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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及設計 

本章之研究設計部分，概分為研究方法、研究架構及流程、研究場景與對象、研

究與發現等四節，冀能清楚交代實施程序。 

第一節、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研究方法乃以質化研究為取向，並透過觀察、訪談及文件蒐集等方式取

得教室現場之原始資料。 

壹、以質化研究為取向 

近年來美國的師範教育學界，逐漸摒棄以行為心理學為基礎而改採以認知心理學為

基礎，來探討教師專業效能（單文經 1990）。質的研究典範中的個案研究法，能充分掌

握教育現象的豐富價值與意義。研究者對問題所涉到的人、事件、參與者的語言和意義

，做詳盡和豐富的描述，以盡到發現與揭露之責（陳麗華 1995：17）。 

Stake（1978,引自高敬文 1996：62）：「由於質化研究者強調研究者本身要融入情境

之中，親自蒐集重要資料，同時為了對研究對象的內在世界和經驗，有比較充份和深入

的了解，因此研究對象數量也比較有限。許多質化研究計畫，因此傾向於選擇單一的團

體、機構或地區作個案研究。」 

（黃政傑，1996）認為：質化研究具有以實地為焦點、以研究者自身作為研究工具

、注意事物的個殊性與整體性、重視解釋、注重觀察和晤談方法的採用、強調不事先訂

定明確的研究範疇來蒐集資料、重視表意語言的使用和意見的陳述、採用語文描述或圖

片等媒介呈現報告、運用多元證據及多元理由來作說服工作等特質；故而能夠揭露與解

釋在表面下一些鮮為人知的現象，對於一些人盡皆知的現象能採取新鮮又具有創意的切

入點、並且對於量化方法所無法掌握的一些細緻複雜的情況均能詳盡的鋪陳出來（

Strauss & Corbin，1990/1998）；再者，質化研究是以統整性的觀點來看自然情境下的現

象，重視環境脈絡與平等對待被研究對象，符合本研究想對教師的真實教學世界做深入

描述的目的。 

黃政傑（1996：1）：質化研究方法是指研究自然情境中進行的社會生活之技術，探

討口語和非口語行為，採自然觀察和深度晤談方法蒐集資料，書面文件及其他書面以外

的資料來源也可以分析運用，質化研究由於著重詳細而深入的探究，故樣本數通常很小

，甚至少到單一個案（Bogdan & Biklen ,1992；引自黃政傑，1996：4）。 

黃政傑（1996：1-40）進一步認為質化研究具有許多重要特質： 

一、以實地為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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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研究者本身作熊研究工具，進行觀察、協調、選擇、分析、解釋等工作。 

三、重視個殊的情境特質、個體、事件或事物、希望發覺其中的特點，並予以彰顯

。就教育領域而言，質化研究要發覺和顯露個別學校和個別教室的特質。 

四、質化研究重視整體性，因此包含現象中所有的成分分析、成分間彼此之關係、

及其所構成的整體現象和其中的功能。 

五、質化研究重視觀察和晤談方法之採用。. 

六、質化研究強調不事先定定明確的範疇來引導後續研究，以發揮研究的彈性。 

七、質化研究重視表意語言和意見之陳述。 

八、質化研究採用語文描述、圖片或紀錄的聲音等媒介呈現報告。 

九、質化研究運用多元證據及多元理由來作說服工作。 

 

歐用生（1995）質的研究方法理論基礎主要是源自於詮釋學（hermerneutics）、現象

學（phenomenological）、符號互動論（symbolic interactionism）、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

、人種誌（ethnography）。質的研究的研究過程是富有彈性，而沒有固定的程序，也沒有

所謂唯一而正確的方法，但是質的研究者各依其理論及實際經驗，而提出不同的實施過

程。 

國內部分學者專家（王文科，1990；黃瑞琴，1994；高敬文，1996；歐用生，1995

）則認為質的研究法大致具有以下幾項特點： 

一、質的研究以觀察自然環境中的行為為直接的資料來源，強調研究者是在自然的

情境中蒐集現場自然發生的事件資料。 

二、研究者為研究過程中蒐集資料的主要研究工具。 

三、質的研究是有彈性的，研究的焦點可在資料蒐集中發展，視研究的情境或研究

設計之需要，修正研究之方向與焦點。 

四、質的研究重視描述性的資料，所蒐集的資料多以文字或圖片的型式呈現，此等

資料可以包括晤談的記錄、實地觀察記錄、及個人文件、其他官方記錄等資料

，這些質的資料可以豐富地描述場所和人群現象的過程。 

五、質的研究採歸納方式分析資料，將蒐集起來的特定部份資料，予以分析歸納，

以獲得抽象的觀念或理論。 

六、質的研究注重現場參與者的觀點，從現場局內人的觀點去瞭解他們如何看世界

，對於不同人賦予生活的意義。 

七、質的研究者所關注的要點在於過程的「意義」，著重於瞭解人們的觀點或事件

的意義，並且應避免對人物或事件做出價值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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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重點在挖掘教師真實的生活樣貌、探討其教學背後所隱含之「誠」的意涵，

