同樣是為了這個孩子好，不是只有單

方面去學校很努力想要拉，也要做，就是家長一起進來，對。 

彭：他同理家長的心態，而且花很多時間。 

青：對 

彭：剛剛我們不是在閒聊，他中班就念這個學校了，然後他中班其實是在瞭解他

的狀況，他中班只是讓家長瞭解他的狀況，他應該是到大班才叫他去做評估

的， 

月：暑假之前，他不是說過了兩個月有沒有，然後他書上大班，然後他這裡有提

到，其實就是要上大班之前，然後，他一直沒有回報他，然後最後是奶奶去

看報告的，說很正常，所以其實他們是用一年的時間，到了要升大班那也是

一個點，他說這樣到大班會影響他的學習，因為那一年一直在溝通，還有就

是說，媽媽也常參加校外教學，我覺得他成功的因素是老師的用心，包括他

到醫院找堯老師，老師如果沒有這麼用心，我覺得家長不會這麼配合，因為

這個部分家長是很配合，家長為什麼很配合，其實他是被老師感動的，因為

你看老師用心在那邊，第一個他自己跑去醫院找堯老師瞭解，還有他覺得一

個禮拜一次不夠，所以他覺得是不是可以加入他的體能活動，他甚至為了更

瞭解他，他設計表格，請媽媽做記錄，在早療的部分做記錄，然後他們就可

以看，他可以瞭解他的狀況，然後設計體能活動的時候，可以參考，包括最

後他們還發展用錄影體能活動，體能活動還做記錄，所以我覺得等於說他這

過程中除了策略執行，他有不斷在做一些怎樣更進一步提升，所以他會去記

錄，不是我今天為讓感統的次數增加，我就在體能活動設計進去，我這樣做

了就好，他還去關係我這個做了有沒有更提升的效果，有沒有需要改善的，

還自己花錢去買 DV，所以我覺得最重要的關鍵在於老師的用心，去感動家

長，所以家長為什麼這麼配合，包含一開始跟媽媽做記錄，後來是爸爸，媽

媽是被老師感動的，因為他有來參加校外教學，後來爸爸因為媽媽的用心，

爸爸也被媽媽感動了，偶而也會寫，結果後來，奶奶，最傳統的，他也幫忙

了，所以我覺得最主要是老師的用心，真的，你可以想想看他花了多少時間，

他做這些事情，包括自己去修特教學分，包括找自己的特教老師去做諮詢那

個都需要時間的，然後甚至說跟他一起去討論說怎麼設計策略，甚至活動他

不是事後那個老師也會幫他們看，看他們也會檢討，這個都要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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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最難的是這個部分，很多老師沒有辦法接受別人給他建議，我要怎麼調整，

所以一開始我們在設計這些活棟的時候可能都會有一些沒有注意到的部分，

比如活動路線，怎樣可以更幫助到他的那些活動，可以再檢討，或者是他不

斷的在調整，活動的方式，像體能遊戲是一個，觀察記錄的表格也是在修正，

他不是運用這些策略，他在用的時候發現這些問題，他會修正，這個不適合，

我要修正，要怎樣改更好。 

彭：裡面有一個特教中心老師給的建議，我覺得很好，微調不是微調學生的行為，

是微調活動內容，所以他不斷的在修正老師對他的行動、和活動內容。 

月：所以這兩個老師除了用心，我覺得真得是有很大的愛，因為其實他

能夠去付出這麼多，如果他沒有那種愛，其實很難去支撐的，因為包括他其實

確認這個小孩是 ADHD 之後，他覺得他做不住，他的一些行為就是他原本就

具有的狀況，所以他包容他降低標準，然後也能夠多站在他的立場去想，所以

後來這個小孩不是跟他建立信任感，其時這也是成功的要素，今天小孩子跟你

有這個信任感，他覺得這個環境老師都接納他，相對他的自我形象也是好的，

包括老師很用心去安排同儕，或者給他發揮潛能的機會，讓他扮演風，呼來呼

去，這個都是老師真得是，這個老師可以的師鐸獎，因為他不只有愛心，他其

實懂得善用策略，而且謙虛，他能接受別人的建議，這老師實在是太完美了，

還有再加上這個老師這麼用心能主動找這個資源，剛好學校有特教中心在那邊，

讓他很方便，他就可以節省掉很多時間，他如果光去找人找資料就要花時間，

特教中心幫助他很大，但最重要的是老師的心，如果老師沒有心，特教中心在

那兒也沒有用，最重要還是那個老師的愛心，他的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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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撰寫案例的要素 

 案例包含的項目 

 脈絡與背景資料的提供 

 案例的焦點人物或事件的描述 

 導致事件發生的前因後果，以及涉及該事件的所有相關人物對次

事件的反應及說明 

 案例中相關人員的對話、行動、策略、意圖、兩難、妥協、決策、

思想、信念或感覺的細節 

 教師對問題所做的決定、處理狀況與結果之描述。 

 

 為何寫 

 案例主題（確立主要概念-big idea，二到三個，可討論的議題） 

 目標（為何寫這個案例，可以一兩句文字描述） 

 如何寫 

 寫什麼（案例摘要） 

 綱要 

 人物 

 情節 

 兩難困境 

 為誰寫 

 何處找資料 

 何時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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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好案例的條件檢核表 

附錄 案例內容檢核表 

項目：背景資訊 
符合 

程度 
項目：本文 

符合 

程度 
項目：整體 

符合 

程度 

學校簡介 // 前言 // 貼近現場 // 

班級數 // 事件發生順序合乎

邏輯 

// 議題主軸明確清

晰 

// 

課程進行方式 // 兩難情境/問題 // 用字精準，淺顯易

懂 

// 

每班人數 // 主角之處理過程與

行為描述 

// 前後文連貫通順 // 

教師數 // 不同角色立場（想

法）之陳述 

// 文章完整，長短適

中 

// 

教學特色 // 高潮/關鍵事件 // 能觸動情感 // 

主角簡介 // 附加事件 // 描述內容不偏頗

中立客觀 

// 

主角人物特色背景 // 尾聲 //   

  主角理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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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月老師案例故事節錄 

愛玩捉迷藏的丁丁 

【本班幼兒背景資料分析】 

本班為中大混齡班，中班幼兒 12 名，另 14 名為大班生，其中 8 名為舊生直升。

需要輔導的幼兒，除了肢體障礙(疑似腦性麻痺的小丁)，包括弱視兼發展遲緩的

中班生小豪，在語言、學習、人際都需老師個別指導；媽媽是外籍新娘的中班生

小芊話不多但極度偏食，一餐飯可以吃到小朋友都午睡了還在吃；來自低收入戶

兼三代同堂家庭的中班生小焱，不遵守常規，攻擊提醒他常規的同學、學習專注

力不足。發生問題行為的當下，小焱大部分均表現負向情緒，選擇發脾氣來面對，

堅持度非常高，像一顆頑石，需要老師多花心力來處理他的情緒；還有悶葫蘆的

大班生小言，不順心時可以拳打腳踢滾地哭鬧半個多小時之久，其中小丁和小豪

是本班經過醫院鑑定確定為特殊需求之幼兒。 

【班級老師】 

秀秀老師師院幼教系畢業，在中部公幼任職兩年，本園任教三年，剛邁入教學生

涯第六年，對教學充滿活力；魯魯老師幼教學分班畢業考上公幼，在本園正邁入

第十年，個性隨和，為維持搭班老師之間的和氣凡事願意退讓一步。章魚老師師

院幼教系畢業，在本班實習一年；阿美老師幼保所畢業，在本班實習半年。 

【主角】 

  小丁是本園直升大班的特殊生，但沒有老師願意接手，魯魯老師但搭檔秀秀

老師很「幸運」得抽中她，成為她的班級老師。 

為什麼老師們覺得她是燙手山芋呢？ 

聽中班的老師說： 

1. 小丁很熱情，喜歡和人接觸，但社交技巧不好，力氣大，經常會不小心弄傷同

學，造成老師不知如何面對其他家長的困擾。 

2. 小丁肢體協調不佳，特教巡迴老師建議媽媽每天帶小丁到學校地下室做體能訓

練，然而媽媽的配合意願不高。 

3. 小丁在飲食上偏食，中午用餐時間老師經常要費很大的力氣和時間，因為小丁

個性固執，耍起脾氣來比石頭還硬。 

【前言】 

    開學前，魯魯和秀秀老師帶著兩位實習老師一起到小丁家做家庭訪問。

和媽媽討論後，得知暑假中小丁繩去念私立幼稚園，一個月之後被園方退學，因

此就由媽媽接手照顧小丁。為了打發小丁的時間，媽媽帶小丁去上游泳課及團體

美術課，目前小丁在醫生建議下開始服用「利他能」來降低她突發的衝動行為。

服藥的副作用是小丁午睡比較睡不著，而且也似乎影響食慾。 

  初次見到小丁感覺她就像一隻小猴子，走起路來雙肩上聳或是一高一低、身

體左右晃動，相處之後發現她簡直是潑猴的化身，好玩把戲搞得老師筋疲力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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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貓貓第一回合 

