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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設計研究方法與設計研究方法與設計研究方法與設計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論述分析論述分析論述分析論述分析 

    

壹壹壹壹、、、、論述的意涵論述的意涵論述的意涵論述的意涵 

論述（discourse）最早使用在語言學或文學的研究領域中，論述的概念最初 

乃是一連串的語言（Harris, 1952），近來在許多學科中廣泛運用論述一詞，論述

已成為一個重要的概念，Jaworski 與 Coupland（1999）在《the discourse reader》

一書導言界定論述為一個跨學科領域的運動，同時列出十多種基本的論述定義。

Sara Mills（2004）在《discourse》一書中蒐集英文字典對「論述」所下的定義，

發現論述與口語溝通、對話、寫作、語文分析的文本等口頭傳播討論相關，無怪

乎，有人將 discourse 翻譯成 「言說」、「話語」。探究 discourse 字源，該字出自

拉丁文 discursus，就其動詞義有來回跑動的意思，名詞義則是前進的進程、過程。

延伸在語言使用上，意謂運用語言往返完成相互了解的目的（蘇峰山，2004）。

換言之，人們使用語言以相互了解、彼此往來的動態過程就是 discourse。 

 

由言說、話語的意思延伸而來，Laclau 與 Mouffe 將論述定義為：所有發聲 

實踐（articulatory practice）所組成的結構整體（the structured totality）（Jorgensen 

& Phillips, 2002），其主張的論述，乃是結構中不同位置（moments）的發聲者，

對於某一節點（nodal point）賦予意義關連的集合，此集合乃是由語言、行動、

價值、信仰、符號、物體、工具等各種元素組成，獨特且能識別，亦可從中析究

出特定時空背景下的某種認同（identity）與行動（action）(Gee, 1999:18)。Gee

（1999: 99）認為論述是在「語言的結構、形式和這些論述對於世界、關係和身

份嘗試建構之情境意義」，是這兩件事情之間來回穿梭地相互循環的歷程，換言

之，論述是一種過程，是社會文化語境下互動過程的產物，隱含語言的結構、行



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設計 

 

 
62 

 

動的建構及身份的認同。 

     

Fairclough 將論述的概念再擴充，認為論述為其與社會關係與社會歷程之間

的辯證關係，他認為論述是透過社會實踐與結構所形構，也就是說，論述能夠以

社會實踐的方式，再現或改變知識、認同、權力與其他社會關係（Jorgensen& 

Phillips, 2002: 60-66），換言之，論述與社會結構間呈現一種辯證的關係，一方面

論述的塑造受到社會結構限制，另一方面論述對社會結構的相關向度，也有社會

性建構的作用（倪炎元，2003：73-74）。 

     

當代人文社會科學對論述的了解深受傅柯（Michel Foucault）影響，對傅柯

而言，論述不單只是言談行為，是一種陳述的系統，其中隱含許多規則，這些規

則透過分類機制、權力關係與知識系統來操作，形成社會知識的特殊領域，社會

現實世界透過論述為世人所了解、應用且運作，進一步形成主體與客體間的權力

關係（廖炳惠，2003：82-85），意即 Foucault 認為擁有權力者乃藉由微妙的機制，

影響論述與社會生活，而人類的歷史文化正是由各式各樣的論述組構而成，不同

論述之間的消長與鬥爭，則顯示出其中複雜的權力變化（Foucault, 1972），而所

謂的合法化知識，必然透過論述的實踐。之後，學者們多依循 Foucault 所提出

的論述概念出發，認為論述乃是知識與權力運作的產物。 

 

由上所述，眾多學科使用「論述」一字，依學科需求賦予論述相關意涵，因

此，要為「論述」一詞下出完備的定義並不容易，也因此，在社會科學研究中，

論述一詞很難有完備的定義（Phillips& Hardy, 2002）。雖然不同學者對於論述看

法角度有所不同，但其仍有一些共同可辨識的概念，包括語言是組成論述的基本

元素，論述是主體站在不同位置所呈現出一套言之成理的說法，進一步，論述是

一個動態的歷程，論述背後隱含著特定的時空脈絡、認同關係與意識型態，並且

與社會結構形成一種動態的關係。因此，本研究將論述定義為：某種可辨別而言

之成理的一套「話語」，代表主體身處的社會脈絡與認同關係，並與社會結構進

行一種辯證關係，而話語背後蘊含著主體的意識型態與權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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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論述分析的意涵論述分析的意涵論述分析的意涵論述分析的意涵 

