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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章將說明本研究之研究設計與實施。第一節簡要說明採用質性

個案研究法的原因；第二節說明個案學校的選取、個案學校的基本資

料、個案學校的情境脈絡及個案學校的訪談對象；第三節說明資料收

集的方法；第四節說明整個研究進行的歷程；第五節說明本研究之信

實度；第六節闡述研究者在進入個案學校後所扮演的角色。  

 

 
第一節  研究方法 

 

質性研究關切的是情境脈絡（context），質性研究者認為人類的

行為受到場所的影響很大，因此須直接進入某個場所觀察情境中發生

的行動，才能瞭解人類行動的意義（黃瑞琴，1999）。根據Patton（1990）

的說法，個案研究是一個蒐集、組織和分析資料的特殊方式，目的在

於獲取對每個研究個案的綜合、系統和深度的資訊。Yin（1994）也

曾從研究問題的形式、對研究主題的控制以及對即時事件的關注，來

區別採用個案研究與其他研究策略的選擇時機。可以說，「個案研究」

是針對「如何」（how）或「為什麼」（why）等問題的一種研究策略，

特別是當研究者無法控制事件，或是研究者的焦點是關注在真實生活

情境脈絡中的現象時，便可運用個案研究法。基於質性個案研究法有

助於本研究瞭解校長在學校特殊的情境脈絡下，如何實踐轉型課程領

導以及轉型課程領導對於學校發展的影響，因此本研究決定採用質性

個案研究法。 
 

第二節  研究參與者 
 
壹、個案學校的選取 
 

在研究對象的選擇方面，本研究主要考量以下兩點：第一，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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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身意願為最重要的考量；第二，以在轉型課程領導方面有良好表

現的國民小學校長為主要考量。基於以上兩方面，同時在與指導教授

討論後，本研究決定以芳園國小（化名）為個案研究學校。在確定個

案學校的名單後，我在民國 92年 11月中旬開始與芳園國小校長聯

絡。校長在得知研究主題後表示，必須徵得學校同仁的同意後，始能

允許我進入研究現場。因此經過一個星期的等待，我再次主動詢問校

長，當時校長表示已徵得同仁同意，因此我便開始了進入研究現場的

準備工作。 

 
 
貳、個案學校的基本資料 
 

一、芳園國小校長簡介 
 

文校長（化名）在教育界服務至今已20年，現年40幾歲。其求

學經歷主要為師專及師範校院碩士、博士。同時，校長的工作經歷包

括5年的國民小學教師、7年的國民小學主任，隨後即進入芳園國小

擔任校長，而本學年度已是校長在芳園國小的第8年。 
     

二、芳園國小簡介 
 

芳園國小是一所小型學校，全校共有 6個班級、教職員工共 17

人（教師10位）、師資平均年齡30歲。在文校長八年來的帶領下，

芳園國小所展現的辦學成果主要包括：完成校園生態村的建構、榮獲

10大環保有功學校、榮獲學校總體計劃優等獎、榮獲教育部第一屆教

學卓越獎，教師發展出眾多具代表性的作品，並榮獲縣內外各種獎

項，發展出別樹一格的學校本位課程。 

 

由於展現豐碩的成果，芳園國小每年接受至少有1500人次以上

的國內外學校與學術團體參訪，及做校際課程對話與交流，一些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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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團體，如：北京市教育學會參觀訪問團、APEC亞太經合會 21國

80餘位外國友人、美國斯伯丁大學、香港東華三院小學課程改革團

體、香港中文大學，均曾蒞校訪問。 
 
 
參、個案學校的情境脈絡 
 

一、自然生態環境豐富 
 

芳園國小所在地區擁有豐富的自然生態環境，走進校園面對的即

是一片翠綠的山林，校園裡擁有16種蛙、2種蟾蜍、3種螢火蟲、30

種以上的蝴蝶與各式各樣的昆蟲，其中樹蛙、蝴蝶和螢火蟲是芳園國

小的三寶。在這樣山林環抱的山谷學校裡，不間斷地可以聽到蛙鳴。 

 

在文校長來到芳園國小前，新聞局即曾來到芳園國小所在地理區

位拍攝樹蛙專輯。而在文校長來到芳園國小後，由於社區、家長與議

員的鼓勵，開始著手建構芳園生態村，一路走來歷經了生態調查、地

點選擇、蓄水工程及溼地的營造、棲息地的設計與營造、拍攝生態記

錄、專家的指導、不斷地修正與改進等過程。整體說來，生態村就是

要去營造一個吸引生物進來棲息、繁殖和覓食的環境。如今，校門口

刻著芳園生態村字樣的大石頭，以及校門口對面的一排生態村彩繪

圖，道盡了芳園國小別於他校的特色。 

 