  「小丁不見了！」秀秀老師發現睡在隔壁圖書室的小丁不在位置上，而通往

走廊的門半開著，倆人分頭去廁所、遊樂場和操場尋找小丁，連個影子都沒有，

兩位老師回到教室走廊討論著小丁會跑去哪裡？「樓上？」魯魯老師往樓上一瞧，

樓上走廊的圍牆比孩子還高，完全看不見走廊上有誰，心想「怎麼辦？」突然看

見三樓圍牆中間的橫向空隙有一段橘色的衣服左右移動著，天啊！是早上魯魯老

師幫小丁換的橘色 T 衫。當下魯魯老師三步併作兩步衝上樓梯，這時小丁正下到

二樓，看到魯魯老師掉頭拔腿就跑，魯魯老師大叫「小丁！站住！」她完全不理

會魯魯老師急切的呼喊，加緊速度前衝。很慘的，這是個兩端互通的雙面走廊，

師生倆人就像卡通裡的貓追老鼠，困在回行走廊裡鬥智－小丁一轉彎，魯魯老師

急忙剎住腳步回身往另一頭堵她，在下一個轉彎處倆人互相瞧見，小丁笑嘻嘻掉

頭往回跑。魯魯老師立即轉向回堵她，倆人又在兩頭轉彎處互相瞧見，魯魯老師

再一次呼喊「小丁！不要跑」，小丁沒有停下腳步轉身快速消失在轉角處，魯魯老

師跟著反身快跑，心想「小丁再往回跑可真累死我了！」當魯魯老師一出現在轉

彎處，小丁已經轉彎衝到走廊得一半，看到魯魯老師馬上反身向前衝，失控衝向

左邊一攤積水，兩腳一滑跌坐在地上，「真是天助我也！」魯魯老師趕緊跑向前扶

起小丁，她拍拍屁股生氣的說「都是你害我滑倒的啦！」魯魯老師沒好氣的說「是

你自己跑給老師追才滑倒的呀！」 

躲貓貓第二回 

  星期三中午吃飽飯，孩子陸續去上廁所。等了好久不見小丁回教室，老師把

班級交代給兩位實習老師，開始尋找小丁，廁所、遊樂場和操場不見她的影子。

這個時候樓上走廊上的小學生已經陸續下樓放學，魯魯老師心裡閃過「校門口」，

小丁跟著人群走出校門就慘了！趕緊找來園長幫忙到校門口守著，魯魯和秀秀老

師分頭再找，時間一分一秒得過去，魯魯老師的心臟碰碰的跳，如果小丁已混在

小學生中走出校門了…天啊！怎麼還家長一個孩子呢？走在校園哩，「可能再也找

不回小丁！」的擔憂一直在魯魯老師腦袋盤旋，垂頭喪氣走回教室走廊，遠遠聽

到秀秀老師興奮的喊著「找到了！」拉著嘻皮笑臉的小丁走過來，園長也從校門

口回來一起處理。小丁到底躲在哪裡呢？答案是「廁所裡後側的資源室」，這間短

短的一字型資源室，櫃子緊貼兩側牆壁擺放，根本沒地方躲人。秀秀老師在遍尋

不到小丁之後，決定再仔細找一遍廁所和資源室。站在廁所裡資源室的門口，秀

秀老師赫然發現櫃子轉角微露出的小肚，小丁墊著腳尖縮腹緊緊貼身在唯一凸出

其他櫃子十幾公分形成的 L 型櫃子側邊，要不是踮腳尖累了肚子微露，一眼望過

去短短的走道根本空無一物。 

  上次小丁獨自跑上三樓閒晃，老師教導小丁離開幼稚園的活動範圍是一件非

常危險的事，也取消她幾天不能玩最愛的娃娃家，而媽媽的反應是「她就是這樣，

愛玩躲貓貓。」既然小丁以此為樂無法體會老師找不到孩子的著急和焦慮，說道

理或處罰她也沒辦法制止她「玩躲貓貓」這件事，於是園長手握掃帚決定扮一回

大黑臉，提高聲調狠狠的念了她一頓「上次教過妳不可以躲起來！」、「妳很不聽



219 

 

 

話！」、「妳不見了老師到處找妳很著急！」、「找不到妳老師擔心死了！」、「下一

次絕對不可以再玩躲貓貓！」…每說一句話，園長同時使蠻力敲打櫃子，表現震

怒之氣勢，「啪！」掃帚的竹柄應聲斷成兩截，小丁突然愣住了！ 

  從那天以後，小丁躲貓貓的範圍縮小了，躲在教室的畫架下或是走到隔壁教

室身體靠著門和牆角兩手緊貼大腿直直站著，魯魯老師問她「妳在幹什麼！」小

丁用愉悅的聲調回應我「躲貓貓！」 

午餐大戰 

  胃口差和偏食讓小丁的午餐經常像是大戰。不是打翻飯碗就是好聊天而飯粒

掉滿桌，或是像猴子一樣搞笑引人注意，花樣百出。有一次打翻整碗飯，魯魯老

師和她約定「撿乾淨後給妳小碗的飯」，小丁撿呀撿的躲到桌下，「小丁！不要躲

桌下，快出來吃飯」魯魯老師好言規勸，沒動靜。「數到三，不出來就變大碗的，

1、2、3」秀秀老師語氣堅定的數著，小丁仍然不動如山。秀秀老師蹲下伸手拉她，

小丁縮身閃躲，嘻嘻哈哈的叫著「抓不到！抓不到！」魯魯老師從另一頭抱住小

丁，小丁一語不吭使盡蠻力扭動身軀頑強抗拒，魯魯和秀秀老師費了一番力氣終

於拉出小丁。小丁看著不是小碗的飯，生氣不吃飯，魯魯老師拉著她的手挖了幾

口飯塞進她的嘴巴，然後下最後通牒「沒吃完明天不准去動物園校外教學」，她才

動手吃飯，邊吃邊玩飯粒，大約花了快一個半小時才把飯吃完。 

  小丁用拇指食指撿拾小東西的動作不很靈活，撿飯粒對其他孩子是小事，對

小丁可是一件大事。有時一頓飯打翻兩三次，就得花更長的時間辛苦撿飯粒而鬧

情緒不撿或是把飯粒一顆顆壓扁甚至躲進桌子生悶氣。 

  年度招生的那天中午，秀秀老師在穿堂等著和魯魯老師去換班吃飯，小丁一

直玩飯粒，弄得滿桌都是。魯魯老師決定把小丁先搞定，握著她的手餵了一口之

後，她開始不合作，把雙手擋在臉上讓魯魯老師無法繼續拿她的手餵飯，魯魯老

師決定不理會她坐下吃飯。小丁站起來開始耍寶惹得旁邊同學哈哈大笑，魯魯老

師出聲制止「小丁坐下吃飯！」她完全不理會老師，魯魯老師表情嚴肅擋在她前

面不讓孩子看小丁耍寶，孩子說：「老師！小丁掛在窗檯盪鞦韆」，魯魯老師向孩

子使眼色故意說：「我什麼都沒看見！」小丁才停止耍寶。這時章魚老師正播放影

帶給用餐完畢的孩子看，小丁對魯魯老師說：「魯魯老師！我家有好看的錄影帶」，

魯魯老師回說「吃飯才讓你帶來」，小丁才勉強吃了兩口，就這樣陸續逼著她把飯

吃完。 

  有時候她情緒很不穩，平常老師使用的方法對她都沒效，甚至秀秀老師給她

得貼紙的機會，她還是不積極，提醒她午餐不吃下午點心有她愛吃的蛋塔也不吃

好了，最後她還是沒吃完。 

同學都欺負我！ 

  自由活動時間，小丁坐在墊子上玩，經過的小焱隨手拍了一下小丁的頭，引

發小丁莫名的情緒，哭哭啼啼的說「同學都欺負我」。某一天放學時，小焱和小丁

在走廊等家長來接，小丁將玩具拿出來借小美老師看，一個是甲蟲，一個是小狗。

小焱看到，沒有問小丁就把甲蟲拿走。這時候，小焱的爺爺來了，小美老師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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焱將小丁的甲蟲歸還，但小焱仍拿在手中把玩準備跟著爺爺回家。小丁跟小美老