論述分析顧名思義就是以論述做為研究對象的分析，由上所述，眾多學科使

用論述一字，依學科需求賦予論述相關意涵，儘管對論述一詞看法分歧，但若從

理論傳統層面區分，尚可將論述分析區分為受英美傳統及歐陸傳統影響兩大類。

英美傳統是指英美語言學、批判語言學、社會心理學等傳統；而歐陸傳統則與後

結構主義相關的哲學思潮與文化理論有關，前者受功能主義語言學觀點影響，處

理特定脈絡下文本的語言使用，是社會實踐中的語言運用；後者可所溯源至結構

主義的語言觀傳統，落在後結構主義脈絡下，處理一組被規約陳述的生產與傳

布，針對特定歷史條件所允許，建構客體之系統陳述的研究（林子斌，2005：

61-62；倪炎元，2003；Mill, 2004: 1-7）。 

 

一、英美傳統論述分析 

兩大傳統中的英美傳統論述分析發展深受英國語言學家 Michael A. K. 

Halliday 的影響，Halliday 以功能來研究語言，指出語言結構和社會結構是相互

創造的過程，語言不只傳遞社會秩序，同時也維持和調整社會秩序（Halliday, 1978: 

186），語言系統內部的各個要素與社會大系統的諸要素有縱橫交錯、相互滲透的

聯繫，此一立場影響社會語言學、批判語言學、日常語言分析、會話分析、敘事

分析等論述分析的立論基礎（朱永生，1993：93-94），持這種立場的論述分析學

者，將論述視為大於句子的分析單位，雖然也關心語言與社會面向關係，但尚未

明顯涉及主體、意識型態、權力等課題。 

 

等到 Roger Fowler 提出批判語言學概念後，語言的功能跨越了純粹功能語言 

學的疆界。批判語言學除了檢視公開論述背後的符碼形式、意識型態，並在社會

形構的脈絡中檢視論述的運作，批判語言學不只是語言學的，更是批判的（蘇峰

山，2004：9），其運用語言學技巧將新聞、報紙等文件當中的誤現、歧視、與曲

解等揭露出來（Fowler, 1991）。 

     

Fowler 所發展的批判語言學，啟動了 1980 年代後期批判論述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的發展，1990 年代批判論述分析開始受到學者的關注，是論

述分析中最具影響力的分支之一，批判論述分析不只承繼英美語言學的發展，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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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廣泛接觸歐陸的思潮，也接受後結構主義與傅柯對論述的看法，主要提倡的學

者有Norman Fairclough、Teun A. Van Dijk、Ruth Wodak等人（Blommaert & Bulcaen, 

2000: 471）。批判論述分析以社會建構論作為假設，提供系統性、批判性的分析

架構去探索論述的效果（Ainsworth & Hardy, 2004: 236)，其中的權力關係、不平

等現象，是批判論述分析關注的焦點，政治、種族、性別、意識形態、教育相關

論述等是批判論述分析常常探討的主題（Blommaert & Bulcaen, 2000: 447-451）。 

 

二、歐陸傳統論述分析  

    歐陸傳統的論述分析是以傅柯論述分析為宗的研究策略，在後結構主義典範

之下，歐陸傳統的論述分析認為符徵與符旨之間的關連發生斷裂，指意過程成為

符徵的滑動，則操縱一組符徵組合的規則，以及背後的制度基礎與權力關係逐漸

被重視，而傅柯的論述觀點在此得以連結（盛寧，1997：69）。嚴格地說，傅柯

本人從未直稱自己的研究途徑為「論述分析」，傅柯所用的名稱是考古學

（archaeology）分析與系譜學（genealogy）分析（林子斌，2006），但後代追隨

傅柯的學者習以將其分析途徑統稱為論述分析。 

 

    傅柯考古學的論述分析主要探討人在無意識中受到語言影響的問題，當某一

個事物被特定知識納入對象領域，也就在語言中得以陳述，並進入論述領域，此

一論述實踐的規則組合，就構成論述的形構系統，其間存在著一系列複雜的機

制，透過這些機制的運轉，才能使事物被說出來（倪炎元，2004），因而論述分

析就是要揭露其間所運作的機制，處理一組被規約陳述的生產與傳播。 

 