二、社區純樸、經濟條件不佳 
 

芳園國小所在鄉鎮，由於經濟蕭條、繁華落盡，社區裡的年輕人

多半外出謀生，造成地方上人口高齡化的現象。少了現代化建築物，

少了年輕人的朝氣，芳園國小所在地區有著濃濃的樸實味。經濟條件

不佳，家長忙於生計使得學生的成長過程，部分家長未能參與，但他

們卻都十分尊重學校的老師。一年多來，我往返於芳園國小與師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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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總能感受到芳園國小社區的純樸與家長的熱心。有幾次，家長和

學校教師路過公車站，看到我無奈地等著許久未到的公車，總是熱心

地繞路帶我到市中心搭乘回台北的火車。 

 

三、曾經試辦三年的開放教育 
 

文校長是 86學年度來到芳園國小的，在他到校前，芳園國小已

經試辦三年的開放教育。在試辦過程中，校園開始有了開放空間的規

劃。也由於開放教育的試辦，芳園國小的教師在課程與教學方面有了

初步的調整。然而，芳園國小雖因試辦開放教育而展現較為活絡的一

面，卻也造成家長對於試辦的教學有所質疑，諸如家長認為開放教育

的學校似乎只讓學生快樂的學習，而沒有一個系統化的學習。因此，

文校長來到芳園國小後，積極導正家長對於開放教育的誤解，以重新

建立家長對於學校辦學的信心。 

     

四、前任校長為硬體設備奠立基礎 
     

「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是芳園國小給我的第一印象！不論是教

室的設備，抑或課程發展所需的硬體與空間，芳園國小都有很好的規

劃。原來，在前任校長四年的任內，因開放教育的試辦，進行了多項

學校建築物的改建，包括禮堂、專科教室、辦公室、電腦教室、教室

多媒體等。就在前任校長為硬體設備奠定的基礎上，文校長到校後全

力發展學校課程與推動教師專業成長，無須再投入大量時間與精神在

學校建築物的改善上。 

 

五、教師流動率高、平均年齡輕 
 

芳園國小位處偏遠地區，因此教師流動率高，形成了教師平均年

齡約三十歲的情況。教師流動率高的情況，雖不利於學校組織或者課

程的長期發展，但因教師平均年齡輕，所以對於推動教改的熱忱與意



 49 

願十足。 

 

 
肆、個案學校的訪談對象 
     

本研究在觀察結束後，陸續開始與受訪者聯繫訪談事宜。所訪談

的對象包括：校長、四位行政人員、三位教師、二位家長。在與多位

教師訪談的過程中，他們均提及部分研究者來校訪談，雖然表示「化

名」處理，然而在訪談對象的介紹部份，通常都將年齡、年資、畢業

學校等加以陳述。如此一來，雖是「化名」處理，然而卻未能真正隱

藏行政人員或教師的身分與發言。基於當時對教師的承諾，本研究在

此不明列受訪者的基本資料。 

 

 
第三節  資料蒐集方法 

 

在確定研究方法與研究參與者後，本研究於民國92年12月開始

進行資料的蒐集，並於民國93年10月退出研究現場。整個資料蒐集

的方法包括觀察、訪談與文件分析三者，以下分別加以闡述： 

 

 
壹、觀察 
     

本研究於民國92年12月1日至93年6月30日間，進入個案學

校現場參與個案學校之重要會議與活動（詳如附錄一）。由於學校活

動或會議的安排，常常因實際情況而調整時間，因此我透過與教導主

任的密切聯繫，包括電話與電子郵件，來取得個案學校最確切的活動

與會議時間。總計，觀察的這半年我平均一週進到個案學校兩次，每

次約停留半天左右的時間。而為了避免學校活動因為我的觀察而受干

擾或中斷，我採用了直接觀察而不介入的方式，所有的問題與疑問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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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待與學校同仁個別訪談之時，始提出討論。不過偶爾在某些場合

裡，像是教學計畫編寫討論會、行政會報，文校長也會把我當成學校

的一員，邀請我一起發表意見和參與討論。 

 

