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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一節 研究動機 

  作為一個「教育實踐工作者」，教師一直被視為是教育成敗的關鍵，因為所

有理論性的教育理念，均賴這群實踐者帶進課堂裡。因此，教師成了教育改革最

重要的實踐媒介（mediator）（Obsorn, 1994)，而教師的專業能力也被視為能否成

功實踐教育理念的重要因素，於是乎「教師專業」便成為教育領域裡重要的研究

課題。 

  然而，隨著一波波教育改革浪潮的遞嬗、一道道教育政策的推行，對於教師

媒介角色的期望與專業能力的要求也就跟著轉變。當然，轉變的內涵與範圍通常

是由政府、教育政策主事者或學者加以界定的，因為重要的決定權大都為行政

者、政府官員所有，教師則被要求嵌進一套既定的角色、擁有一系列政策需要的

專業能力，而鮮少有機會參與有關教師專業的決策（Robertson, 1996: 51）。以課

程領域為例，英國在二十年間的兩次課程改革中，教師角色就有非常大的轉變，

從一位課程發展者，轉變為課程執行者。二次大戰後，英國發動了兩波巨大的課

程改革浪潮，1960 年代至 1970 年代的第一波課程改革採取「教師教學本位的課

程發展」（黃光雄、蔡清田，1999：174）進路策略，將課程發展的層次放在教室

層級，充分信任教師具備教學專業自主與課程發展專業能力，教師成為教育改革

中的課程發展與設計者。後來，由於這波由教師自主的課程發展未能成功，反而

出現學校教育品質低落、國家競爭力衰退的情況，英國政府認為這是因為教師成

為課程發展與設計者角色的觀點需要加以檢討，因此教師的專業能力遭到質疑，

於是 1988 年遂出現了第二波教育改革（Elliott, 1994: 43）。在這波教育改革中，

英國政府頒布了 1988 Educatoion Reform Act 等相關政策，企圖以「國定課程」

（The National Curriculum）方式，介入學校課程發展的歷程，採取「國家政策本

位的課程發展」（黃光雄、蔡清田，1999：174）進路，將課程發展與設計的權力

從教師手中收回，不再信任教師的專業能力，並且以全國性標準測驗間接規範了

教師的教學，能夠忠實實施國定課程標準化程序的教師，才是所謂的「好教師」

（the Competent Teacher）（Dillabough, 1999: 379）。教師的教育專業自主權從此淹

沒在一系列的「基礎科目」、「成就目標」、「學習方案」、「評估安排」計畫中。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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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教師角色又逐漸由教室中的課程設計發展者，轉變為國家教育政策執行者

