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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歷程 

  本章首先論述我所採取的研究取徑。然後，再敘述尋找研究參與者時的轉

折歷程與觀點轉變：如何從前導研究、中義國中的六位教師，轉而另覓國教輔

導團的教師參與研究，其中的考量點又是如何。最後，我將研究過程中資料蒐

集與分析的方法及過程，以及我所關心的研究信實度與研究倫理，臚列本章最

後。 

第一節 研究取徑 

壹、質性研究取向 

我們研究教師的方式，反映出我們對他們的看法（The way we 

study teachers reflects the value we put on them）(Goodson, 2000: 

14) 

  Connelly 與 Clandinin（1999: 1）分析教師研究的發展指出，1970 年代以

前，教師研究關注的是教師的技巧、態度、特徵與方法，到了 1970 年代之

後，教育研究領域中開始出現有關教師觀點的研究。在第二章中，我們也提到

Ball 與 Goodson（1985: 6-8）以及 Goodson（2000: 15-16）整理了教師研究的發

展階段，以往將教師視為集合名詞、以大量統計方式來研究教師角色的研究典

範，到了 1980 年代之後，有了本體論、知識論與方法論上的研究典範轉向：

從將教師視為叢集，轉而視為獨特的個體；從僅關注教師角色，轉而更重視教

師主體聲音及認同；從以實證論研究方式來統計教師，轉而以質性研究傾聽教

師的故事。這些教師研究的發展趨勢整理，除了顯示教育研究開始重視教師主

體、教師的看法，也顯現出此種說故事方式的質性研究對於了解、研究教師聲

音、教師故事、教師知識的重要性。如同 Cortazzi（1993: 10-12）、Ritchie 與

Wilson（2000: 20）之主張，要了解教師的故事、實踐知識、教師的聲音，就要

以能夠讓教師用自己的語彙、方法來說自己故事的質性研究方法才能達到，如

此也能讓我們進一步貼近教師的實踐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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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顧「看見教師主體」這一類教師專業認同研究來看，其呼應了教師研究

在 1980 年代之後的研究典範轉向：重視脈絡、重視教師主體發聲，也重視以

敘 說 方 式 來 了 解 教 師 。 例 如 Brook （ 1994 ） 的 自 傳 式 研 究 、 Antonek 、

McCormick 和 Donato（1997）的傳記式個人檔案研究、Rex 與 Nelson（2004）

的民族誌研究、Mitchell（1997）的口述歷史，以及其他以訪談為主的質性研

究，如 Vogt（2002）、Evron（2004）、Lasky（2005）等。 

  是以，就像 Clandinin 與 Connelly（1998）所言，探討教師知識的研究一方

面是個人的（personal），因為它們反映了個人的生命史，一方面也是社會的

（social），因其反映了教師所在的社會文化環境與脈絡，本研究的目的在探討

從教師主體出發的教師專業認同，重視教師的聲音與主體性，也同時強調結構

脈絡對其專業認同建構之影響，這些研究重點都與前述質性研究強調現象背後

意義的詮釋、重視主體經驗與社會環境脈絡相互契合（林昱瑄，2007；Rallis & 

Rossman, 1998），因此本研究採用質性方法來進行研究。 

第二節 研究參與者 

  從第一章研究背景與目的來看，本研究想要藉由教師們的自我敘說，來探

討國中教師的專業認同，他們對教職的觀點、對於政策的看法。事實上，除了

上述研究目的之外，我還因為自己的一些個人生活經歷，促發我進行這個研

究，並且也因此而獲得研究參與者。 

  我有一些教師朋友，總是會在學校放暑假或寒假的時候聚餐，聊生活，也

聊工作。每次和這些教師朋友們相聚，總是覺得收穫豐富，而且隨著時間一年

年地過，我都可以在她們身上看到成長的軌跡。和這些教師朋友們聊工作是件

很有趣的事，可以看到她們如何帶學生、如何和學校互動、如何「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又是如何處心積慮想要為學生們付出。這些故事也許不是那麼的

「春風化雨」，可能夾雜了不得已的體罰、為難的成績要求、或者是起伏的情

緒，但是還有更多是這些教師背後為每個孩子的用心。她們時常說哪個孩子如

何如何，她們想要怎麼樣帶會對學生比較好，並且詢問我們的意見。這些老師

把每個學生都單獨看待，會思考他們的家庭背景、個人特質，然後斟酌怎麼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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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適當的教育。和她們聊工作，時常一溜煙就忘了時間，從中午聊到晚上，

