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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教師專業認同之相關學術論述 

  本章首先梳理認同論述的社會學理論發展，其次整理教師專業認同論述的

演變，指出其與前述認同論述發展路數一致，均從關注教師角色、視教師為叢

集，轉而朝向彰顯「結構─能動」中的主體、強調反思與運用敘說的方向，最

後提出影響教師專業認同的因素，探討兩者如何交織、揉雜。 

第一節 「結構決定」與「主體能動」之間的擺盪－

認同論述發展 

  關於「我是誰？」的問題，一直是處理「認同」時必定會面對的課題，就

如同 Bouman（2003）所言：「認同從來不會變成一個問題，因為它本身就是一

個問題，並開始於問題的發問」（引自 De Benoist, 2004: 9）。事實上，如果我們

回顧有關認同論述的歷史，可以發現認同的意義歷經了多次轉折，不同時代、

不同社會學論述觀點，或者說在「結構－能動」（structure-agency）之間擺盪的

偏向不同，它所代表的意涵也不盡相同，「我是誰？」問題的答案也會隨之更

改，認同議題其實是具有豐富、多樣的面貌。因此，本節將從「結構－能動」

的角度，來梳理認同論述在社會學領域的發展，以作為本研究理論觀點之參

考。 

壹、傾向結構－功能論、衝突論 

  結構功能論者，是以「角色」（role）理論和「社會化」（socialization）過

程，來回答有關「我是誰？」的課題。結構功能論以「角色」一詞來代表個人

在社會團體中的地位與身份（陳奎熹，1997：148），人們根據他在社會中的位

置，決定他在社會上的地位，而角色就是依地位而來的一套行為模式（Merton, 

1957），這套行為模式乃是由社會上其他人的期待所決定，又可稱作「角色期

待」（role-expectations）。那麼，要如何習得角色呢？結構功能論學者將人們學

習社會角色有關的技巧與態度的過程，稱為「社會化」過程（Smelser, 1991: 

54）。社會化過程讓人們知道其他人期望他們遵守哪些社會規範與價值，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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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所扮演的角色有哪些角色期待需要滿足，他們又該如何「適當」地行動。

功能論學者 Parsons 在他的社會系統論中就點出社會化對社會成員的重要性。

他的理論重點在於探討社會結構、規範以及人格如何整合的問題，而他認為

「社會化」與「內化」（internalization）就是整個整合過程的關鍵，透過社會

化，系統對於角色的規範與價值就在系統中轉移給行動者；換句話說，個體經

過成功的社會化過程之後，將會內化這些規範與價值，並進一步成為行動者

「意識」（conscience）的一部分（Ritzer, 1996），作為他日後自我價值體系與行

動的依據。從鉅觀來看，社會化過程傳遞了文化，使得社會得以長期持續下

去；就微觀而言，這種學習角色扮演的社會化過程同時也形塑了人們的自我意

像（self-images）（Schaefer & Lamm, 1995: 93），使之更加確定並進而獲得他在

社會上的位置與身份。總而言之，對結構功能論者而言，透過社會化過程，人

們學習他在社會位置上相對應的一套角色模式，藉由內化、扮演這一套角色，

得以清楚知道、確定並進一步獲得自己在社會上的身分，關於「我是誰？」的

問題就由他所扮演的一系列角色來回答，而這樣一種身分的確認與執行，目的

就在於確保整個社會體系的和諧進展。 

  在結構功能論者眼中，世界似乎是穩定的、和諧的。他們將整個社會比喻

為一個有機體，社會的運作是透過地位與角色的安排，以社會化為手段，讓社

會成員各司其職，來滿足社會體系各部門的需求，維持社會整體的運作。然

而，衝突論者卻認為這樣的想法太過天真，無視於社會體系之中潛藏的權力關

係與衝突。對 Dahrendorf 來說，社會體系其實是一個「強制統合起來的體系」

（imperatively coordinated system）（廖立文譯，1991：93），是藉由「強迫的限

制」（enforced constraint）來加以維持的（Ritzer, 1996），而社會角色所展現的

一系列複雜的因素，構成他所說的某種「限制行為的準客觀的規則複合體」

（quasi-objective complexes of rules for behavior），對於社會角色和任何個人的

行為都起著規定性的作用，而且是獨立於任何個人而客觀存在的。換句話說，

社會角色及其「限制行為的準客觀的規則複合體」是由社會所決定，也是由社

會所改造。社會角色對於任何個人都是強制性和規定性的，並以「制裁」

（sanction）作為執行和貫徹的基本機制（高宣揚，1998：1097）。對結構功能

論者而言，透過個體間互動或外在團體所產生的制裁，包括酬賞與處罰，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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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大家表現得當的行為（Goode, 1960），但對衝突論者來說，制裁的權力作

用也可能導致互相衝突的利益與角色期待。事實上，結構功能論者並非沒有看

見結構中衝突的存在，例如 Merton（1957）雖然提出了有關「角色衝突」（role 

conflict）的概念，但是結構功能論者是以「社會終將歸於和諧、平衡」的角度

來 處 理 這 些 衝 突 。 就 像 Merton 認 為 個 體 將 各 種 角 色 的 重 要 性 加 以 排 序

（Smelser, 1991: 44），就可以解決衝突，那麼如果解決不了呢？他引用

Durkheim 的「脫序」（anomie）概念，並提出「反功能」（dysfunction）、「偏

差」（deviance）等概念來歸類這些衝突現象，視這些衝突情況為社會暫時性的

病態，或者是用以解釋社會變遷的來源。「反功能」概念的創用，使功能分析

（在結構層次上）得以有系統地說明衝突現象（Dahredorf, 1968），然而

Dahrendorf 卻是從權力面向來解讀這些衝突。他指出結構功能論者只考慮了社

會的單一側面，及社會生活中那些和諧、共識的一面，其實同樣重要甚至更重

要的是那些矛盾和分化的領域（Giddens, 2001）。因此，他認為我們應該看到當

個體發生角色衝突時（不管是「內在角色衝突」（internal role conflict）或「角

色間的衝突」（inter-role conflect）），處於「參照群體」（reference group）2關係

中心地位的那個群體，往往會成為最有權威的角色制裁機構（高宣揚，1998：

1098），整體社會運作、角色分派都是有利於中心群體的利益。Dahrendorf 看到

了角色理論之中潛藏的權力運作，他指出「在社會角色的安排中，我們可以發

現結構衝突的來源，因為這些安排潛藏著支配或從屬」（Dahrendorf, 1959: 

165）。然而，不論是從結構功能論或者衝突理論來詮釋「角色」，即使他們對

於權力的看法不同，卻都是站在「結構決定」的立場來分析角色，都認為角色

是由社會所決定的，並且會影響個體在社會上的位置、地位與身分認同。 

  如 Giddens（1993）所說的，結構功能論與衝突論強調行動乃受社會侷

限，而符號互動論則強調人類行為主動、富創造力的一面，事實上角色與角色

期待之間並不是無意識地反應，個體不是簡單地接受角色的安排，角色的行為

模式也非固定不變的。人們會思考角色期待，加以詮釋，然後反應，這代表了

                                                 
2例如，對一個教師來說，他的角色執行狀況關係到學生、同事、學生家長，因此他們

就是他的參照群體（高宣揚，1998：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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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與角色期待的關係是開放的，不是固定（Smelser, 1991: 43），這個觀點就

是符號互動論學者在角色理論上所強調的重點。不過，結構功能論學者 Parsons

也曾經做過同樣的努力，在個體與結構（或者說角色期待）的關係中，加入個

體選擇的空間。Parsons（1968）在他的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一書中，

就指出個體在自然與社會因素的情境中，可以選擇目標和達成目標的手段，如

果行動能夠滿足各方要求，那麼這些行動就會固定化為一種「地位角色」

（status role）3的模式，也就是一種「角色結構」（role structure），而這些過程

都是根據人們互相間的期待來理解。不過，雖然 Parsons 將社會系統視做是一

個互動系統，但是他並沒有採用互動作為其社會系統研究的基本單位，相反

地，他使用「地位角色」這個複合概念作為系統的基本單位，這既不是行動者

的面向，也非互動的面向，而是社會系統的結構成分（structural component），

其中「地位」意指在社會系統中的結構位置，而角色則是行動者在這樣的位置

上所扮演的功能性（Ritzer, 1996）。由此可看出 Parsons 在社會系統的分析之

中，仍是偏向結構立場來看待地位與角色，他以一種角色結構的概念將個人行

動與社會體系連結在一起，而這也是後來 Getzels 與 Thelen（1972）社會體系

理論的理論來源，均秉持結構功能論的主要精神。符號互動論學者儘管也採取

相同的觀點，將社會結構視為角色結構，但是卻無意在體系層面上進行分析，

用 Parsons 的話來說，符號互動論固守在「單位行動」（unit action）4上，固守

著行動者做選擇的方式。就此種意義而言，它也可以視為 Parsons 行動理論的

一個片段（廖立文譯，1991：113），但是它卻更看重行動者的主觀性，亦即所

謂的「自我」，避免了結構功能論或衝突理論忽視人的能動性與創造性之理論

缺失。 

                                                 
3 「地位角色」（status role）：理解某人佔據每個地位角色，就理解了他們應該做什

麼，以及理解了他們被賦予哪些期待，而這些期待指引他們如何行動、關連到別人時

又應當如何行動（Cuff, Sharrock, & Francis, 1998）。 
4 「單位行動」（unit acts）是指個人執行的行動（Cuff, Sharrock, & Francis, 1998）。

Parsons 將角色視為其社會體系理論的單位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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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向能動靠近－符號互動論 

  關於「我是誰？」的問題，結構功能論與衝突論以鉅觀的、結構決定的角

色理論來回答，到了符號互動論，則從微觀的人際互動、自我概念來分析，於

是認同的問題從「角色」轉向「自我」、從「結構」擺盪到「能動」。Cooley 的

「鏡中自我」（looking glass self）概念，就是一個從極端主體出發的自我理

論。Cooley（1902: 152）建構了符號互動論關於「自我」這個概念的基礎架

構。首先，他將自我視為一個過程（process），在過程中，個體將自己和他人

都看作是社會中的客體對象。其次，他意識到自我概念是在與他人互動中產生

的，包含三個階段，一開始我們想像（imagine）到我們如何向別人呈現自己，

然後個體之間會互相解釋對方的姿態（gestures），想像別人如何評價我們，最

後再根據我們對別人看法的想像，來發展一種自我感。換言之，經由互動人們

會設想他人對自己的評價，並從中擷取自己的形象或自我感情與態度，而這個

過程就是 Cooley 的「鏡中自我」，是回答「我是誰？」的方法。這是一個以內

省法（透過個體的想像）完成的理論，自我的形構過程幾乎完全是由個體在群

體環境中，藉由與他人互動時，感受到他人對自己的看法來決定的，這種依據

想像發展的理論也因為過度依賴個體的想像而遭到批評。例如 Mead 對於自我

的看法受到 Cooley 的影響很大，特別是自我的持續發展性，以及自我產生於人

我互動等論點，但是 Mead 對於 Cooley 自我理論中過於主觀的、心靈主義

（mentalistic）的部分卻不表贊同，他認為自我、心靈與社會是分不開的，是社

會的產物，不能將自我與心靈視為一個與社會隔絕的世界，不過相反地，沒有

自我與心靈，也沒有所謂的社會。如 Mead 在其口述而由學生整理出版的 Mind, 

Self and Society 中指出：「如我們所知，沒有心靈與自我，人類社會將不會存

在，因為社會最重要的特徵與前提，是其社會成員具有心靈與自我」（Mead, 

1934: 227）。因此，Mead（1934）進一步將互動、社會等因素加入他的自我概

念之中，他將自我區分為「主體我」（I）與「客體我」(me)。所謂「主體我」

就是行動者無法知覺的自我部分，唯有當行為發生完成之後才有知覺，並且是

行動者挑戰、喚起和回應「客體我」的中介反應，而「客體我」則是可以被行

動者知覺的自我部分，是對他人的有組織的態度，並且內化「概括化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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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ized others），5因此它代表順從與社會控制的力量（Ritzer, 1996）；簡