師說：「沒關係，那個送給她」。小焱跟著爺爺往前走，小美老師叫回小焱。問小

丁：「別人沒有問過妳，就把玩具拿走，這樣是對的嗎？」她回答：「他喜歡甲蟲，

可以送給他。」小美老師強調：「小焱未經同意就直接拿走妳的玩具是不對的。」

小丁：「沒關係我們家很多！」古靈精怪的小丁不是聽不懂老師得話，小美老師知

道小丁想用東西換取小焱對她的好感，而不在乎小焱的「強取」行為。 

  小丁是渴望友誼的，所以當小朋友粗魯的丟她帶來分享的玩具時，她傷心的

哭了；雙腳互絆跌了一大跤，同學哈哈大笑時，哭得非常傷心不斷的呢喃「我想

媽媽！」。可是她的行為卻是矛盾的，經常故意惹惱小朋友，因此孩子不會拒絕她

加入一起玩，但不會主動邀請她，所以她沒有親密的朋友。 

  小丁因點心、午餐吃得慢，經常拖到最後一個吃完，與同儕互動的時間較少，

但平時仍有衝突發生。開學的第一個月，小丁捏小靓的兩隻胳膊，手臂上紅炵炵

的兩塊，為了要讓小丁體會被捏的痛感，魯魯老師捏小丁的手臂，小丁沒有痛楚

的表情，魯魯老師加重力道，小丁表情有異但忍住痛，開玩笑說「捏我指頭、捏

我背才會痛！」魯魯老師放手並嚴肅的告訴她：「老師不喜歡、不愛捏人的小孩。」

她賴皮躺地板而不去吃點心。 

  小丁的平衡感不好，經常不小心碰觸到同學，有時她故意碰觸同學，有人會

很生氣反擊或告狀，有的就不理會她，小丁卻以此為樂。有一次全班進行口足畫

家體驗活動時，小丁不斷用手去碰小真，章魚老師和魯魯老師提醒她並拉開她兩

次，她卻靠近再弄小真，老師不得不把她帶到圖書室隔離。沒幾天，小丁拿小掃

把打小真的頭，於是魯魯老師罰她靜坐並警告她「再打人一個禮拜不能玩娃娃家」。

中午孩子告狀小丁在廁所拉小寬的手、勒小寬博子，魯魯老師覺得事態嚴重，魚

是魯魯老師告訴她「吃完午飯，請園長幫忙送警察局。」當孩子都吃得差不多時，

魯魯老師發現小丁低垂著頭一口也沒吃，魯魯老師決定趁機給自己台階下，於是

告訴她「趕快吃完飯，老師向園長求情不要送警察局。」午睡前魯魯老師帶著她

到園長那兒，和園長一搭一唱，園長語氣嚴厲的說：「妳為什麼要打人、勒小朋友

脖子？」小丁：「我跟他們玩的啦！」魯魯老師：「老師教過妳這樣子小朋友會受

傷」，小丁狡辯「我只是輕輕的」園長：「打人勒人就是不對，勒死人要被關，妳

要被送警察局嗎？」小丁：「不要！」魯魯老師緩頰：「園長再給她一次機會啦！

下次她再勒人脖子還有打人我們就不幫她了」，園長嚴肅的看著她說「記住了嗎？」

小丁低聲的回應「記住了！」整個禮拜自由活動時間她都只能待在餐廳不能進娃

娃家玩。 

  



221 

 

 

附錄九 青老師案例故事節錄 

 

＂你們＂都是我的寶貝 

故事場景 

  這個故事是發生在星星國小附幼，全園有四個班，皆無中大班混齡。幼稚園

位於小學建築物的一樓。四個班級排列成一字形，幼兒廁所位於長廊的盡頭。 

  小貝就讀的太陽班共有 27 位幼兒，男生 12 位，女生 15 位。雖然女生較多，

但是剛開學兩位老師就發現班上男生相當活潑好動，喜歡聚在一起玩打架遊戲，

不管是肢體上的比劃或是拿著玩具當作刀劍揮來揮去，教室裡常出現告狀的聲音

「老師，○○○打我」。老師經常必須處理孩子因玩打架遊戲，最後弄假成真造成

別人受傷的狀況。再加上有幾個孩子中班已經熟識，常玩在一起，當這幾個孩子

假裝自己是卡通裡的主角打來打去時，其他孩子也跟著模仿，班上孩子的情緒因

此一直浮動不已。 

 

人物主角 

  小貝來自高社經家庭，媽媽大學畢業，高齡懷孕得女，產後就沒有再工作，

專心在家照顧小貝至今。爸爸大專畢業，在航空公司當工程師，家中只有小貝一

名子女，全家人對小貝呵護有加。小貝有好幾個阿姨，阿姨們對小貝也很疼愛，

小貝雖為獨生子女，但常和阿姨的小孩一起玩，所以並不孤單。 

  太陽班有兩位老師，陽老師和光老師。光老師是幼教師資班畢業，在星星國

小附幼年資六年。我是陽老師，師院幼教系畢業，在星星國小附幼年資五年。我

和光老師是第一次搭檔合作。 

 

楔子 

  「喂！請問陽老師在嗎？」，「我就是」，「陽老師，我是小貝媽媽，教師節快

樂！」，「喔！小貝媽媽啊-----」，我以極為客氣的語氣回應，戰戰兢兢地壓抑自

己不安的情緒，好不容易說完掛上電話，我鬆了一口氣。我的思緒回到與小貝相

遇的那一年，那是截至目前為止我幼教生涯中最不願意再回首的傷心日子----- 

 

故事開始 

  小貝長得白白淨淨眼睛很大，是個很可愛討人喜歡的女孩。小貝的衣服很乾

淨整潔而且相當華麗，平時媽媽把她打扮得好像小公主般，她也的確是家中的掌

上明珠。小貝口齒清晰活潑大方，有時會顯露出大姐姐說教的口吻。小貝在我的

心理之所以會留下那麼深刻的印象，並不是因為她長得漂亮可愛，而是因為一次

受傷事件，那次受傷掀起軒然大波而且餘波盪漾，久久無法平復。 

  時間是在某一天下午戶外遊戲時間，太陽班孩子大約玩了 20 分鐘後，由光

老師集合孩子放學。小貝媽媽來接時，幫她把汗擦乾旋即回家，並未與老師多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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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寶貝受傷了 