她們似乎無處發洩一般，每個都又激動又興奮。我還記得一次和筱娟13聊的時

候，她最後還謝謝我，她說想不到這些事情有人愛聽，她都不知道要跟誰說，

可是對我來說，甚至是對所有教育工作者來說，這些都是多麼寶貴的故事啊！

更是在一般教育學術叢書中所看不到的。也因為如此，我總是還想知道更多教

師，不只是女性教師，還有男性教師，怎麼看待他／她的工作，於是也間接促

發了我撰寫這篇論文的想法。 

  因此，在研究設計的初始階段，我曾訪問過筱娟，將她的訪談資料作為我

的前導研究，而逐漸構築出整篇研究的方向。筱娟是中部鄉下昌益國中的國文

老師，教學資歷已有五年，在現在這個學校已經待了三年，與曉娟訪談時她是

國二班導師，現在已帶完一屆學生畢業，而接任新班級的導師。筱娟的訪談是

促發我研究的間接動機之一，事實上，也是我正式開始尋找研究對象時的重要

媒介。她介紹了她在中義國中實習時的同領域老師給我，讓我得以滾雪球的方

式訪問了六位中義教師。不過，亦因是以滾雪球方式尋找的研究參與者，故後

來便因其同質性過高，幾經波折之後，決定重新另覓研究參與者。在此節，我

先將筱娟的訪談情形以及這個前導研究對本研究的影響介紹如下，再敘述我訪

問了六位中義教師的大致情形，以及之後轉而另尋研究參與者的歷程。 

壹、前導研究─從筱娟的訪談出發 

  距離預產期還有九周。 

  九五年四月的午後，我與外子開著車來到筱娟的住處，距離上次和她見面

已經過了四個月了，心裡正想著不知道她現在的肚子多大了，一邊和外子聊起

育兒經，一邊盼望著筱娟。突然筱娟挺了一個「特大號」的肚子出現，不過看

她神采奕奕，似乎不為懷孕和工作所苦，很替她開心。 

  我們接到她之後，便驅車到附近一家咖啡店開始進行訪談。因為筱娟原本

就是我的朋友，所以許多有關她的家庭生活，甚至是她的學校生活我都已略知

一二，心裡想著，這次的訪談應該不外乎是把以前閒聊時的東西拿出來講一

                                                 
13 本研究中的人名與學校名均以化名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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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錄音起來，讓我可以寫逐字稿。然而，經過了一個半小時的訪談之後，我

