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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構、能動與教師專業認同 

  在第四章呈現了五位研究參與者的生活世界與其教師專業認同的樣貌之

後，此章我將綜合五位教師的故事，依照本研究之目的，進一步分析結構如何

影響教師建構其專業認同，教師又如何回應，並比較五位教師反思能動的展

現。 

第一節 教師專業認同與教育結構影響 

  如蘋、希聖、富美、曉婷與慧玫，五位來自不同學校，敎授不同科目，服

務年資有資深有新手，人生際遇也各不相同的教師，在本研究中描繪出他們豐

富且獨特的故事，並且依循其相異的生活世界，呈現各異的教師專業認同。在

此，我將從結構的角度出發，綜合分析五位教師面對的結構層面，探討這些教

師在面臨或相同或歧異的結構影響時，如何回應並建構其專業認同？是否亦具

殊異性？ 

壹、社會文化 

一、升學主義   

  「萬般皆下品，唯有讀書高」！受到中國傳統士大夫觀念影響，台灣教育

環境總是虔誠信奉著升學主義。即使九年一貫課程改革正式實施之後，無論在

教育目的、課程、教學或者考試內容與方式上，都進行了一次大幅度的翻轉、

變革，而以檢視學生能力取代僵化的填鴨式教育，但是卻始終難以解構「菁英

主義」的社會觀點：家長還是以將孩子送進明星學府為其教育投資的目的。再

加上升學管道與教育體制未有理想配套，彈性的學區制使得學校為了生存而激

烈競爭，紛紛訴求高升學率以留住學生、鞏固家長的投資，於是在校園裡升學

主義的氣焰只是更加囂張狂妄。 

  受到升學主義最直接影響的，應該算是敎授升學科目的曉婷、富美與希聖

了。曉婷提到，服務的中明國中為了扭轉它在家長心中「流氓學校」的形象，

以提高升學率來增強學校在招生上的競爭力，於是新校長上任後便實施升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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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分組教學並成立語文資優班，使得中明的學習環境呈現「天堂與地獄」的景

象：資優班可以獲得較多的資源，家長支持度也較大，而普通班學生卻也因兩

極化的制度區隔，而更加自我放棄，並且其家長的教育關心度也明顯較低。曉

婷認為這種為回應升學主義而走倒車的教育制度，不僅枉顧學生學習的主體

性，犧牲有心向學的「後段學生」，或者教師因升學壓力而普遍採取「逼」學

生念書的校園風氣，增加了許多師生衝突；而且家長過度參與教育的結果也非

師生之福，反而間接戕害了教師專業，小至考卷作業，大致教師生存空間，都

看得見家長干涉的影子。不過，除了聽到她反對中明如此極端的制度，並曾經

拒絕接任資優班任課教師之外，我在曉婷的身上，較少發現身為國文教師的

她，曾為升學主義帶來的結構壓制而感到困擾，或者也未聽到因身為升學科目

教師，而備受家長、學生的重視。原因除了她敎授的班級是中明「後段班」的

學生，家長與學生均較不關心教育之外，最重要的是，因為新手再加上中明學

生的素質，她的心思意念全放在學生品格教育上，而其專業認同也從重視課程

教學轉變為強調學生品格教育為優先。然而，若再深入分析升學主義在中明與

曉婷教師生活裡的作用，我們可以發現曉婷並不盡然因為前述原因而完全置外

於升學主義的影響，事實上，即是因為升學主義影響中明採取能力分班的編班

體制，造成成績較差的學生感受到較多學校行政與教師的偏見與歧視，並且對

未來抱持著命定看法（黃鴻文，2003），標籤化的結果，便使中明的學生素質

越發兩極化，於是就間接成為新手教師曉婷的憂鬱。 

  從同樣敎授升學科目的富美與希聖的故事中，我們可以更清楚看到升學主

義在他們身上的作用。富美與希聖除了承受同樣的家長期望壓力與學校升學競

爭，他們還提到升學主義限制了他們進行課程革新與教學創新的能動範圍。健

康國中沈英老師的生活式英語課程，是富美心中理想的英語課程教學模式，也

是她認同的英語教師專業；但是礙於基測壓力，再加上中信大部分教師仍依循

傳統紙上英文，於是在考試引導教學的文化結構與壓力底下，富美只能在理念

與現實的矛盾中，雖怨懟卻仍選擇傳統的教學路線，而將生活式英語期望於未

來。如此徘徊掙扎的還有希聖。希聖對於中仁積極活潑的課程政策與九年一貫

課程改革抱持相對樂觀的態度，他肯定中仁行政的積極性，也讚揚九年一貫課

程改革的精神；然而卻也指出，這些政策除了因其由上而下進行、且流於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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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弊病之外，身為數學教師還必須面對沉重的升學壓力，學生的考試成績甚

至還威脅著教師的生存空間，因此時常得在教師專業認同與殘酷現實條件之

間，尋找得以生存的平衡點，而未能全然實踐其認同的課程教學。   

  升學主義真如慧玫所言是個「大怪獸」，挾制了教師的理想與工作生活，

於是乍看之下希聖與富美似乎是順服且受制於學校職場地景中「唯考試所宗」

的教師文化腳本所帶來的傳統（Britzman, 1991；Coldron & Smith, 1999；

Reynolds, 1996）。然而，若仔細分析，將發現他們如同 Rex 與 Nelson（2004）

研究裡的教師一樣，雖不得不接受某些結構要求，卻仍可見其能動的萌芽，

Rex 與 Nelson 研究中的這兩位美國高中教師，一方面教導學生參加州測驗的能

力，一方面仍不忘把創新教學帶進教室，並且也不因此而忽略學生的品格教

育。當然，相較於西方社會，考試壓力已成為一種升學「主義」的台灣社會，

其結構宰制性作用對教師而言是更加龐大的，不過，就像前述美國教師在平衡

現實與專業認同上的努力一樣，雖然無可避免必須面對基測的壓力，但是富美

與希聖都表示欲利用這次擔任國教輔導員的機會，在課程教學上有所變革。特

別是希聖，他除了進一步效法《芬蘭驚艷》，而已經開始進行他的「中仁驚

艷」課程理想之外，他一直以來都十分關懷成績落後或者「行為偏差」學生的

學習生活，他不以成績或世俗行為規範評斷學生，反而冀望自己在升學主義的

壓迫之下，能夠為這群孩子撐起一片天。 

  整體而言，升學主義潛在卻力量強大的那雙手，仍舊主導操控著台灣的學

校教育，也深刻影響升學科目教師的工作生活與對專業認同的看法，而不同脈

絡的教師，受到的影響與採取的回應方式也不盡相同。不過，雖然教師未能真

正撼動甚而改變升學主義結構，卻也可以看到教師在「兼顧」理想與現實壓迫

之中，抱持著盼望或者實際付諸行動所展現的能動性。 

二、教師工作的性別結構文化 

  無論中外，許多研究（陳怡錚，2000；潘 慧 玲，2000 ； Acker, 1995; 