  隔天早上八點多，我接到小貝媽媽的來電，「昨日洗澡時小貝一直喊眼睛痛，

她說下午戶外遊戲時她和天空班小婷在說話，班上男生小昱跑過來打她。陽老師，

小昱，這個孩子怎麼樣？」聽到小貝媽問小昱的狀況，我有些擔心，因為小昱活

潑好動，容易與同學發生爭執，只是他怎麼會跟小貝湊在一起呢？我對小貝媽說：

「小昱家中有三個男孩，小昱媽媽曾告訴老師小昱比較好動，也比較容易跟別人

有肢體衝突。因此我們平時會一直提醒並輔導小昱」。 

  掛上電話後，我很緊張，馬上找小昱、天空班的小婷及另一位男生模擬事情

發生的經過。從這三個孩子敘說中我得知昨日戶外遊戲時，小昱趴在溜滑梯上，

腳踢到正要爬上溜滑梯的小婷，小婷告訴我小昱沒有打小貝，小昱自己也說沒打

小貝，但是小貝走到溜滑梯上面時，小昱的腳踢到小貝的肚子。我把詢問的結果

告訴光老師，我們兩人覺得有點奇怪，怎麼跟小貝媽說的不一樣呢？我認為三個

孩子說法相互並無出入，可信度應該蠻高的。 

  早上吃完點心後，小貝媽第二次打電話來。當時是光老師接的電話，「陽老

師問的結果好像不是打到小貝的眼睛，而是踢到小貝的肚子。」由於是上課時間，

光老師表示無法長談，小貝媽僅簡短表示要將小貝轉為半天班，即掛斷電話。 

 

到底要如何處理才滿意？ 

  午餐後孩子正要午睡時，小貝媽第三通電話打來，這次是我接的電話。小貝

媽劈頭就問：「陽老師，你事情處理得怎麼樣？」，我想是不是上一通電話沒有直

接與我溝通，不放心想親自問我所以又打來？所以我就把早上詢問孩子的結果告

訴小貝媽。小貝媽生氣的說：「難道要我拿驗傷單處理嗎？」電話那頭傳來小貝

阿姨的聲音：「老師，你做什麼處理？」聽到阿姨這麼說，我把早上詢問孩子的

細節再說給阿姨聽。阿姨高分貝的聲音「你就只能做這種處理？」，小貝媽也在

旁大聲地說：「我給你半天的時間，你回過頭來說我女兒說謊」。聽到小貝媽這麼

說，我急著說：「沒有，我不是這個意思，因為小貝沒有來上學，我就把那幾個

孩子叫來，問他們事情發生的經過，然後把他們告訴我的說給妳們聽」。 

  「我不是要知道誰對誰錯，而是你們老師態度的問題。老師到底在忙什麼？

家長叫不來老師，老師忙到無法照顧好孩子，讓孩子受傷。你到底要如何處理？

如果處理不了你告訴我，我找人幫忙處理。」聽到媽媽一直問：老師要如何處理？

我心裡很納悶，我不是已經處理了嗎？為什麼一直這樣問我，我找了當事者來問，

因為小貝沒來上學，雙方說法有些出入，我並沒有說是小貝說謊啊！雖然小貝媽

說不是要知道誰對誰錯，但我看分明就是很在意是哪個孩子讓小貝受傷。且為什

麼說家長叫不動老師呢？我們有給她這樣的感覺嗎？小貝媽說老師忙到無法照

顧好孩子，讓孩子受傷，哎呀！老師又不是神，小孩子就算是乖乖坐著也會受傷，

更何況老師要照顧 30 個ㄆㄛ ㄆㄛㄊㄧㄠˋ的孩子。聽到小貝媽這麼說，雖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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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駁，卻也只能把話吞下默默聽完。小貝媽接下來的話仍然是相當尖酸刻薄「你

們園長是誰當的？你們不會叫一個實習老師來當吧！你們老師是有很多行政工

作要忙嗎？如果太多，那你跟我講，我們來反應給學校，你要如何處理？」阿姨

在旁高分貝的說「不要說詞越來越離譜，打人的小孩要請輔導室處理嗎？你要何

時給我回覆？」 

  小貝媽的話像是站在老師這邊，但又像是給了老師一巴掌。小貝媽和阿姨輪

流砲轟讓我非常不舒服，他們的語氣充滿嘲諷與威脅。我壓抑自己的情緒，我告

訴阿姨：中午孩子在睡覺，四點回覆好不好？」阿姨說四點有事，於是我告訴阿

姨兩三點回覆電話。 

  掛上電話後，我趕快向園長說明剛剛與小貝的阿姨和媽媽談話的細節，園長

聽完後覺得我的處理並沒有錯，她認為我們找孩子來問，是因為想了解事情的全

貌，這樣才知道哪個時間點出了問題，而且應該讓家長知道老師真的很忙，如果

時間允許，很希望家長可以來學校幫忙。在跟園長談話時，小貝阿姨的電話又進

來了「老師，你不是說三點要打來，你說該不會是晚上吧！」，阿姨說話也太酸

了吧！那時候離三點還有半個小時，我告訴阿姨：「現在孩子都在午睡不方便說

話，2 點 40 分我再打電話過去」。園長覺得阿姨說話很不客氣，她建議我不要跟

阿姨溝通，直接找媽媽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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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水老師案例故事節錄 

納豆小孩 

我到這個特幼班任教的第一個學期，也是我教職生涯中第一次正式帶班，

面對家長對我們兩位新進教師的資歷和專業能力的疑慮，我們都以行動和態度

來證明，終於在第一個月結束前，與所有家長開完 IEP 會議之際，慢慢地整個

班級上了軌道，也和家長初步建立了信任感，班級經營和教學也比較順利了。 

  10 月初的某天，我們接到了電話，一位媽媽表示要來參觀我們班級，我

們當然歡迎！來參觀的爸媽都很有氣質，談吐也很有禮貌，一聊之下原來爸爸

是大學教授，而媽媽則是從商的公司主管，兩人都是高知識份子，我簡單介紹

班上的成員概況和教學模式，也詢問一下孩子的狀況，初步知道是個發展遲緩

的女孩，很少接觸過外面的環境，是很受保護的。而爸媽聊天之中也透露，他

們曾從我們國小主任的口中打聽過我們，我想：「我們雖然是新手，但可都是

非常認真的！」那就等那為爸媽口中的「妹妹」加入我們囉！ 

沒玩過溜滑梯的妹妹 

    第一次見到妹妹，她是一位白白嫩嫩長得很可愛的小女孩，不怕生、

會向老師打招呼，看到班上其他小朋友，她似乎感到滿新奇的，靜靜地站著看

大家玩玩具。第一天上學，由爸媽和外婆陪讀，外婆是一位非常和善有禮、教

育水準滿高的長者，互動中感覺得出來相當尊重老師。我們一方面與爸媽聊天，

了解妹妹的生長過程與之前那一個月的就學經驗，一方面也觀察到這位外婆看

著孩子們遊戲時慈愛的模樣，還不時抱抱其他孩子：「你們真是小天使！」也

許是想到妹妹的情況或是因心疼這些特殊幼兒，外婆還拿著手帕到一旁拭淚。

媽媽見狀告訴我說：「我媽媽還沒調適過來。」妹妹需要在特幼班接受教育的

事實，對外婆而言是很大的打擊！ 

  妹妹是由外婆一手帶大的，由於出生即有癲癇，外婆感到十分心疼與自責，

對她的照顧就更無微不至！媽媽也跟老師說：「我媽媽（外婆）真的很疼妹妹，

老師妳不要管我媽媽，有什麼話就直接跟我說沒關係，但是對我媽就婉轉一

點……」。媽媽對外婆的教養方式很清楚，但由於工作忙碌的關係，孩子仍是

由外婆主要照顧，一方面也是外婆自己放不下。 

  妹妹還有一個就讀國小的哥哥，從小兩人都由外婆照顧，妹妹直到大班入

學後才被幼稚園老師轉介通報，在此之前，家人似乎並無覺得妹妹的發展「比

較慢」，只覺得她身體不好，而且就是大家疼愛的妹妹嘛！ 

  媽媽說：「我們最希望她在學校能夠學習團體規範，能聽老師的話。在之

前的學校，她沒辦法跟大家一起坐著上課，常常到處走動。」媽媽很不好意思

地解釋，也一再強調外婆不會影響教學：「我媽媽因為擔心，所以之後會坐在

教室外陪妹妹上課，但她不會干擾老師上課的，老師你們不用顧慮我媽媽。」 

  「妹妹最喜歡看 YOYO TV 跟著唱歌跳舞，她從來沒有玩過溜滑梯和盪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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韆，我媽都讓她待在家裡，所以像這些東西她都沒接觸過！」原來妹妹因服用