從考古學到系譜學，傅柯擴張專注的焦點，開始注意各種「權力」在語言象

徵層面上的體現，將關注焦點調整到知識與形成知識的各種「力」之交互影響的

環節。因為權力的運作，使得知識形成必須遵循一系列的規則、標準與程序，涉

及各種信念、分類及慣用的方法，因為權力的運用，形成不均等的支配關係，包

括容納那些、排斥那些，那些位於中心、那些被斥於邊緣（Foucault, 1980），在

分析上重點放在權力，將權力作用引伸出來，將隱藏在陳述背後不足為外人道的

起源與功能揭露出來。由前述可見系譜學的論述分析擴張考古學的論述分析領

域，兩者之間能夠互相互補，使得理論與實踐之間能更有效的結合（Kendall & 

Wickham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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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所言，由理論傳統加以區分，論述分析可粗略分為英美傳統與歐陸傳

統，但兩者仍有其結合之處，彼此都與話語的探討有關，且真正在實際研究的運

用上，沒有單一一種途徑或組合是具支配性的，端看研究者本身如何靈活運用，

而本研究因研究的需求與研究者的興趣，將以傅柯的論述分析概念為本研究的進

路與方法，以下將就傅柯論述理論中的主要概念做一簡要介紹。 

 

（一）陳述（statement）的特性 

傅柯的論述分析中，陳述是論述的最基本要素，而所謂陳述不是邏輯學所稱

的命題、語法學家所稱的句子，也不是語言分析家所指稱的語言行為（speech 

act），它是一種事件，一種對外在歷史事件等同、非連續性的獨特事件。它有若

干特性（倪炎元，2003；Foucoult, 1972）： 

1.陳述是由一系列關係決定的，它必須是指稱某種其他的東西，陳述與陳述所表

達的東西之間的關係不是確定的對應關係，不是像能指和所指是確定的對應關

係。 

 

2.陳述是由它與主體關係所決定的，在這裡主體不是我們通常認為的作者，而是

一種中空的功能，可以由任何個體在其表述陳述時加以填充。同一個體在一系列

的陳述中可以佔據不同位置，充當不同主體。 

 

3.陳述無法孤立運作，陳述的運作需要一個關聯領域，不可能有所謂中性、獨立

的陳述，它始終屬於複雜關係網絡。 

 

4.陳述有其特殊的物質性，這種物質性不是指其所佔據的空間，而是指其擁有編

排與複製的可能性，換言之，陳述與其他物質產品一樣，是可以流通、改造與變

化的，陳述具有再謄寫的可能性，以及可使用不同的表述方式來重複陳述的本質。 

     

（二）論述的特性 

論述是由相關的陳述所組成的，它以某種方式黏附著相關陳述以產生意義和

影響，使得論述具有支配性和生產力（Carabine,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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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具黏附性（cohere）：論述可以是一個議題或主題，可透過說詞、文本、書寫和

實踐等方式被談論與討論，有時候甚至以各種不同和矛盾對立的方式被論及，這

就是所謂的黏附，論述的黏附性就是針對一個主題營造出一個圖象或再現某個議

題。 

 

2.具生產性：就傅科而言，論述是具生產性的，論述製造出所要談論的對象與主

題，論述建構主題的特定說法，使其如同真實一般，在特定時刻定義和界定了什

麼成為真理。論述也會受到其他主流論述的運用，且彼此會相互影響，以產生出

新的方式來概念化議題或主題。此外，論述會使人掉入規範性的觀念和常識性的

概念中，傳達好/壞、道德/不道德以及可接受/不可接受的行為，這些再現或談論

的方式不只傳達了論述的意義，也使論述造成有形的影響。 

 

3.具稀釋性：雖然論述的形塑中包含無述的陳述，但陳述並非漫無止盡地擴充延

展，陳述都是在稀釋性的規則下運作的，換言之，在論述建構的過程中，原本指

涉龐雜的意義結構，要如何看起來像是一套有中心思想的論述，讓訊息或知識的

傳遞具有明顯的開端和收尾，便需將所指涉的事物予以孤立化、簡單化，這就是

所謂論述的稀釋原則（卯靜儒、張建成，2005）。 

 