Feiman-Nemser & Floden, 1986; Griffin, 1997; Simone, 1987; Weiler, 1989; Woods, 

1990）都指出教職一直是個被標籤為女性化的工作，除了因女性教師佔多數而

塑造出「教職女性化」形象之外，其強調可以兼顧家庭的工作特性，更加深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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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大眾對於教職適合女性投入的觀感，間接也造成男性教師的怯步。不過，

在本研究中，希聖的故事卻一反這些研究發現。教職是希聖深思熟慮過後的二

度就業選擇，在他的教師生涯中，他也經常自我反思教師工作對於他的意義，

因此希聖從未因教職女性化而感到壓力，反而肯定男性教師對教育的貢獻，他

樂於教師工作，並且也在教育工作中找到他的自我價值。再者，對於家庭結構

與職場之間的關係，希聖顛覆、解放了「男性屬於事業、女性屬於家庭，因此

男性可以將工作與家庭截然劃分」的傳統社會價值觀，而將家庭放在他生涯藍

圖裡的重要位置，是他婉拒行政工作的主因，更是他二度就業並選擇教師工作

的起心動念所在。不似以往有關教育工作者的性別研究，認為男性的工作生涯

規劃未考量家庭（徐宗國，1995；潘慧玲，2000），兼顧家庭一直是希聖相當

重視的責任。若我們進一步聚焦在家庭結構對教師工作的約制來看，前述這些

研究還提到，許多女性教師雖發展一與家庭並行的職業生涯，來解決工作與家

庭的兩難，但是家庭結構對其生涯發展，仍然不可避免是個結構阻礙（洪瑞

璇，2004；洪瑞璇，2005；陳怡錚，2000；潘慧玲，2000；Acker, 1994；David 

& Woodward, 1998；Simeone, 1987）。然而，希聖在面對這個結構阻礙時，除了

提到應為教師劃定專業工作範疇，減少更多無謂的形式作業或行政會議，換取

更有效利用學校時間教育學生，以彌補兼顧家庭而影響他為學生課後輔導的時

間之外，他在闡述家庭與其專業認同時，事實上是以「認為家庭經驗有助教育

工作」的正面態度來看待這個結構作用，並且進一步將家庭帶來的結構性阻

礙，轉化成為助益其教師工作的資源：他認為因為家庭帶給他的父職經驗，增

進了他的同情理解，而對家長多了份包容、對學生多了份「為父心腸」。因

此，在他的故事裡，我們可以看到他不斷提及父職經驗影響了他教師專業認同

的轉變，讓他在建構專業認同時，如何從新手教師時鋼鐵般的嚴厲，成為將學

生視為其意義所在、「終身為父」的教師。總之，對教師工作有清楚生涯藍圖

且熱愛教職、經常自我反思的希聖來說，教職女性化現象並不構成他在職業選

擇上的阻因，家庭亦非不容於其職業生涯，容易兼顧家庭反而是他選擇教職之

主因，而他也未將家庭之牽絆視為生涯發展的障礙，而是轉化他的父職經驗以

助益教學。 

  性別結構文化對教育工作者的影響，除了教職女性化現象、家庭結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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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教師的性別形象，也潛在制約著師生對其專業性的評價。不過，不同於

DeCorse 與 Vogtle（1997）的研究結果發現：男性教師的專業評價低於女性教

師，在本研究中，即使教職負載著女性化的標籤，但是女性教師卻未因性別而

獲得較高的專業評價，充斥著女性教師的國中校園，仍然是以男性教師形象為

專業依歸。新手教師曉婷就指出，她自覺做的事情像媽媽，但是因為年輕，所

以學生看她卻是毫無威信的大姐姐。性別再加上年紀，讓曉婷在面對調皮搗蛋

的學生時感到相當困擾，因此她運用了印象整飾（impressions management）

（Goffman, 1963）的技巧，特意在學生面前形塑出嚴肅、不可放肆，甚至像男

性教師一樣很「兇」的教師形象，只是效果似乎未如預期。而新手教師的煩

惱，更是身處「師資男性化」體育教育圈的如蘋的重要課題，不過也許因為年

資較長，如蘋在處理這個課題時，顯得自信許多，也成功改善了這個問題。如

蘋因為性別，在教師甄試之初即屢遭體育教育圈所拒，再加上她外型嬌小、亮

麗，在世俗眼光中很難將她與「體育老師」聯想在一起，更遑論期望她兼任體

育老師的宿命：訓導處工作。於是，當她初進中義時，不僅學校認為她「不好

用」，學生也對她的體育專業能力抱持著疑惑的態度。因此，如蘋除了充分展

現她在行政工作上的意願以及她「壓得住」學生的能力之外，也利用許多技巧

讓學生折服於其體育專業能力，更進一步，她還將性別的限制視為資源，亦即

善用她亮麗的外表與溫柔的一面，減少與這些血氣方剛的青少年學生起衝突的

機會。於是，我們可以看見她在談論教師專業認同時，花了許多篇幅強調教師

專業無關性別因素、女性並非體育教育圈中的負數，相反地她還認為傳統歸屬

於女性的陰柔特質，28事實上是有助於緩和師生關係的優勢特質，是女性教師

的資源。 

                                                 
28 同註腳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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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育體制與教育改革 