言 之 ，「 主 體 我 」 是 自 我 的 主 動 成 分 （ active component ）， 透 過 反 思

（reflection），「主體我」勾勒個體的思維；「客體我」是自我發展出來的認同，

擁有思維，並確認「主體我」的想法（Miller, 1973）。「主體我」與「客體我」

是無法分離的，任何自我都是同時地包含著社會互動與自我意識活動的產物

（高宣揚，1998：460），因此，我們也可以說就 Mead 而言，個人的自我與認

同，是經由反思的過程而形成的社會互動與自我意識的融合體。 

  Mead 似乎解決了結構與能動之間的緊張關係，但是若仔細探究社會結構

在他的理論中所扮演的角色，可以發現雖然他在 Cooley 的理論基礎上，加上了

社會因素，然而事實上他只是將社會結構當成互動的背景，堅持意義的產生必

須在社會互動的情境裡，必須是一個社會過程，個人的認同必須同時獲得他人

的認可。他將社會的意義曖昧地界定在微觀的人我互動中，卻沒有考慮社會結

構面向帶來的限制或影響，對於權力、衝突與變遷的問題也不加理會。雖然

Mead 企圖將社會設想為透過具有心靈和自我有機體間的互動，而被創造、維

持與改變，在人格與社會連結上，提供了歐洲鉅觀社會學結構分析一個重要的

補充（Turner, Beeghley, & Powers, 2002），但是因為他對「社會」的曖昧語彙，

對結構影響力的充耳不聞，確實也侷限了他的理論發展。 

参、拆解主體、流離認同－後現代／後結構理論 

  到 了 後 現 代 ， 或 者 Giddens （ 1990, 1991 ） 所 稱 的 晚 期 現 代 （ late 

modernity），關於「我是誰？」的問題不再只是鉅觀與微觀，傾向結構或能動

的問題而已，認同議題有了重要的典範的轉向，或者是 Popkewitz（2001: 

164）所說的一種「語言學轉向」（linguistic turn），並且成為後現代／晚期現代

                                                 
5 「概括化他人」（generalized others）指持續進行的社會集合體中，人們的「態度共

同體」(community of attitudes)。指個人能將自身視為與這些態度共同體相關，依這些

態度的期待調整行為，也就是能概括他人的態度，並自一個較廣泛的觀點觀看自身，

規範行動（Turner, Beeghley, & Powers,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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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的熱門研究課題，這可以從幾位學者開始著手整理「自我」、「認

同」、「主體」等概念在人類歷史上的轉變看出。認同在「眾聲喧嘩」的後現代

／晚期現代，開始有了豐富、多元且活躍的樣貌。 

  例如 Hall（1996: 597-598）將認同概念區分為「啟蒙主體」（Enlightenment 

subject）、「社會學主體」（sociological subject），以及「後現代主體」（post-

modern subject）。「啟蒙主體」將主體視為一個完全「位於中心」（centered）

的、統一（unified）的個體，天生具有理性、意識與行動能力，主體的內在核

心是一生下來即有的，一輩子不會改變。自我的核心就是個人的認同，這是非

常個人主義式的觀點。「社會學主體」的主張則反映了較複雜的現代社會，主

體的內在核心不再是自主、自我完足的，而是從和「重要他人」（signifacant 

others）的互動關係中建構的，因此其認同是自我和社會互動所形構出來的，如

Mead 與 Cooley 等符號互動論學者，就是以「互動」的觀點來看認同與自我。

但是，雖然符號互動論強調社會互動，其理論仍舊將主體視為有一個內在的核

心或本質，也就是一個「真實的客體我」（the real me）在那裡，只是它是在與

外在文化世界以及認同的持續對話中，所形構與調整的。在這個過程中，認同

就將主體「縫合」（stitch）進結構裡，使得主體與文化世界更趨穩定。「後現代

主體」則不再是本質的、統一的或者整合的，也不再有穩定的、本質的或恆久

的認同，而是隨文化情境的不同、我們再現自己方式的不同，而有不一樣的認

同，它是歷史定義的，而非生物性的。主體在不同的時間會有不同的認同，認

同也非是一個圍繞在整合的自我身旁的統一體。群體之內也會有不同的認同，

因此認同是持續不斷地在轉變中，永遠是一個過程而非一個完成了的結果。完

全統整、完整、安全且一致的認同是一種幻想，相反地，隨著意義與文化再現

系統的多元化，我們的認同過程變得更開放、多變。 

  Hall 的認同概念區分，事實上和 Gergen（1991）、Tseelon（1992）、Kellner

（1992: 141-145）、Popkewitz（2001）6的分析方向一致，都直指在後現代／晚

                                                 
6 Gergen（1991）將自我區分為三個不同時期的發展：浪漫主義自我、現代自我和後

現代自我；而 Tseelon（1992）乃依據 Gergen 的分類，將之簡化為「笛卡兒式的自

我」與「後笛卡兒式的自我」；Kellner（1992: 141-145）則是分野認同在「前現代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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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現代社會，整個社會科學典範轉向一種「建構主義」的路數。亦即對於主體

【或稱本體、實體（reality）】主張由本體實在論走向本體相對主義，不認為有

一個固定的實體，實體的捕捉需透過個人的心理建構（constructions），並且依

情境不同人們會出現歧異的建構，而每一個個體也有其分殊的建構。故建構具

在地性（local）與特殊性（specific）本質（潘慧玲，2003）。 

  依循著建構主義的路數，傳統認為主體有統一性、完整性與一致性的觀

點，到了後現代／後結構論者手中就被「解構」（de-construted）了（Alcoff, 

1988; Ellis, 1989; hooks, 1989; Weedon, 1987），Foucault 甚至以為現代主體已消

失、死亡。Foucault 的社會理論探討的主題是「自身」、「知識」、「道德」及

「權力」，他認為我們要問的是「我們如何被建構成自己知識的主體？如何被

建構成操作或屈服於權力的主體？如何被建構成自己行動的道德主體？」

（Foucault, 1984: 49）；換言之，Foucault 認為主體、認同不是與生俱來的，也

非拼湊得來的，而是在歷史的洪流中，由社會與論述所「建構」而來的。於

是，不像其他理論是在一個真空的脈絡下討論人的主體與認同，Foucault

（1980: 117）將主體的建構置放在歷史架構之中來探討，他以「系譜學」

（genealogy）的方式，爬梳了現代歷史轉變中對於主體監控的問題，並考察了

權力的論述策略，從權力的角度來看待及處理自我或主體的問題。他認為人類

社會一直是一個「全景監控式的社會」（panoptic society），人的一舉一動都無

法免於被監控的命運。因此，這樣的人，已經不再只是一個主體，他同時也是

一個客體，隸屬於「規訓化的社會」（disciplinary society）（Foucault, 1980），並

為 知 識 與 權 力 所 穿 透 ， 是 在 「 科 學 － 規 訓 的 機 制 」（ scientifico-discipliary 

mechanisms ） 母 體 中 被 積 極 地 模 塑 成 型 ， 而 其 進 行 方 式 多 半 以 「 論 述 」

（discourse）進行。至此，人作為一個「主體」幾乎所剩無幾，Foucault 甚至

進一步倡議要拆解主體（孟樊，2001: 99），而要拆解這個構成性的主體，就要

                                                                                                                                           

會」（pre-society）、「現代社會」（modernity society），以及「後現代社會」（post-

modernity society）等三個時期代表不同的意涵；最後，Popkewitz（2001）將他對主

體、行動者和能動性的看法，區分為現代啟蒙理性哲學觀：「主體位於中心」，以及後

現代「去中心化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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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主體放在論述發展的過程來理解。因此，對後現代／後結構論者而言，所謂

自主、自我完足、自我構成的主體是不存在的，主體是由社會與論述所構成的

當下之物，而主體的認同也要放在論述形構裡來理解，隨著論述的轉變會有不

同的認同形構。如 Hall 宣稱認同是在論述中（而非外面）建構的，我們要把認

同當作是特定歷史與制度下的產物（Hall, 2000: 17），永遠處於不斷構成

（becoming）的過程中，一種流離狀態的認同。 

  進一步，Foucault 以「真理政權」（regime of truth）的概念，來闡釋限制主

體、建構認同的論述，與權力之間的共謀作用。Foucault 認為真理應該被理解

為有關論述的生產、規範、分配及運作的程序性體系（Foucault, 1980: 133），

他不認為有一個絕對客觀的「真理」（Truth）存在那裡，而是有許多個人們論

述出來的、會隨著論述變動、時代更迭而變化的「真理」（truth），而這些真理

與論述的生產者，就是那些掌控了權力的團體，也就是專家和政治團體。因

此，在 Foucault 看來，沒有知識能夠宣稱是客觀中立的，每種知識的運作都會

造成權力關係的重新分配，「知識－權力」是一體的，不能分開單獨討論（翟

本瑞，2002：161）。 

  總而言之，後現代／後結構論者將主體或認同看作是一個「在語言中的位

置」（a position in language），一個「論述的效果」（an effect of discourse）（Flax, 

1990），是論述使自我的認同在特定的歷史時期及社會脈絡中找到了一個位置

（孟樊，2001：188）。而這個與權力分不開的論述，是外在於個體的，掌握在

專家與政治團體的手裡。然而，這種揚棄主體、「論述決定論」的認同觀點，

充滿了悲觀的色彩，似乎社會已然被 Foucault 的 「 權 力 的 毛 細 管 作 用 」

（capillary actions of power）所全面佔據。Cuff，Sharrock 和 Francis（1998）即

批評，後現代／後結構論者揚棄主體的作法，事實上是追求一種極端的無政府

狀態，而他們對權力無所不在的觀點（就連平常的社會互動與對談，都是一種

強行將一個人的意志置於另一個人身上的企圖，被視為是一種權力的運作），

也造成了一種「理論的恐怖統治主義」（theoretical terrorism）。對於後現代／後

結構論者有關認同的論述決定論觀點，Giddens（1990, 1991）認為，專家知識

雖然是建構人為社會系統的重要依據，但是專家也和一般人一樣，正面臨越來

越多的不確定性。因此，個體並不像上述那樣完全受外在專家知識論述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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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經常得回到自我的「內在參照」（internal referentiality），7也就是透過自身