對傅柯而言，一旦可以描述一批陳述之間的離散體系，可以定義事物之間、 

陳述類型之間、觀念之間或主體選擇之間的規律性（秩序、相關關係、地位和功

能、轉化），就可以稱得上在研究論述的形構，因此，探究形成論述之陳述組合

間的關係與規則，就是在尋找一個論述的形構（卯靜儒、張建成，2005）。本研

究透過傅柯的論述分析，探究「人本」管教論述的形構過程，研究「人本」管教

論述的陳述主軸與陳述策略為何。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設計研究設計研究設計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取論述分析的方式來探討人本教育基金會的管教論述，藉由訪談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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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以及「人本」出版品的文件資料蒐集，來獲取本研究所需的分析資料。以下分

別說明採取論述分析法的理由以及本研究的資料蒐集方式。 

 

壹壹壹壹、、、、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本研究探討主題為「人本」的管教論述，「人本」成立將近二十年，社會時

空、政治環境、階層屬性的醞釀，再加上媒體的推廣效應，使「人本」成為目前

臺灣社會中勢力獨大的教育團體，也是臺灣社會中最關注管教議題的教育團體，

各種因素使得「人本」的管教論述目前在臺灣具有某種程度的「權威性」，任何

論述在社會具有影響力的時刻，就有解析與檢驗之必要。 

 

論述分析的過程涉及對於各種社會現象的詮釋行動，意即論述分析方法論具

備自我反思的特性（游美惠，2000：27），能夠對於語言、論述、文本等如何影

響社會機制，提供更深入的瞭解（Luke, 1997），此外，論述分析方法也強調對於

不確定意義的深入質疑（Wood & Kroger, 2000），能夠深入瞭解何種價值理念與

運作規則主導著「人本」管教論述的發展，以及又有那些可能性被排除，因此，

在「人本」管教論述對於臺灣教育發揮影響力的時刻，運用論述分析來檢視「人

本」的論述格外具有價值，可以解析逐漸被接受的知識或價值體性。 

 

本研究傾向採用傅柯式的論述，對傅柯而言，論述分析是一種論述成形歷程

的找尋，論述是屬於同一論述形構的陳述群組合而成，陳述就是論述的最基本單

位， 本研究借用傅柯式前期考古學的論述分析概念，研究文本中陳述的排列，

探討陳述組合的規則，檢查若干陳述重複呈現的方式，進而描述這些陳述的排列

是循何種原則進行安排，而後再借用傅柯式後期系譜學的論述分析概念，探討論

述形成怎樣不均等的支配關係，探究論述的規則如何形成分類、信念及慣用的方

法，如何容納、擴大那些陳述，將那些陳述放在中心，而對於那些陳述又採取隱

藏、忽視、排斥的方式，容納了那些？排斥了那些？那些推移到中心？那些又被

推擠到邊緣（倪炎元，2004：59-61）。因此，本研究藉由傅柯的論述分析，進而

探究「人本」管教論述對於學校管教產生那些後續效果，學校教師因為這些效果

產生怎樣的迴響。 

 



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設計 

 

 
68 

 

貳貳貳貳、、、、資料蒐集方法資料蒐集方法資料蒐集方法資料蒐集方法 

論述分析方法論在哲學層次上雖與其他研究方法有所區隔，但當真正使用

時，論述分析與其他質性研究方法的界線卻是模糊（Phillips & Hardy, 2002），

因而在進行分析時，因其不同的研究目的有不同的資料蒐集方式。本研究旨在

探究「人本」管教論述的論述情況，以及「人本」管教論述與教學管教現場的

互動情形，是故，本研究交叉蒐集訪談與文件資料，進而增加分析的完整性與

豐富性。 

 

一、文件 

    Fairclough（1995）主張詳盡的文本分析可以加強論述分析，讓社會研究的

立論更有根據且能提供更多的洞見，因此文本分析是論述分析相當重要的一部

份，但是若僅從單純分析文本結構，則無法看出文本在社會中是如何被使用的，

也無法探究文本與讀者在社會情境當中交集互動的情形，因此不能將文本分析的

結果視為獨立的分析客體，應將建構文本所使用的論述，以及這些具有建構論述

之效用的社會文化，都納入分析的範疇（游美惠，2000）。本研究將進行有關「人

本」管教論述的文件蒐集，將以《人本教育札記》為分析文本，再與訪談結果相

互對照與映證，綜合歸納出「人本」管教論述。 

 