（Elliott, 1994: 43），甚至是為了要達到國家教育目標的教學機器（Osborn, 

1994）。 

  英國的例子如此，國內近來最大一波課程改革政策，對於教師一職由上而下

要求的情形，亦類似。2001 年正式實施的九年一貫課程改革政策主張課程決定權

下放，因此期待教師角色能從以往「官定課程的執行者」轉換為「課程的設計

者」、從「被動的學習者」轉換成「主動的研究者」、從「知識的傳授者」轉換成

「能力的引發者」（饒見維，1999：307-311，2001：7）；亦即，新一代教師在新

課程政策下，將扮演課程的推動者、設計者、執行者、協調者、研究者和評鑑者

等多重角色（孫志麟，2004）。一時之間，教師被期望從統編本教科書的長期信

奉者，轉換成為全方位、具批判力的課程專家：教師對學習領域學科內容要有廣

博的認識，要擁有選擇或自行編輯教材的能力，還必須具備統整課程等相關知

能。就教師專業發展的理論而言，此波課程改革的立意良好，其欲翻轉教師在課

程決定上的客體位置，並賦予教師主體決定權，亦即教師權能上的一大躍進，因

此有其時代性的理想與價值。但是，在對教師專業能力的訴求上，此政策似乎仍

偏向一種由上而下的角色模塑，而「教師」在這個名為彰權益能的過程中，仍然

處在被動接受角色期望的客體位置，從這個角度來看，反而延續了教師習慣接收

的保守習性，並且在實際實踐上，這恐怕是個與一般教師現有能力頗有差距的角

色期望，這從現場教師普遍抗拒改革的諸多現象（姜添輝，2002a）中就可以看

出。 

  總之，無論英國的第一波教改「主動的課程發展者」、第二波教改「被動、

忠實的課程執行者」，或者是國內九年一貫課程改革「彰權益能的課程設計者」，

教師角色與專業能力總是由快速變動的教育政策、教育改革思潮由上而下地加以

塑型、決定、瓦解、再重新來過。事實上，不僅是教育政策、教育改革以角色模

組來規制教師，相關的教師專業論述，因多半由學者專家所生產，在某種程度上

易與教師的真實生活脫鉤，而難以避免地落入規約化的角色期望。Goodson

（2000: 20）便指出，此類以去脈絡化（decontextualized）、抽象語言所撰寫而成

的論述，其對象主要是學者專家的學術同儕，而非教師。即使是近代新教師專業

主義論述，亦可見這種由上而下的、去脈絡化、去個人化（depersonalized）的色

彩 。 新 教 師 專 業 主 義 的 提 出 者 David Hargreaves （ 1994 ） 在 The New 

Professionalism: The Synthesis of Professional and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一文中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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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若要改善學校教育，就要在制度化的配套下先改善教師專業，使教師和學

校都能達到九項新專業主義標準，1並認為這些變革乃是時勢所趨，可以為教師帶

來解放與彰權益能，帶來更大的專業自尊與自信（Hargreaves, 1994: 424-434）。

Roberson（1996: 50-51）就曾激進地諷刺批評，認為新專業主義並未為教師創造

自主的環境，教師沒有機會，甚至不被允許為他們正在轉型的工作型態表達意

見，那些重要的決定都掌控在行政者、政府官員或跨國資本手裡，教師的工作內

容也是由經濟政策與利益所決定，成為一種去個人化的自主、一個符應政府需要

而建造出來的新專業主義情境。Furlong、Barton、Miles 和 Whitty（2000: 175）

與 Sachs（2001: 159）都曾對這樣的教師專業主義提出嚴重質疑，他們並且強調

上面描述的這些政府、市場等力量，不能是教師專業主義內涵的唯一決定來源。 

  面對這樣的教師專業發展與隨之而來的批判，教師專業論述與研究開始出現

了知識論上的轉向。為了避免教師成為教育政策、教育改革或者教師專業論述

中，被客體化、被普同化，只有載明責任義務的角色說明書，卻無自我（self）、

無主體認同（identity）、而僅是「被說」（蘇芊玲，1997）的隱默集體，Goodson

（ 1991: 144-145 ） 指 出 ，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模 式 應 該 重 新 概 念 化

（reconceptionalization），從視「教師為實務」（teacher-as-practice）轉變為視「教

師作為一個人」（teacaher-as-person），因為教師在學校裡外的生活方式、專業認

同與所處文化，深刻影響著其對教學實務的看法。換言之，許多教育政策、改革

或者學術論述之所以未能達到良好效果，除了這種由上而下的方式容易去脈絡

化、過度化約教師的生活世界（同時也潛藏著再製一群習慣等待、接受的保守教

師的危機）之外，更重要的是，事實上教師在實踐其教學生活時，並不是照章全

收地完全採用政策給予的角色規範，教師往往會因為對教職、自我概念、教學實

務的觀點不同，再加上所處的環境脈絡不一，而產生與外在規範的教師角色內涵

或有差異的、自己一套獨特的教師專業認同（professional identity），繼而對教育

                                                 
1 即從個人主義到合作（from individualism to collaboration）、從個別評鑑到兩兩相互觀察

評鑑（from ones to twos）、從科層到團隊（from hierarchies to teams）、從管理監督到顧問

（from supervision to mentoring）、從在職訓練到專業發展（from inservice training to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從連繫到夥伴關係（from liaison to partnership）、從權威到契

約（from authority to contract）、從重視過程到重視結果（from process to product）、從生

存主義到彰權益能（from survivalism to empowerment）（Hargreaves, 1994: 424-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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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或教育政策有不一樣的詮釋與回應，並表現在他的實務工作上。就像 Casey

（1993: 158）所說，教育政策到處都有，卻無法真正普及的原因，乃是因為雖然

每個人都有參與，卻都是以不同的方式參與。教師對於自我專業認同的觀點，不

僅影響他們的效能感（efficacy）與專業發展，還會影響他們面對教育改革、應用

教育創新觀點於教學實踐中的能力與意願（Beijaard, Verloop, & Vermunt, 2000: 