癲癇藥物而有抑制汗腺的副作用，體溫一旦飆高或太累就有可能發作，外婆為

了避免妹妹發病，就杜絕了一切可能會讓她「累」的活動。看著坐在溜滑梯頂

端遲遲不敢溜下來的妹妹，我心裡想：5 歲的孩子沒溜過溜滑梯，真的很稀奇！

不過沒關係，來到我們班，我們會讓她慢慢學習孩子應該要會的各項活動的。

後來我們才慢慢知道，妹妹沒嘗試過的事情，還有很多呢！ 

第一個挑戰：一口點心 

  自從妹妹開始來到我們班以後，一到點心時間，教室中就開始進行師生大

戰，我與搭檔軟硬兼施，就為了讓她吃一口點心。 

  「今天的點心是包子，妳要一個還是一半呢？」為了讓孩子在點心這樣的

例行活動中學習「量」的概念，通常我們會呈現兩種份量的點心讓孩子選擇。

一開始妹妹會選擇一個或是要求較多的量，但當她拿完點心坐下來後，就再也

不碰那份點心了。為了讓妹妹可以跟大家一起吃點心，我們降低標準，之後都

改成只給她一口的量。但她的回應總是：「不要!不要!」有時甚至激動地大哭，

而為了堅持她吃下那一口，我們使用各種策略包括提供增強物，甚至還帶她到

隔離的角落避免其他刺激讓她分心；有一次我帶著所有孩子去上完體能課再返

回教室，搭檔與妹妹兩人還是僵持不下，那一口點心仍然在碗裡不動如山。搭

檔跟我交換了無奈的眼神，只好宣告放棄，我們與外婆溝通這件事情。 

  「外婆，我們的做法是希望她能夠常是吃一口就好，跟大家一樣，做完這

件事情就可以出去玩，但她很堅持，一直不肯吃，好像也不在乎不能出去玩。」 

  「我們妹妹就只吃白吐司和草莓果醬，其他我煮了她都不吃！」 

  「三餐都是只吃白吐司？」 

  「對啊，吃了一個多月了。她生日的時候我們請鄰居幾個孩子去吃麥當勞，

她看都不看那些薯條和漢堡！」 

  我聽了內心非常驚訝，訝異的不是妹妹一個多月來只吃白吐司加果醬，而

是家裡人竟然準備了一個多月的白吐司給妹妹吃！ 

  與外婆詳聊之後，我們才知道妹妹從小就很挑食，因為挑食所以營養不均

衡常常生病，但若是準備她不愛的食物她就不肯吃，外婆捨不得孩子餓肚子，

當然每餐都想辦法提供她愛吃的食物。但也就更造成妹妹長期偏食，營養不均

衡免疫力差這樣的惡性循環，也形成了她在食物挑選上特別固著，堅持度非常

高。 

  外婆表示已經試過各種辦法，就是沒辦法改變妹妹挑食狀況，因此我跟搭

檔只好繼續從學校點心開始努力，希望她可以試試看不同種類的食物。終於，

慢慢地她願意嘗試了，即使只是一口湯也好，在每天我們的軟硬兼施加上比她

更堅持的堅持下，她開始能坐著跟大家一起吃點心。外婆看到妹妹開始吃麵線、

稀飯、麵包、蘿蔔糕……等等這些她從不吃的食物，加上妹妹在學校的常規逐

漸進步，也很開心。從平時與外婆的聊天中，我們得知妹妹在家中則還是一樣，

家人吃正常飯菜，妹妹吃她專屬的餐點，只是最近從吐司換成了白飯，而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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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妹妹一點辦法也沒有！ 

  外婆曾經跟我們表示，自己不會順著妹妹，也會有一定的規範，反倒是爸

爸總無法抗拒妹妹的撒嬌，無法堅持原則。但在學校，我們看到的則是外婆對

妹妹的寵溺和讓步，我們決定邀請爸媽都參加 IEP會議，透過與家長直接的對

談，希望家中也能稍微改變教養方式。在會議上，爸媽對療育和特教知識都有

相當程度的了解，觀念也很正確，溝通後發現，其實外婆才是最順著妹妹的人!

但身為晚輩，爸媽似乎也很難勸得動外婆。爸媽很高興看到妹妹在班上參與了

很多以前從未做過的活動，甚至嘗試新食物，回家還會唱兒歌呢！因此很肯定

我們兩位老師，會議當天，爸爸看了我與其他孩子的互動，對我說：「還好啊，

之之老師不會很兇啊!」我聽了之後猜想可能是之前處理妹妹吃點心的問題時，

我通常扮演黑臉，總是堅持她一定要吃完，也許孩子回去也會表達感覺吧。我

趕緊解釋:「因為妹妹知道她不吃點心，我就會過去了…」爸爸也笑了笑：「沒

關係，OK的！」看見爸爸能體諒老師的作法，更感覺妹妹的爸媽都是明事理

的人，我們知道接下來真正要展開長期溝通的是外婆了。 

削足適履的教養方式 

  陸陸續續我們也發現了許多外婆的教養方法真的很「不一樣」。 

事件一：尷尬的公車搭乘經驗 

每天早上，外婆總是風雨無阻，無論多冷的天氣她老人家都親自提著妹妹的書

包水壺，祖孫倆一同走進校園，然後再坐在教室外等候放學。他們上下學的交

通方式是搭乘計程車，其實學校附近交通十分便利，搭乘公車應該就可以了，

每日搭計程車所費不貲呢！我們好奇詢問之下外婆才分享：原來妹妹也曾坐過

一次公車，但她上了公車就不肯下來，大家好言誘哄她就是不願意下車，讓司

機很傷腦筋，外婆從此就再也不敢讓她坐公車了！只好每天花幾百元的計程車

費來回。聽完這故事，我和搭檔心裡想：哇！那本錢還真是要夠呢！另一方面

的疑問則是：妹妹不下公車，當然是要堅持帶她下車，不藉機會教她，她怎麼

會知道搭公車應有的正確行為呢？ 

事件二：掃空架上食品的屯貨策略 

  妹妹從小就挑食，在學校，老師總會堅持讓她嘗試極少份量的不同食物，

因為只是一天中的點心，吃不多倒也不要緊，但妹妹在家到底吃些什麼呢？我

和搭檔非常好奇，和外婆聊天過程得知：原來只要妹妹吃到了某個「對味」的

食物，外婆絕對使命必達、每日提供！最近妹妹喜歡食用某種牌子的納豆配白

飯，外婆每回到賣場購物，總會把架上所有該廠牌的納豆一掃而空，還跟店員

說：「哪天買不到就傷腦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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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 儀老師案例故事節錄 

新手教師不要怕 

故事場景：某公立幼稚園混齡班 

相關人物：小易、小又（五歲的小男生）、小美、小靜（四歲的小女生） 

搭班老師（師範院校畢業，十多年幼教經驗，在這間公幼待了十年。） 

小婉老師（初任教師，教育大學畢業後考上公立幼稚園代理一年，除了半年實習

及帶課後照顧班外，無其它幼教經驗。） 

【楔子】 

   第一年擔任一個班級的長期代理老師，對於身為一位幼稚園老師，也有著

許多憧憬及理想，而來到了這間幼稚園後，與搭班老師之間帶班的種種，讓我深

覺得在幼稚園不只是教學，和搭班之間的相處、磨合，也是需要修習的課題… 

這樣做 對嗎？ 

包尿布事件 

 