由於每趟來回台北與個案學校需花三個小時左右的時間搭車、轉

車，因此我採取的策略乃是：不浪費一分一秒待在個案學校的時間。

每一次到個案學校，我除了觀察會議或活動，也「緊盯」校長的一舉

一動。一旦看到教師進入校長辦公室進行課程對話，我即緊隨在後，

進入對話現場一探究竟。此外，除了正式會議或活動的觀察，我也在

這長達半年的進入現場過程，透過一些與學校同仁互動的機會，包括

搭乘便車、共進午餐、私下聊天等，更深入地瞭解整個學校的情境脈

絡以及校長整體的領導行為。 

 

事實上，在剛踏入研究現場的那段時間，我雖然緊鑼密鼓地參與

學校活動與會議，但是多半未能抓住觀察的重點。那段時間帶給我的

最大收穫，就是學習如何主動融入陌生的學校。大概經過一個月的時

間，我慢慢能與學校同仁交談，並且開始聚焦觀察的重點。大體而言，

這半年來的觀察重點包括以下四方面：第一，個案學校的日常運作情

形；第二，個案校長的實際作為；第三，學校相關人員（行政人員、

教師、家長、學生）的作為。第四；校長與學校相關人員的互動情形。

至於觀察的地點，則是包括校長室、教師辦公室、多功能教室、禮堂、

圖書室以及學校的內外環境。 

 

觀察工作容易干擾學校的正規作息，也可能侵犯個人隱私，因此

事前必須將觀察工作的相關訊息向學校說明（吳明清，1991）。於此，

本研究在進行觀察前，均徵得個案學校的同意，待學校同仁同意後，

始運用錄音器材與攝影器材，將學校會議與活動作一詳細記錄，並作

田野筆記。只是，在校長與教師個別對話的場合裡，教師們普遍認為

錄音並不妥當，因此在校長與教師個別對話的場合中，我並未加以錄

音或攝影，只是默默地在旁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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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訪談 
 

所謂「訪談」，指的是有目的的談話，藉以瞭解研究對象如何解

釋他們的世界（黃瑞琴，1999）。事實上，「訪談」不但可以使研究

者深入了解受訪者的觀點及其情感世界，更可以探究過去所發生的事

情（Merriam, 1988）。一般說來，訪談的方式大致可分為非正式訪談

與正式訪談。而本研究所進行的訪談同時包括正式訪談與非正式訪

談。 

 

在正式訪談部分，我使用預先擬定的訪談指引（詳如附錄二），

然後與受訪者約定時間進行訪談。由於個案學校的教師十分體恤我路

途的遙遠，因此多位教師主動協調訪談時段，以利我節省通勤時間。

總計，個案校長的訪談時間為5.5小時，行政人員的訪談時間為45分鐘

到2個小時不等，教師的訪談時間為50分鐘到1個小時不等，至於兩位

家長的訪談時間則分別為30分鐘與40分鐘。 

 

由於在進行正式訪談前，我已進入學校觀察半年，因此包括全體

學校同仁的名字、任教年級、任教科目、得獎事蹟與部分私人資料，

均已相當熟悉，於是在訪談的過程中，我已能快速瞭解受訪者所提事

件或者特殊人物。至於非正式訪談部分，我則是在直接觀察的過程

中，針對直接觀察所見，利用校長與學校同仁方便的時間進行討論。

或者是在正式訪談後，我進一步針對訪談問題與教師進行討論。我發

現，教師在正式訪談過程中，由於錄音器材的關係，因此多半顯得較

為拘謹，較少侃侃而談自己的深刻感受。因此，透過非正式訪談，確

實可以讓我更深瞭解教師們對問題的想法。有關本研究之訪談時間與

地點，詳如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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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文件分析 
     

基於文件有助於增加資料的豐富性，因此我在進入現場後即積極

蒐集個案學校以及校長相關之重要文件。整個文件蒐集的管道，大致

有以下四個：第一，教導主任主動提供我個案學校多年來累積的成

果，包括書面資料與光碟。第二，在所有會議或活動裡，我主動向會

議或活動負責人索取資料。第三，透過個案學校的網站蒐集文件資

料。第四，根據訪談與觀察所得，進一步透過網路或者書店來蒐集文

件。 

 

在文件蒐集的過程中，我發現個案學校的文件檔案相當豐富，其

中的內容也相當有助於瞭解校長的轉型課程領導，歸納所蒐集的文件

類型，大致包括「學校重要行事」、「校務會議資料」、「課程與教

學實施之相關文件」、「課程發展成果文件」、「教師進修文件」以

及「其他文件」六類（詳如附錄四）。由於文件資料相當豐富，因此

在文件蒐集的過程中，我不斷地進行文件分析。一方面，文件分析有

助於瞭解學校過去幾年的成果與轉變，另一方面文件分析也有助於我

快速認識學校同仁。 

 