並呈現教師之具體教學方式等，研究者以為，該諸面向是難以透過實證取向之實驗法或

問卷調查得到完整的圖像，故而，進行研究時便主張以質化研究之取向，對研究對象作

深入而密集地探討。因此根據質化研究特色及適用情形，本研究採用質化個案研究的理

由，說明如下： 

一、專家教師所探討的範圍是以個案教師在教室中教學的真實情境為範疇，因此，

研究者成為蒐集資料的工具，深入教學現場，實地觀察，以蒐集整個教學情境

必須之資料。 

二、探討個案教師教學的特質，就個別之事物或事件、加以解釋及陳述，希望知覺

其中的特點，並予以彰顯。 

三、深入了解教師教學實際運作歷程，以歸納出專家教師教學專業之內涵，以提供

教學之參考。 

四、「誠」為一抽象概念，也是一哲學思維，無法以量化方式研究。 

貳、個案研究法 

本研究主要所採取的是俗民誌研究中的個案研究法，而以「詮釋」方式來說明教師

的教學專業知識，利用教室觀察、深度訪談、收集相關文件資料以深入探究華語文教師

的教學專業知能。 

本研究以研究者本身為主要的研究工具，長期而深入地參與觀察教學情境，並藉著

撰寫現場筆記、訪談受訪者及收集各種文件、仔細記錄研究情境中發生的事件；然後對

文件記錄做分析性的詮釋與反省。此種教學上的詮釋性研究所關切的焦點，在於教室情

境中教學活動的本質，以及教師對教學活動過程所抱持的主觀意識(林曉雯 1994：10；

張惠昭 1996：4；Bogdan&Bilken 1982:2732;Erickson 1986：120-121)。 

林佩璇（2000：248）、歐用生（1989：59）：個案研究法開始運用於教育研究上，

主要是1970年代前期美國的課程改革運動（Rob,2002:113）。希望藉由探討一些個案，

了解一個現象，或一般的現象，研究者事先可能不知道這些個別的個案是否具有共通

性或存在巨大差異，可是研究者相信透過對一個情境深入且精確的資料蒐集，較易掌

握整體的形象，這些個案也可以讓大眾加深對事情的理解，以形成理論。  

個案研究法是一種實徵性的探究方法，研究真實生活情境脈絡中的當時現象，對

象可以為單一個人，行動或事件做縝密而深入研究（李奉儒等譯，2001：78 ；Robert & 

Sari,Yin,1984）。此外，對該事件做巨細靡遺的檢視，也提供我們對真實生活情境作統整

而意義深刻的探討（高強華，1991：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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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n（1984)提出，個案研究適用於現象與情境脈絡間的界線並不清楚明顯時，並使

用多種證據來源時，有三種情形是適合以個案研究為研究策略的： 

一、研究者想了解有關當時發生之事件的過程及原因。 

二、研究者讓研究對象或事件自然發展。 

三、研究者研究的是真實生活情境中發生的事件。 

本研究因為希望瞭解一位國文主修的教師，在進行國文學習領域教學時所應用的

教師教學專業知識，且探討其發展的過程及來源，其間並未控制研究對象的行動，完

全是在真實情境中自然發生之事件，所以適合使用個案研究法。 

單文經（1992：405-406）認為：「詮釋性」的研究方法主要學理基礎來自胡塞爾的

現象學，其主要的特徵是從個人的觀點，來瞭解人類的社會現象，所關心的問題是人

們怎麼界定與詮釋這個世界。在做詮譯性研究時比較重「計質的」，而不重「計量的」

，關心意義的「脈絡」，不關心是否可「重複」。為了達到這個目的，研究者深入實際

的情境中，進行社會學習領域的教學，並在教學實施中，加以錄音，並於事後立即將

其譯成逐字稿加上個人的事後反思及檢討，製成教學日誌以做分析之用，希望能找出

教師教學專業知識的脈絡。 

參、「研究者」為「完全參與者」 

教學經驗是累積而成的，無法一蹴可幾，教學經驗越豐富，對於教學時發生的種

種情況更能深切的體會。 

在個案研究的資料來源中，參與觀察可說是最重要的，根據四種不同觀察角色的

扮演，研究者常將觀察法區分為參與觀察或是非參與觀察，這時觀察者所扮演的角色

通常可分為四種： 

一、完全參與者(Complete participant) 

二、參與者的觀察(Participant-as-observer) 

三、觀察者的參與(Observer-as-participant) 

四、完全觀察者(Complete observer)（王文科，1994；李宏鎰，2001）。 

本研究所採用的是第一種類型－「完全的參與者」，完全參與者真正的身分及目的

，其他人並不知曉，研究者儘可能地自然地存在於現場之中，然而為什麼研究者要用

這個方法，因為在研究中所扮演的觀察角色不同，整個研究過程資料的獲得的多寡也

不同，觀察者如果成為「局內人」的角色，則較易獲得外人所不能獲得的資料（王文

科，1997：357-358；李亦園，1994：139-142）。 

完全的參與觀察可說是一種技巧，同時也是一種藝術。因為參與的程度愈高，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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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的成份也就愈大，因此所做的結果也較難被採信，但是，一般而言，研究者難免都