發現教師的故事真的豐富得令人驚訝，有許多都是我沒有聽過、想過的觀點、

作法，這些可能不是朋友間的閒聊可以獲得的，似乎是質性研究的某種「魔

力」。訪談完畢，筱娟說，她非常開心可以這樣整理自己的教育理念與想法，

這些想法也許存在於心中，可是沒有經過訪談的反思過程，其實她並不知道原

來她重視這個、在乎那個，原來她是這樣一位教師！那個午後，應該可以更

長，要不是因為兩個孕婦實在難以抵抗生理上的不適、久坐帶來的脊椎負擔，

我們都想好好暢談。我和她約好，等她生產，我會到坐月子中心探望，之後還

要多聽聽她的教師故事。 

  如果要問我筱娟大致上是個什麼樣的教師？除了她許多的教育理念是我從

來沒有想過的之外，她對學生的疼愛程度，更是令人感動。整個訪談的過程，

不論我如何提示我要問的是「身為一位教師最重視的是什麼？不單指教學、還

有任何妳想得到的層面」，她的回答永遠都是「學生」，首先是學生的自信與潛

力，其次是學生的人格與品性。再問她沒有別的了嗎？她想了一下，告訴我就

是這兩項而已，學生的成長對她而言，就是教職的全部，這可以從許多她的教

師故事看出來。記得剛接到筱娟要前往咖啡店之前，我特別囑咐外子待會兒開

車要小心，別讓她肚子裡的孩子太興奮提早報到了。在國中擔任導師的她，平

日還要帶一個約兩歲的孩子，我實在捨不得她太辛苦，假日還要接受訪談，雖

然她聽到我的邀請時，是那麼爽快地答應，但是我心中還是有些擔心。訪談快

結束的時候，我看到她不斷捶著腰，可能真的很辛苦吧，坐著接受訪問就已經

這麼累，那麼平常上課怎麼辦呢？我問她，肚子這麼大又不能久站，要如何處

理學校學生的事情呢？她告訴我，前一個禮拜學校舉行拔河比賽，她還下場當

啦啦隊，一起呼喊口號呢！她說她會斟酌懷孕的不適，不過也不會放棄任何一

個可以和班上孩子們分享喜怒哀樂的機會，像這樣的運動競賽，雖然有點危

險，同事們都勸阻她下場加油，但是她認為運動競賽可以團結班上孩子的心，

機會難得不能錯過。她還說，因為顧慮孩子的成長只有一次，原本預計下一學

年開始請育嬰假，在家裡帶兩個孩子，多陪陪他們、關心他們的成長，但是心

裡卻又捨不得已經帶了兩年的班級，總覺得要陪他們走完國中，看到他們三年

來的成長，才能了卻自己的一樁心事，畢竟這些也是她的「孩子」！因此，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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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下一學年學校未重新編班，維持原來的班級，她就不會辦理留職停薪，而要

陪伴這些孩子走過。到了下一學年，筱娟真的就為了這群孩子而放棄她的育嬰

假。我知道很多教師都視自己承擔了母職或父職，訪談中筱娟也說自己像個母

親，但是我不知道這些教師是如此看重他／她的「學生孩子」。我問筱娟，有

什麼事情是她想做但是沒辦法做的，她告訴我家庭的牽絆很重，她還想如何如

何對待學生，可是卻沒有時間。就像上回我陪她挺個肚子到大賣場買過年的糖

果給孩子，其實她還想為每個孩子寫張卡片，附在糖果上，可是卻因為體力、

因為家庭責任而心有餘力不足。 

  不過，在結束這次的正式訪談之後，我雖然感動於她對師生關係的付出，

但是也發現她鮮少提及她在課程教學上的耕耘。後來幾次非正式訪談中，我問

她對課程教學的看法，她告訴我這些都不是她身為教師的重點，至於九年一貫

課程改革更與她教師工作無關。聽到她這麼說我非常的訝異，也與她在我心中

如此關愛孩子的形象搭不起來，她真的認為課程教學不重要嗎？筱娟告訴我，

因為昌益是在 A 縣較偏遠的新學校，為了吸引學生入學，所以極端重視學校的

升學形象，不僅仍採能力編班，每次段考之後校長還會找老師來「喝咖啡」，

老師們壓力都非常的大。因此，她對課程與教學的詮釋，可能就在於如何敎孩

子們把每次的考試考好，至於創新教學、課程改革對她而言都是「奢侈」的。

她並且告訴我昌益的校園風氣，事實上與她求學時期是一模一樣的。 

  聽完筱娟的故事之後，我的感觸非常深刻，因為我發現若非我對筱娟已深

入了解，一般人從課程改革的角度來看筱娟的故事，或許會簡化地將她歸類為

傳統且安逸的教師，或者是那群被教育改革所批判、撻伐的保守教師之一，而

看不到她為學生的付出，她對教育其實是充滿熱情的。我相信筱娟並不是教育

場域中的特例，還有許多教師與她一樣，是朝自己心中理想的教師專業目標努

力前進，這個目標或許並不完全符合外在社會的要求，但是並不就意味其不具

價值性，或許也是因為教師的生活世界並不允許他們發展另外的教師專業認

同，所以他們只能在理想與現實結構壓迫的縫隙中，找尋教師工作的價值，因

此我們會看到如此喜愛學生的筱娟，卻無心著墨課程與教學。 

  是以，若我們僅是依據表象批判這些教師，看不到結構在他們身上的作

用，是否亦落入某種無法跨越生活世界的「階級盲」困境中呢？在正式訪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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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後的某個下午，我接到了筱娟啜泣的電話，她無法抑制情緒地告訴我，她從