  開學沒多久，班上的小易午休時，突然坐了起來，剛開始我以為他像另一個

小孩一樣是因為做夢而爬起來，但搭班老師這時便十分肯定的跟我說：「他一定

是尿下去了！」後來，我便上前查看，果然沒錯，尿墊濕了、褲子濕了，但問小

易，他卻都不發一語。我便先讓他去上一次廁所，回來後再更換衣物，協助他將

濕的棉被裝入袋子整理好帶回家清洗。過沒多久，搭班也叫班上的孩子起床了，

而這時小易還沒將他的衣服換好，有小孩看到小易在換衣服，就說：「小易尿褲

子了！」而搭班老師便接著說：「對啊！小易尿褲子，看樣子下次要像小 baby

一樣包尿布來上學了，才不會尿褲子。」這時班上其他孩子聽了，便開始大笑，

口中邊說著：「小 baby…」「小易你是小 baby，要包尿布，哈哈！」 

  雖然知道搭班老師是想要用小易愛面子這一點，提醒他動作要快，及下次要

記得起來上廁所，但當下我卻覺得這樣的回應似乎不妥當，也很擔心會有孩子以

這樣嘲笑的心態對待小易。不過，我卻擔心我若馬上回應搭班的話說：「小易尿

下去是不小心的，不可以這樣笑人家！」就像是否決搭班的看法，畢竟小易是搭

班從中班帶到大班的，相信他也比較了解這孩子的個性…也由於這樣，我卻沉默

了…不敢把心裡的話說出來… 

  果然，隔天一早我的擔心果然成真，班上孩子看到小易拿著洗好的棉被進班

時，便笑著對著他說：「小易，你有沒有包尿布？」看到這樣的情形，我便馬上

制止嘲笑小易的孩子，走到他前面跟他說：「小易尿褲子是不小心的，不可以這

樣笑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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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當下小易聽到後並沒有任何反應，但我心裡仍然覺得，這樣的話真的不

太能對孩子來開玩笑…。對於自己並未在第一時間表達想法，覺得自己怎麼這麼

不敢？仔細思考後發現，原來，我擔心的是，搭班老師對我的看法…，如果我真

的說出來了，會不會造成我跟搭班之間的對話緊張？這些，使我不斷的在腦中想

了又想…什麼樣才會有個最適宜的方式呢？ 

 

「老師說」很重要！ 

  大學時期，透過觀摩、試教及實習，對於班級經營也學習到不少方法，而運

用同儕的力量也是其中一種行為處理方式。由於是混齡的班級，大班的孩子通常

都是中班直升的，因此搭班老師也經常讓大班的孩子帶領新生及中班的孩子，例

如剛開學時，會讓大班孩子帶領中班孩子去上廁所（廁所就在教室後走廊旁邊），

也會讓大班孩子當排隊的小班長，負責喊口令、整隊。 

  班上的女生小美是這學期的新生，在班上是個時常會被告狀的小女生。 

  「老師，小美他又坐錯位置了！」「小美坐回去你的位置啦！」團體討論時

坐錯位子，在班上孩子提醒後，仍然會笑笑的不願意換到原本的位置，常常要藉

由老師出馬：「小美，請你坐回去你的位置。」而這有時候講了三遍，小美仍不

聽，需要老師再加上用手將他扶起，請他回去原本的坐位後，才能解決他這時常

坐錯位子的「公憤」。 

  在角落時間，他很喜歡到美勞角，小美是個很喜歡坐勞作的孩子，可是卻常

不自覺在使用膠帶台時會用了太多膠帶，因此很常會被告狀：「老師，小美用了

好多的膠帶！我跟他講他都講不聽！」搭班老師便會跟告狀的小孩說：「你把小

美的膠帶台收起來！」並跟小美說：「小美，你不能再用膠帶了！」而這樣的對

話，也常常發生…，搭班想借由剝奪使用的權利，讓小美懂得珍惜資源，但卻往

往是一再上演這樣的場景。 

  小美有個習慣性咬手指跟挖鼻孔的動作，而這也常常會被其他孩子告狀：「老

師，小美他在挖鼻孔又不洗手！」搭班的回應常常是：「小美你挖鼻孔不洗手這

樣很髒很噁心！趕快去洗手！…」雖然小美在經過老師提醒後，會暫時性的不咬

手指，但還是很常會開始這樣的動作…，而班上的孩子都會說：「小美，妳好髒

喔…！」但小美都只是笑笑的看著大家，好像覺得這樣是很有趣的動作…。 

  慢慢的，我開始發現班上的孩子有排擠小美的情形出現，在玩具分享日當天，

女生和男生便開始聚集成一團開始玩起各自帶來的玩具。而小美卻跑來跟我說：

「老師，他們都不讓我玩。」我說：「那你要有禮貌的跟他們說：『請問我可以跟

你們玩嗎？』」他便照著我的話去說了一次，但我卻看到了班上大班的女孩小婷，

在班上常是積極發言、具有領導風範的孩子，也表現出不想理小美的情形！這時

我便上前協助小美，向孩子們問：「有誰很大方願意跟小每一起玩的啊？」小婷

便回答：「老師，小美他都會亂弄我們的玩具！」原來，小美有過不良記錄，所

以孩子們也不願意跟他玩，因此我就跟小美說：「那你要自己想辦法跟他們說：『我

會好好愛惜玩具！』再問他們願不願意讓你一起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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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班老師也注意到『沒人要跟小美玩』的情形，因此就跟我說：「你看，他

真的很沒人緣！」聽到這樣的話，我也就微笑著點點頭，雖然好像真的是這樣，

但卻想著：「其實，這樣的情形是真的可以避免的！只是老師對一個孩子回應的

內容，會影響到班上孩子和他的對應。小美的行為雖然真的是需要一再提醒才會

改正，但直接公開的對一個孩子說：『小美妳這樣挖鼻孔很不衛生！小心手指頭

的細菌吃到嘴巴裡！』我覺得真的不太妥當…很容易造成拉開小美與班上孩子的

距離…」。但我卻始終不敢直接開口向搭班說… 

  同儕力量的影響力真的很大，老師的影響力更大！但，這是要用對場合與情

境，如果是針對一個孩子的行為需要給予指正與提醒，我認為在全班面前時，是

可以透過團討或繪本來討論行為的適當性的。但如果針對孩子個人的行為有負面

的話語出現，似乎應該要有所調整說話的內容，給孩子一個台階下。小美的個性

是會以微笑來回應，但如果換了個孩子，是個很有自尊心的呢？那這個方法我想

會是反效果的！ 

 

午休就是要睡著?! 

 

  中午和孩子說聲午安後，便和搭班兩人開始忙行政事務，改作業、打教學日

誌、整理照片等等。但開學這段期間，搭班對於午休不睡著的孩子有著讓我印象

深刻的處理方式…突然起身走到小又身旁，對著小又說：「小又你再不睡覺就站

起來睡！」或是對著另一位孩子說：「小易，你不睡覺是不是？那我來幫你把棉

被打包好了！」接著，搭班便開始將小易的棉被拿起來，而小易卻也會向搭班搶

回他的棉被，直到搭班說：「你最好把手放開，不然我把棉被全部丟掉！」小易

聽到，也才會將手放開，後來才躺下睡覺。這幾句話，是我在午休時間最常聽到

搭班老師說的話。而我在處理時，也是會對孩子說：「趕快睡覺。」孩子通常聽

到都是會躺下來睡覺的，但和孩子拉扯搶棉被的情形，我還真是沒有遇過…。 

  班上有位很乖的女生小芳，午休時間也都是不會睡著的孩子，搭班卻能夠同

意他不睡著沒關係，但對於其他孩子，卻往往都是說：「你們不想睡就站起來睡…」

這樣的情形，真讓我覺得有標準不一的感覺。 

  搭班認為午休時間就是要睡覺！而我在這部分的觀念是，只要孩子有躺下來

休息，不吵到其他孩子，其實不睡著是沒有關係的！ 

 

  對於午休時間，從實習開始建立起來的觀念是：「有的孩子是需要老師在旁

邊躺著陪伴著。又或是只要不吵到其他孩子，孩子不用睡著是沒有關係的！」剛

進到這個班上，這樣的觀念都被推翻了！老師在午休時間是需要做行政的事務，

改學習單、改作業本等等，而只要有孩子頭抬起來，一直翻身不睡就會被叫起來，

在保證一定會認真睡著後才又躺下來睡覺！ 

  自己對於搭班的處理方式，也曾想過他對那些不睡覺的孩子，比較熟悉他們

的個性（大班男生），所以可能就會採用不同的方式。但至於孩子的午睡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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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也是個人的要求不一，但要求四五歲的孩子在午休時間一定要睡著，對於他