有其不自覺的研究盲點，但對自己研究的缺失如果能透過自我批判，在研究報告中予

以交待或披露，這就無損於研究的價值（陳伯璋，1987：227-228）。 

另外，反省思考的能力是教師教學成長的主要核心，教師必須具備反省、評鑑自

己教學的能力，所以從自己本身的教學出發去發現問題、了解問題的形成，是最實際

的作法，其所獲得的回饋與自身的關係也最密切因此研究者。藉由研究觀察的過程中

、反省了解自己在社會學習領域上的教學專業知識，更可以做為今後檢討教學得失及

補充自己教學專業知識不足之處。 

總之，今天研究者想做個案研究，而且用完全參與觀察的方式，除了可以全面反

省我的行動、我的情感、我的構想、想法外，當一個旁觀者，可能只能看得到表面狀

況，不能完全深入個案的教學中，而身為教學者的身份，所蒐集的資料比較深入，研

究者的教學方式因為這個研究也比較可以放得開。 

肆、個案研究的效度與信度 

王文科（1990）：就質的研究而言，適當的規範信度和效度的考量是構成研究可靠

性的重要判準。但質的研究者研究所關注的不是「客觀分類計量」、普遍法則的尋求」

或「因果假設的否證和統計推論」，而是「社會事實的建構過程」，以及「人們在不同的

、特有的文化社會脈絡下的經驗和解釋」（胡幼慧 & 姚美華，1996），也由於質的研究

其理論基礎與量化研究不同，因此也不能毫無考慮地移植量化的研究的信效度評估規準

，而是另有評價的方法。Guba & Lincoln（1985）針對質化研究的信效度規準則提出可信

賴性（trustworthiness）的主張，並以可信性（credibility）、遷移性（transferablilty）、可靠

性（dependability）、可驗證性（confirmability）作為考驗的項目。 

質化研究重視研究的確實性（credibility）、遷移性(transferability)，可信性（

dependability）、和堅定性（confirmability），相當於量化研究所談的內部效度、外部效

度、信度和客觀性（黃政傑 1993：125-31；Guba 1981，Lecompte & Goetz 1982）。根

據Merriam（1991）指稱，認為增加個案研究的信度與效度和形成研究問題過程、蒐集

和檢核資料以及分析和詮釋資料的方式具有關聯性。他歸結出六個確保研究內在效度

的策略與三個增強研究信度的方法。 

（一）三角測量法（triangulation）：從許多不同點分析觀察後的記錄資料，旨在結

合各種理論、研究人員、方法和資料來源，以探討同一現象，進行內在檢驗

。希望從不同資料蒐集方法、來源、分析者與理論觀點進行三角測量（陳惠

邦，200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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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與者的檢核（member checks）：與參與觀察、訪談的研究對象或提供資料

的人員查核對研究所作的詮釋分析是否真確。 

（三）長期持續的觀察（long-term observation）：針對相同對象進行長時間且反覆

的觀察。 

（四）同儕檢驗（peer examination）：詢問同事研究發現與解析的意見與想法。 

（五）參與者的涉入（participatorymodesof research）：被研究對象自形成研究概念

起始至完成研究結論，皆全程參與。 

（六）澄清研究者的偏見(researchersbiasis)：在研究初期，研究者即明確提出研究

者的假設、研究的學理基礎與研究者的觀點以釐清研究者主觀的偏解。 

國內其他學者們（Guba & Lincoln，1985；王文科，1990；高敬文，1996）評估質

的研究品質所討論到的可信賴性觀點，則歸納出以下列六種方式來建立研究之可信賴

性： 

（一）蒐集多種的資料，包括教室觀察、訪談及相關文件蒐集，以運用三角校正

（triangulation）的方式來檢核資料本身的真實性。 

（二）教室觀察及訪談過程中都輔以錄音之記錄，現場教室觀察並以札記方式記

錄當時教室的情境及課堂中非由言的訊息，並以逐字稿謄錄所有教室觀察及

訪談之錄音資料。 

（三）詳述本研究之研究歷程與研究情境，包括個案教師之背景、學校場景、研

究班級之介紹、研究者之背景與角色，及資料蒐集與分析的方式。 

（四）研究者在論述過程中，直接引用個案教師所陳述之原始資料，以具體精確

地描述個案教師之意見，盡量以低推論的描述，來避免研究者過度推論之

慮。 

（五）研究者於研究之中期及後期階段各弩研究過程中，所蒐集之觀察及訪談原

始書面資料交由參與之個案教師作檢核，以檢查是否有疏漏或錯誤之處。 

（六）同儕檢核：研究資料的編碼與分析除與指導教授經過不斷討論及修正，並

將暫時性的研究發現，與具有教育研究背景的研究生兩名，就研究資料內

容的編碼與分析再加以檢核比對，並且再就編碼不一致處共同討論並作調

整，以期獲得一致性的看法，來降低研究者編碼上的疏失或偏頗。 

 