 

第四節  研究歷程 
 
壹、進入研究現場前的準備 
     

在 91學年度，我參與臺灣師範大學潘慧玲教授主持之國科會專

案「學校革新中的教育領導」，因此有機會閱讀關於「教育改革的動

向」、「學校革新的策略」、「校長的領導角色」與「校長的領導風

格」等文獻。這些文獻對於我往後進入芳園國小，有相當多的幫助。

像是當校長談及這一波學校革新的種種時，我不致於茫茫無所知。而

當教師對於九年一貫課程種種細節提出意見時，我也可以與教師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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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互動，讓彼此談話有一共同基礎。 

 

同時，透過專案其他研究夥伴訪談心得的分享，以及我進入國民

中小學現場的訪談，這些都有益於我瞭解當前學校環境的轉變以及形

塑本研究的主題。可以說，參與國科會專案研究，讓我可以提早熟悉

學校現場，以及為未來研究鋪路。除此之外，在進入現場前，我也透

過「課程領導」、「轉型課程領導」相關文獻之閱讀，掌握研究問題

及作為訪談指引的依據。 

 

更重要的是，在進入研究現場前，我透過向指導教授及學長姐請

益，以瞭解如何與學校同仁建立關係、如何進行訪談、如何掌握觀察

重點、如何向學校索取文件，指導教授及學長姐的寶貴意見對於進入

現場有極大的幫助。 

 

 

貳、進入研究現場與建立關係 

 

第二次進入芳園國小時，校長在寒喧中告訴我：「你是自由

的！」。就因為校長這一句話，從那時開始我便放心地遊走於校園。

因此，包括教室、圖書室、導師辦公室等場地，我均時常進出。 

 

進入研究現場後，首先要克服的便是如何與學校同仁建立關係。

其次，要克服的是學校路途遙遠的問題。第一次進入芳園國小現場，

正好觀察到「資訊種子學校成果發表會」，這一天學校來了許多他校

的校長和教師。就在校長介紹完與會來賓後，就在會場上介紹我的身

分與來意。從那一刻開始，芳園國小的同仁絕大部分都認識了我。 

 

由於芳園國小位於山邊，往返芳園國小與火車站的路程多為山

路，且公車不易搭乘，因此包括校長、主任、教師和家長都常接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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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返芳園國小與火車站，有時也載我回到台北，就在接送過程中我逐

漸與學校同仁建立關係。另由於我每回進入研究現場的時間相當長，

常常有機會在教師辦公室和他們共用午餐，故在午餐過程中，拉進了

彼此的距離。漸漸地，學校同仁習慣我進出校園，同時也會關心我的

研究進度，讓我倍感溫暖。 

     

 

參、開始進行資料蒐集 

    我自民國92年12月3日開始了長達半年的觀察活動，期間除了

寒假，每個月均進入學校。就在觀察進入尾聲後，我開始在民國 93

年 6月中旬與學校同仁敲定時間進行訪談。總計，民國 93年 6月訪

談了三位行政人員與兩位教師，民國93年7月訪談了一位行政人員。

由於民國93年7月份已是暑假，因此部分受訪者乃是民國93年9月

開學後始接受訪談。總計，民國93年10月訪談了校長、一位教師與

兩位家長。事實上，在觀察與訪談的過程中，我也同時進行文件蒐集。

整個文件蒐集的時間始於民國92年12月3日，而終止於整個論文的

完成。 

 

 

肆、資料處理與分析 

 
一、資料處理 

 

在資料蒐集的過程中，我即陸續進行資料處理，資料處理的工作

包括：將訪談逐字稿、觀察札記、文件資料分類置入檔案夾，同時運

用表格將訪談、觀察及文件收集的時間詳細記錄，並且進一步為每一

筆資料編上代碼。其次，為使錄音的檔案及攝影的資料能妥善保存，

乃將錄音檔案及攝影資料加以掃描，以避免資料的毀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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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料分析 
 