一、教師工作體制 

（一）教師專業工作範疇 

  在焦點團體訪談時，教師專業工作範疇的未法制化，是引發在場教師們激

烈討論的議題之一，其中，因曖昧模糊的專業範疇而導致的親師衝突，更是教

師們爭相表達教職難為之處。例如，教師們指出家長普遍相信教師可以徹底改

變孩子的學習情形與品格，卻未檢視自身或家庭結構的深層影響；或者，因社

會階級而產生兩極化的家長教育參與現象（中上階級家長過度干涉教師專業自

主，而勞工階級家長則對學校教育漠不關心），使得教師的專業自主權受到戕

害，也讓教師無法建立一穩定正向的親師溝通關係；尤有甚者，有些家長甚至

認為教師必須負責孩子每日生活的所有行蹤與學習行為，所以他們曾經在上課

時間到校外「找人」，也曾經在晚上接過家長要求輔導孩子課業的電話。只

是，儘管這些教師群情激憤地談論著應如何清楚切割親師關係與教師工作範

疇，以為教師專業正名，並有效解決親師衝突，但是最後仍舊表示這些意見只

是他們埋藏在心裡的聲音，他們沒有勇氣也沒有行動力為這樣的期望而努力，

因為他們還是在乎大眾對於「教師」角色必須是付出的、關懷的且「一日為

師、終身為父」的社會觀感。「社會對教師的期望」和「教師對專業工作範疇

的看法」，兩者之間存在著明顯的落差，不論教師的資歷、性別、服務學校、

敎授科目，這之中的衝突矛盾是本研究每位教師共同面臨的棘手課題。然而，

此議題卻少見於西方文化，因為「終身為父」的道德壓力似乎是台灣社會中的

教師所特有的。因此，當時代更迭，教師的個人自我意識已逐漸高漲的今日，

教師專業工作範疇就成為現代教師們建構專業認同時，認為特別需要加以釐清

並法制化的課題。 

  事實上，教師專業範疇未法制化的影響，並不只侷限在親師、師生關係，

舉凡額外兼任的行政工作、流於形式化的學校活動與會議、國教輔導團等附加

職務，都是教師們表示困擾之處。以如蘋為例，行政工作一直是體育教師的宿

命，她口中那段「為中義賣命」的歲月，就是因為行政工作的糾纏，而讓她備

感疲倦。無論是訓育組長、體育組長，或者借調至教育局擔任舉辦全國體育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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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的行政職務、現在的福利社理事主席，如蘋一直是身兼多職的教師，換了新

校長之後還必須處理複雜的人事糾紛。多重行政身份的負擔與紛擾的人情糾葛

不僅影響了她的教學品質，也危害了她的身體健康。因此，她在建構教師專業

認同時，不斷強調行政工作非教師專業範疇，談論其他專業認同面向時，也可

發現行政工作的牽絆已使她對其他教育議題無力關注，只看見較為即時的問

題、尋求偏向實用的專業成長。 

  再看到希聖，他認為中仁項目繁多的學校活動以及各式學校委員會，是體

制加諸在教師身上的負擔，壓縮了教師的時間，也耗損了他們在課程教學或師

生關係上的精力，於是他極力主張以「由下而上」的課程教學改革方式來避免

形式化的弊病，並且希望各種會議必須考量教師實際工作時間，讓教師能有更

多時間投入課程教學與師生關係的經營上。而向以功利考量教師工作的富美，

則是強調國教輔導團職務的沉重負擔，並且曾經認為這是一個非屬教師工作內

容的「俗事」，而希望能儘早擺脫這些無關教師專業的工作。整體而言，本研

究的教師均強調應為教師專業制訂清楚的工作範疇，雖然他們對範疇的定義並

未完全相同（對非課程教學的附加職務，教師的看法不盡相同），但是讓他們

回歸單純教師身分的期望卻是其共同的訴求。 

（二）其他相關教師工作體制議題 

  另外，除了主張應改善教師專業範疇的模糊情況，希望相關教育行政單位

能為教師發聲，清楚界定教師的專業工作範疇，並且期望讓教師回歸課程教學

專業，排除其他阻礙教育工作的兼任職務之外，有關教師升級制度、薪資結構

與教師評鑑等相關教師工作體制議題，也是本研究的教師們所關心焦點。例

如，曉婷提到因為沒有教師分級制度，因此她初任新手教師即承受著過度的工

作負荷，如擔任導師、領域召集人甚至是國教輔導團輔導員，這是對新手教師

不合理的工作派任，也磨損其教師自我信心。而富美提到，未能與資訊產業一

般論功行賞，而是依據年資增加薪水的教師薪資結構，無法成為她投入教育改

革的誘因，反而因此使得她逐漸喪失對教師工作的熱忱；不過，面對同樣的薪

資結構議題，慎思過後才進入教職，並且時常進行自我反思的希聖，卻有截然

不同的看法。他認為陪伴孩子成長的教育工作本身，就是非常有意義的工作，

這是他樂於承擔的負擔，也是他找到自我意義之所在，而這些價值都是凌駕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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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金錢之上的。另外，對於教師評鑑，經常思考各類教育議題的希聖與慧

玫，也都曾在訪談中提及。他們談論教師評鑑對教育改革與教師專業成長的重

要性，談論國內現有評鑑制度之缺失，也談論國外的經驗。 

（三）小結 

  總之，「終身為父」的教師典範仍是教師們心中的道德枷鎖，加上教師專

業工作範疇仍然模糊，因此當教師與學生、家長對教師專業工作看法不一時，

便時常導致權責難分的師生與親師衝突。而未有教師升級制度與相對酬賞規

則，也無正式教師評鑑，亦容易限制教師的生涯規劃與專業發展。從本研究的

五位教師的故事看來，雖然他們對於這些教師工作體制的解讀或有不同，但是

他們無力改變結構的情形卻是相同的，並且也未見他們努力於將體制規則轉化

為資源的作法，而只是改以正向的角度看待（如希聖對薪資結構的看法）；即

使此波九年一貫課程改革實施之後，其強調「彰權益能」、提升教師自主權等

理念，似乎終於帶給教師工作希望與自由的空間，並展現為教師專業正名的企

圖，但在未解構升學主義、未重新調整並法制化教師工作體制的前提下，教師

們似乎還是只能在體制約制下期待未來。 

二、九年一貫課程改革 

  面對民國九十年正式實施的九年一貫課程改革，本研究中五位教師呈現出

相異的態度與實踐行動，對其教師專業認同建構的影響也不盡相同。其中，除

了如蘋抱持抗拒的態度之外，其他教師均是以肯定的心態看待課程改革，唯其

回應方式與影響其專業認同建構的程度或有殊異之處。例如，新手教師曉婷雖

然肯定課程改革的理念，並認為其乃教師專業內涵之一，但實際上卻因棘手的

班級經營而焦頭爛額，再也無力於嘗試課程改革；敎授升學科目的富美，因為

功利主義心態以及前面述及的升學主義壓制，再加上保守安逸的教師文化，因

而讓她在改革行動上有所束縛，但是她仍對此波課程改革帶來的新英語教育理

念抱持著嚮往的態度；同樣敎授升學科目的希聖，雖然也受到升學主義的牽

制，不過他比富美多了行動力，除了早已在蟄伏時期預備相關教育知能，接任

國教輔導團之後，更立即在中仁展開課程改革的行動；而更具改革行動力的，

要算是慧玫，對於課程改革她充滿理想與抱負，並且有計畫地逐步付諸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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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後來中明未能持續提供支持性環境，讓她最後還是鎩羽而歸。 