本研究藉由自身完全的投入，輔以過去經驗的轉換，藉由蒐集不同的資料來源（

上課、訪談記錄、筆記，及採用不同的資料蒐集方法），將所得的資料交叉相互檢核，

同時融入大量文獻閱讀，直接引用原始的訪談內容、詳細的教室觀察記錄及文件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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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原始資料以減低主觀推論性的描述。必要時以錄音機錄下訪談資料，做成逐字稿

；希望補充觀察記錄之不足；最後並訪問協助觀察者的想法及意見，及指導教授協助

檢核資料，以增加其可信賴度及內在效度。 

伍、自我省思 

研究者本身不自覺的想法或實踐方式常常受主觀偏見或情緒所影響，而有偏誤的

可能（陳惠邦，2001：251）。研究者需自行省思(reflexivity)，即研究者積極對自己可能

持有的偏見和傾向進行批判性的自我省思，透過省思，研究者較能瞭解自我、調整或

試圖控制自己的偏見（林佩璇，2000：15）。 

本研究則透過研究者「我」的省思，透過反省後寫成省思日記，同時與研究同儕

一起討論此研究的研究過程及其客觀性；撰寫論文時，更時時反問自己是否中立客觀

，脫離「教學者」角色，以客觀的立場來從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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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架構與流程 

 

研究之前，如果對整體的架構及歷程有一初步完整的構想及歷程，則較容易達成研

究的目的。以下是本研究初步的架構及歷程。 

壹、研究架構      

本研究所要探討的中心概念是「教師教學專業知識」與「誠的意涵及實踐」，因此

研究者希望依文獻探討的結果，結合這二者，同時融合教學推理的模式理論，針對本研

究的研究目的，提出一簡單的概念架構作為本研究的基礎（如圖 3-1）。 

 

 

 

 

 

 

 

 

 

 

 

 

 

 

 

 

圖 3-1  教學專業知識的概念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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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流程 

決定架構之後，研究者又試擬本研究計畫之研究流程如下： 

一、決定題目 

   研究主題或題目的決定，常是論文研究最重要也是最困難之處，所謂「凡事起頭難

」，只要過了此關，底下的研究工作就能提綱挈領而順理成章。而題目定得好壞，關係

到論文的成敗，因此一開始決定研究題目時，研究者就非常慎重。幾經與指導教授討論

後，決定選擇與研究者較相關之國文教學有關之題目，作為研究主題，一則佔有相關專

業之便，二來可以自我省思這些年來研究者教學的心路歷程及作自我檢驗。 

二、選擇研究個案 

選擇個案在此研究中可說是最難突破的障礙，首先，由於研究者為在職進修的老師

，做此研究期間尚需兼顧學校之行政及教學工作，所以個案教師的任教地點不能太遠。

當研究主題決定後，最早想找一位專家教師及一位生手教師做教學研究比較。然而經過

詢問幾位同校教師之後，大家都敬謝不敏，因此被迫放棄，最後在指導在指導教授的建

議下，研究者決定以自己為「教學者」，研究高中國文學習領域教師的教學專業知識，

一方面配合研究者自己在職身份，佔了地利及時間之便；另一方面也可藉由研究者即教

學者的角色，取得較多及全面性的資料。而關於研究者本身的一些基本背景資料則將於

第三節中詳細敘述。 

三、閱讀文獻 

研究進行之初，最困難的部分或許在於形成一個概念組織以表達想要理解的東西（

林佩璇，2000：246），於是研究者利用充分閱讀大量的文獻資料來達成目標。  

在本研究中，文獻的閱讀是持續性的工作。在研究開始前，研究者已事先閱讀過教

學專業知識及國文學科教學知識相關之文獻資料，並利用這些文獻資料已先初步界定此

研究的目的。 

對於教師教學專業知識之相關研究，近年來有日益豐富的研究成果，然而，對於該

主題之研究領域而言，尚有諸多面向待眾人投入心力。在與指導教授、專家學者、同儕

夥伴的討論中，以及文獻閱讀探索中，逐步釐清相關的概念，進而決定主題之方向。 

四、進入現場 

研究者自九十二年九月開始即擔任該班國文科教學工作，當時研究主題及對象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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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確定，因此只能做自由而無意識的觀察研究及省思，一直到九十三年九月之後，研