的反省來理解個人和世界的關係。在這裡，人的能動性出現了，也修正了後現

代／後結構的「論述決定論」的命定論觀點。而 Giddens 所說的「透過自身的

反省與理解個人和世界的關係」，事實上就是他企圖結合結構與能動的認同論

述－「自我反思計畫」，這也是本研究所採取的認同論述立場。 

肆、結合結構與能動－Giddens 自我認同理論 

一、理論基礎：結構化理論 

  Giddens（1984）著名的「結構化理論」（structuration theory），將結構與能

動視作是一種「二元性」（duality）。也就是說，能動與結構兩者的構成過程不

是彼此獨立、不相關聯的兩個既定現象，它們是一體兩面，不能相互分離。結

構並不是「外在之物」，不是簡單地外在於或者限制著人們對社會結構加以利

用的「事實」，而是具體體現在各種社會實踐中，藉由社會行動所複製的社會

行動情境，是「內在於」人的活動（Giddens, 1984；尹弘毅譯，2002：ⅩⅠ）。

Giddens 拒絕將結構視為僅是限制的（constraining），相反地，他將結構視為既

是限制的也具有使動性（enabling）。而能動也不是像功能論主張的那樣受結構

所制約，或者像後現代／後結構理論的主體觀所主張那樣，認為自我是不存在

的，唯一的主體就是沒有核心的主體，要在語言與話語的片段中才會找到認同

（Giddens, 1991: 170）。一個人作為主體，是具有認知能力的，可以運用結構中

的規則（ rules）與資源（ resources），並且透過認知能力特有的「反思性」

（reflectivity）特徵監控自己和他人的行為，進而調整自身行為，反覆創造出各

種社會實踐，在過程中也許會受到結構的限制或幫助，無論結果如何，個體都

因此展現了他做為一個能動者的特徵（Giddens, 1984）。 

                                                 
7 內在參照（internal referentiality）：依照內在標準，反思性地組織社會關係或自然世

界（Giddens, 1991: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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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晚期現代社會中的自我 

  Giddens 在其著名的結構化理論發表幾年之後，便依據結構化理論中對於

結構與能動的看法，以及結構二元性過程中的重要關鍵：反思性特徵，進一步

完成了他有關晚期現代社會中個體認同的理論。這等於是 Giddens 結構化理論

的應用，他將焦點從鉅觀轉到個人認同的微觀層面，也澄清了其他批評者對於

結構化理論過於鉅觀、理論化的疑慮。 

  奠基於結構化理論的基礎之上，Giddens（1991: 2）在架構其認同理論之

前，先分析了晚期現代社會的結構性特徵：由於時空分離（separation of time 

and space ） 與 重 組 （ reorganisation of time and space ）， 加 上 抽 離 化 機 制

（disembedding merchanism），導致現代性所固有的制度特質變得極端化和全球

化，也導致日常社會生活內容和本質的轉型，反思性便成為社會生活與人類活

動的特徵。 

  首先，我們要先釐清 Giddens 所說的「晚期現代」與「現代性」所指為

何？Giddens（1991: 15）的「現代性」（modernity）是指後封建歐洲所建立的

行為制度模式，約略等同於「工業化的世界」，影響的範圍不只是在制度上，

還滲入社會生活中。Giddens 認為我們並未真正超越現代性，而是處於現代性

進一步深化的時期。依著全球化的來臨，現代性確實將會有些改變，甚至可能

面臨失控，但目前仍舊是在現代性的格局之中，因此他把我們現在的生活世

界，稱作一種「晚期現代性」或「高度現代性」（high modernity）。 

  在晚期現代社會中，由於計時器的發明，造成時空分離，從此事件不再侷

限在「此時此地」，而是能夠設想不同時間、不同地點會發生什麼事，時空可

以做不同的組合（Giddens, 1990），而其影響也不限於此時此地。就微觀層面而

言，個體對遠方的事件可能很熟悉，甚至比直接的影響更具衝擊，它也可能全

融入至個人經驗的框架中去了（Giddens, 1991: 189）；就鉅觀層面來說，人們在

遙遠世界角落發生的事情，也許就具有影響全球的蝴蝶效應。 

  時空重組是現代社會運行的動力之一，同時也深刻影響另一個現代社會的

動力：社會制度的「抽離化」，Giddens（1991: 18）將之稱為「抽離化機制」。

所謂「抽離化」意指社會關係從地方或特定的場景中「挖出來」（lifting out），

並通過寬廣的時空距離，而將社會關係在這種無限的時空地帶中再連結、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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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機制；換言之，也就是一種將社會關係去脈絡化、然後再脈絡化的機制。

抽離化機制又稱為「抽象體系」（abstract systems），包含「符號兌換卷」

（symbolic tokens），例如貨幣等有標準價值的交換媒介，可以在許多場景中相

互交換，以及「專家系統」（expert systems）。在專家系統中，知識會滲透到社

會生活的所有面向，甚至影響社會關係與自我認同。然而，因為現代性把極端

的懷疑原則制度化，認為知識有被修改甚至拋棄的可能，並且日益眾多的專門

化知識體系（這也是抽離化的後果），表現出權威根源的多元化，在體系內

部，不同權威之間相互競爭，在內涵上千差萬別，因此事實上專家系統本身並

非單一、穩定的，而是零碎的，或者不一致，甚至前後矛盾的（Giddens, 1990, 

1991: 3）。在現代社會制度變得全球化與極端化的同時，信任、安全、風險、

危險也以種種具有歷史獨特性的方式而相互存在。例如在日常生活中，抽離化

機制使人們得以避免受到前現代社會面臨的惡劣自然環境威脅，獲得更大的安

全，但是相同地，新的風險也會被引發出來，有些甚至會造成全球性的影響。

又或者因為專家系統的不確定性與多元化，信任關係也會時常需要修正。    

  Giddens（1991: 20）認為時空轉型伴隨著抽離化機制，使得社會生活脫離

原本的規則和實踐控制，於是又成為另一個現代性動力的背景：「現代性的內

在反思性」，也就是人們會根據新的知識資訊而對社會活動和自然作階段性的

反思修正；換句話說，現代性的反思性削弱了知識的確定性（ibid: 21），這又

和時空重組、抽離化機制這兩個現代性動力有關，三者其實是相互影響的。 

  總而言之，Giddens（1991: 20）認為時空分離、抽離化機制以及制度反思

性（institutional reflexivity）為現代性的三大基本要素（或稱動力），其簡述如

下： 

表 2-1 現代性的動力  

 時空分離：社會關係的聯結是跨越時空的，是全球化的。 

 抽離化機制：包含符號兌換卷與專家系統（統稱為抽象系統）。抽離化

機制使互動脫離了場所的特殊性。 

 制度反思性：規律地把知識應用到社會生活的情境上，此為建構社會生

活時的組織要素與轉型要素。 

資料來源：出自 Giddens (1991: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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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這三個現代性動力交互融合構成了晚期現代社會的結構特徵，並伴隨著

信任機制與風險環境的改變，變動性、不確定性與反思性，就成為這個時代的

特色。Giddens（1991: 63）認為，在這樣的晚期現代社會中，現代性的反思性

特徵已延伸到自我的核心。因為在晚期現代社會中，抽象系統（如專家系統）

已深深滲透到到個體的日常生活，不僅把個體的活動與無限擴展的社會關係連

結在一起（ibid: 176），其所產生的抽離感，也會使先前的地方性控制逐漸瓦解

（ibid: 137）；其次，專家知識的權威多元化，使得晚期現代社會成為一個沒有

終極權威的系統，專家的信念隨時面臨被修改，甚至專家自身也經常懷疑理論

與實踐（ibid: 141）。於是，變動性加上不確定性，人們在生活中必須面對許多

令人困惑的多樣選擇與可能性（ibid: 3），因此常常得反思性地回到其「內在參

照」（即個體的內在標準）（ibid: 80）上來進行篩選，而自我也是依循這樣的路

線建構出來的；換言之「自我」就如同社會制度場景一樣，必定是反思性地產

生出來的（ibid: 3）。「我們不是我們現在這個樣子，而是對自身加以塑造的結

果」（ibid: 72） 

  再者，也因為變動性與不確定性，因此 Giddens（1991: 5、32、、33）指

出，自我的反思性建構亦非恆久不變，而是以一種反思性「計畫」（project）

（首尾一貫但又持續修正的個人經歷的維繫）的方式完成，是人們在連結個人

改變和社會變遷的反思過程中，不斷探索和建構的。因此自我成為不斷變化的

反思性建構的產物，而自我認同也不是個體所擁有的特質或特質組合，而是個

體依據其個人經歷所形成的一種反思性理解的自我，是行動者反思解釋的「連

續體」（continuity）（ibid: 53）。總而言之，自我認同不是被給定的，而是在個

體的反思活動中，被慣例性地創造和維繫的東西（ibid: 52），並且會隨著自我

的不斷反思性建構，也反思性地重構自我認同。 

  從上述論述中，我們不難發現 Giddens 的自我反思計畫乃企圖將結構與能

動同時涵納進個體自我認同的建構中。Giddens（1991: 80）指出，自我認同的

建構是回到個體的內在參照、內在標準上，然而這並不意味個體與社會事件的

廣泛脈絡結構是相互分離的。不能把世界看成是外在的，是與人異化並壓迫個

人的體系，或是與人疏遠、對立的社會系統（ibid: 189），因為人類作為一個能

動者，從來就不是被動地受制外在的行動條件（ibid: 175）；相反地，個體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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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社會環境進行反思，其建立的自我才會變得首尾連貫（coherent）。於是，自

我就被推到外部世界去了，而抽離化機制便侵入到自我認同的核心，透過個體

的內在參照與選擇這些專家知識，社會脈絡即被反思性地融入進自我認同的建

構之中（ibid: 148），個體甚至還可能透過持續性地反思，而回過頭去重構結構

（ibid: 175）。 

  另外，作為一種首尾一貫但又持續修正的個人經歷的維繫，亦即以一種

「計畫」形式所建構的自我認同，Giddens（1991: 54）認為它必然是在個體持

續某種特定敘說（to keep a particular narrative going）時所產生的，而不是在行

為之中，或在他人的反應之中發現的。換言之，自我認同的建構必須透過敘說

的過程（ibid: 76），唯有將個人的生活經歷與發生在外面世界中的事件加以整

合，納入有關自我的且正在進行著的「故事」（story）之中，才能反思地建構

出自我與自我認同（ibid: 54）。而個體的這種自我敘述過程，回過頭來也呼應

了自我的「內在參照」特性。 

  是以，敘說是建構自我的方式，事實上，敘說同時也是呈現自我的途徑。

Giddens（1991: 76）指出，為了維持自我的一體感，他建議個體以撰寫札記

（journal）與自傳（autobiography）來進行自我的敘說，因為這種自傳式的自

我敘寫，可以襯托出個體相較其他集體的個人獨特性，因此它必然代表了現代

社會生活中，個體自我認同的核心內容。於是，人們便可以透過個體的自我敘

說了解其自我認同。 

  社會科學長久以來一直企圖要解決一個重大的課題：究竟社會生活是社會

成員展現其能動性所形塑而成的？還是如 Weber 說的：「人類創造社會結構，

可是這些結構立即呈現其自身生命，其創造者幾乎很少，甚至無法再控制它」

（引自沈姍姍，1998：259），是由結構所決定？又或者兩者之間存在著某種關

係，共同造成現在的社會生活？Giddens（1984）認為社會科學研究的主要領域

不是個體也非結構，而是在時空向度上得到有序安排的、往復循環的各種社會

實踐，它是同時包含結構與能動的，因此他容納各家所言，提出了同時考量

「結構─能動」二元性的「自我反思計畫」認同論述，來分析、描述晚期現代

社會中個人的身分認同。不過，這種整合路線的走法，仍為其他社會學家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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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如 Craib（1992: 13-29）就稱之為是在「煎蛋餅」。8只是，從本節所梳理認