  面對上述這些教師對九年一貫課程改革的回應，首先，先從教師的能動展

現來檢視教改帶來的結構影響。我們可以發現，不論教師的解讀是正面抑或負

面、是僅有理想或已付諸實踐，此波課程改革在教師大部分的工作生活中，其

開啟教師展現能動機會的結構支持性角色，乃遠大過其結構限制性角色，並且

也是促發教師更加頻繁往返「結構─能動」之間以修正自我專業認同的因子。

以富美為例，她正是在九年一貫課程改革實施之後才成立的國教輔導團例行會

議中，看見沈英教師的生活式英語，而開始思索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的能動性以

及課程革新的可能，進而影響了她重視反思、生活式英語並強調教師團隊的專

業認同建構。事實上，即使是抗拒教改，並且視其為阻礙教師教學工作的如

蘋，也同樣因為九年一貫課程改革，而獲得許多施展教師能動的機會。例如，

她藉著善用領域時間進行體育教師的對話，改善了體育教育邊緣化的處境；或

者她也因為時常要填滿時間很多的健教課程，而有了與其他教師對話的機會，

並開始學習編排她理想中的健教課程內容，雖然她一方面埋怨必須多花時間在

準備教材上，但是同時也認為有了增添調整教材的空間之後，教學效果比以往

照本宣科要好。 

  再從曉婷、富美、希聖、慧玫四位肯定此波課程改革的教師，其實踐情形

來看，相關國外研究（Evron, 2004; Lasky, 2005）結果指出，面對教育改革，教

師往往在不得不接受、實踐改革要求的同時，也納進教師自己不同於改革理念

的專業認同。相異於國外的研究結果，本研究這四位教師在談論其專業認同與

九年一貫課程改革時，乃是肯定且欲實踐這波教育改革的理念，但是升學主義

社會文化未因教改而消逝，再加上九年一貫課程改革的相關制度規定並未真正

觸及教師在教室裡的實際教學，也無相應的評鑑工具，因此這些教師或因礙於

升學壓力，或因學校行政未能支持，均無法真正如願地實踐教改。 

  最後，從學校制度層級來看教育改革與教師實踐。在這個升學主義依舊，

基本學力測驗成為變相聯考，開放版本變成「增加」版本，「為考試而教學」、

「為考試而讀書」還是學校與學生共同信念的時代，教育改革的推行總是無法

突破「開放社會裡的封閉校園」情形。因此，我們可以看見無論中義、中信、

中明，皆未能成為教育改革的理想實踐場域：中義與中信偏向傳統保守作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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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有明顯的行政支持力量，而中明雖曾為課程改革之試辦學校，但後來行政人

員輪替之後，升學率取代了教改理想，也扼殺了如慧玫般積極嘗試教改的教師

信心。而即使是希聖所在的中仁國中，對教育改革積極主動，卻也僅流於形式

化作風，未能真正解構教育體制的束縛，探求教育改革的核心價值。因此，無

論教育改革風潮如何鼓吹，實際上校園圍牆內似乎仍舊風平浪靜，科目階層化

依舊、知識體系還固守分工。是以，雖然我們常言教育改革要成功推行，學校

場域裡的教師實踐乃是關鍵，然而若學校行政未能給予教師正向的支持，即使

教師有再高遠的理想、再堅厚的信心，也無法完成改革理念。因此，在探討教

師如何回應九年一貫課程改革的同時，勢必得同時解析學校場域的結構性因素

影響。 

參、學校制度與文化   

一、科目階層化下的配課制度與借課文化 

  如前所述，升學主義對升學科目教師的影響是直接且巨大的，事實上升學

主義對非升學科目教師來說，其影響雖非直接，卻是以變相的科目階層化現

象，以及伴隨的配課制度與借課文化，潛在並且同樣強烈威脅著教師的生存空

間。如蘋與慧玫面對的，就是此種學校結構環境。 

  如蘋任教的體育科、健教科與慧玫敎授的家政科都是非升學科目，在國中

教育環境中，這類非升學科目往往被邊緣化為「非主科」科目，其他升學考科

則被視為重要的「主科」。校園裡科目階層化的情形相當普遍，而感受最深的

就是這些被邊緣化的科目老師。如蘋指出，體育老師最大的困擾就是其他教師

同儕認為體育課很好上，而健教課因為不必考試，所以學生的學習動機並不

高，就是家長也認為這是個可有可無、不重要的課；慧玫也會因為敎授的是家

政課，而在校園裡感受到教師同儕或學生對她次一等的社會地位評價。因敎授

非升學科目而獲得較低社會地位的感受，在她們擔任導師時最為明顯。如蘋與

慧玫都指出，非升學科目擔任導師時，家長、學生總是表現出質疑且不信任的

態度。事實上，除了這些主觀的感受之外，非升學科目教師還必須面對伴隨著

科目階層化而來的借課文化、配課制度，以及威脅其生存空間的師資員額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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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如蘋與慧玫都提到，非升學科目教師時常是其他教師的借課對象；在排配

課上，也往往必須「顧全大局」而接受集結他科剩餘課程的大雜燴式課表；最

嚴重的是非升學科目教師的缺額時常是「遇缺不補」的情形，不只因為時數多

半都配給其他教師，還因為學校為了因應未來少子化而減班的局勢，不敢聘足

教師，頂多只聘足可以提升學校升學率形象的升學科目教師。看來慧玫口中這

個「隱藏的秘密」其實並不神秘，因為如蘋所在的中義國中作法也如出一轍。 

  面對科目科層化而邊緣化的處境，如蘋與慧玫並非完全順服地接受這樣的

結構安排，她們一方面對現實束縛有所妥協，另方面也藉由彰顯非升學科目的

價值性與專業性，而自我證成。如蘋與慧玫都提到，在台灣文憑社會、升學主

義的結構環境底下，導師還是必須帶領學生面對升學考試，而非升學科目教師

擔任導師確實較為不利，因為她們每週的授課時數不多，無法掌握學生們的學

科學習情形。因此，對於有些導師期望排配非升學科目的情形，她們雖然認為

並不符合教師專業，卻也只能理解接受；而慧玫擔任導師時，因為長期兼任生

物教師，所以也會要求擔任班上的生物課教師，以了解學生的學習狀況。不

過，她們妥協的同時，也努力展現企圖改變結構的能動性。慧玫在家政教育

上，堅持她的專業理念與敎法，除了自編教材之外，還會不斷更新課程內容，

並充分利用領域對話以專業成長，因為她認為家政教育背負著教導孩子「適應

未來生活的能力」，教師必須不斷地與時俱進；再者，她對於學校有損教師專

業的排配課文化，也會提出意見，雖未必能因此撼動結構，卻是為家政教育專

業性發聲的開端；更積極的是，為了要將專業還給教師，她主動爭取教學組長

職務，任期內不僅恪守尊重教師科目專業的排配課方式，也為當時正在試辦的

九年一貫課程改革，提供教師協同教學的空間。而如蘋則是不論體育課或健教

課，都堅持有條件的借課與配課。特別是體育課，為了強調體育教育的價值與

專業性，體育領域教師積極利用領域時間相互專業成長，並且提升體育課教學

品質，樹立起體育教育權威，終於改善體育教育的弱勢地位。不過，如蘋大聲

捍衛專業性的是體育科目，至於兼任的健教因為是非本科科目，因此當她論及

健教科目的專業認同時，事實上她是些許不安與缺乏自信的，而這也反映出配

課文化不利科目專業與學生學習福利之弊病。 

  簡言之，科目階層化與其隨之而來的結構壓迫，使得非升學科目教師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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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其專業認同時，都會特別強調任教科目的價值與專業性，這是她們開始談論