究者繼續擔任該班國文教學工作，此時研究主題也已確定，因此正式進入研究現場。 

在進入現場搜集資料期間，研究者持續閱讀相關文獻，以便對於教學現場的一些訊

息，能有更高的敏銳度及洞察力。同時，文獻的閱讀，也幫助研究者處理資料時，能避

免因先入為主的偏見所造成的缺失。 

五、資料蒐集 

根據 Yin（1984)資料的來源主要有六種，包括：參與或非參與觀察，訪談、文件、

檔案資料、人造物品。因此研究者在研究期間，盡可能地收集各種有關資料，包括有上

課講義、筆記、學生作業、會議記錄等。 

資料分析是與資料蒐集同時進行，希望一方面藉由資料的分析形成暫時性預設（

assertion），一方面再回到現場加以考驗及修正此預設（林曉雯，1994：9）；而進行文件

分析，仍是想與個案教師之教學觀點、所持知識及行為表現相互印證，以期使本研究結

果更為客觀。 

以下簡述研究者在本研究中蒐集資料及分析資料的一些方法。 

（一）觀察 

研究者利用參與觀察的方式開始作自我觀察及省思，觀察的內容主要是研究者從事

的國文科教學活動。研究者主要利用課後立即做筆記的方式，將每節上課時的教室狀況

做詳細的回顧，記錄的內容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為記錄上課中發生的事件、事件發生的

時間、師生互動狀況、班級氣氛等事項；另一部分則寫下觀察的備忘要點及研究者本身

的反省摘要，反省上課中的情況及互動。同時請同校資深國文教師進入研究的場地，擔

任偕同觀察員，協助觀察班上學生上課情形及反應，同時也觀察研究者上課之過程，事

後並給予意見，既補研究者觀察之盲點，同時也可增加本研究的可信度。 

（二）訪談 

利用訪談作為資料蒐集的方式，乃具有以下幾種主要功能（林佩璇，2000）： 

1.協助補捉研究對象的經驗和觀點，這些經驗有時只能透過口頭表達才能獲得。 

2.補充觀察不及和文獻缺乏的資料。 

3.有助於研究者和研究對象的對話，立即確認了解的程度。 

4.透過訪談可以擴展問題的層次。 

研究者在本研究中所採用的質化研究訪談可分為正式及非正式訪談，主要訪談對象

為研究者所教的學生及偕同觀察的國文同儕教師，以面對面晤談的方式進行。非正式訪

談是研究者藉由平時與學生或其導師相處中，他們言談間非預期性的對話，有時是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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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研究者提起的學習心得或家長反應等。至於正式訪談的形式採半結構式訪問，在先取

得學生及導師的同意後，由研究者事先根據研究目的及參考文獻擬定好訪談大綱，交由

研究同儕引導學生及導師做開放性的回答，做將其反應回答，藉由觀察及錄音將其記錄

下來。 

（三）問卷調查 

除了觀察與訪談之外，本研究並利用半結構性的學生問卷，希望能從個案老師的學

生獲知其對個案教師教學的看法及知覺，避免教師自我觀察與學生知覺產生落差，產生

「自說自話」的缺失，以增加整個研究的客觀性。 

（四）撰寫反思日記 

由於研究者同時還扮演了教學者、觀察者、訪問者、分析者等角色，集各種角色於

一身，為了使研究者能在教學情境中保持研究者對事物應有的客觀性，而不陷於教學者

的盲點，因此研究者利用撰寫反思日記，隨時反省自己的角色，同時進行觀念的澄清與

批判。希望能不受主觀的限制，將研究者的教學專業知識在整體的脈絡中加以詮釋理解

與批判。    

六、資料整理與分析 

資料分析是指有系統地搜尋、組織訪談逐字稿、田野札記及其他蒐集到的資料，將

之分解成容易處理的單位，發現其中重要的以及決定要告訴他人的部分，也就是透過一

系列的決定和操作，使資料分析成容易處理的過程（Robert＆Sari,1996/2001:221），以下

就是研究者處理資料的一些方式。 

     進行文件分析主要的原因，乃是希望能得到更充分的資料，與個案教師之教學觀

點、所持的知識及行為表現相互驗證。搜集的範圍則以研究者本身所發表的文章、上課

補充資料、印發之講義及指定作業或考試內容為主，一方面作為資料分析之用，一方面

亦作為資料檢核之佐證。 

    在質化研究中，資料分析與整理的階段，其實是與搜集資料同時並進的。不過，為

清楚交待研究者對於資料之處理及分析方式，詳細說明如下： 

    (一) 資料整理 

     研究者在每次上完課後，即將當節上課情形即及內容，轉譯於電腦中，並劃分為

三部分，一部分為編碼欄，其次為觀察實錄，第三部分則為心得、反省欄。所有資料皆

歸入電腦檔案中。至於訪談資料，在寫成訪談逐字稿後，則依性質不同，分別歸入相關

的檔案中：若問題與教學事件相關，或關於教師教學知識的部分，則將訪談內容鍵入相

關的觀察日誌中，補充說明，以便在呈現資料時，能配合教師本身的意見、觀點詮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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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而主題性的訪談題目，則再進一步依內容歸納分類，給予適當的標題。 