同論述的歷史發展來看，不可否認 Giddens 所提出關於自我、現代性、認同、

反思性與自我敘說等，在全球化時代以及社會科學典範轉向的今日，確實有其

時代性代表意涵與價值。 

第二節 眾聲喧嘩的教師專業認同論述 

  回顧有關教師的研究，可以發現因社會、政治與經濟等外在力量改變，每

個階段重視的教育研究焦點也都不同，伴隨著研究典範的遞嬗，「教師」一詞

逐漸從研究中的集合名詞，變成具有生命的、獨特的個體。例如，Goodson

（2000: 15-16）、Ball 與 Goodson（1985: 6-8）整理了英國教師研究從 1960 年

代以來經歷過的幾個重要轉折階段：在 1960 年代，教師只是誨暗的統計數

字，人們藉著大規模的統計調查或歷史分析，來探討教師在社會上的地位。那

時關注的是教師教學實踐「角色」，並且認為教師會毫無疑問地回應社會強大

期待，扮演社會設定的「角色組」（role set）。到了 1960 年代晚期、1970 年代

早期，個案研究出現了，研究者開始將學校教育視為「社會過程」來研究，打

破了學校的「黑箱作業」（black box）。只是此時研究關注的是弱勢學生的學習

情形，認為教師必須為這些不平等負責，卻未將研究焦點放在教師身上。1970

年代晚期，新馬克思主義一派的研究者發現，教師工作事實上是受到許多壓迫

的，於是研究者開始關注社會、政治和經濟權力如何與學校教育掛鉤，進行再

製工作，以利菁英團體的地位。先不論新馬這一派研究者如何致力於揭露學校

教育的政經結構面向，教育研究終於回到教師身上了，有關「教師如何看待他

們的工作與生活」的主題終於浮上檯面。不過，這時候的研究者雖然不再將教

師當成是數字的叢集、歷史註腳或毫無疑問的角色扮演者，但是仍舊沒有看到

教師的個別性，沒有看見教師個人；雖然關注教師的技能、態度、特徵與教學

                                                 
8 Craib（1992: 13-29）曾用煎蛋餅的比喻來說 Giddens 融合「結構－能動」續譜上各

種理論的企圖，他將過期、品質不良的蛋挑掉，然後擺進他覺得可以用的蛋，混在一

起，完成他整合性的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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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Clandinin & Connelly, 1998），可是卻無法了解教師的想法（ teacher 

thinking）。到了 1980 年代，有關教師生活與生涯的研究才開始出現，教師的主

體性開始鮮明，教師喧嘩的「聲音」終於振奮了教育研究領域。長期關懷教師

研究的 Clandinin 與 Connelly（1998）認為，當教育研究領域開始轉向研究教

師的思想過程（thought processes），我們才真正進入教室、看到教室經驗、貼

近教師，並且也為這個研究領域帶進了生命。 

  英國教師研究的轉折歷史，基本上和整個社會科學領域中有關教師研究的

整體發展情形大約一致，而教師專業認同研究就是在開始轉向研究教師主體、

教師聲音的 1980 年代，才逐漸出現在教育研究領域，並且要到近十年來才成

為一個獨立的研究領域（Beijaard、Meijer, ＆Verloop, 2004: 107-108），開始受

到教育研究領域的重視。1995 年「國際教師思想研究協會」（International Study 

Association on Teacher Thinking, 簡稱 ISATT）研討會年會，就以「轉變中的研

究取徑與實踐：教師的專業主義、認同與知識」（Changing research and practice: 

Teachers’ professionalism, identity, and knowedge）為年會的主題（Kompf, 1996: 

2），這顯示出教育研究學者觀察到教師研究與實踐的轉變，開始將教師專業認

同議題放到教師研究領域之中。然而，也許因為教師專業認同研究尚是新興研

究領域，因此其論述造型似乎還不是非常清晰，或者因為研究主題不同，許多

教師專業認同研究對於「專業認同」的定義多元紛雜，有的甚至沒有為此定

義。不過，雖然對於「專業認同」的定義多元，但是這些教師專業認同研究卻

同時肯認有關「認同是不斷建構的過程，是個體詮釋與再詮釋其生活經驗的過

程」（Kerby, 1991）的觀點，都希望能夠聽見教師的聲音，在某種程度上可以算

是站在教師主體的立場上，但是因為對認同的定義有些偏向研究教師對既定的

專業角色認同程度、有些偏向認為教師有自己一套專業認同，因而呈現出立場

多元而分歧的眾聲喧嘩景象。Beijaard、Meijer 與 Verloop（2004）曾以研究型

態的分類方式，將教師專業認同相關研究整理成三大類：關注教師專業認同的

建構過程、重視教師專業認同特徵，以及強調教師專業認同是在教師故事裡再

現。然而，這樣的分類方式仍舊無法清楚看出他們對於「專業認同」的定義有

何差異，因此，為了釐清本研究所採取的教師專業認同觀點，本節依循著前面

一節對於認同論述發展的「結構─能動」分析取徑，來整理教師專業認同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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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研究，將這些眾多研究取徑大致分為偏向結構--認同專業「角色」，或重視主

體（包含偏向教師主體以及同時重視「結構─能動」的認同論述）--看見教師

主體等兩類來討論。 

壹、認同專業「角色」 

  回顧有關教師專業認同的實徵研究，其中一類研究趨向以「教師對於某些

既定專業角色的認同程度」，來界定教師專業認同。例如 Beijaard、Verloop 與

Vermunt（2000）在「教師的專業認同知覺」研究中，將教師專業認同的範疇界

定 為 ： 教 師 作 為 科 目 專 家 、 教 師 作 為 教 學 專 家 、 以 及 教 師 作 為 教 養

（didactical）專家，然後依此發展問卷，詢問 80 位教師他們覺得自己屬於哪一

類專家？並以四點量表調查教師對於問卷所描述的各類專家內涵的符合程度如

何？在這個研究中，研究者似乎預設每位教師的專業認同內涵都相同，不脫研

究者所事先設定的三大範疇，而所謂的教師專業「認同」，也是一項詢問教師

是否符合這三大範疇所設定的角色內涵的「檢核工作」。換言之，研究者預懸

了一個普遍的教師專業形象、角色在那，然後檢視教師們是否知覺到自己和這

個專業角色的相對位置。在這個研究中教師是一個集合名詞，而教師專業則具

有既定的目標。 

  類似的理論取向還有國內外幾篇有關職前教師的研究。首先，是孫志麟

（2001）的「師資培育制度變革下職前教師的專業認同」研究。研究者援引

Dennis（1997）對專業認同的定義：「我所從事的職業是否具有專業性？」，而

將教師專業認同定義為：「指教師在社會關係結構的互動中，確認教學專業的

理念和價值、教學專業知識體系、教師專業角色等參考架構，形成專業的自我

意像，對專業生涯產生確定和承諾的過程」。研究者以 41 位師範學院初等教育

學系四年級學生為對象，進行半結構式問卷調查，他認為「如果教師對教學專

業沒有認同感，其教學行為很難判斷是否符合專業表現的標準」，所以他詢問

職前教師對於教學專業理念、價值與意義的認同程度如何？對於教師所必須扮

演的角色的認同程度如何？並且將醫師、律師設定為「完全專業」，來看這些

職前教師認為教職是落在「完全專業」、「準專業」、「半專業」還是「不專

業」？亦即，其「專業認同」研究指的是對某一特定的、理想的、以醫律為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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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的「專業角色」的認同情形，是站在功能論專業主義的立場來發展研究。

Siraj-Blatchford（1993）也曾以同樣的功能論專業主義立場，論述英國國定課

程的實施，讓教師喪失教學自主、「專業認同感」下降。在他的理論論述裡，

依據 Peters（1988）對於專業的定義：「專業意指一個人在運用他的知識和技能

的時候，是行為自主、理性，具有倫理的」來定義教師專業認同。而「自

主」、「理性」的訴求，事實上就是典型的功能論專業主義立場，是以醫生律師

的專業地位與要求為典範，而制定的一套專業標準，Siraj-Blatchford 的研究和

孫 志 麟 的 研 究 一 樣 ， 都 是 採 取 一 種 「 古 典 的 專 業 主 義 」（ classical 

professionalism）（Hargreaves & Goodson, 1996: 4）立場。 

  國內另一篇實徵研究是王儷靜、邱淑玫（2002）的「成為教師：師院生的

專業認同」，這篇研究採取深度訪談方式傾聽職前教師的聲音，避免了量化研

究缺少脈絡、沒有個人自傳脈絡（Beijaard, Verloop, ＆Vermunt, 2000: 749）、將

教師視為集合體的不足，而更加貼近教師的生活。然而，對於教師專業認同的

定義，此篇研究與前幾篇一樣，均預設了一個理想的教師專業角色，研究目的

同樣是要探討這些職前教師對教師專業角色的認同程度。研究中將教師專業認

同定義為：「是職前教師與在職教師在教師社會化歷程中，帶著個人過往的經

驗和師資培育環境中逐漸形成對於『教師專業』的認同與肯定的過程，並將之

內化成為自己的教育信念且表現於外在行為上」。不過，雖然研究者在研究開

頭將教師專業認同設定為似乎是對某一教師專業角色的認同程度，然而因為訪

談實徵資料顯示，這些職前教師對於教師專業內涵的詮釋，不同於文獻中學者

對於教師專業的定義，前者將焦點擺在教學領域知識與技能的養成、與學生互

動上，後者則關注教師知識體系系統化、教師專業訓練、教師專業自主權等，

因而研究者在文章中不斷出現反思「究竟教師專業認同是否具有本質性？」、

「應對教師專業內涵做進一步的實徵研究，抑或加強師院生對於教師專業的概

念？」等問題，只是此研究並未針對這個課題再深入探討，因此，我還是將這

篇研究歸類為傾向以「教師對於某些既定專業角色的認同程度」來界定教師專

業認同。 

  另幾篇以「教師對於某些既定專業角色的認同程度」來界定教師專業認同

的研究，與前幾篇不盡相同，這些研究不探討教師在教師專業角色上的符合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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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認同程度，也不去質疑教師是否為具備功能論專業主義式的專業，而是將