學校臨時請假回來，因為這次段考學生「考差了」。對於這個理由，我感到不

可思議，腦袋中開始回想求學時哪次成績考差時，老師有為我們如此傷心過？

後來，她才告訴我，她傷心的理由是她「害怕」接下來校長會如何指責她、同

事會如何看她，她無法面對接下來的一連串責備。當時正是我訪問完慧玫的那

幾天，慧玫在教師專業上時常自我反思的態度，與對教師工作穩定且正面的價

值觀，讓我間接看到了筱娟的無助。我開始問她究竟對教師專業的看法如何？

對教師工作的價值有何評價？她遺失了對教育的初衷了嗎？又想把這群孩子教

育成什麼模樣？電話那頭的她開始平靜下來，但是對於我的問題卻是寂靜無語

的。原來學校壓迫的力量如此之大！於是我又更能理解筱娟是如何形塑她的專

業認同，也更能體會她的教師工作了。 

  總而言之，與筱娟的訪談不僅是型塑我論文方向的前導研究，在我的正式

研究進行中，亦常因與她的非正式談話，而讓我有許多更進一步的思考，探討

我所訪談的這些教師，在表象之下存在教師心中的專業形象是什麼樣貌呢？他

們在建構專業認同的時候，又有多少不為人知的妥協與「啜泣」？後來呢？他

們又如何回到解構與重構專業認同的路上？  

貳、探尋研究參與者─從中義國中的六位教師，轉而覓得

國教輔導團教師 

  前導研究之後，我即與指導教授討論正式研究參與者的選取問題，而將研

究參與者設定為中部地區一所位於都市的國中，共約 6 位男女各半、「升學科

目」與「非升學科目」14各半的國中教師。透過筱娟的介紹，我認識並訪談了

她在中義國中實習時同為國文領域的資深教師文卿，再藉由文卿的介紹，我又

認識並訪談了麗秀、仲良、志雄、文道與如蘋等五位符合研究設計條件的教

師。然而。因為這六位研究參與者的取得，是以滾雪球的方式進行，因此我在

訪談過後的資料整理分析時，發現這幾位教師具有相當高的同質性，都是以學

生為其教師專業認同的核心目標，對於教育改革或者課程教學的革新精進上，

                                                 
14 所謂「升學科目」與「非升學科目」的劃分，乃是依照學測是否測試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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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無心著墨。 

  於是，再次與指導教師商議之後，決定除了繼續與其中位置性較多元（女

性體育教師）的如蘋訪談之外，其他則另覓研究參與者，希望能夠納進一些對

課程教學與教育政策、教育改革有不同看法的教師；並且，為了讓研究更加豐

富，我也打破在同一個學校裡尋覓教師的設計，而把參與者設定在 A 市不同學

校的老師，希望藉由不同學校背景所構成的不同工作場域結構，看到其教師文

化腳本、職場地景、對教育政策與改革方案的詮釋等，對教師的專業認同建構

之影響，而不同學校提供的結構資源或者教師的運用情形也不盡相同，如此均

將有助於進一步檢視、探究教師在「結構－能動」相互作用下如何建構或反思

地調整其專業認同；另外，在科目的選取上，亦如 Evron（2004）所指，不同

任教科目的教師，特別是升學科目與非升學科目，其專業認同會有所差異，因

此我仍保持同時涵納「升學科目」及「非升學科目」教師的設計，希望能夠平

均訪問兩類任教科目的教師，探討其專業認同是否有所差異。 

  因循著修改過後的研究設計，後來在一個因緣際會的情況下，我認識了在

國教輔導團工作的慧玫，我在向她解釋我的研究目的之後，她欣然答應要引介

我認識其他國教輔導團的老師，一同來參與研究。A 市教育局國教輔導團的教

師成員，是以協商的方式邀請不同學校、不同領域教師來組成，因此國教輔導

團教師成員都是來自不同學校、不同領域的教師。我在慧玫的引介下，參與了

他們的例行會議，並在會後向他們說明我的研究設計之後，便正式邀請他們的

加入。而因為教師個人意願關係，因此有五位國教輔導團教師加入了研究，加

上之前在中義訪談的如蘋，共有六位教師，男女均有、且涵蓋升學與非升學科

目教師。然而，後來在整理這六位教師的訪談資料時，由於其中一位教師─慧

君的故事在多元性上較無其他教師突顯，一方面也礙於我所能承擔的研究資料

分析時間、精力有限，故決定不採納慧君的故事，將研究參與者刪減為五位，

並僅在呈現其他教師的故事時，保留慧君的語料，以作為補充說明之用。 

  在此要特別強調的是，雖然這些教師都是國教輔導團的教師，但是他們對

教師專業認同看法的同質性並不高。一方面因為 A 市國教輔導團教師並非是徵

選對課程教學有熱忱的教師，而是各校以協商輪流等方式產生的，因此這之中

有方任教三年的曉婷，也有服務已滿二十年的慧玫；另方面，除了慧玫是資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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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員，其他教師均為第一次擔任輔導員，而我與他們的訪談時間亦刻意安排