    (二) 資料分析 

     研究者依據文獻探討中關於教學專業知識的內涵，將觀察及訪談資料依性質初步

分成四類---學科教學知識(的相關資料)、一般教學知識、了解教學對象及課程知識。第

二個步驟，以學科教學知識的資料分析為例，依據文獻探討第三節國文教學的理論，將

研究者本人教範文、文化教材、閱讀、語文表達、文法及文化理解等的觀察實例依序分

類。再就上述各項語言能力之教學實況配合文獻探討的內容，逐一分析教學所採用的方

法、策略及特色，並賦予標題，再擇取其中典型的例子為證輔佐說明。至於一般教學知

識的資料分析，則依資料顯示的結果，以一般教學方法、教學計畫及教學過程為主，討

論研究者一般教學知識的內涵及展現的特色。而了解教學對象這部分依資料的性質，以

研究者對學生學科學習的困難及個別差異的了解為主。必需提出說明的是，各項資料的

歸類、分析與呈現，皆以其最適合出現的討論範圍為依據，儘量避免重複。然而，由於

教學專業知識具有融合而非界線分明的特色，因此，研究者在進行分析討論時，儘可能

以典型的例子討論，若有類似的例子，則以說明敘述帶過。 

（三）編碼 

在本研究中，類目的完整性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進行資料分析時，結合本研究的

目的。因此，研究者經由細讀轉錄後的逐字稿，從田野札記的筆記中摘錄出文句，進行

開放系統編碼（open coding），逐句逐段的檢視其所涵蓋的意義與範圍，在上面註明類

目、次標題、原件日期及出處，將其記錄於小卡片之上，將其編入不同的教師教學專業

知識屬性中，而每張卡片只能有一個主題，最後把這些資料單加以組織、分類與重新安

排，形成架構，符合研究目的與問題之所需，以便供最後階段的論文撰寫之用。 

研究者參考各項質化研究之報告或論文，其編碼方式大約可分為二種：一是以關鍵

字作為編碼，以「文字」的方式編碼；一是依據逐字稿的段落，逐次編號，以「數字」

的方式編碼。研究者依據個人之習慣，採取後者的編碼方式。進行資料分析所用的編碼

方式示例如下：「93112503」乃指九十三年十一月廿五日第三節課、「訪」乃指訪談逐字

稿，另外，亦使用英文代號加速逐字稿的整理：「T」乃指教師（研究者）、「S」乃指（

不特定的或二位以上的）學生。 

（四）譯碼 

譯碼的過程是一種發展「類別」的過程。先從文獻閱讀的過程中，先確定自己要探

索的教師教學專業知識；而在進入研究情境以後，依據蒐集到的資料，逐步的發展出每

一種教學知識類別下的次類別。至於次類別下的更小類別，則是根據不同特質所形成的

。因為研究者本身的角色是教師，加上教師方面資料取得最易，描述時會比較偏向以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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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觀點來看問題，並對觀察結果進行詮釋。 

五、退出現場 

本研究預計於民國九十四年五月底，即九十三學年度第二學期末時退出研究現場。 

六、撰寫研究報告 

撰寫研究論文和前述的收集分析與歸納資料是一個彼此循環的過程，經過不斷的反

覆收集、整理、分析與歸納來完成此研究論文。 

為了研究的方便性，研究者將整個研究流程用圖表歸納整理如圖 3-2。 

     

  

 

 

 

 

 

 

 

 

 

 

      

 

       

       

       

 

 

              圖3-2 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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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場景與對象 

壹、研究場景 

了解研究情境的場景及脈絡，將有助於掌握現場中人、事、物的發展及日後結果的

分析。 

一、學校歷史 

板橋高中創始於民國三十五年九月，本名「台北縣立文化初級中學」，校園內原有

兩棵很大很古老的菩提樹，曾經名列「校園十景」，因而以菩提園稱該校。該校於 

民國三十九年八月試辦高中部，民國四十一年二月奉准改制增設高中部，易名為「

台北縣立文化中學」，同年八月改制為「臺灣省立文化中學」，五十九年因延長九年國民

義務教育，更名為「臺灣省立文化高級中學」，民國八十九年二月一日改制為「國立文

化高級中學」。 

二、地理位置及規模 

該校位於市中心區，距離火車站、縣政府、市公所甚近，公車、捷運、台鐵及高鐵

等交通都很便利。三側面臨馬路，一側與文化國小緊鄰。唯一的缺點是校地較小，只有

3.7公頃左右，目前新舊校舍併陳，在校園蔚為奇特景觀。近幾年來，在校長及熱心家

長協助下，校園內增設不少名家藝石雕塑品，平添校園文化藝術氣息，讓學生讀書倦了

時，可以仰觀俯察，體味自然及人文妙趣，於陶冶身心頗有裨益，同學流連其中，激發

文思，情隨物遷，發而為丹青翰墨，因此該校文風鼎盛，校內每年都舉辦文學獎比賽，

學生參加校外語文活動也常稱霸北縣。 

校內目前只有幾座籃球場（兼作為升旗朝會之用），另外還有一座多用途的室內球

場，此外並無田徑跑道。學校外面是市有的運動場，可作為體育教學輔助資源，平日學

生需要跑步或上田徑課時，就由老師集體帶隊，越過大馬路到此上課。二年前學校將原

有游泳池增設溫水設備，從此學生多了一個全年可以活動之處，稍解學生活動不足之憾

。 

三、學生及師資 

板橋高中是一所位於台北縣的國立高中。全校共有男女生六十一班，其中包含數理

資優班三班，語文資優班一班，資源班一班，學生主要來自土城、板橋、新莊地區，在

尚未實施社區化之前，已有91％的學生來自鄰近地區學校，目前學校教職員工18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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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國文教師有26位，學生2480人。學生素質整齊，每年升學率不錯，幾達百分之百