「專業認同」視為是「對工作的熱誠與認同程度」。如 Gaziel（1995）研究休假

（sabbatical leave）對於愛爾蘭小學教師的專業認同感、工作過度感的影響，他

以問卷調查 269 位教師在休假前與休假後對於專業認同感有何差異，並且以

「我以我的專業為豪」、「我的工作給我權力感」、「當報紙報導詆毀我的同事，

我會感到羞憤」、「我的工作在我的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以及「教師應該由

同事來評鑑」四項指標來定義「專業認同」；換言之，在他的研究中，「專業認

同」指的是「對這份工作的認同」。另兩篇研究雖然不是直接針對教師，但是

也與教育專業人員相關。Moore 與 Hofman（1988）的以色列高等教育教職員

工專業認同的問卷調查研究，將「專業認同」定義為「個體覺得他的工作很重

要、很吸引人，並且可以和其他角色相互融合」，研究者認為「強烈的專業認

同可以減緩這些教職員工離職的趨勢，即使機構裡存在著一些批判的聲音」。

Kremer-Hayon、Faraj 與 Wubbels（2001）的以色列阿拉伯學校校長的過度工作

和專業認同關係的問券調查研究，認為校長的過度工作情形和專業認同是成反

比的關係，並以「向心性」、「自我表現」、「價值」（valence）以及「團結」作

為問卷中代表專業認同的子項目。由此可看出，這三項研究均是把對工作的熱

忱、認同感，視為專業認同。雖然後三篇研究和前述幾篇研究在專業認同的定

義上有些不同之處，但是因為這幾篇研究對於專業工作的內涵，均隱約預設了

一個不變的角色在那裡，使得即使是「對工作的熱誠、認同感」的問題，也都

是朝向這個預設的角色來比較。因此，大體而言，這些研究的「認同」概念都

是有目標性的，都是一個有關「對某個角色的符合、認同程度」的問題，於是

我將他們都涵納在第一類教師專業認同研究中，都是往結構靠近的、傾向認同

專業「角色」的研究。 

贰、看見教師主體 

  傾向認同專業「角色」的教師專業認同研究，引起了一些學者的批評。如

deLauretis（1986: 9）認為，認同不該是一個「目標」（goal），而是自我意識

（self-consciencess）的過程；Zembylas（2003: 214）以後結構的觀點，主張應

該打破這種單一的教師自我、「本質性」（essential）的專業認同，認為教師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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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應該加入教師本身的情感（emotional）與情境因素；Britzman（1992: 29, 

42）也以後結構主義的立場，主張「認同」不同於「角色」，角色一詞是指教

師的功能性意義，是可以被指派的，而認同則是一種持續性的社會協調。外在

定義的教師角色標準與個體的教師專業認同常是相互不一致，甚至是衝突、矛

盾的，這點我們從王儷靜、邱淑玫（2002）的研究結果就可以看出。Sachs

（2001: 154, 155）也認為這些由教育體系或工會定義的教師專業認同，和教師

自己定義的其實是不一樣的，對教師而言，專業認同是教師在校內、外經驗的

綜合，教師對於「什麼是教師？」、「想成為什麼樣的教師？」有他們自己的一

套 信 念 與 價 值 觀 。 Sachs 並 進 一 步 提 出 教 師 應 該 發 展 一 種 「 行 動 主 義 」

（activist）式的認同，相較於「企業特質」（entrepreneurial）式認同將市場與政

府所論述、規範出來的教師專業角色標準視為認同的目標（如美國、英國和澳

洲的教師標準運動），行動主義式認同追求的是解放過去制度對個體的束縛，

從一種專業自我敘說（professional self-narrative）出發，來建構自我認同。就

像 Britzman（1991: 1）所說的：「身為教師，我們建構的不僅是教學實踐和相

關活動，還有我們的聲音與認同」。確認自己，也確認自己和學生之間要追求

何種意義，才是教師專業發展的真義（周淑卿，2004：150），而不在於接受、

內化一套外來的專業角色標準。 

  總而言之，這一派教師專業認同研究，目的是讓教師的主體被看見、被重

視，讓教師自己賦予生活經驗意義，確認他／她要成為一位什麼樣的教師（周

淑卿，2004：150），藉此揭露教師個人觀點，以探討教師專業認同。而從這類

「看見教師主體」的眾多教師專業認同研究中，可以進一步歸納出其理論主張

具有三項特徵：主張教師有自己的專業認同（如 MacLure, 1993; Mitchell, 1997; 

Paechter & Head, 1996; Vogt, 2002），強調教師專業認同必需透過反思的自我敘

說獲得（Antonek、McCormick & Donato, 1997; Connelly & Clandinin, 1999; 

Jurasaite-Harbison, 2005; Sachs, 2001），並且認為教師專業認同會受到結構的影

響，但是教師的能動性也同時發揮作用（Coldron & Smith, 1999; Evron, 2004; 

Lasky, 2005; Rex & Nelson, 2004）。以下，即整理討論「看見教師主體」這類教

師專業認同研究之三項特徵。 



第二章 教師專業認同之相關學術論述        

 29

一、主張教師有自己的專業認同 

  MacLure（1993）以訪談方式，研究 69 位英國國中、小教師的專業認同。

在研究中，他讓教師回答「他／她不是……」，藉此反向彰顯出教師心裡所想

的，以及他們的專業認同。MacLure 認為這種「教師作為一個人」的研究取

向，不是將教師視為一個模糊的集合名詞。也許我們會認為整個教育政策、學

校環境等結構脈絡面向大同小異，事實上即使他們處在一樣的脈絡下，老師們

關 心 的 事 情 、 價 值 觀 、 做 決 策 的 依 據 是 不 一 樣 的 ， 他 們 的 「 自 傳 計 畫 」

（biographical project）也不相同。因此，我們或許可以粗略地描述脈絡的阻礙

或壓迫，但是它並不是就如我們所想的如此簡單地對每個人發生同樣的作用。

我們無法預期教師個人的態度、期望和價值；同樣的道理，我們也無法為不同

年齡、不同資歷、國小或國中、不同科目或者不同小團體的教師，事先設定好

一套普世共用的「認同的範疇」。因此，與其由研究者來「解釋」教師，不如

讓教師用自己的語彙來解釋自己，我們也可以從中看到教師如何用這些分類範

疇建構起自己的專業認同。 

  這種認為教師有自己一套專業認同的理念，在 Paechter 和 Head（1996）以

及 Vogt（2002）的研究裡也看得到，他們將「教師專業認同」設定為教師認為

最重要的事情，「我是誰？」成了一個開放的問題，不再有邊界、框線，也沒

有研究者預設的方向，全然是一個由教師本身出發的課題。Paechter 和 Head

（1996）研究的是英國設計與科技課程以及體育課程的兩位教師，這兩個課程

是英國國定課程頒布時才出現的合科課程，研究者探討這兩位教師在面臨課程

改革合科化以及逐漸去技術化的課程走向中，如何定位自己的教師專業認同

（其中也包含性別、地位、身體和性別化科目的討論）。在英國國定課程頒布

之後，原本的家政、工藝、商業研究、資訊科技與藝術合併為「設計與科技」

（design & technology）合科課程，這個合科課程偏向非技術方面，使原本的工

藝課程（特別是男教師）受到很大的衝擊；而本來男女分開上的體育課，也變

成男女一起上課，男女體育教師原本所學的是不相同的體育項目，現在卻要面

對同一群有男、有女的學生。研究者發現，面對這些課程改革的衝擊、變動，

教師逐漸將自己的教師專業認同定位在一般教學上，而非特殊的科目技術上。

Vogt（2002）則是研究小學教師的專業認同和關懷（caring）倫理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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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沒有事先告知研究題目的前提下，Vogt 詢問教師他們如何看待自己身為一位

教師，請教師們將這個教師形象畫下來，所有的教師都畫自己和學生們的互

動，強調「師生關係」是他們首要重視的項目，並且所有教師均認為他們是從

與學生互動中來了解自己「身為一位教師」的，有位教師還說：「……師生關

係是我身為教師最基礎的要素」。 

  Paechter 與 Head（1996）以及 Vogt（2002）的研究讓我們知道教師首要重

視的專業認同，Mitchell（1997）的研究則進一步讓我們更廣泛地看到教師重視

的專業認同項目究竟有哪些？Mitchell 以口述歷史的研究方法，呈現八個剛退

休國中教師的專業認同，研究者訪問教師們如何視自己為一位教師？他們的專

業認同有哪些面向？然後從這些充滿教師聲音的文本中整理出三項他們共同重

視的教師專業認同面向：（一）再現（representation），也就是他們的專業認同

是有關教師與孩子互動時，如何呈現自己（包含行動與言語）：這些教師認為

師生之間保持清楚的距離是相當重要的、要懂得運用非語言來溝通……；

（二）準備階段（preparation），亦即他們認為紮實的師培教育是他們相當重視

的專業要素；以及（三）奉獻（delication），他們認為教師這個行業是一個攸關

奉獻的良心事業。 

  就像 MacLure（1993）所說的：「認同不是一個穩定的整體，不是教師共同

具有的特質，而是他們拿來證成自己、解釋自己，並建構自我概念、與他人關

係以及所處脈絡的依據」，「看見教師主體」這類教師專業認同研究者並不認為

教師專業認同有既定的方向與目標，也不預定教師有共同的專業認同。因此，

在他們的研究論述中，我們看到的是研究者的開放態度，採取尊重教師主體性

的自傳式研究取徑，讓教師做其生命經驗的詮釋者，表達自己的專業認同，也

讓我們可以一窺教師心中的專業認同。 

二、強調教師專業認同產生於反思的自我敘說 

  前述 MacLure（1993）、Paechter 與 Head（1996）、Vogt（2002）以及

Mitchell（1997），都是以口述歷史、深度訪談等自我敘說形式的質性研究取

向，來進行專業認同的研究。就像 Clandinin 與 Connelly（2000: 17-18）所說

的，敘說（narrative）是呈現及了解經驗的最佳方式，因為生活充滿了故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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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段，必須透過敘說來反思與了解。所以，這種回到教師身上，讓教師自我敘

說的研究方式，可以讓教師透過反思，來了解他／她的自我知識與自我發展

（Mitchell, 1997: 312），而我們也才得以貼近教師的生活、看到教師的專業認

同。 

  自我敘說不僅是探討教師專業認同的方法，事實上，自我敘說本身就充滿

了豐富的專業認同意涵。Connelly 與 Clandinin（1999）在探討一群學校教師和

行政者的知識、脈絡（context）與認同之間相互關聯性的研究時，就發現教師

的敘說內容充滿了有關專業認同的問題。研究者讓這些教師相互對話、傾聽和

回應彼此的故事，並且讓他們執筆將自己的故事寫下，研究者再另闢章節分析

這些敘事。研究者發現在這些教師的對話與故事中，時常出現有關「在這個教

學故事中，我是誰？」、「在學校裡，我是誰？」、「在孩子們的故事中，我是

誰？」、「在家長的故事中，我是誰？」等認同議題，教師關心的不是他們擁有

哪些實踐知識，而是他們的認同，即使研究者的問題已經不關乎教師專業認同

的課題，他們還是以「我是誰？」的架構來回答。在 Brook（1994）有關教師

專業認同的自傳式研究中，她也是以這種不斷探討「我是誰？」、「我變成怎麼

樣了？」的方式，來記錄身為一位幼稚園教師的專業發展。相同的研究還有國

內的劉玲君（2005），她以自傳式的生命敘說，呈現出一位國小女性代課教師

追尋教師專業認同的過程。教師的自我敘說充滿了豐富的專業認同內涵，

Connelly 與 Clandinin（1999: 4）將這個由反思性自我敘說所產生出來的教師專

業認同，稱之為「奉行的故事」（stories to live by）。Connelly 與 Clandinin

（1999: 4）認為透過教師自我敘說，我們就可以知道教師的知識與脈絡，了解

教師「奉行的故事」，也就是教師專業認同的內涵與意義。 

  Antonek、McCormick 和 Donato（1997）的 The Student Teacher Profolio as 

Autobiogrphy: Developing a Professional Identity 研究，也是透過讓教師自我敘

說、自我傳記的方式，來看兩位教外國語的實習教師的專業認同。研究者認

為，自我概念是在反思中建構，教師對於自己身為教師的概念及教師專業認

同，也都是透過反思來建立。而傳記式個人檔案則是非常方便、有效且適當的

工具，不僅可以讓教師紀錄自我的成長與發展，還可以促進教師反思，讓他們

有更圓熟的教學實踐，並且也可以從這些個人檔案，看到實習教師的專業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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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因此，Antonek、McCormick 和 Donato 進一步主張要發展教師的反思技