    待資料處理完成，我開始進行資料分析。首先，我先詳細閱讀訪

談逐字稿、觀察札記與文件資料，並且將重要的文字用彩色筆加以劃

線。爾後在一段段重要的文字旁註明該段文字所表達的主題。等到所

有實徵資料均已歸納為各式主題後，我開始將相關的主題納為同一類

別。最後，透過參閱文獻探討中轉型課程領導的內涵，我逐漸將文獻

所得及各種類別加以綜合分析，完成第四章的撰寫架構。在分析眾多

資料的過程中，我常常感覺自己的腦袋像是裝進芳園國小般，芳園國

小的一舉一動總是不斷在腦海中盤旋。雖然分析的過程是辛苦的，但

看到分析架構不斷清晰、研究成果不斷浮現，心中還是感到相當開心。 

 
三、資料引用 
     

在資料引用方面，我將每一筆引用的資料改為「標楷體」，同時

為了與內文有所區隔，引用的資料一律左邊縮排，並改為小一號的字

體。在每一筆引用資料的最後，我加上「（代碼，身分）」格式的字

樣。代碼部分依資料蒐集方式與時間的不同，也有不同的標示，如「觀

2004/04/15（1）」，即表示該筆資料是在 2004年 4月 15日經由觀察

所蒐集的。總之，透過「（代碼，身分）」格式的字樣，有助於閱讀

者清楚知道該筆資料的蒐集方式、時間以及出自何種身分的受訪者。

舉例來說，「（訪 2004/10/11，校長）」，即表示該筆資料出自 2004

年10月11 日的校長訪談。 
 

伍、撰寫研究報告 

    於資料蒐集完成後，我即開始進行資料的處理與分析。由於所得

實徵資料相當豐富且龐雜，因此在分析實徵資料時，備感艱辛。不僅

如此，整個研究結果的撰寫架構，也是一改再改，希冀能夠清楚而完

整地呈現校長轉型課程領導之經驗。而為了讓研究報告不顯得雜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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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聚焦，我不斷在撰寫研究報告的過程中進行去蕪存菁的動作，因

此僅在本論文中放置部分所得的實徵資料。 

 
 

第五節  研究信實度 

信實度（trustworthiness）是研究之所以能夠成立的重要依據，而

信實度之能建立，涉及一些具體做法，包括澄清研究者之背景與立

場、長期進駐田野、使用三角檢定、運用參與者檢核、採用同儕審視、

進行厚實敘寫以及從事反例個案分析（潘慧玲，2003）。而在本研究，

為促進研究的信實度，乃是採取以下二者做法以確保研究的嚴謹度： 

 

 

壹、三角檢定 
 

Patton（1990）指出，三角檢定（triangulation）有四種形式：一、

方法的三角檢定：採不同資料的蒐集方法，以檢定研究發現的一致

性；二、來源的三角檢定：在同一方法中檢驗不同資料來源的一致性；

三、分析者的三角檢定：使用多個分析者重新審查研究發現；四、理

論－觀點三角檢定：使用多種觀點和理論去詮釋資料。 

 

在本研究中，乃是採方法、來源與分析者三角檢定的方式，來對

相關資料進行檢定。首先，在方法的三角檢定方面，本研究採觀察、

訪談與文件分析等多元方法交互佐證。其次，在來源的三角檢定方

面，透過蒐集校長、主任、教師、家長等的觀點，以瞭解訪談資料的

一致性。最後，在分析者的三角檢定方面，乃是透過指導教授與論文

討論小組成員1的協助，藉由對訪談資料的共同討論，以避免研究者個

                                                 
1論文討論小組乃是潘慧玲教授帶領碩士、博士班指導學生共同組成的互

助團體。透過固定的聚會，論文小組成員互相協助形塑研究方向、確認

問題意識，並且傳授論文寫作經驗、檢定實徵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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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偏見。 

 

 

貳、長期進入研究現場 
 

本研究與芳園國小成員的互動長達一年，期間進行觀察、訪談與

文件的蒐集。由於長時間與學校成員有諸多的互動，因此可避免研究

對象作假或刻意表現的情況。 

 
 

第六節  研究者角色 

 

沒有教學實務經驗的我，在教育系所裡都是用「想像力」來進行

學習。而在進入芳園國小後，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踏實感。因為，長

時間的觀察與訪談，讓我開始拉進與教學現場的距離。同時，芳園國

小豐富的文件資料，有助於完整地了解學校成員在八年期間裡如何進

行學校課程與教學的革新。這樣的「半實務經驗」使得我再看到教育

行政或者課程與教學方面的書籍，會在腦袋裡將學校現場的實況與書

籍中所言進行對話，而不再一昧地運用想像力理解書中的內容。 

 

同時，在觀察過程中，我常有機會學習到許多不錯的行政技巧。

另在訪談多位學校成員的歷程中，一方面可以看到不同的人生經歷與

教學經驗，另一方面也可以從他們身上吸取寶貴的實踐智慧。可以

說，進入芳園國小進行研究的這段時間，是我人生階段上一個很重要

的學習歷程，而我在這當中就是扮演著學習者與見習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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