二、訪談 

本研究除探討「人本」管教論述的發展情形之外，也將借用半結構的訪談探

索「人本」人員及國中教學現場行使管教的關係人，對於「人本」管教論述的想

法，從相關關係人的立場與想法進一步了解「人本」的管教論述，釐清「人本」

管教論述與學校管教現場吻合、重疊、斷裂、不一致的情況，進而探索「人本」

管教論述中包含了那些？忽略了那些？那些被刻意突出？那些被刻意淡化？把

那些放在管教論述的中心，而那些又被擺置到管教論述的邊緣，甚是忽略不談，

因而得以解析「人本」管教論述的價值立場、社會認同與信仰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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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資料的蒐集與整理資料的蒐集與整理資料的蒐集與整理資料的蒐集與整理 

 

    本節將對本研究的資料蒐集與資料整理做一說明，先說明文件資料蒐集的原

則，再敘述訪談資料蒐集的原則，最後說明研究資料的整理與分析方式。 

壹壹壹壹、、、、文件資料文件資料文件資料文件資料的的的的蒐集蒐集蒐集蒐集 

「人本」發展近 20 年來，已累積相當豐碩的出版品，有每月定期出版的《人

本教育札記》，已發行 227 期左右，此外，還有「人本」有聲書、人文及教育系

列叢書、人本數學想想期刊及人本之友會訊，相關文本雖然都是以「人本」理念

為出發的刊物，但是範圍過於廣闊且龐雜、類型過於複雜且多元。實際上，論述

分析在操作時，必須選擇有範圍的某些材料做為研究對象（倪炎元，2004：79），

因此，為限縮本研究的文件資料範圍，研究者將以「人本」出版品中俱全方位且

代表性的《人本教育札記》為文件蒐集對象。 

 

《人本教育札記》是由「人本」全權主導的一本雜誌，整本雜誌貫穿「人本」

的理念，雜誌成為「人本」重要的發聲機制與活動的忠誠記錄角色，詳實記載「人

本」的行動、活動等各種記錄，比起其他「人本」發行的刊物，《人本教育札記》

從 1989 年至今出版不輟，其他人本出版品的精彩內容，札記也會加以節錄與介

紹，「人本」透過每月出刊札記，形構出屬於「人本」理念的論述，具體展現「人

本」論述的作用力。 

 

《人本教育札記》主要的內容大部分與「教育」相關，但並非整本札記都

以「教育」貫串所有主題，確切來說，內容題材的取決來自「人本」組織目前所

關心的教育與社會議題，或「人本」想要傳達給讀者的資訊與觀念。翻閱近一年

的札記，其主題大約分為「特別企畫」、「專題報導」、「親職教育」、「森小故事」、

「人本活動」、「申訴專線事件」、「教與學的思考」、「文化書寫」等，其主題名稱

會依需求有所更動，但札記的讀者訴求非常清楚，是針對家長、教師、以及關心

教育或「人本」的人士所出版的刊物，儘管札記編排時有改版，但主題主軸仍舊

以師生關係、親子教育、教育政策、校園事件、人本理念與活動幾大方向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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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札記執筆者可分為幾類：「人本」要角、基金會人員、「人本」邀請的特稿作家，

以及投稿的家長或老師。札記內容非常豐富，本研究將蒐集《人本教育札記》中

以管教為主題或是涉及管教議題的相關文本，解析如何透過札記的陳述，形塑或

描繪出「人本」管教論述的論述形構。此外，本文在引用《人本教育札記》之文

本時，為使版面俐落、乾淨，附註形式將以「內文（年代：雜誌期數：雜誌頁數）」

的方式呈現，而本研究所參考的所有文本將以附錄的形式詳細羅列在附錄二。 

 

貳貳貳貳、、、、訪談資料訪談資料訪談資料訪談資料的的的的蒐集蒐集蒐集蒐集 

一、研究對象選取原則 

    論述分析是根據其理論觀點與研究目的來選定其分析資料的，換言之，研究

對象被選定在於他是「典型的」（typical）而非「異常的」（exceptional）(Taylor, 

2001:24-25)，本研究旨在探究「人本」管教論述，因此以立意抽樣的方式尋找研

究對象，在尋找研究對象時主要有兩個原則：第一必須對於「人本」有一定的熟

悉度，與「人本」有一定的接觸程度；第二有實際國中教學現場的管教經驗。依

上述原則，本訪談對象主要分成幾大類：「人本」的核心幹部、認同「人本」理

念並在教學現場付諸實現的教師、參加過「人本」相關活動的教師、因管教事件

被「人本」關注的現場教師、與「人本」有所接觸的教育行政人員，以及具有管

教經驗的國中現場教師。六大類別中的訪談對象可能同時兼具上述類別的兩類以

上，但訪談對象都不違反尋找研究對象的兩大主要原則。 

 