巧，因為反思能力的加強，可以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這種反思的自我敘說，不只可以呈現教師專業認同、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還富有積極的解放價值。Sachs（2001）在提出「行動主義式認同」時，就強調

要真的作到行動主義式認同的解放（emancipatory）目的，必須透過「自我敘

說」時的「反思」作用。他認為教師建構的自我敘說，是和他們所處的社會、

政治及專業連結在一起，這些自我敘說是他們生命故事裡的菁華，是教師自我

反思的結果，卻經常是隱默的、被視為理所當然的。因此，我們要鼓勵教師藉

由反思來自我敘說，並且讓這些自我敘說被彰顯、被看見，還要被公開分享出

來，作為未來教師專業發展的資源，讓老師有機會可以彼此相互溝通，而教育

議題也可以有更積極、生氣勃勃的討論，這樣才能達到行動式認同的解放目

的。 

  總而言之，對「看見教師主體」這類教師專業認同研究者而言，「認同」、

「反思」以及「自我敘說」乃是互為一體的辯證關係：我們必須透過教師反思

與自我敘說，才能了解教師的專業認同；教師的專業認同，也是在教師反思與

自我敘說中形構而成的；而教師的反思與自我敘說內涵，都是圍繞著專業認同

的主題發展，並進而形成教師「奉行的故事」。 

三、重視「結構－能動」對教師專業認同的影響力 

  Coldron 與 Smith（1999）看到了教師專業認同中「結構－能動」的緊張關

係，他們以理論分析方式，主張教師生存的社會結構會設定許多「傳統」

（traditions）來限制教師，例如教學「技巧」（craft）、學校文化、科學標準

等。但是，即使如此，他們認為教師應該在專業認同的形構過程中扮演積極主

動的角色，應該發揮教師的能動性，而不是順服這些職場地景（landscapes）的

傳統。然而，在 Reynolds（1996）的實徵研究中，卻看不到 Coldron 與 Smith

所說的教師能動性之展現。Reynolds（1996）認為個體同時是「個人」也是

「個人組成的團體」中的一員，所以她依循 Mead 的「主體我」和「客體我」，

以及 Bourdieu 的「慣習」（habitus）與「場域」（field），而以「文化腳本」

（cultural scripts）和「職場地景」兩個概念來討論教師的專業認同。她認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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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可以從文化腳本有限的選擇中選擇他／她想要的，或者重新詮釋這些腳本，

或者再去尋找比較適合自己的新腳本，但是職場地景中的各種條件限制也會影

響我們的表現。然而，她發現在她的研究中，教師通常是符應了 Britzman

（1991）的「順服」（conformity）概念，亦即大部分的教師是順服地接受職場

地景裡那些有限的文化腳本，而比較不會思考他／她可以怎麼做、不會批判結

構的限制，特別是新手教師。因此，Reynolds 也同樣鼓勵教師，要開始重新思

考一些被視為理所當然的事物，也許考慮採用新的腳本，或者重新改寫這些文

化腳本，而行政人員也要思考這些系統結構如何影響教師。 

  究竟教師在形構其專業認同時，是否具有如 Coldron、Smith 與 Reynolds 所

期待的「能動性」？或者只是順服這些外在結構規範、傳統？近幾年 Rex 與

Nelson（2004）、Evron（2004）以及 Lasky（2005）關於教師專業認同的研

究，雖然仍舊強調結構的影響力量強大，但是卻也終於讓我們看見教師能動性

的展現。Rex 與 Nelson（2004）以民族誌的研究方法，研究美國兩位高中教師

在考試壓力下，如何投入專業熱忱於低成就學生身上，以及他們如何將自己的

專業認同看得比州測驗目標還要重要。研究者發現，這兩位教師並沒有完全同

意政策要他們做的事情或立下的原則，他們還是對其教學理想投注相當的熱情

與承諾。雖然不得不接受一些考試目標，可是他們認為自己擁有做決定的能

力，可以在教室裡實踐他們認為最好的教學方式，而且認為考試成績不是孩子

最重要的目標，培養孩子在社會中生存的能力才是最重要的。對他們而言，教

職不是一份工作，而是一份滿足個人成就感的專業認同，而主導其教學實踐

的，也不是那些外在要求，而是教師的個人信念與專業認同。Rex 與 Nelson 還

發現，在前導研究中，大部分的英語教師也都發展了自己的專業認同，都是以

學生的教育福祉為最高目標，時常在問「我必須知道我這樣做對我學生是不是

好的」，從這些教師的專業認同中看不到對國家或工具性目標標準的回應，而

是摻雜了個人的價值、信念、學習以及「氣質」（dispositions）。 

  這種教師能動性的展現，也可以在 Evron（2004）的研究中看到。Evron 長

期追蹤、訪談四位以色列藝術教師，探討他們在美術科被邊緣化的公立教育體

系中，如何建構教師專業認同，在學院教育與學校體制文化要求兩者產生衝突

時，如何重新定位其教師專業認同。研究者發現，學校升學體制文化時常和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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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教育的專業認同相互衝突，例如大班灌輸知識的授課模式與考試方式，讓教

師覺得自己像是一部替學生準備考試的機器，節慶時需要裝飾校園、要在牆上

張貼學生作品以展現學校的藝術品味，這些也都有違身為藝術教師的專業認

同。不過，研究者也看到，這些在學校體制壓迫下的藝術教師，還是不斷設法

在學校規定和自己的專業認同之間尋找平衡，試圖將他們的專業認同嵌入角色

義務之中。例如，有一位教師因為從學院教育得到的觀點，而無法適應學校體

系文化，然而在進入學校幾個月之後，她改變了原本的想法，她說她對自己的

專業認同是，先當一位教育家，再當一個藝術教師，並且讓兩者之間彼此關聯

也相互輝映。又例如在張貼作品一事上，教師改以將學校牆壁變成一個讓學生

自由嘗試及展現創造力的舞台。藝術教師在遇到結構與專業認同相互衝突時，

轉而利用結構的「資源」，也就是將學校張貼作品的規定，轉變成為發展藝術

創意教育的資源，以另一種不同的方式來成就、兼具外在要求與自己的專業認

同，因此，由規則與資源組成的結構不只具有限制性，還具有使動性，因為個

體雖然會受規則限制，卻也可以運用資源使動（Giddens, 1984）。 

  Lasky（2005）則進一步從 Giddens 與 Bourdieu 結合結構與能動的觀點出

發。他深信人類擁有能動性來改變他們的生活與環境，但同時也會受到社會個

人因素影響；換句話說，他認為教師的能動性處在一個複雜的變動性中：它被

社會及學校文化的結構因素影響，卻也影響這些因素。Lasky 依據這個觀點來

看教師在教育改革要求與自我專業認同兩者之間，如何展現其能動性，如何透

過教師專業認同的視鏡，來詮釋教育改革要求。Lasky 訪談四位國中教師，這

些教師覺得有關「教師專業」的論述，被當下的教育改革脈絡系統化地腐蝕

了，他們逐漸沒有時間和學生相處，對這些新課程也不熟悉，新課程的內容變

多，使得他們必須大量使用講述，成績表現的要求也讓師生共同感到龐大的壓

力，對於教育改革去人文化、去專業化的走向，他們感到相當無力。但是，在

這些教師的教學實踐中，他們還是堅持以人為中心的專業認同，盡力和學生建

立連結關係，營造一個信任、安全的學習環境，並且主張不只是要增進學生學

業能力，還強調他們的社會與情意發展。做這些事情讓教師們感到很有成就

感、滿足感，這些才是他們認為重要的教育目標。這些教師在教改政策脈絡的

壓力下，展現了能動性，探尋改變的可能，同時，也顯示出結構對於某些深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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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心中的專業認同的影響，其實是有限的。 

  不管是 Coldron、Smith（1999）與 Reynolds（1996）對於結構影響力的強

調，還是 Rex 與 Nelson（2004）、Evron（2004）以及 Lasky（2005）對教師能

動的信心，這些「看見教師主體」的教師專業認同研究者似乎都看到了「結構

－能動」對於教師專業認同的影響力，並且其研究結果也顯示出教師專業認同

研究不能忽略結構或能動，而單純從其中一方來看教師的專業認同，應該同時

考量「結構－能動」的影響力。 

参、小結 

  教師專業認同雖然還是個新興的研究領域，卻已出現「眾聲喧嘩」的熱鬧

景象，不管是「認同專業角色」這一類研究，還是「看見教師主體」，雖然兩

者之間存在著激烈論辯，但是這些多元豐富的研究論述，事實上都豐碩了剛起

步的教師專業認同論述。然而，如果我們回到本節開始時 Goodson（2000）、

Ball 與 Goodson（1985）等人所整理的教師研究發展階段來看，教師專業認同

興起的 1980 年代，是重視教師主體、教師聲音與生活的研究典範，在本體

論、知識論甚至方法論上，似乎與「看見教師主體」這一類教師專業認同研究

是較為一致的。 

第三節 與教師專業認同交織作用的因素 

  此節我將以教師的文化腳本與職場地景、教職女性化現象、教育政策與改

革方案、專家知識以及教師知識等幾個面向，來談與教師專業認同交織作用的

因素。 

壹、教師的文化腳本與職場地景 

  Reynolds（1996）以「文化腳本」與「職場地景」概念，讓我們了解教師

的文化、生活世界、能動性與限制，以及兩者如何關聯進而影響教師的身分認

同。她指出社會傳統文化的教師文化腳本包含：孩子的守護者、學有成者、超

級父母／教練／朋友，以及專家，或者也可以簡單地以「白人女性」形象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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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而在她對加拿大安大略省新手教師的研究中，發現新手教師為了維護職場