750）。教師專業認同無非是決定教師教育實踐最重要的指導核心！因此，誠如

Rex 與 Nelson（2004）指出，研究教師專業認同可以讓我們知道教師的觀點，他

們如何理解教育政策、如何看待教師專業，這有助於政策與教師專業論述的修

正，而避免只從單一角度來看教師專業，也能避免教改落入「上有政策下有對

策」的結果，或者產生如「教師僅是屈服於教改壓力之下而改變教學行為，但本

質上卻呈現出高度的被迫性與非自發性」（姜添輝，2002a：157）諸此抗拒教改

的氛圍；更進一步，這種傾聽教師聲音的教師專業認同研究，甚至還可以讓教師

經由反思而促發其專業成長的動機（Jurasaite-Harbison, 2005），以助益教師專業

的發展。總而言之，近來有關教師專業的研究，已由教師專業角色標準的客觀界

定，逐漸轉而重視教師對自我認同的建構。也就是從「教師作為一個人」的觀點

出發，以往重視教師專業的描述和規約性的意義，現在則更加重視教師專業生命

發展中的專業自我認同，不再將教師視為一個集體，而是以教師為一個個獨特的

個體，有其生命經驗，有其對教育、教學的概念與價值體系（周淑卿，2004a；

Ball & Goodson, 1985; Goodson, 2000；Nias, 1989）。這樣的知識論轉向，可以從

學者開始重視教師的「聲音」（voice）與生活（如 Casey, 1992, 1993; Goodson & 

Walker, 1991; Goodson, 1992, 1998, 2000; Grumet, 1990; Hargreaves & Goodson, 

1996），並強調教師專業認同（如周淑卿，2004a，2004b；Beijaard, Verloop, & 

Vermunt, 2000; DeCorse & Vogtle, 1997; Evron, 2004; Kompf, Bond, Dworet, & Boak, 

1996; MacLure, 1993; Sachs, 2001; Vulliamy, Kimonen, Nevalainen, & Wedd, 

1997;Vogt, 2002）的研究取徑轉變看出。 

  這個知識論轉向，使得以往有關教師專業研究的方向，從「教師專業角色」

轉而關心「教師專業認同」，然而這並不代表各種教師專業主義論述不重要或不

具影響力，或者教師專業是由一種全然主觀的教師個體觀點所決定。事實上，教

師專業認同雖來自個人觀點，卻也受到社會結構的影響，它是教師個人在不斷地

往返「結構─能動」之間反思地建構出來，是教師的自我反思計畫（the reflexive 

project of the self）（Giddens, 1991）下的產物。黃騰（2005）指出，當我們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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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怎麼看待自己？」時，不代表教師完全否定了各種外來的角色論述，反而