教師專業時選擇的第一個話題，也是她們教師專業認同的重要內容。而在她們

的能動上，雖然「某種程度」她們必須妥協於升學制度下的排配課安排，但是

卻也讓我們看到她們對此結構限制提出的批判，甚而付諸行動改善之。 

  若我們進一步從左派觀點來看，科目階層化現象還揭露了中上階級再製其

主流文化的陰謀，其透過將知識階層化，以有利於其傳遞主流文化的學術性知

識（即升學科目）為首，並貶低事務性與技藝性知識，而將學校教育作為其社

會控制的機制（張建成，2002；姜添輝，2002b）。因此，在學校裡，相較於非

升學科目，升學科目這類學術性知識便具有「優越性」與「必須性」，這從其

他三位任教升學科目的教師的故事中也可以看出來。不同於如蘋與慧玫強調科

目階層化現象對其教師專業的戕害，任教數學的希聖、英文的富美以及國文的

曉婷，在訪談中就全然未見這類結構對其教師專業主體性的壓迫，也未見他們

為了證明任教科目的專業性而義憤填膺。升學科目教師似乎因敎授學術性知識

而擁有較受敬重的地位，甚至可以擁有較多的學校行政資源、較大的家長支持

力量。不過，他們卻承受著另一種壓迫，即升學壓力，於是面對他們所欲實踐

的教育理念或教育改革，往往因升學主義結構束縛而必須在掙扎的處境中，尋

求實踐專業認同的能動可能。 

  如果說升學科目教師是受敬重卻掙扎的，那麼非升學科目教師就是一群

「卑微」卻自由的教育改革行動者了！雖然體育課與健教課是邊緣化的科目，

但是如蘋總是擁有極大的課程教學設計自由，她可以敎授生理營養學取代不擅

長的籃球課，也可以剪輯電視節目為總是時間很多的健教課加點樂趣；而慧玫

的家政課也從來都是其依據學生身心發展與時代思潮，而自編教材，九年一貫

課程改革之後，她更興奮且積極地嘗試領域協同教學。 

  總而言之，科目階層化現象使非升學科目教師在學校中處於較低的社會地

位，戕害了他們在配課制度、借課文化上的公平正義，但是此結構限制卻回過

頭來讓他們在某種程度上得以將其他結構限制轉化為資源，以獲得更多實踐專

業認同的機會，例如她們比升學科目教師擁有更多課程教學的自由空間；相對

的，科目階層化現象使這群升學科目教師獲得受人敬重的社會地位、擁有較多

教學資源，但是卻因為龐大的升學壓力，常讓他們必須承受著另外一種結構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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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而調整其專業認同的實踐。 

二、學校文化 

  學校文化不僅影響了教師專業認同的建構面向，同時也是教師建構專業認

同時的結構限制或資源。除了前述如蘋與慧玫因為科目階層化影響，而讓她們

在建構教師專業認同時，特別強調科目的專業性之外，身處流氓學校的曉婷、

服務於充斥傳統教師文化的富美，以及在課程改革總是流於形式的中仁任教的

希聖，都因為其學校文化而影響他們建構教師專業認同時重視的面向。 

  曉婷所在的中明國中是 A 市著名的「流氓學校」，學生層出不窮的品行問

題讓她度過了三年「無力」的教師生活，還差點因此罹患憂鬱症，所幸她尋求

學校其他同儕與行政的協助，才安然度過新手生涯。於是，她在談論教師專業

時，特別強調學生品格教育的重要性，認為這是台灣當前教育問題最重要的一

環，就是在談及她的課程教學觀時，也是以改善班級經營為其課程教學的目

的。學生的品格教育成為她建構教師專業認同的核心，至於升學科目教師承受

的升學壓力，或者課程改革帶來理念與實踐的翻轉，對她而言都不是身處流氓

學校的她所關心的焦點。 

  富美服務的中信國中，充斥著安逸保守的蛋盒式教師文化，其鬆散消極的

教師專業成長團體、平靜無波的教改回應，讓曾在中信服務的慧君毅然選擇離

去，也讓富美初任教師時的滿腔熱血逐漸冷卻，直至她遇上提倡生活英語的沈

英，才又燃起她對英語教育的熱情。因此，富美的教師專業認同特別重視教師

的自我反思能力與教師團隊的重要性，並且強調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的能

動性，她認為唯有積極運作具有反思力的教師團隊，才能讓中信的蛋盒文化注

入新的生命力。因此，雖然富美還未在中信實踐她對生活英語與教師能動性的

理想，然而她卻希望利用這次擔任輔導員的機會，為保守安逸的中信教師文

化，帶來改革的新氣象。 

  不同於中信對課程改革與教師專業成長的消極保守，希聖服務的中仁國中

則顯得積極許多。不論是九年一貫課程改革、學校本位課程、活動式課程或者

各類科展、比賽，學校行政單位都大力支持與鼓勵，各領域專業對話也熱烈進

行。然而，此種由上而下的政策推動方式最後卻流於形式，也佔去了教師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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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時間。因此，希聖在談論他的教師專業認同時，特別提倡「由下而上」的