二、研究對象介紹 

    研究者在不同關係人類型中，選取 2 到 3 位能夠提供豐富資訊的人員做為訪

談對象。在「人本」的核心幹部部分，選取 2 位「人本」的重要核心幹部，2 位

幹部都是「人本」資深的工作人員，2 位人員已在「人本」工作十四、十五年，

工作內容都有涉及本研究所關心的主題。在認同「人本」理念並在教學現場實踐

教師的部分，研究者選取 3 位代表，3 位都因參加過「人本」的課程與活動，受

到「人本」理念的感召，進而在教育現場加以實踐「人本」的管教理念。針對參

加過「人本」相關活動的教師，研究者選取 2 位教師代表，其中 1 位老師從高中

時期即是高中人本社的成員，在大學師資培訓過程中，曾經參加「人本」森林育

活動員的培訓與擔任假日青少年的義工；另外 1 位，擔任過森林育的活動員與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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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上過史英先生在台大教育學程開設的課程，也閱讀過許多「人本」出版的書

籍與札記，了解「人本」理念之後，2 位對於「人本」管教理念有其反思與想法。

因管教事件受到「人本」關注的教師，這部分研究者先是在「人本」網站、報章

媒體尋找相關的人選，再透過既有的人際網絡互相輾轉介紹，再跟這些教師取得

聯繫，研究者表達自己研究關懷之後，獲得 3 位人選同意，得以進一步訪談獲得

研究所需資料，3 位訪談對象都因為管教事件受到「人本」關注，有的曾引起媒

體的關注與報導、有的則是與「人本」經過協商過程，事件發生之後，3 位對於

「人本」與管教也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與想法。與「人本」有所接觸的教育行政人

員，研究者選取 2 位，2 位都是資深的教育工作人員，擁有豐富的教學與行政經

驗，1 位目前是國中校長，曾受邀擔任「人本」相關營隊的講者，過往一段時間

曾與「人本」成員有密切往來經驗，另 1 位目前則為全國教師會的重要核心人員，

學校行政經驗完整，對於「人本」管教議題相當熟悉。最後，研究者選取 2 位一 

般教師，2 位教師從大學畢業之後，一直擔任國中導師職務，1 位已有 20 年的年

資，另 1 位則有 15 年的資歷，教書經驗與自我歷練使得 2 位教師對於校園管教 

相當有自己的見解。為了確保受訪者身份的隱密性，研究者在訪談資料的引用

上，皆以身份帶碼的方式模糊化處理，減少受訪者曝光的可能性，受訪人員的身

份代表如 3-1 所示。 

表 3-1訪談對象身份代碼表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職別 身份代碼 人數 

「人本」核心幹部 人 1 人 2 2 

實踐「人本」理念教師 教 A1 教 A2 教 A3 3 

參加「人本」活動教師 教 B1 教 B2 2 

因管教事件受「人本」關注

教師 

教 C1 教 C2 教 C3 3 

資深國中導師 教 D1 教 D2 2 

學校行政人員 行 A1 行 A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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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訪談進行的說明 

（一）訪談的方式 

本研究採取半結構式的訪談，研究者根據研究目的擬定訪談大綱（參見附錄

三），由研究者利用言語將研究目標清楚地表達出來，而後根據受訪者對於問題

的了解與詮釋來回答，所以回答的內容是傾向受訪者對於真實的認知與想法，但

訪談指引只是作為進行訪談的輔助工具，讓受訪者了解訪談的目的與方向，避免

訪談過程偏離問題意識，隨著訪談的進行，研究者會採取開放的訪談態度，隨著

訪談當時的情境脈絡與訪談者的回應，來彈性斟酌與調整訪談的內容（Patton, 

2002），在訪談的過程中，如發現更多值得探究的現象，亦會加以詢問。 

 