在他們剛就任輔導員的頭一個月，因此與他們的訪談中，我並未感受到他們被

輔導員職位「社會化」的影響。 

  我將五位研究參與者的基本資料列表如 3-1： 

表 3-1 研究參與者 
    
 經歷 
        
訪談 
參與者 

敎授科目 年齡 服務

年資

目前

學校

年資

導師

資歷
行政經歷

婚姻

狀態 
子女

數 

如蘋 
中義國中 

健教 
體育 33 8 5 有

教務處體

育組長 已婚 0 

希聖 
（男） 

中仁國中 

數學領

域 
數學 

39 10 4 有
教學組長

身障組長
已婚 2 

富美 
中信國中 

語文領

域 
英文 

31 7 7 有 無 已婚 0 

曉婷 
中明國中 

語文領

域 
國文 

26 4 4 有 無  
未婚 0 

慧玫 
中明國中 

綜合活

動 
家政 

42 20 20 有

輔導組長

教學組長

教育局 
已婚 2 

第三節 資料蒐集與分析 

壹、資料蒐集方法 

  在研究資料的蒐集上，本研究主要以深度訪談15來進行。至於訪談方法，

Riessman（1993: 3）指出，一般而言，在質性訪談中，大部分的談話都不是說

故事式的，而是問答交替進行、或提出某些論點、或以其他論述形式。不過，

不同於量化研究，質性研究通常不會預先設立假設，而是以研究問題或者方

                                                 
15關於每位教師的訪談時間，附註於附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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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來引導研究過程的進行（Lieblich, Mashiach, & Zilber, 1998: 10）。因此，質

性研究大部份都是以非結構式訪談為主，研究者則是扮演一個引導的角色，而

非制式化的問題發問者。於是，我從文獻分析所得結果，以及指導教授的修

正，發展出一份全是開放式問題的「訪談指引」16作為訪談進行時的依據。在

訪談進行前，我先將訪談指引給予研究參與者，訪談進行時亦彈性談論指引上

的主題，不受問題順序影響，必要時也隨時增添訪談指引上的主題。 

  另外，除了深度訪談之外，為了更深入探討教師的反思性專業認同，本研

究並輔以焦點團體訪談17以及自我省思札記18來補充訪談資料的不足。然而，因

為每位教師對於焦點團體訪談與省思札記的配合度並不一致，所以並非每位教

師均經歷相同的研究歷程。例如慧玫與如蘋原本能參與焦點團體，但是當天卻

因如蘋臨時必須參與學校的緊急行政會議，而不能參加訪談；而慧玫因為是國

教輔導團的負責人，必須處理國中、國小各領域教師的工作分配事宜，當天國

小領域教師臨時有事開會，故慧玫亦不能參加開在例行會議之後的焦點團體訪

談。而在省思札記部份，如蘋因為一方面工作忙碌，另方面因為我們已先進行

三次為時不短的訪問（以及一次電訪），並且訪談內容已達研究問題的資料飽

和度，故僅有她未撰寫省思札記。 

  在此，我將每位教師的研究歷程整理如表 3-2： 

 

 

 

 

 

 

 

                                                 
16 於附錄二。 
17 相關焦點團體訪談流程、焦點團體研究保密書與焦點團體訪談指引附註於附錄三、

四、五。 
18 省思札記大綱附註於附錄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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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教師研究歷程 
      經歷   
訪談 
參與者 