課程教學觀。他認為教育政策應由實際教育學生、真正關心孩子的教師觀點出

發，如此才能將理論與實際結合並實踐，而反對為了向教育局交差的作秀式課

程教學計畫。於是，他把握了這次輔導員機會，動員中仁的教師團隊，引進

《芬蘭驚艷》式的統整課程，開始著手設計他「由下而上」的課程計畫。 

  學校文化以各種方式潛在地影響教師專業認同建構的面向，然而不似

Britzman 等學者（Britzman, 1991；Coldron & Smith, 1999；Reynolds, 1996）的

悲觀，亦非姜添輝（2003）研究中的教師一般，僅是工具理性導向的忠誠執行

者、喪失批判質疑的心靈；這些教師並非以全然接納的態度，將學校文化視為

其專業認同內涵，反而是以反思批判的立場，檢視學校文化中不利教師專業發

之處，而進一步發展積極、正向的提議。如慧玫與如蘋以行動彰顯非升學科目

的價值與專業性；曉婷雖視中明學校文化為結構限制，但也積極尋求同儕協助

的同時也戮力於教育學生品格；富美規劃與實踐英語教育改革的理想正在萌

芽；而希聖也已開始進行他的「中仁驚艷」！如 Lasky（2005）所言，結構對

教師專業認同的影響是深入且持續的，但是教師亦擁有改變結構的能動性！ 

第二節 教師專業認同與教師能動展現 

  依舊猖狂的升學主義、常被扭曲解讀且配套未全的九年一貫課程改革，以

及恪守傳統的教師工作體制，以潛在卻懾人的姿態，盤踞著台灣的教育環境；

而教師所處的性別結構文化、不同的學校文化、相異的脈絡與多元經歷，亦隨

之起著或大或小不同程度的作用。於是，教師們形構出不一樣的故事，也建構

了相異的專業認同。然而，在本研究中，教師專業認同的建構並不全然是結構

決定論下的產物，前也述及，教師們的主體性並未被「聯考大怪獸」所徹底吞

噬，未完全淹沒在改革浪潮底下，也未枯萎於缺乏生氣的教師工作環境，或者

被動受限於社會位置的窠臼。雖然結構起著一定的作用，但是這五位教師的專

業認同，仍是個體與教育結構在某種程度的反思對話下，所編織而成的。換言

之，這五位教師的專業認同，並非單純採納外在結構定義的角色模組，而是摻

雜了主體意識所建構出來的產物。事實上，在前面的分析中，我們在許多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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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以窺見這些教師反思與行動的能動性展現，也許表現的程度有別，或已成

熟運作或尚在醒悟萌芽，無論如何，教師們在「結構─能動」之間的遊走，都

在在證明了教師能動的可能性。是以，本節即在探討教師在結構影響下，如何

尋求施展能動的可能性？其反思與實踐的路徑又是如何？  

壹、曉婷：反思能動在順服結構的新手生涯中逐漸覺醒、

出發 

  如 Britzman（1991）與 Reynolds（1996）所言，「順服」時常是新手教師

初任教職時，為適應環境而採取的第一個策略。特別是當新手教師帶著在學生

時期對教師角色形塑的外行人理論，或者師資培育與實習階段構築的教職理

想，進入一個與這些預設的教師生活圖像全然不同的學校場域時，內心的衝突

與掙扎，往往迫使這些新手教師屈服於結構要求，而少見其有反思結構壓迫或

改變結構的能動表現。曉婷口中「無力」的三年新手教師生涯，看來似乎即是

順服多過抗拒。 

  初任新手教師的第一年，曉婷就被指派在人稱「流氓學校」的中明擔任導

師職務。新手教師對甫實施的九年一貫課程教學的生澀、對班級經營的摸索試

驗、因為「年輕」「女」老師形象而感受到學生的輕蔑態度，再加上令人頭

疼、乖張離譜的學生行為，就這樣重重地打擊了曉婷的自信與教師專業認同，

讓她在深受挫折之後，終於還是放棄了原本躍躍欲試的九年一貫課程改革，認

為學生都是好學不倦的外行人理論及師培實習時的教師夢也隨之幻滅，而與其

他教師一樣，只能將所有心思與注意力關注在學生的品格教育及班級經營上。

曉婷以調整教師專業認同來適應中明，並且在某種程度上已逐漸「內化」了中

明的教師文化：雖然這些老師表面上還抱持不放棄學生的教育愛理想，但是無

力與無奈卻是他們心中共同的吶喊。 

  事實上，對於新手第一年即擔任導師職務的作法（特別是在學生行為問題

狀況百出的中明），曉婷並不認為是適當的，然而就像她接受學校以輪流方式

指派她擔任國文科領域召集人及國教輔導團輔導員一事一樣，即使清楚自己無

論經驗、能力尚不足，甚至是處於需要被輔導而非輔導他人的窘境，她還是以

「學校可任導師的教師不夠」、「國文科多半都得接導師」、「領域召集人與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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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原本就是輪流擔任」等理由，壓抑自己的焦慮、害怕，接受並進一步合理化

學校安排。一如她所言，她的教師生活多半時候都是「逆來順受」的。只是，

順服結構宰制的結果，不僅使她才開展三年的教師生涯濛上濃濃的憂鬱氣氛，

也間接減損她能動的力量。例如她在接任輔導員這個超過能力負荷的工作之

後，即使擁有機會與資源得以推展她在課程教學上的理想，她也無力運作，只

能應付式地做到如期繳交文件報告。 

  不過，雖然曉婷未必能以新手之姿扭轉許多結構之不公，而身陷自責與憂

鬱情緒，甚至曾經考慮調校來逃避困難，但是在任教一年之後，她的反思能動

終於覺醒，開始思索改變的需要，於是，在我們可以看到後來她為了抗拒結構

帶來的限制，或為了實踐教師專業認同的理念，而在她能力範圍內展現主體反

思能動。例如，她企圖改善身為新手女教師而為學生輕視的情況，雖然效果不

彰，但是她仍努力以印象整飾技巧，武裝自己來改變不利局勢；而在學生違反

社會規範的行為問題上，雖然曉婷並未看到甚至解構社會階級與學校教育之間

的掛鈎、共謀，或者無法如批判教學論學者所期待的，以營造跨越階級的教育

環境來包容各類學生，而僅是強調家庭結構在學生身上的深遠作用，但是她仍

然期待以不放棄每個孩子的教育愛，來盡力彌補家庭功能之不足；另外，雖然

她無法拒絕新手即任導師的行政安排，但是卻未因班級經營經驗不足或學生行

為問題帶來的無力、沮喪，而輕易放棄學生，除了因材施教而自我調整教師專

業認同，將學生品格教育視為首重、重新看待師生平等關係、降低對中明學生

的期望之外，她也會向外尋求支援，如向資深教師或行政尋求協助以解決學生

棘手的行為問題；更進一步，她也準備要好好善用此次參與國教輔導團的機

會，從各類研習以及各種教師聚會場合之中，增益她的教學能力，其目的並非

僅是實踐她原本對課程與教學的期待，而是為了改善令人沮喪的班級經營。諸

此種種思維與行動路徑，都是她從困境中或反思修正專業認同以適應學校環

境，或轉而預備利用結構資源以改善問題的能動展現之處。她甚至還曾鼓起勇

氣向校長拒絕了原本欲再指派給她的資優班課務，因為她認為中明此種為服務

升學而有的「天堂與地獄」式教育制度安排，是既極端變態又已過時的教育觀

點，也間接犧牲了成績表現較不理想的孩子的權益、傷害其自信心，這樣的制

度理念與她追求正常化教學的教育理念悖離；並且資優班學生家長過度干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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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專業的現象，也讓她將接手資優班課務視為戕害教師專業的畏途，於是便毅