地景的傳統，在矛盾、衝突而後調適的過程中，接受了這些預設的文化腳本。

首先，教師接受一種「職業主義」（vocationalism）的想法，他們認為成為教師

就是要去接受別人對這個職業的期望、獲得預設的教學技能。因此，面對職場

地景中這些預設的教師文化腳本與自己預想的不一樣時，這些新手教師感到恐

慌，但還是不斷設法讓自己融入（blend in）、被涵化（enculturated）成為一個

「好老師」。再者，在教師職場地景中，充滿著行為主義心理學的思維，亦即

一種知識中立論、客觀的事實、客觀的老師、行為控制的思考方式，讓這些新

手教師必須接受一個樣板式的教師角色。最後，學校追求效能與秩序的傳統，

讓他們心中對師生關係的理想破滅，開始尋求各種班級經營、秩序管理以及親

師溝通的技巧。除了 Reynolds，Coldron 與 Smith（1999）也以「傳統」和「地

景」概念來形容教師所處的場域，他們認為教師所在的地景會以一些傳統來限

制教師、影響教師的專業認同。例如，教師被期待要知道什麼該做什麼不該

做，要學習適應學校的習慣與文化。又例如，學校對升學與非升學科目教師也

會有不同的工作期待，進而影響了教師們的專業認同建構（Evron, 2004）。除此

之外，教師也被期待具備圓熟的教學技巧、具備科學的教學能力。因此，許多

師資培育課程是以「訓練」的模式進行，並且多半是以行為主義心理學的工具

理性思維來教育教師。 

  然而，不管是課程或者是教學目的，這些腳本都是由他人決定的。在本研

究第一章提到英國的幾次課程改革，就是以這種模式，期望、要求教師配合每

次課程改革，充實、轉變他們的能力。教師順服於文化腳本的情形，或許也可

以用來解釋姜添輝（2003）的研究結果：教師是工具理性導向的忠誠執行者，

喪失批判質疑的心靈，展現出反智主義的文化視野，易以歸因論來看待孩子的

表現，習慣以心理學導向思維來處理低成就學生問題。因此，姜添輝認為教師

可能成為資本主義文化再製的推手。 

  教師的文化腳本與職場地景對於教師專業認同及其教學實踐影響極大，讓

許多教師（尤其是新手教師）選擇接受文化腳本的角色扮演，來適應這個職場

地景。就像 Britzman（1991: 4）所說的，成為教師就是成為不是你的那個人，

教師的身分認同時常是「採用」而非「創造」。然而，不似姜添輝與 Britz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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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觀地認為教師只是「觀念簡單性的忠誠執行者」（姜添輝，2003）、角色採用

者、文化腳本的順服者，事實上我們在前面有關「結構－能動」的討論中，確

實也看到了許多教師在這之中展現了改變的能動性與反思能力（Rex & Nelson, 

2004; Evron, 2004; Lasky, 2005）；再者，就像 Cooper 與 Olson（1996）所說

的，教師專業認同會受到歷史、社會、文化等眾多複雜因素所影響，教師的文

化腳本也是由許多外在於教師本身的結構因素所集結而成的。如果我們可以體

認到這些因素的束縛壓力，就應該解構、批判這些結構因素，並且促使政策決

策者能夠傾聽教師專業認同的聲音，而非僅是質疑教師的能動性。 

贰、教職女性化現象 

  在一般的教師文化腳本中，有個明顯的特徵：女性化形象。Weber 與

Mitchell（1996）曾探討究竟在大家眼中，教師的形象如何？研究者認為經由人

們的繪畫，可以最直接反映出社會、文化對這個團體的評價，於是讓 150 位小

學生將他們對教師的形象畫下來，也讓新手與資深教師來畫，主題都是「教

師」。結果發現兒童和教師對教師形象有很深的刻板印象，都是和藹的女性形

象，並且呈現用手指引或解釋教授課程的姿勢。這種「教職女性化」（teaching 

feminization）情況不只是存在於大家的印象中，事實上也是現今各國共通的實

際現象。9有些學者（DeCorse & Vogtle, 1997; Joseph & Burnaford, 1994; Sugg, 

1978）認為，學校教師角色從男性居多轉變為幾乎全是女性，性別差距之大，

以致於教職女性化的情況似乎是無法回頭、深植人們心中。然而，如同 Meed

（1949: 159）所言： 

男人可以煮飯或編織，可以玩洋娃娃或打小鳥，假如這些活動被視為

是適合男性的，那麼不管男女，這整個社會都會視這些活動是重要

的。如果其中某些項目女生也可以做，那麼這些項目就會被認為不那

麼重要了。 

                                                 
9 Acker（1994）統計，二十世紀中期，美國國小女性教師佔了 80%-90%；而根據我國

教育部（2008）統計數字，九十六學年度國民教育（公私立國小、國中）階段，女性

教師也佔了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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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存在著性別偏見的社會中，當一項工作被標籤化為「女性的工作」時，它在

社會上的重要性與地位勢必因此而降低。舉凡教師、護理、社工等有關「養

護」（nurturance）特質的工作，多半與女性形象連結在一起，女性的參與率也

佔多數，因此在專業社會學中一向被歸類為「半專業」（semi-profesional）的社

會位階。潘慧玲（2000）從女性主義觀點，分析英美早期不具性別意識的社會

學家筆下的女教師，發現女性教師形象存在著嚴重的性別刻板印象：女性欠缺

工作承諾、女性重感性且少自主能力、女性與婚姻緊密連結，因此女性佔大多

數被認為將影響教職的專業性。國內的教育社會學論述也可以看到類似的結論

（陳奎熹，2001：244-245；姜添輝，2002a：162-163）。當然，關於教師在專

業社會學論述中處於半專業的說法，存在著以往古典專業主義論述將醫生、律

師的工作特質，視為唯一判決專業與否的標準的功能論專業主義弊病，但是不

可否認的是，這種將「男性＝理性、專業」、「女性＝非理性、非專業」的性別

二分（dichotomy）論述，在整個教師專業論述中具有一定的影響力，而且還普

遍影響著社會大眾對教師的看法和期待。當教職被解釋為家務（domesticity）

的延續，所以是「女性真正的專業」（true profession），強調教職的母性特質

（Acker, 1995; Feiman-Nemser & Floden, 1986; Weiler, 1989; Woods, 1990），強調

教職可以兼顧家庭的工作特性，這些對教職的詮釋，一方面為女性大開方便之

門，鼓勵更多女性投入這份符合其「天職」的工作，奠定社會對於教師職務根

深柢固的女性化印象，另方面卻因教職的少自主性、低地位與薪資、家庭與學

校連結而產生污名化（blurring the boundaries of home and school）（Griffin, 

1997）等現況，使得教師一直無法獲得社會上專業論述的肯定。10上述這兩種

因素還進而造成男性對於教師一職怯步，因為它「應該是」女性的職業，以

                                                 
10 事實上，女性主義學者認為關懷、母性與教師專業並不矛盾，而是存在著相互辯證

的關係（吳慎慎，2002：29）。如 Casey（1990）在 Teacher as Mother 一文中主張母性

的關懷（care）與連結（connectedness）應是教育所重視且必要的要素。Grumet

（1988）在 Bitter Milk 一書中也提到，一個像回到原始母親－孩子關係的環境，將有

利學生學習，因此建議教師應營造這樣的教室環境，並使自己變得更加「母性」

（maternal）的、連結的（connected）與關懷的（c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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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ffin（1997）的話說，教學成了一種性別化的經驗（teaching as a gendered 

experience）！ 

  在這樣的結構脈絡下，教師一職表徵著特殊的性別符碼。因此，女性主義

學者 Dillabough（1999: 387, 393）指出，教師專業認同論述除了要考慮教師的

真實性（即教師作為真實的個體，帶入實踐場域的歷史、敘說、主體性和位

置），還必須探討教師作為「性別化主體」（gendered subjects）的社會位置帶來

的影響。教師的性別意識、教職女性化帶來的社會期待都會影響他們如何看待

教職、如何建構專業認同、以及如何行動。就像 Vogt（2002）的研究發現，同

樣從事關懷行為的男女教師，女教師認為她們是在幫助孩子，男教師卻說自己

是在管教孩子，男女教師對於同樣的教育行為，卻有不一樣的詮釋。DeCorse

與 Vogtle（1997）的研究也看到了這種性別符碼對於教師自我認同的影響。在

DeCorse 與 Vogtle 關於國小男性教師職業選擇與專業認同的研究中，研究者提

到男人進入傳統為女性化的職業中，被社會認為是地位下降，而女人剛好相

反；再者，對社會上大部分的人來說，最好的小學教師被定義為是女性教師，

反過來，也因為小學大部分都是女性教師，所以心中也會存有刻板印象，認為

女教師比較好，男教師難以勝任教職。因此，在這樣的社會期望下，我們看到

研究中的國小男性教師週遭的家人朋友對於他們從事教職，雖然沒有明白反

對，卻語帶保留或者有些微詞。他們也提到身為男性，比較好應徵上教職（他

們不太喜歡因為自己身為男性，而有特權），但是卻同時被以較高標準來觀察

和對待，不過他們也會讓人覺得好像不會太認真，甚至會懷疑一個男人怎麼會

來當小學老師，是不是有什麼問題？所以他們和學生之間會盡量保持距離，不

能像女教師一樣和學生擁抱、親近。這種種現象，都反映出教職女性化以及社

會期待所帶來的影響，這些熱愛與孩子親近的男性教師，也因為社會期待與影

響，或者因為教師文化腳本中的女性形象，而必須適時地修正他們的專業認

同。 

参、教育政策與改革方案 

  個體的信念、思想與行動，總是會受到文化、歷史與社會結構的影響，這

些結構是藉著反應在一些媒介上來對個體產生作用，例如文獻、藝術、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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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科技、數字系統，或者是像教育改革、政策命令、課程指引與國家標

準。而這些社會、文化與歷史產物的媒介，也會影響教師的信念、思想與行動

（Lasky, 2005: 900），當然也包含教師的專業認同。在 Rex 與 Nelson（2004）

探討兩位高中教師如何在國家考試壓力與專業認同矛盾之間展現能動性的研究

中，雖然這些教師在過程中展現出能動性，對於某些專業主張有所堅持，但是

在研究進行的第一年時，由於州測驗要求教師證明他們已經成功改革課程，讓

課程更接近州測驗的語言、過程和技巧，這些教師確實也承受了很大的壓力，

雖然很掙扎，但是在某種程度上他們還是必須「為考試而教」。其中一位教師

就說：「雖然我對這個測驗存有疑問，但是我還是必須把自己視為這個教育團

隊的一員，我還是教孩子如何考試」。教師就在接受教育政策的規定，卻也感

覺怨懟的矛盾心情中，一方面教孩子如何應試，一方面也堅持實踐他們的專業

認同。換言之，他們雖然不是完全接受外在要求的規定，但也是在命令與專業

認同的衝突之中，不斷找尋對孩子最好的平衡點。Lasky（2005）的研究也有同

樣的結論。當 Lasky 研究中的教師，面對教育改革下新的英語課程與評量方

式，內心也有很深的衝突感，對於教育改革去人性化、去專業化，並且轉向管

理主義、講求效率卻不重視師生關係的這些特徵，他們感到十分挫折且無力。

雖然最後教育改革並未撼動這些教師深植的專業認同，但是在新課程、新評量

的實施方面，他們還是必須照章來教。 

  在 Rex 和 Nelson（2004）以及 Lasky（2005）的研究中，教育政策與教育

改革似乎扮演了一個威脅著教師專業認同的角色，雖然教師心中的專業認同沒

有多大的改變，但是他們在某些執行面上卻不得不依照規定來做。政治、社會

與經濟體系造就了學校改革政策，回過頭來，也影響、威脅了教師的認同與教

師能動性。不過，就像，Lasky（2005: 914）所說:：「外在的系統可能會深入且

持續地影響教師的專業認同，但無法「重新塑造』（reshaping）其專業認同的根

本信念」，即使是 Evron（2004）研究裡的教師，也是在不放棄某些藝術理念的

基礎上，反思性地將學校體制要求整合進他／她的內在參照之中，成為其專業

認同的一部分。另外，從這些討論中，我們也得到了一個重要的啟示：教育政

策應該破除由上而下的決策執行方式，而要考量教師的專業認同，因為詮釋政

策、運作教學的那個隱形的力量，是操縱在「教師」的手裡（Rex & Ne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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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1319）。 