們是不是也會有無形的壓力與擔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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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二 亭老師案例故事節錄 

帶刺的玫瑰 

【背景介紹】 

寶貝幼稚園是一所國小附設幼稚園，雖然座落於高社經地區，但學生的背

景落差很大，有的學生爸爸在大陸工作、媽媽當全職家庭主婦，也有兩位家長

都是國小、國中老師的，或是父母離異、除了在學校之外回家都不吃東西的，

大班還僅僅只有 12 公斤的小孩。寶貝幼稚園共有四班，兩班中大混齡（其中

園長班都是半天班的孩子），一班中班，一班大班。課程為主題教學，每學期

前會訂出該學期將進行的三個主題，每個主題進行六週的時間，搭配坊間的教

材及主題讀本，但每班使用讀本的情形不太相同，有些老師會依照讀本內容上

課，也有老師是依照自己的想法及進度，進行相關的內容。 

寶貝幼稚園最特別的部分，是他們的行政工作以班級為單位來劃分的。當

初會以班級劃分行政工作，是因為有老師認為兩個老師共同負責一組工作，若

是有一方能力不足，還有另一人能夠幫忙。全大班的老師負責保育組，全中班

的老師負責圖書組，園長班的搭班老師負責餐點，另一班混齡班的老師負責教

學組。行政工作每一年隨著園長更換就會重新輪替一次，所以寶貝幼稚園每年

更換園長及搭班老師。 

 

玫瑰老師 

約 40 歲，幼教資歷 20 年，是一路從幼師專、幼保科、幼教系唸上來，也

曾在私立幼稚園服務，寶貝幼稚園是玫瑰老師任教的第二間公立幼稚園，現在

寶貝幼稚園服務已有十年之久。依照園內老師的排序，明年就會是玫瑰老師擔

任園長職務。 

 

我，黑皮老師 

剛從幼教相關研究所畢業，實習完在某國小短期代課後，才進入寶貝幼稚

園服務。在寶貝幼稚園擔任代理老師進入第二年。經過手忙腳亂的第一年教學

生涯，黑皮老師認為自己對於這間園所的行政、教學都比較熟悉，也對第二年

工作充滿了熱忱及興奮感。 

 

【第一次的親密接觸】 

一開始進到寶貝幼稚園擔任代課時，黑皮老師就已經向園內熟識的梅子老

師詢問了園內課程、行政、及其他幾位老師的教學風格，當時還不是與玫瑰老

師搭班，因此僅僅從梅子老師口中知道她是一位「媽媽型」的老師，很會照顧

別人、照顧得很周到。代課第一年與玫瑰老師私下的互動，是幾次在走廊上遇

到玫瑰老師，她都會問：「黑皮老師，妳到底是幾年次的啊？」我回答後，玫

瑰老師便一臉沮喪地說：「吼~真是太可怕了，妳整整小我一輪啊！」無論黑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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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想再說些什麼、解釋什麼，玫瑰老師都會說：「妳不用再解釋了！」讓黑

皮老師覺得超~尷~尬~的！！畢竟…每個人都有從菜鳥到資深的歷程嘛！ 

 

最讓黑皮老師印象深刻的事情，是玫瑰老師都會利用中午小朋友午睡的時

間，到黑皮老師的班上看看課程怎麼進行、做過哪些活動，還有美勞作品。就

在接近畢業季時，黑皮老師教班上的孩子做了畢業胸章，就像自己領了獎項畢

業一樣。那時候玫瑰老師也來看了小朋友的作品後，說：「這個怎麼長得像荷

包蛋？」接著又繼續批評一番，當時黑皮老師只覺得很錯愕，也許是因為自己

第一次進行這樣的美勞活動，比較沒有經驗，不知道該怎麼帶孩子能夠進行得

較為順利，或是有比較好的作品，當然黑皮老師也虛心請教玫瑰老師可以怎麼

做會更好。不過令黑皮老師意外的是，隔兩天看見玫瑰老師也讓她們班的孩子

做了一樣的作品，隔天下班後，玫瑰老師就捧著他們班小朋友的作品來到黑皮

老師的教室，向黑皮老師炫耀自己孩子的作品有多好看、多漂亮。 

 

【搭班新伙伴—尷尬的見面禮】 

    新的學期，輪到黑皮老師和玫瑰老師一起搭班，班上的孩子都是中班直升

大班，所以最不熟悉這間教室的就屬黑皮老師了。暑假前將畢業的蘋果班教室

打掃乾淨交給下一任老師，開學前兩周來到玫瑰老師的水蜜桃班，發現班上僅

有鋪上報紙，完全沒有打掃或整理的痕跡，等於暑假前的打掃工作又要在這一

班再進行一次時，黑皮老師有點慌張了，既要趕快熟悉班上的規則，又要打掃

教室、準備開學，忙得天昏地暗並想要趕緊跟玫瑰老師討論班務時，沒想到玫

瑰老師比較感興趣的是： 

「黑皮老師，我覺得你應該去做果酸換膚或是雷射。」 

「黑皮老師，你的保養品都是用哪一家的啊？怎麼看起來都沒有什麼效果？

怎麼皮膚不太好的人都是用這一家保養品的啊？」 

「黑皮老師，我覺得人到了一定的年紀要穿得有質感，妳不要再穿牛仔褲

來了。」 

 

整理教室的過程中，玫瑰老師將黑皮老師從髮型、皮膚狀況、服裝都提供

了很多的建議。不僅如此，在開學緊鑼密鼓的準備中，玫瑰老師借買教室布置

的物品把黑皮老師帶到校外。途中走進一間服飾店，帶黑皮老師去逛街買衣服，

然後跟服裝店老闆娘說黑皮老師都沒有男朋友，老闆娘還附和到：「要是我是

男生也不會跟你交往，因為妳看起來年紀太小！」接著玫瑰老師要求黑皮老師

買一些跟黑皮老師風格不相符的衣服，黑皮老師覺得不買好像對玫瑰老師不好

意思，買了又根本自己也不會穿，好為難啊！ 

除此之外，在準備教室的短短幾天中，玫瑰老師不斷像黑皮老師強調實務

比理論重要，「我告訴妳，唸那麼多書都比不上實際工作，像是隔壁的實習生，

我就覺得幼保系比幼教系出來的學生好，實務經驗多，反應快多了！」、「妳們



233 

 

 

唸那麼多書，都會被教授的理論給騙了，根本跟現場都不一樣。」以及「我第

一年教的學生都跟妳差不多大了」接著，是批評黑皮老師之前帶的學生吃得很

少，去寢室睡覺的動作很慢。「我已經覺得我的標準放很低了，沒想到你們的

標準更低。」聽了這句話以後，黑皮老師回家在自己的日記上寫了：不論怎麼

樣，都不要在老師面前批評人家的學生！ 

後來兩人談起教師甄試，玫瑰老師說之前的一位代課老師教學技巧很好，

說：「那個老師只是考運差，不然其實她的教學很棒，像她的自我介紹…黑皮

老師，妳考試試教的時候都怎麼自我介紹？」黑皮老師回答：「試教的時候不

會特別自我介紹，只會在過程中帶到自己是某某老師而已。」玫瑰老師一臉驚

恐地說：「吼~難怪妳考不上。」這句話對於在教甄準備上已經力不從心的黑皮

老師無非是一晴天霹靂，但黑皮老師忍著內心的震撼，問：「玫瑰老師，那那

位代課老師都怎麼自我介紹的？」玫瑰老師：「喔…沒有啦！其實喔，我也沒

有覺得她教得有多好多好…」接著玫瑰老師東扯七扯，始終沒有回答黑皮老師

的問題。 

黑皮老師發現，玫瑰老師很喜歡用卡通圖案佈置教室，喜洋洋的圖案貼牆

壁、海綿寶寶的門簾，黑皮老師旁敲側擊的詢問玫瑰老師對於卡通的想法。玫

瑰老師說：「難道妳都不知道嗎？那小朋友跟妳說寶石寵物或是露亞（真珠美

人魚的主角之一）的時候怎麼辦？」黑皮老師說：「就請小朋友告訴我啊！」

黑皮老師回想著先前會認識「爆丸」也是透過小朋友精彩的解說而得知的，正

時玫瑰老師就潑了一桶冷水說：「那小朋友一定會覺得這個老師很遜！」黑皮

老師聽了忍不住在內心吶喊：「雖然我資歷不多，但我認為小朋友從來都不覺

得一個不認識露亞或是寶石寵物的老師很遜啊！」 

下班後，黑皮老師在日記上寫著： 

跟玫瑰老師說話心臟要很強壯啊！（要不然就是要很有自信！） 

今天差一點就要在她面前掉眼淚了！考試考不好已經夠令人氣餒了，玫瑰

老師的一句：「難怪妳考不上！」更是壓倒駱駝的稻草…結果不恥下問也沒個

結果。我發現玫瑰老師說話方式好像就是這樣，總是先說：「哪有人這樣的！」

「那你就錯了！」「喔~千萬不要！」或是有一些發語詞：「吼~」「蛤~」讓人感

覺被批評、被否定了。 

罷了，新學期最重要的就是跟新的搭班老師培養好感情及默契！加油！ 

 