個別訪談次數 
（包含電訪） 焦點團體訪談 札記 

曉婷 
中明 1 有 有 

慧玫 
中明 3 無 有 

希聖 
（男） 
中仁 

2 有 有 

富美 
中信 2 有 有 

如蘋 
中義 4 無 無 

贰、資料分析 

  Riessman（1993: 17）將研究的撰寫方式分為三類，一類是 Labov 與

Waletzky 提出的「時間序列」（chronological sequence），認為事件的次序會依照

時間排列，總是在問「接下來發生什麼事情」；第二類是 Young 提出的「因果

序列」（consequential sequence），認為一個事件會引發另一個，即使並沒有時間

上的關係；第三類是 Micheaels 主張的「主題序列」（thematic sequence），認為

敘說是依照主題而非時間編織而成的。在本研究中，因為研究目的與重點不在

於教師個人的生命故事或生命史，而是他們的教師專業認同，因此本研究採取

第三種以「主題」為序列的方法，分析、撰寫我的研究結果。是以，依據本研

究目的之一：探討結構對教師建構專業認同的影響，為了能夠讓讀者在閱讀上

清楚看見教師所在的脈絡，我先在第四章以專節呈現個別教師的生活世界及其

專業認同，而後才在第五章綜合五位教師的故事，討論「結構─能動」的作

用。 

  另在資料的細部內容分析上，我依循 Riessman（1993: 56-57）的步驟，首

先將逐字稿一一轉譯出來，並把我對於整個訪談對話的想法，寫在逐字稿上，

然後回過頭將這些摘選出來的重點做更細部的分析或重新轉譯。在這樣不斷往

返閱讀文本的過程中，文本的某些重要特徵，或者某些研究主題就自然地浮現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歷程        

 57

了，並成為我撰寫論文時的分析架構。再者，在這個詮釋理解的過程中，我也

不斷反思「這個敘說是怎麼組織的？」、「為什麼敘說者會用這個方法來說故

事？」、「這樣的方式與研究者是否有關係？」（Riessman, 1993: 61）；換言之，

也就是將研究過程本身的脈絡意義也考量進去（如訪談目的、聽眾的性質、說

者與聽者之間的關係、敘說者的情緒等）（Lieblich, Mashiach, & Zilber, 1998: 

8）。例如，在訪問慧玫時，我發現她在教師專業認同內涵上的回答似乎頗為

「官方」，因此我對於這些回答原本抱持著保留的態度，為了避免這些是她為

這次訪談所預備好的形式化答案，我試圖改以其他教師截然不然的看法來探詢

慧玫的真實感受，最後終於了解原來這不是她理想化的答案，而是真實的實

踐。另外，對於敘說者或研究者原本以為理所當然的潛在立場，或者是社會、

文化、甚至是制度、論述等的影響，也必須在詮釋理解的過程中拿出來重新反

省。事實上，我的研究目的就是在打破這種以社會規範的教師角色來禁錮教師

的傳統，因此無論是在研究設計上，或者研究對象的找尋，我均將刻意去除傳

統論述、制度對教師的期望框架，而以一個開放的胸襟，來接受各式各樣的教

師故事。因此，在我的研究結果撰寫上，可以看到我並未認為教師專業認同必

須朝向某個特定方向發展，或者主張某位教師的專業認同比其他教師更具價值

等此種去脈絡化的價值比較，而是從教師個人生活世界出發，來看他們的教師

專業認同。總而言之，以上這些分析與撰寫的原則，都是我在架構與寫作本論

文時，恪守的資料分析規準。 

参、研究信實度 

  質性研究者並不追尋實證主義典範所主張的「信度」（reliability）標準，因

為故事並不是一個事件的「正確」（exact）紀錄，也不是「客觀世界」的縮

影，敘說者所說的故事以及研究者對故事的詮釋，都是鑲嵌在論述脈絡下的。

因而，不同的人面對同樣的事件，所建構出來的故事會不盡相同，這和敘說者

的價值觀及興趣有關，而不同的研究者面對同樣的敘說故事，也會有不一樣的

理解。就像 Lieblich、Mashiach 與 Zilber（1998: 8 ）所說的，敘說的故事是敘

說者建構的，而且永遠無法完全窮盡，因為這些故事會隨著時間不斷改變，我

們只是凍結、或者攝影下某些變動的片段；再者，每一個故事都是受到敘說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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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脈絡影響：例如訪談的目的、聽眾、說者與聽者之間的關係、敘說者的心情