（二）訪談的進行 

    在訪談之前，研究者都親自先用 email 或電話徵詢受訪者接受訪談的意願，

誠懇說明研究者的來歷與目的，表達研究者對於該研究的關懷與興趣，並且說明

研究的主題、訪談的方向與進行的方式。訪談的內容主要在於詢問各個關係人對

於「人本」管教論述的理解情形，以及各個關係人與「人本」管教論述的互動情

況，以及他們對於「人本」管教論述的期許與想法。在經過受訪者同意之後，進

一步確定受訪者的時間，並先寄給受訪者訪談大綱，因此，在進行訪談之前，受

訪者已經清楚知道訪談的方向與問題，但訪談進行並不完全受限於訪談大綱，儘

量讓訪談者暢所欲言表達自己看法，研究者會根據受訪者所呈現的事實，彈性的

調整訪談內容，並且在訪談過程中追問，受訪者想表達但研究者不夠明白的地方。 

 

本研究每次訪談時間平均為兩小時至四個小時不等，研究者會先徵詢受訪者

的意願，決定是否使用錄音筆，說明錄音筆的使用在於能夠協助研究者整理訪談

內容，以求訪談資訊的完整性與確實性，所有的訪談者對於研究者使用錄音筆的

情況未有質疑，只是有些受訪者一開始錄音會有緊張的狀況，但隨著訪談的進

行，受訪者也會逐漸忘記錄音筆的存在。在訪談的過程中研究者也會速記一些訪

談重點，訪談結束後立即將內容整理出來。訪談結束後在受訪者願意的情況下，

請其推薦適合或相關的訪談對象，以及透過受訪者獲得其他研究對象的聯絡方

式，以滾雪球的方式，找足本研究所需要訪談的人選與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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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訪談注意事項 

    本研究訪談不同角度的關係人對於「人本」管教論述的看法，不同角度的人

可能對於「人本」管教論述抱持著不同的信念與立場，故有些受訪者可能對於某

些議題或問題會特別敏感。在訪談過程中，受訪者可能會透過回答或問題來尋求

研究者的認同，然而，在訪談過程中，研究者應該盡量保持中立，若選擇認同某

一種觀點，將會難以接觸到其他立場的意見，因此，研究者在面對所有訪談者時，

自我要求以求教、學習的心情面對所有受訪者的觀點，對所有立場的受訪者都要

能同理的傾聽，設身處地了解他們的意見與想法，以獲得本研究珍貴的資料。 

 

參參參參、、、、研究資料的整理研究資料的整理研究資料的整理研究資料的整理 

    本研究的主要資料來源是文件資料和訪談記錄，因此在資料蒐集的過程中，

同時進行資料整理與分析的工作，並閱讀相關文獻資料從中尋找出資料中的研究

焦點，因此資料整理與分析的工作是相當重要且持續不斷直到研究完成為止。在

文件資料的整理方面，研究者將依照其時間先後次序編號，以在資料分析需要

時，能夠適時地提供佐證。研究者在研究的過程中，將不斷尋找訪談對象，在每

一次訪談結束，立即進行初步的檢視和整理，以求此次的訪談經驗能夠成為下一

次訪談的先備知識，抑或針對訪談內容疑惑之處再以電話或電子郵件與該受訪者

聯繫，以做進一步的確認，最後並將訪談內容繕打成逐字稿，再檢視是否內容有

不清楚的地方，若遇到錄音不夠清晰的地方，研究者會以電話追問的方式請教受

訪者。根據上述研究資料的類型，本研究在資料整理後均加以編號，以利於後續

資料的管理與引用，其編號情形如表 3-2： 

 

表3-2  資料的編碼說明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資料類型 資料標碼 代表意義說明 

訪談資料 （訪教 A1：20080401） 2008 年 4 月 1 日訪談代號 A1 教師的訪談

記錄 

文件資料 （文件 1995：73：38） 1995 年，《人本教育札記》第 73 期第 38

頁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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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資料的分析方式資料的分析方式資料的分析方式資料的分析方式 

面對龐雜的資料，其挑戰性在於要從大量的資料中尋找出意義，並從研究事

務中辨別出具有重大意義的組型，為資料所揭示的實質內容建立架構（李奉儒、

吳芝儀譯，1995），因此，分類編碼成為分析與詮釋資料的重要工作，研究者將

持續反覆閱讀和檢視訪談資料與文件資料，針對每份資料進行資料編碼的工作，

對於資料中所呈現的主題與概念進行編碼標示，嘗試從眾多資料中尋找意義、建

立架構，藉由不斷地分析與閱讀，逐漸聚合成分析資料的架構，將編碼過的字串

放入架構中，對未能放入架構中的字串，研究者再反覆思索新的資料分類，並加

以擴充、刪減與修正，將新分類與原始分類的資料進行統整，最後形成一個較完

整的資料分析架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