，升國立大學比率也接近五成，在台北縣算是口碑甚佳的學府。 

該校學生活潑熱情，能動能靜、允文允武，目前計有社團60個。社團是學生全人

教育的重要環節，藉著社團活動豐富學生生活，培養身心健全之21世紀青年。 

該校教師學養豐富，大部分是師大（院）畢業生，其中擁有研究所（含四十學分班

）以上學歷者之比例高達85％，教師平日用心教學，孜孜矻矻，為求校譽之昌榮而努力

。 

貳、研究對象 

一、以高中教室現場為觀察場域之考量 

高中生經過一場升學考試的洗禮，程度比國中生高很多，尤其本校更是一所不錯的

國立高中，學生的素質更排在全國前幾名，加上學生的發展已全然進入「形式運思期」

，在想法及思辨上較成熟，各種奇思異想也比較多，教學刺激因而比較大，作為觀察的

班級可蒐集的資料也比較豐富，尤其對「文化教材」的體認也比國中生深刻，且研究者

挑選的以「誠」的理念為核心的教學實踐，及涉及的意涵比較深刻，與高中教材的聯接

較密切，因而挑選高中教室作為觀察場域。 

二、觀察班級的選定 

研究者挑選的為三年一班，挑選該班的理由為研究者是該班國文教師，方便就近及

較長期觀察，尤其研究者要探討的主題與「誠」有關，「誠」意的呈現及相關內容主要

出現在「中庸」中，而現行高中文化教材的編輯都將中庸「誠」這部分安排在高三教授

，因此選定高三班級為觀察對象實有其主觀及客觀之因素。 

觀察之班級內部規模及相關位置約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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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 研究現場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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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素質與表現 

文化高中學生都曾經過升學考試洗禮，因此素質整齊。研究者選定之班級為第一類

組學生，全班49人，全部是男生。該班由於都是男生，因緣湊巧，各路「英雄好漢」

都齊聚該班，上課秩序維持是一門學問，也是任課老師的挑戰，尤其每節上課都有少數

固定的幾位同學「夢周公」，研究者上課常要擔任「搖夢者」的角色。 

該班各科成績在該校第一類組的排名中常是「孫山」之列，國文亦是如此。不過大致而

言，多數學生仍用功勤學，未來升學應該也有不錯表現。 

參、研究者背景 

研究者進入研究場所，建立其於該場所中的角色，是十分重要的，因為這一步驟影

響其於研究場所中和參與者的互動行為，進而影響到其所能蒐集的資料範圍和深度（黃

政傑，1996）。本部分以參與觀察、我的省思二面向，探討研究者的角色。 

一 、個案教師的基本資料 

研究者民國 69 年畢業於國立師範大學國文系，82 年國立師範大學國文四十學分班

結業。畢業後分發至新莊新泰國中實習及任教，其間除兼任導師工作外，亦曾兼任教學

組長、補校訓導組長，民國 81 年獲聘至國立高中服務至今，其間兼任過導師、秘書、

學務主任，現在則回任秘書的工作，並負責高三國文科教學。 

二、家庭成長背景 

研究者從小生長在鄉下農村，父母很早就到台北打拼，研究者一職和祖父母助在一

起。祖父母一直告誡研究者，雖然家裡世代務農，但是唯有讀書將來才有出路，這個觀

念一直根深蒂固的烙印在研究者腦海中。因此研究者的成長過程是一路用功上來的。 

鄉下是一個無限寬廣的世界，可以幕天席地，廣袤的沃野無形中塑造了胸中浩浩的

丘壑，而小橋流水則孕育了細密的情思，鄉下本身就是伊本大書，徜徉其中可以多識草

木鳥獸蟲魚之名，在仰觀俯察中，自然與「國文」或「文學」的情境若合符節，或許後

來會走上文學之路和鄉下這一片無言的土地有某種關係吧。 

三、求學過程 

研究者國中讀的是私立中學，在這裡碰到一位教數學的導師，他卻要求我們寒暑價

要閱讀「徐志摩」、「紅樓夢」、「老殘遊記」等經典作品，當時只因為「師言不敢違」，

即使仍然蒙昧愚騃，還是一頭栽入。而今想來還真虧有這段遭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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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為了和父母團聚，因此北上台北參加「北聯」，當時雖然僥倖考上「師大附中