等。所以，故事會有各種可能的建構形式與再現形式。因此，實證主義典範所

主張的信度並不適用於質性研究，那麼「效度」（validation）呢？Mishler

（1990）指出，在質性研究中，效度這個概念則需要重新再概念化，以往追求

「真相」、研究「是否達到真理」的效度標準，並不適用於質性研究，質性研

究的目的並不在探求究竟真相是什麼？而是在分析、理解「為什麼他／她會這

樣詮釋這些事情？」（Brunner, 1990: 51）。敘說不只是關乎過去的行動，重要的

是個體如何理解這些行動，重視的是「意義」（Riessman, 1993: 19）。換言之，

質性研究認為沒有一個具有所謂「真實」本質的故事，也沒有所謂唯一的、真

實的故事敘說版本，敘說者的故事走向，可能是來自於個人的經驗，也可能會

受到整個研究情境的影響。相同地，研究者也沒有所謂真實或中立的觀點，研

究者是在研究理論架構下，從故事的脈絡中節錄故事、重新組織、重新概念化

（Ritchie & Wilson2000: 25-26）。 

  因此，Riessman（1993: 65）便以「信實度」（trustworthiness）一詞來代替

信度與效度的概念，關心的是這些故事有沒有「說服力」（persuasiveness），故

事情節之間有沒有「關聯性」（correspondence）、「一致性」（coherence），研究

過程能不能禁得起學術社群的考驗，是否具備「實用性」（pragmatic use）。在

本研究中，我亦採取這種信實度的概念來作為自我檢視。以說服力為例，曉婷

告訴我，中明國中是地方上有名的「流氓學校」，無論資深教師或者新手教

師，都同樣會為了學生的品行問題而苦惱，有些教師因此得了憂鬱症。聽她如

此形容中明的學校環境，我感到十分詫異，一來是因為我從來未曾接觸過這類

學校，二來是在訪談曉婷之前，我訪問過同在中明服務的慧玫，為何慧玫在訪

談過程中隻字未提中明學生有如此特質？雖然我並不質疑曉婷的感受，但是她

是否可能因新手而過度放大中明學校環境的真實情況？為了更清楚中明的學校

環境，於是我再度訪問慧玫，她告訴我中明的環境確實如外界所言，不過她是

以跨越社會階級的社會學視野來看待這群孩子，因此這些問題並未困擾她。於

是，我不僅更清楚了解了中明的環境，肯定曉婷的敘述，也進一步對慧玫的專

業認同有更深入的認識。 

  另外，為了避免即使進行信實度自我檢視，仍舊可能出現研究者過度主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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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的缺失，Clandinin 與 Connelly（2000: 46）指出，進行研究分析時，可以

邀請其他人閱讀我們的作品，並且給予回應，幫助我們看見還有哪些面向或者

意義是我們所忽略的。因此，在研究過程中，我參與了指導教授組織的論文研

究小組，19從研究題目的找尋到研究結果的分析撰寫，我都在論文研究小組的

例行會議中報告，徵詢教授、同學的意見，並依循往返討論修正，來調整我的

論文進行。 

肆、研究倫理 

  Clandinin 與 Connelly（2000: 170）指出，在研究的歷程中，不論是處於哪

個階段，都必須考量倫理的議題。因此，在此我將進行本研究時所關心的倫理

議題討論如下： 

ㄧ、尊重敘說者的隱私 

  本研究因為涉及個人的觀點、既往故事，因此隱私的考量非常重要。在本

研究中，我相當謹慎處理訪談錄音檔案，逐字稿內容也以電子郵件方式寄給這

些教師再次查閱，並且向他們表明，若對訪談內容有任何意見，我都會遵從他

們的想法刪減。而在焦點團體訪談部分，為了讓教師在團體訪談過程中安心自

在，我在訪談前也請教師們簽署一份研究保密同意書（於附錄四），以保障每

位教師的隱私。另外，研究撰寫時，無論是地區名稱、學校名稱或者人名，我

均一概以匿名的方式來表示。 

二、真實呈現他／她們的故事 

  Atkinson（1998: 36）指出，敘說者永遠擁有故事的所有權。這不僅意謂敘

說者可以修改或保留他們的敘說故事，也顯示出研究結果的撰寫必須忠於敘說

者。然而，在分析過程中，因為敘說是一種「再現」，所以研究者避免不了對

敘說內容的詮釋（Riessnan, 1993: 5）。因此，為了不使研究分析混雜敘說者的

                                                 
19 論文研究小組係由我的指導教授潘慧玲老師所主持，集結她所指導的研究生，一同

開會討論論文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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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而使研究閱讀者產生混淆，Connelly 與 Clandinin（1999）在他們對於教