肆、專家知識 

  如 Giddens（1991）所指，個體是在與專家知識接觸之後，才反思性地選

擇與組織生活、建構認同。亦即，專家知識對於個體的認同建構具有一定程度

的影響。而在教師的生活裡，所謂的「專家知識」包含了他／她在師資培育階

段所接受的課程，實習階段輔導教師的影響，甚至是教職生涯中所接觸到的一

切教師專業論述（包含前面提到的教育政策與教育改革）11與人員，其中教育

研究者也是一類。 

  Lasky（2005）研究中一位服務 12 年12以上的教師就認為，她在師培階段

學到的教育知能，影響她如何看待這個學科、型塑她教學方法的信念、建立她

評鑑學生的方法、知道如何與學生相處或安排每日教學事務，以及如何回應教

育改革。因此，當教育改革對教師有新規範、期望和課程時，她仍舊沒有改變

專業認同最根本的信念，因為這些不是在她師資培育時期學到的教育知能。相

對地，那些較資淺的教師因為在師資培育機構裡受到的教育，和當下的教育改

革理念相近，所以和資深教師比起來，這些年輕教師對教育改革的接受度大得

多。在 Mitchell（1997）的研究中，這些退休教師也提到，師資培育階段所受

的教育，使他們從一個外行人變成教師，更影響其專業認同，他們也感慨近來

這些年輕教師所受的師資教育太寬鬆，會影響到其專業，對這些退休教師而

言，紮實的師資培育是他們專業認同中的重要項目。 

  同樣對教師專業認同產生專家知識式權威性影響的，還有實習時的輔導教

師。不過，因為實習教師並不會特別對實習輔導教師教學背後的理念感到興

趣，而是將實習輔導教師定位為提供情緒支持或教學資訊的角色，忽略了學習

                                                 
11 前面所討論的「教育政策和教育改革」也是「專家知識」的一種，因為每個教育政

策和教育改革的推動，都有一定的教育理論或理念依據。然而，因為教育政策與教育

改革包含許多執行面向，所以我並未將其分為專家知識面向與執行面向來討論，而是

整合在一起討論它們整體的影響。 
12 Lasky（2005）研究中的四位教師服務年資大約是 12 年至 30 年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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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探究實習輔導教師的教學實務知識（Zanting. Verloop, & Vermunt, 2001），而

時常造成文化再製的「社會化」結果。周鳳美、宋佩芬（2005）有關四位實習

教師建構教師專業認同過程的研究，就發現實習輔導教師一方面提供實習教師

觀摩學習的某些正面範例，另方面卻也將其傳統教學、注重考試成績、不鼓勵

不支持教學創新等教育理念，傳遞給實習教師，有些輔導教師甚至會明示不得

逾越他／她的教學方式，對於實習教師的教學也不曾提供批判性意見。而實習

教師則是在沒有得到實習輔導教師充分支持與指導下，一味模仿輔導教師的傳

統教學型態，並調整原先在師資培育階段所塑造的教師專業認同。實習教師除

了受到實習輔導教師的影響，也會藉由詮釋大學實習指導教授的教育理念來建

構 專 業 認 同 （ Antonek, Mccordmick, & Donato, 1997: 17 ）。 在 Antonek 、

Mccordmick 與 Donato（1997）關於實習教師透過個人檔案發展專業認同的研

究中，發現其中一位實習教師雖然在個人檔案中只提到實習指導教授兩次，但

是研究者分析這位實習教師在文本中的反思，事實上是充滿了實習指導教授對

她的回饋，這些指導與回饋給予她許多正面的引導與信心，也看見在她不斷反

思這些回饋的過程中，逐漸浮現的專業認同。不過，另一位實習教師就完全不

見他採用其實習指導教授的理念。 

  在 Antonek、Mccordmick 與 Donato（1997）的研究裡，專家知識對認同的

影響，不像周鳳美、宋佩芬（2005）的研究一樣，扮演著權威性的角色，好像

教師會無條件地接受專家知識，或者教師會受專家知識所掌控、壓迫。

Antonek、Mccordmick 與 Donato（1997）發現，面對專業知識，教師乃是反思

地選擇。雖然師資培育機構或者實習校園，這種經常造成文化再製結果的「社

會化」機制，某種程度上仍有成功社會化教師的機會，然而只要教師反思地面

對專家知識，就有助於其重構自我（Giddens, 1991），有機會讓這個「社會化」

帶有批判甚至是解放的正向價值。或許 Jurasaite-Harbison（2005）的研究可以

更清楚地說明這種反思性。Jurasaite-Harbison 研究教師如何在「研究者－教

師」關係中，經由參與研究、和研究者互動，而進一步反思、重構他／她的教

師專業認同。Jurasaite-Harbison 發現，因為在「研究者－教師」的互動關係

中，是透過研究者的視野來看教師實踐，因此教師有機會可以由不同的觀點來

看自己：例如從家長、學生、教師、同事的觀點。透過在實踐中加以反思、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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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教師並進一步將這些觀點編織成獨特的系統。這種「研究者－教師」的合

作關係，讓教師可以從研究者的視野來重新建構自己的專業認同、發現自己的

教學。Jurasaite-Harbison 指出，事實上這樣的關係不只發生在「研究者－教

師」之間，教師透過與學生、同事、行政人員、家長，當然也包含相關的教師

專業論述，都可能有類似重構專業認同的機會。 

伍、教師知識 

  在前述許多「看見教師主體」這類研究中，我們看到教師的個人觀點如何

影響他們認為學生應該學什麼、怎麼學，看到教師如何以其信念為本，來詮釋

外在要求。這些教師的個人觀點，有可能來自生命經驗、當學生的經驗，也可

能是教職生涯中教學經驗累積的結果。Connelly 和 Clandinin（1988: 25）將這

些存在於教師過去的經驗、現在的身心以及未來計畫與行動中的知識，統稱為

「個人實踐知識」（personal practical knowledge）。個人實踐知識顯現在教師實

踐中，是教師處理現在情境當務之急時，重建過去與展望未來的特殊方式。

Connelly 和 Clandinin（1999:4）認為，必須透過教師自我敘說來了解教師的知

識與脈絡，如此才能了解教師的專業認同，也就是「奉行的故事」；簡言之，

教師知識乃是影響教師專業認同的因素。 

  其中一類教師知識，是教師進入教職之後的教學經驗。有關新手教師與資

深教師的研究顯示，資深教師的知識比較廣泛，比較有組織，在解決問題上也

比較得心應手，很快就可以從記憶模組中抽取類似的解決方法。因此資深教師

的知識遠比新手教師來得豐富（Beijaard, Verloop, & Vermunt, 2000: 753）。而不

同教學經驗的教師，其所重視的事情也會有所不同，並進一步影響他們的專業

認同。如 Fuller 與 Brown（1975）提出教師從新手成長到資深，會經歷幾個不

同的關注焦點：關心自我、關心教學、關心學生，從這些關心焦點就可以看出

不同資歷的教師，對於教學事務重視的地方不同，其專業認同的內涵也有所不

同。Ryan（1986）也提出這種階段論，他以前述 Fuller 與 Brown 的研究為基

礎，認為教學專業會歷經：「幻想」（fantasy）、「生存」（survival）、「精通」

（mastery）、「影響」（impact）這幾個時期。Goodson 與 Cole（1994）並不贊同

以階段論式來歸納教師專業認同，不過他們的研究也印證了資歷與專業認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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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存在著關聯。他們研究七位社區學院新任講師在任教初期，到任教一段時間

之後，專業認同的變化。研究發現這些教師逐漸打破他們原本預設的教師形

象，也逐漸打破他們把專業社群侷限在教室裡的情形，而擴展到社區外面。 

  教師的生命經驗也會影響其專業認同。Huberman（1993）指出，當教師自

己有個和他／她所教的學生一般大的孩子時，那麼教師對於學生的耐心會比較

大。劉玲君（2005）與 Brook（1994）自傳式地探討教師專業認同的研究都指

出，她們身為父母的生命經驗，讓他們得以從不同的角度思考學生問題、理解

家長立場，對於許多教育議題，也以不一樣的眼光看待。當然，生命經驗不僅

止於親職經驗，還有如年齡、婚姻狀態、生活經歷等，都是生命經驗中的重要

因素，這些教師知識對於教師的專業認同，也都發揮著一定程度的影響力。 

  還有一類教師知識對於教師專業認同的影響，較為教育研究者所關注，也

就是教師在學生時期對教師一職產生的專業認同。許多 1970、1980 年代的研

究，關注教師的學生時期經驗如何影響他／她成為一位教師。Lortie 將教師的

學生時期視為是「觀察的徒弟」（apprenticeship of observation），教師的「社會

化」就發生在觀察與「內化」這些當學生時，接受的特殊教學模式（引自

Goodson, 2000: 19）。周鳳美、宋佩芬（2005）的研究也顯示實習教師在實習之

前的生活經驗已經塑造出他／她對教師角色與教職工作的看法。Holt-Reynolds

（1991）指出，教師的學生經驗是形成教師自我（self-as-teacher）的重要因

素，這種來自「學生自我」（self-as-student）的聲音會主導「教師自我」的聲

音，影響他／她日後作為教師的知能。Sugrue（1997）把這種由早年生活經驗

與受教經驗所形成對教師的看法，稱為教師的一套「外行人理論」（ lay 

theory），這套外行人理論受到文化脈絡、家庭與重要他人影響，並且也影響教

師對教職的看法，以及他們的專業認同。外行人理論是一套隱默的知識，有時

候是不被察覺的，是由學生時期長期觀察教室、學校、家庭與社區中發生的事

件，所累積而成，是基於個人天真的詮釋，是一種生活經驗（Holt-Reynolds, 

1992: 326）。不過，外行人理論不一定都有助於教師日後的教學實踐，因為這

些知識有些帶有文化刻板印象。例如在 Weber 與 Mitchell（1996）研究中，那

些學生與教師對教職的女性化印象。又如在 Sugrue（1997）研究中的實習教

師，認為能不能當教師是天生的、教師具有特殊的人格特質；認為教學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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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遞」與文化原型（archetype）一致的知識，就是灌輸、講述我們的傳統知

識，並且重視上課秩序一定要好，強調維持良好的教室秩序；另外，因為以前

接觸過的教師都是女性，所以認為教師就是要像母職一樣，要懂得關懷。對於

這些深植實習教師心中的外行人理論，Sugrue 主張要將之「更新」（renewal），

特別是在師資培育階段與實習教師階段。Lortie 也認為這些隱默的知識到了師

資培育階段部份會加以活化、組織起來，部份則會改觀（引自 Goodson, 2000: 

19）。 

  生命經驗、教學經驗、外行人理論，以及前面談過教師所接受的某些專家

知識，事實上都是教師實踐知識的內涵之一，也都是影響教師專業認同的重要

因素。不過，教師的實踐知識因人而異，並不侷限於上述這些因素；再者，這

些教師知識必須置放在教師的知識地景裡分析（Connelly & Clandinin, 1999: 

2），而不能脫離脈絡來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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