」，但在父母心中仍不甚滿意，因為他們只知「建中」，而不知其他。但是「師大附中」

畢竟是名校，薈萃各地的菁英，因此崖就者的功課一下子掉到谷底，心情也隨之憂鬱起

來，尤其英語課，老師剛開始全部以英語授課，此時第一次領略到何謂「鴨子聽雷」的

況味。隨著功課依然沒有起色，加之城市小孩，不管月曆見識或物質生活，都非我這個

「鄉下佬」能及的，因此心情沮喪也日益滋長，直到後來碰到一位循循善誘的老師，在

他耐心的輔導下，終能撥雲見霧，讓人生長河又度過一個曲折而往前邁進。 

在求學過程中，父母一直是支持我的，但是當我高中畢業參加大學聯考，選填國文

系時，父母終於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他們以為男生應該念醫科或法商，孰料研究者竟

去念一個沒有「錢」途的國文系。這次事件在家裡蔓延很久，研究者記得似乎到大學畢

業，父母依然耿耿於懷。直到研究者開始教書，在各方面都表現上差強人意後，父母才

不再重提這檔事，而研究者終於可以放懷馳騁在國文天地中。 

四、教書生涯  

研究者大學畢業分發國中，開始教書，將一聲的理想及大學四年所學，盡情施展在教

學中，尤其在國中教的都是當時所謂的升學重點班，雖然必須時時「鞭」策學生成績，

但因學生程度高，研究者得以享受「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樂趣。從此一路行來，浸淫

在「好為人師」的快樂中，有些學生後來也成為老師，於是教育的香火得以薪傳不絕。

即使現在調到國立高中，依然以「樂在其中」的姿態繼續在國文教學領域中仰其足而並

馳。 

肆、「我」的省思 

以研究者自身為工具對研究對象進行觀察與訪談之研究方式，不論是在觀察期間或

分析資料時，難免會涉入研究者自身的一些經驗背景，這就是詮釋學者所謂的「成見（

pre-judice）」，詮釋學大師 Gadamer認為，成見並不是一件壞事，而是理解新事物所必須

的先前理解；相反的，我們可以藉著這種先前理解來批判自身的限制以和我們所觀察到

的現象，進行視域的融合（畢恆達，1996）。 

在進行前導研究之時，研究者是以一張「白紙」的心態進入現場從事資料之蒐集，

並且在前導研究過程中，對於個案教師的探討多傾向於教師教學專業知識的來源與教學

行動過程二面向；然而，在不斷聚焦和反省之後，研究者發覺，此二面向之研究有其缺

漏之處，也就是說，不論是哪一個科目或哪一階段之教學，其教師教學專業知識來源與

教學行動過程，概未能突破前人之研究範疇。易言之，國文科的教學專業知識之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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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身為國文科教師應有怎樣的覺知或信念，而此種覺知或信念是其餘諸科目所無法

取代？國文科教學到底有何重要性？尤其在資訊科技凌駕一切之上的廿一世紀，如何讓

「國文」發出新意，歷久彌新，既與時代結合，又能發揮傳統「明聖」、「宗經」之效？

以上諸問題一直在研究者心中縈繞不去。 

在經過與指導教授、國文系教授、國研所研究生、以及教研所同儕不斷討論之後，

研究者得到了新的啟發，即是：國文科教學肩負著文化傳承的使命，此文化傳承的具體

實踐，便是中華民族獨具之「誠」之意涵的開展；此乃國文科教學的重要特色。 

基於此新的啟發，研究者回過頭仔細重新省思中國文化的精神，一方面回歸到中國

學術經典中，對文獻逐步加以探討，一方面透過正式邀請之個案教師身上，觀察此一文

化精神傳承之具體呈現方式，冀能對中華文化核心「仁」的圖像作一重塑。當然，研究

者並不顧忌「我」的角色在此研究過程中的詮釋或展現，乃因質化研究是研究者和參與

者共同建構的過程，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的涉入是不可避免的，研究者乃透過不斷地

省思，以達成研究的合理性；另者，也因著這個研究進行的過程，研究者對國文科教學

有了更深刻的體悟，將來再次回到教學崗位後，更能無畏地扛起這種文化傳承的使命。 

伍、課程及教科書 

現行高中早已實施「一綱多本」政策，各科使用之課本及文化教材都由各校個科教

學研究會討論後決定。研究者任教之學校，除第一年使用他本教科書之外，一直以來都

選用「康熙」出版社編印之課本及文化教材。之所以會一直選用該版教科書，最重要理

由是：該版首先創造「書中書」的編輯概念，方便教師備課。所謂「書中書」是編者將

各課相關補充資料直接編印在書頁空白處，或另外差頁，方便教師查閱。以往課本相關

補充資料都需要教師從「教師手冊」中抄錄，該版本之創新編法贏得研究者學校多數同

仁之認同而決定採用，後來雖然其他出版社群起效法，甚至有更豐富的資料提供，怎奈

大家已習慣該版本，懶得更換新版本需要重新準備教材，因此「康熙」版的教科書就這

樣被沿用下來。 

 

 



 

 110


	第一節、研究方法
	第二節研究架構與流程
	第三節研究場景與對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