師與學校行政人員專業認同的研究中，特地將敘說者的故事與研究者的分析分

章撰寫，並且還讓敘說者執筆寫自己的故事。在本研究中，礙於篇幅無法效法

前述做法，不過在研究分析與結果的撰寫中，我盡量以他們的話，來說他們的

故事，在引用他們的話時，若因語順或隱私需求而要增刪字詞，我也以「（）」

以及「……」作為區別，以釐清敘說者的話與我的詮釋。 

三、反思研究中的我 

  Lieblich、Mashiach 與 Zilber（1998: 10）指出，分析敘說素材時，我們要

傾聽三種聲音：一個是敘說者的聲音，一個是理論架構提供的概念與詮釋方

式，另一個就是研究者在閱讀和詮釋時的反思。因此，在研究進行過程中，研

究者必須隨時保持一種批判反省的清醒意識，一方面反思研究過程本身的脈絡

對敘說者的影響，如 Ritchie 與 Wilson（2000: 21）提到，在研究過程中，敘說

者可能會因應其預想中研究者中意的答案，而給予一個漂亮的回答，來「取

悅」（please）研究者，或者因為研究者的問題、語調、肢體語言、停頓處等，

而引導了敘說者的回應（例如前述我曾對慧玫官方式回答抱持保留態度）；另

方面，因為無論新手或有經驗的研究者，都是帶著觀點、態度以及對研究的思

考方式來進行探究（Clandinin & Connelly, 2000: 46），所以研究者必須清楚釐清

自己帶進研究中的立場、觀點與價值觀。就像畢恆達（1996: 45）所言，在質

性研究中，研究者不可避免地會加入自己的主觀意識，但是研究者也必須對自

己的詮釋負責，研究者既然不能自外於理解的過程，那麼就應該將之（主觀意

識）作為反省的對象。因此，質性研究者需要重新建構他們自己的探究史，同

時也要警覺其探究史，和他們正在從事的研究之間，可能產生的緊張關係

（Clandinin & Connelly, 2000: 46）。 

  在本研究中，我除了前已述及隨時反思我所關心的信實度、研究進行過程

的脈絡影響，並隨時參考論文研究小組成員給予我的第三者意見，以避免陷入

失之偏頗的主觀臆測或自我獨白之外，我也時常反思自己在研究過程中的價值

觀轉變。事實上，在這段自我反思的過程中，我確實歷經了一段迷惘時期。當

我訪問完原初的六位中義教師時，我發覺這些教師的專業認同似乎都僅著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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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關係上，而較不重視課程與教學的能力精進，對教育改革與教育政策的接

受度與敏感性也較低。因此，他們除了有高度的同質性之外，似乎也都是九年

一貫課程改革相關論述所批判的那群較為傳統的教師。於是我開始思考我要用

什麼樣的立場來詮釋這些教師呢？要去讚揚教育政策的理想，而來批判傳統教

師嗎？我需要因此而改變研究對象嗎？若轉換研究對象時，需要集中尋找那些

對課程改革充滿熱誠的教師嗎？甚至是那些得過獎的 power 教師、super 教師？

後來，在與指導教授討論時，她發現了我立場搖擺的問題，並引領我思考究竟

我要以什麼角度去看這群教師？於是，我便再回頭看我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終

於才再次肯定我的研究目的不是去讚揚或批判某類教師，如此的價值框架甚至

還是我自己所批判的教師專業論述，我的目的是要了解教師們真實的生活世

界，以及由此而建造的專業認同，是打破一切既有角色的限制，並企圖以教師

的主體聲音或顛覆、或補充傳統的教師專業論述。至此，我才更加確定了自己

的立論觀點。是以，在與指導教授再次討論過後，我雖因第一批訪談的中義六

位教師同質性過高而決定調整研究參與者，但並不以得獎教師或對課程教學特

別有熱忱的教師為目標，而是希望能夠涵納更多元的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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