然拒絕了學校的安排。這可算是曉婷新手教師生涯之中，最具行動力的一次。 

  從「順服」到展現能動的「意識覺醒」、「反思」與「行動」，身為新手教

師，曉婷能夠超越順服、覺醒意識並採取積極策略的能力與機會並不多，多半

都在認識與適應生存環境階段，解構然後再重構她的專業認同，或在有限的能

力範圍內運用結構資源改善現實困境，來適應學校的特殊文化。因此，即使她

亦有反思、行動的能動展現，但是其反思層面大多都還是圍繞在「尋求解決當

下問題的策略，而未質疑問題」這類「技術性」（technical）反思上（陳依萍，

2002；歐用生，1995；饒見維，1996；Elliot, 1993; Hatton & Smith, 1995; 

Kemmis, 1985; Schuttloffel, 1999; Van Manen, 1977 ），而其伴隨的行動，也是這

類以立即、有效的手段來解決問題的技術性行動。如以印象整飾技巧改變「大

姐姐」形象、向資深教師與行政尋求協助班級經營等，來幫助她度過兵荒馬亂

的新手生涯，至於結構的壓制，則少有如批評資優教育並拒絕接任資優教師等

這類「質疑目標與行動的正當性、合理性、道德性」的「批判性」（critical）

（ 陳 依 萍 ， 2002 ； 歐 用 生 ， 1995 ； Hatton & Smith, 1995; Kemmis, 1985; 

Schuttloffel, 1999; Van Manen, 1977）反思與行動。 

  然而，即使結構力量強大（特別是對新手教師而言），但是我認為「順

服」僅是曉婷在初來乍到的新手教師混沌時期的暫時性策略，結構囿限也非鋼

鐵般堅固不摧。從她在結構限制底下，以有限的能力所展現的反思行動，我看

到她表現出不斷的自我期勉並且對教師工作盡力保持積極樂觀的態度，特別是

當我們談到令一般傳統教師抗拒的課程改革理念、教師專業成長時，她是如此

的敞開雙臂樂見其成，又或者她在我們訪談結束，因訪談時的敘說帶來不斷反

思而感到成長時，她臉上的喜悅神情，這些時刻都可以看到她心中對教師工作

的熱情未滅。是以，在看似順服結構的新手教師身上，我似乎看見了反思能動

覺醒、出發的契機。 

貳、富美：敏銳的反思觸角，退縮的實踐行動 

  教師自我反思能力是富美最重視的教師專業內涵，無論在訪談中或者訪談

後的省思札記，她都十分強調教師反思能力的養成。事實上，從富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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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她極具反思力的展現。例如，除了教學技巧與帶班能力的

嘗試錯誤與檢討，這種即時問題的反思修正調整之外，她會因看到他校資深教

師，如沈英教師的教育理念及實踐，而引發一連串內在自我反思對話，省思教

師在「教─學」過程中的能動與責任，並認為中信教師應改變將教學問題全然

歸因為大環境限制或學生學習的習慣，而多檢討自我教學技巧，她就深自反省

自己「了無新意」的教法；她會批判台灣的升學主義與中信英文教師為考試而

敎的紙上英語、文法英語教學模式，而主張應學習沈英老師倡導的生活式英

語，以培養孩子未來實際應用英語的能力，亦即帶得走、用得上的能力；她會

喜悅於九年一貫課程改革實施之後，課程決定權下放的制度，而樂於選擇符合

生活式英語理念的朗文版本教科書，並質疑中信教師為考試而敎得鉅細靡遺、

學生為考試而偏頗學習的中信學習文化；並且她也因嚮往沈英教師帶領的教師

專業對話、團隊合作，而指出中信保守安逸的教師文化，將使教師失去專業成

長的動力，故深切期望教師團隊的出現；至於學生行為問題，她與曉婷一樣，

雖未能看見或深入批判中上階級操控學校教育的那雙看不見的手，但是卻也未

將之簡化歸因為學生個人因素使然，她看見且批判了家庭結構在孩子身上的影

響，體悟在這些關係中，教師仍背負著無可推卸的責任，也同時強調清楚定義

教師專業工作範疇的重要性…。對教育場域裡的議題保持敏銳的觸覺，並回到

自身來檢視，是富美自我專業成長的方式，一如她對教師專業的期許。 

  從富美的反思力展現來看，相較於曉婷的「技術性」反思居多，富美的反

思更多是「批判性」反思以及「對目標與行動提出說明與解釋理由」的「詮釋

性」（interpretive）（陳依萍，2002； Hatton & Smith, 1995; Schuttloffel, 1999）

反思，對於所處的教育結構，她的反思觸角是敏銳也廣泛的，從課程教學到教

師團隊成長，都是她關心的課題。不過，若我們依循著前述「順服─意識覺醒

─反思─行動」模式來分析，富美的「反思」僅停留在理念釐清層面，未包含

實際行動，事實上也未因此而真正修正調整其專業認同；或者可說她的「反

思」是在「意識覺醒─反思」而非「反思─行動」之間，並且也未真正觸及教

師專業認同內在核心價值的省思修正層次。這可從她如何實踐上述這些理論性

的教師專業認同，或者如何回應結構限制與要求中看出。 

  相較於僅有三年教師資歷的曉婷，富美雖已非新手教師，但是當她面對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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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限制與要求時，其偏向順服、妥協的路線卻與曉婷相似。富美初任教師時是