經過開學前的「洗禮」，黑皮老師的自信被打擊到最低點，不過仍將玫瑰

老師的話放在心裡，希望自己能在外表上能給他人更專業的形象，而不是大小

孩帶小小孩，也以及期望自己更快速的跟這位實務經驗豐富的前輩學習更多的

教學技巧。 

 

【開學後—衝突、問題不斷】 

原先黑皮老師很擔心小朋友無法接受換老師這件事，但開學時從家長口中



234 

 

 

得知，小朋友知道是黑皮老師接任他們班時，小朋友的回應是：「我知道黑皮

老師啊！她是我的朋友！」其他孩子也都表現出很開心及歡迎的樣子，第一天

開學沒有不適應的哭泣聲，反而是大聲的「老師好！」以及笑得眼睛瞇成兩座

小橋的臉，讓黑皮老師頓時放心不少。不過，出乎黑皮老師預料的是，適應不

良的不是孩子，而是兩位老師… 

 

事件一：妳怎麼放糖果在走廊遊蕩？ 

寶貝幼稚園教室、餐廳及寢室是分屬不同的教室，午餐是在地下室餐廳使

用，另外還有一間寢室，和教室分屬平行的兩棟大樓。雖然說空間充足，但每

天中午老師帶學生「遷移」也造成很多不方便；加上每天中午就會有一位園長

班的唐寶寶—糖果，來班上進行融合教育直到下午放學，生活自理還需要看顧

的糖果讓老師更加分身乏術，幸好有園長班的實習生能夠協助照顧。這天，準

備帶孩子去寢室午睡的黑皮老師發現糖果衣服是濕的，請實習生帶糖果回園長

班教室換衣服、上過廁所再帶來午睡。經過園長班教室時，黑皮老師見糖果已

經換好衣服，就對實習生說：「那糖果就麻煩妳囉！」之後就帶著孩子進寢室

午睡。不久，玫瑰老師用教室的分機打電話到寢室，質問黑皮老師：「妳怎麼

讓糖果一個人在走廊遊蕩？」黑皮老師說明原委：「因為糖果需要換衣服，我

請實習生再帶她過來寢室，沒有看到實習生嗎？」玫瑰老師不相信黑皮老師的

說法，繼續說：「可是隔壁班老師就是看到糖果一個人在走廊，才把她帶過來

找我。」後來，玫瑰老師親自帶著糖果來到寢室，並且在黑皮老師面前很兇的

對糖果說：「快去睡覺！」糖果嚇得把臉埋在被子裡不敢抬起來。 

…或許是我太相信實習生了，既然孩子到我的班上總歸是我的責任，但我還是

不解這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我想實習生每天早上跟糖果的相處不至於會

讓糖果自己一個人才是。讓我最傷心的，還是玫瑰老師根本沒有要相信我的說

法的意思，但那又如何呢？再怎麼解釋好像都是我的錯，她罵糖果的樣子就像

是在罵給我看的… 

 

事件二：都沒有跟我說！ 

某天早上兩位老師各忙著各自的事情，這時每天都會帶早餐來學校吃的容

容來跟黑皮老師說：「老師，我早餐已經吃不下了。」黑皮老師看了一下剩餘

的早餐確實已經超過容容平時能夠吃完的量，便協助她將剩下的早餐裝回餐袋

裡。晨間活動結束時，玫瑰老師突然問容容：「妳早餐吃完了嗎？」容容說：「吃

完了，我有給黑皮老師看。」玫瑰老師聽了轉頭對黑皮老師：「黑皮老師，她

吃完早餐妳怎麼都沒有跟我說呢？她還要吃藥耶！吼～她早上藥沒吃，中午吃

藥的時間又要延後了！」黑皮老師這才恍然大悟：原來早上容容來校時跟玫瑰

老師說她吃完早餐要吃藥，但她吃完早餐後來跟我說而不是玫瑰老師，而我不

知道她要吃藥的事情。但我確實也不知道容容早上要吃藥這件事情啊！這件事

我確實有疏忽，如果我有注意到點心桌上有放藥，如果我有注意到容容特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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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我說她吃完早餐的事，而不是只是她沒吃完而已，這件事情就不會發生了。 

過了幾天，園所進行新生的聽力檢測，雖然玫瑰老師和黑皮老師的班上學

生都是大班舊生不需檢測，但兩人的行政工作是保育組，當週又是玫瑰老師負

責主教，所以由黑皮老師整個上午忙著接待衛生所人員至聽力檢測的地點、帶

領幼生進行聽力檢測、詢問並記錄需複檢的幼生及相關注意事項，接著將這些

事項一班一班傳達給該班老師。所有的事情處理完畢已經是中午用餐時間了，

黑皮老師急忙至餐廳照顧學生，接著帶學生至寢室午睡、下午上課一直到放學。

從下午開始，黑皮老師就發現玫瑰老師的臉色一直不是很好，但實在也沒有時

間能夠跟玫瑰老師互動。好不容易送完了學生，回到教室玫瑰老師就說：「妳

聽力檢測的事情怎麼都沒有跟我說？」黑皮老師：「我中午已經把所有應該注

意的事情告訴各班老師了，怎麼了嗎？」玫瑰老師：「中午隔壁班老師又來問

我，結果我不知道。下次這種事情就應該要先告訴我才可以。」黑皮老師覺得

很無奈，整天下來自己其實也沒有能夠跟玫瑰老師說上幾句話，多半都在忙小

朋友的事情。況且，隔壁班老師若問，也可以請她來問我啊！玫瑰老師該不會

就是在生氣她也是保育組，卻不能回答那位老師的問題吧？ 

 

事件三：灰姑娘 V.S 阿信 

開學第二週，班上就不幸地因出現三例腸病毒的個案而停課。在打掃時隔

壁老師經過安慰兩位老師：「兩位灰姑娘，辛苦了！」玫瑰老師立刻回答：「她

（指著黑皮老師）是灰姑娘，我是阿信！」緊接著健康學園的評鑑，玫瑰老師

負責環境訪視，黑皮老師負責簿冊。準備好相關資料後，每天中午或是下班後

空閒時間黑皮老師會去翻閱以熟悉簿冊，避免訪視人員問問題時臨時找不到資

料。評鑑過後，沒想到換來的卻是玫瑰的老師當著全園老師和家長的面嘲笑：

「黑皮老師好好笑，不過就是健康學園的評鑑而已，還每天花好多時間在看簿

冊。有時候我看她不見了，原來又是在辦公室看簿冊！」說完大家跟著哈哈大

笑。黑皮老師根本笑不出來，甚至還要強忍住內心的激動： 

很失落，沒想到我的努力是這樣被看待的，我只是想要好好的做好這份工

作！我並不覺得這有什麼值得笑的！因為我是代課老師，如果事情沒做好，你

們就會拿「因為是代課老師」這件事開刀。今天是因為評鑑過了，玫瑰老師才

能拿這件事來開玩笑；若沒過，我不敢想像會被說得多難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