是包含了這些論述，並且超越這些論述。Coldron 與 Smith（1999）探討教師如何

獲得其專業認同時，也提出教師專業認同部分是與生俱來的，部分是由教師自己

選擇、創造而獲得（achieved）的，而部分則是來自於社會結構的「給予」

（given）。當我們探討教師專業認同時，套用 Hargreaves 與 Goodson（1996）的

語彙，它並不全然是教師心中的一個「憧憬」（aspiration），或者夢想，它與「教

師專業角色」研究不同的地方在於，其強調將個體教師置於其所處的脈絡下進行

研究。是以，除了教師個人層面的經驗與理想之外，各種教師專業論述、社會角

色期待、教職女性化現象、教育改革、學校文化、教室情境等，都將影響教師的

專業認同，它牽涉的是一個複雜、多面且變動的意義體系。 

  而在這個豐富的意義體系之中，對教師專業認同的建構有深遠影響的，首先

是學校文化與教師的社會角色期待，或稱為文化腳本。對於「何謂教師」的問

題，人們心中總是會預設一套文化腳本來回答，在教師的職場地景中，這套約定

成俗的文化腳本，會影響、有時甚至侷限了教師如何扮演他們的角色、如何看待

教師一職、如何形構他們的專業認同（Reynolds, 1996）。再者，教職隱含的性別

意識也牽動著教師的專業認同，讓他們以不一樣的眼光來看待「身為教師」，即

使教師的教育行為可能無多大差異，可是他們詮釋自己的方式，卻可能有明顯的

性別區隔（Vogt, 2002）。另外，各種教師專業論述、師培時期的教育、實習階段

的訓練、教學實踐的經驗等專家知識、教師知識，也都扮演著知識權威者的角

色，從認知方面雕塑著教師的專業認同。還有各項教育政策或教育改革措施，更

是以各類行政規定或研討會來實際導引教師們的行動。總而言之，教師的專業認

同，與這個複雜多元的意義體系是相互交織、揉雜的，因此，為了解構本質化的

教師專業角色論述，唯有將從教師主體出發所建構出來的專業認同，置於這些脈

絡底下來分析，才能真正了解教師專業認同的主體性意涵。 

  另外，教師專業論述在知識論上轉向於關注教師的聲音、主體性、「結構─

能動」與認同，進而也導致其方法論的轉向。MacLure（1993: 311）指出，近年

來教師生活的個人面向受到相當大的重視，教育研究開始檢視教師的自我概念、

價值體系、每日生活環境以及他們的過去與現在。因此，一種個人導向的研究類

型，如傳記、自傳、生命史與敘說等質性研究，開始廣泛地被應用在教育研究與

專業發展研究中，也就是將研究對象與他／她的生活經驗，視為分析架構核心的

一種研究傾向或立場。許多有關教師專業認同的研究（吳慎慎，2002；劉玲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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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DeCorse & Vogtle, 1997; Evron, 2004; MacLure, 1993; Nias, 1989; Vulliamy, 

Kimonen, Nevalainen, & Wedd, 1997; Vogt, 2002）都是以這類質性研究的方式，讓

教師為自己的觀點說話，呈現出教師的樣貌。事實上，此種探討教師專業認同的

研究方式，不僅有利於教師呈現其專業認同，亦是教師在建構其專業認同時所採

取的途徑，因為認同的建構乃是透過不斷的自我敘說所完成的（Giddens, 1991）。 

  綜合前述研究背景，有鑑於以往將教師視為角色執行者的教師專業論述缺乏

教師的主體觀點，而教師專業認同研究也尚處萌芽階段，因此本研究將從教師觀

點出發，探討五位來自不同學校、不同教學領域的國中男女教師之專業認同，除

了希望不同脈絡的研究參與者，能夠豐富地呈現教育現場中這些實踐者的觀點、

他們的生活和故事，暸解他們專業認同的不同面貌，以及結構對其專業認同建構

的影響，還希望進一步探討教師在結構底下所展現的能動性，期望能夠帶給教育

領域一個從教師出發的視角，來省思教師的專業發展。而這樣的研究設計一方面

可以豐厚國內剛起步的教師專業認同研究，因為國內在這個主題上的相關研究尚

屬少數，僅有以師院生或實習教師為研究對象的三篇研究（王儷靜、邱淑玫，

2002；周鳳美、宋佩芬，2005；孫志麟，2001），以及兩篇以女性教師為主的生

命史、生命敘說研究（吳慎慎，2002；劉玲君，2005）。另方面，在國內外研究

中，同時包含男女教師觀點的教師專業認同研究亦少有，僅有 Antonek、

McCormick 和 Donato（1997）以及 Vogt（2002）的研究提及，國內則闕如，雖然

吳慎慎（2002）與劉玲君（2005）的研究是以女性教師的觀點出發，但是並未探

討男性教師的看法；而周鳳美、宋佩芬（2005）、王儷靜、邱淑玫（2002）與孫

志麟（2001）的研究雖同時包函男女研究參與者，但是其對象並非教師，而是師

院生與實習教師，並且後兩份研究在教師專業認同的定義上，與前面研究背景中

所敘述的知識論、方法論轉向有所歧異，而是站在實證主義典範以及認同既定教

師「角色」的立場上，來處理教師專業認同的課題。最後，上述國內相關研究均

未見其關注教師專業認同與「結構─能動」之關係，而是就教師專業認同的內涵

及其建構歷程加以探討。 

  總之，本研究期望以不同脈絡的教師參與、「結構─能動」的影響以及質性

研究方法，來呈現教師的「聲音」、他們的專業認同、影響專業認同建構的結構

因素，以及他們的能動展現，進而還希望可以像 Goodson（2000: 13, 17）所期待

的，提供教育重建與改革過程新的洞見、提供教育政策新的方向與關注點，進一

步還能豐碩教師專業論述，以助教師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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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從上述研究背景來看，本研究採質性研究方法，探討五位國中男女教師專業

認同的樣貌，以及他們在教育實踐中如何修正調整專業認同可能出現的矛盾，以

供教師專業發展政策參考。因此，本研究的目的為： 

壹、透過五位國中教師的主體觀點，呈現其相異的生活世界，以了解不同脈絡的

教師，其專業認同樣貌。 

貳、探討結構與教師的專業認同建構之交織關係。 

參、探討不同脈絡的教師，如何展現能動以回應結構。 

肆、藉由呈現教師主體出發的專業認同，以豐碩教師專業論述，作為未來教師專

業發展政策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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