個英語教育的理想實踐者，即使八年之後的今天，也仍對教師專業有所企盼與

希望，然而她在實際的教學實踐上，卻是個冷卻了熱忱、遺失了理想，甚至對

教師工作的價值也陷入迷惘的經驗教師29。富美一方面批判自己與中信教師未

能投注心力於創新教學，一方面礙於中信教師文化的安逸保守、台灣教師薪資

結構僵化、教師工作無高酬賞、亦無教師升級制度等，而不願付出時間心力改

變她的教學；她在批判傳統應付考試的英語教學、提倡生活英語、頌揚朗文版

本教育理念的同時，卻也妥協於升學壓力與學生需求，而走上傳統的路數：教

導孩子考試能力、不敢錯過任何文法句型…；她雖嚮往教師專業成長團隊，卻

也只能引領企盼，在等待領袖出現的日子中，繼續她的單打獨鬥；她看清了家

庭結構在孩子身上的作用與教師的責任，卻還是希望清楚切割教師的工作與私

人生活，而強調清楚界定教師工作範疇的同時，她又無法拒絕家長對她無止境

的角色要求，只能慨歎教師已非受人尊敬的行業；她對教師自我反思能力的要

求、對建立教師團隊的期望，目的都在於促進教師專業成長，但是她卻以功利

主義的思維計算，將原本有益教師課程教學能力的國教輔導團輔導員工作與研

究所進修，視為阻礙教師成長的「俗事」…。富美的理念與實踐之間，盡是矛

盾與衝突，此與她認為教師反思能改善教學現狀的初衷不一。 

  然而，我並未就此認為富美僅有順服而毫無能動展現之處。事實上，即使

是意識覺醒的反思，在某種程度上就是一種能動的表現；況且，睽諸教育現

場，大部分教師都還是漠視自我反思能力的重要性，亦無此意願（潘慧玲、陳

美玉，2007），或者對教育環境與議題冷漠無感，相較之下富美就顯得熱忱許

多。再者，從富美在中信的教師生活來看，教育結構的現實條件（如薪資結

構、升級制度等教師工作體制），或者如少有與他者專業對話的中信教師文

化，無可諱言都是讓富美的「反思」無法從意識覺醒層次，轉換為修正調整專

業認同甚至付諸行動的主要因素。因此，當她因訪談時的敘說對話，而將其教

                                                 
29 陳美玉（陳美玉，1999）依照《師資培育法》對實習輔導教師必須具三年以上經驗

的規定，而將三年以上的正式教師稱為經驗教師，以別於其他教師專業發展階段：師

資生、實習老師、新任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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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專業認同與教師實踐之間，有關「理想─行動」的衝突矛盾話語化之後，她

是如此的震撼，並且沮喪於八年教師生涯的荒蕪。在訪談結束之後，富美即開

始盼望並實際規劃反思之後的行動（如自我期許揚棄功利主義重新找回教師價

值與對英語教育的熱情、欲積極利用輔導員機會改革中信教師文化等），無可

否認此即富美能動性的萌芽與展現。 

参、如蘋：在行政宿命壓迫的有限空間中瞥見反思能動 

  身為外型嬌小漂亮且為女性的體育教師，如蘋教職生涯的結構阻礙從教師

甄試那天就已大張旗鼓地上演。因為體育教師的世俗形象是高大威武的男性樣

貌，並且被期待能夠兼任管理學生行為的訓導處行政工作，因此體育教育圈對

女性（特別是個子嬌小的女性）而言，一向是不友善的工作場域。於是，如蘋

為了證明自己亦擁有男性體育教師的附加價值，在獲得正式教師機會的同時，

也開始了她戲稱「為中義賣命」的行政生涯宿命。而進入中義之後，因為體育

科目與兼任的健教科目非基測考試科目，這些「非主科」教師於是淪為邊緣化

的社會地位處境，而隨之而來以成就學校升學主義為最高指導原則的借課文

化、配課制度、甚至是師資員額結構，又再度將如蘋推向學校工作場域的弱勢

邊緣地帶。就這樣，體育師資男性化、科目階層化再加上行政宿命，為中義

「賣命」已近八年的如蘋，一路上背負著許多的結構壓迫，也影響了她的教師

專業認同。 

  不過，面對這些在台灣教育環境中行之有年的學校教育體制舊習，如蘋並

未全然採納。雖然某些時候她會接受甚而合理化傳統的教師文化腳本（如，認

同體育教師外型得高大威武的刻板印象，而合理化其教師甄試時老是「備一」

的遭遇，或者接受體育課對學生「影響最小」，所以相對而言是適合成為導師

配課科目等），但是相較於曉婷圍繞在「技術性」議題的反思行動，以及富美

的反思覺醒多於實踐行動，我們在如蘋身上還可以看見她以反思過後的行動，

起身抗拒（即使抗拒的是九年一貫課程改革，也是一種能動的展現）甚至利用

結構資源，來掙脫結構的束縛或嘗試改變結構規則，並進而實踐她認同的教師

專業。例如，在體育師資男性化問題上，她不囿限於自己的外型與性別，反而

轉而成功利用她溫柔的特質作為教學優勢，再運用課程設計技巧，以她擅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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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向學生證明其體育專業能力；而有關科目科層化現象，擔任體育組長後，

她有計畫地帶領體育領域專業對話及相互觀摩成長，並有條件地拒絕有損體

育、健教專業的配課及借課陋習，終於提升了體育、健教在中義的社會地位；

至於行政工作，即使無法避免，她也適時運用借調市府服務而獲得的行政資

源，企圖實踐她欲為 A 市建立單體制體育教育的理想抱負。「行動」是工作繁

忙的如蘋進行反思時的最終目的，因此，不論是「技術性」、還是「重視與外

在對話以檢視行動背後的原因，並思考不同觀點、不同解決途徑的可能」的

「對話性」（dialogic）（陳依萍，2002；Hatton & Smith, 1995）反思（例如上述

的體育領域專業對話），其目的都在引導行動以解決結構困境。 

  然而，若將如蘋的這些反思能動的「目標」加以分類剖析，可以發現其所

關注的議題，似乎較少回應最新一波九年一貫課程改革所帶來的教育理念與實

踐，直到歷時半年的三次正式訪談結束之後，她才開始反思她了解與嘗試課程

改革的可能性。如蘋認為教育政策與教育改革並非促發其反思能動的專家知識

（Giddens, 1991），在她大部份的教師生活中，她僅是將之視為結構壓迫的來源

之一，30因為她認為九年一貫課程實施之後，健教課程敎材變得彈性自由，反

而讓她因無法提供充實內容而感到相當焦慮、不安；或者在嘗試體育健教協同

教學時，因誤解協同教學理念而無奈地放棄再嘗試。於是，我們從她的教師專

業認同中，會看到她偏重以教師人格及師生關係作為教師專業核心，認為這兩

者比任何教學專業重要；看到三次訪談結束之前的她，仍拒斥教育改革政策，

認為其事不關己，只要照章來敎就已足夠；並且偏好那些即時、實用的教師專

業成長管道，而拒絕有關新教育理念的觀念宣導式研習。 

  是以，若將如蘋置於另外四位教師之中來看，或許會認為她對教師專業的

看法較為偏狹保守，雖然其有許多抗拒結構限制的能動展現，但是直至歷時半

年的前三次訪談結束前，仍少見她將教師專業成長的反思觸角擴及課程教學的

                                                 
30 事實上，九年一貫課程改革並非僅以結構限制約束如蘋，反而促發如蘋更多的能動

展現，例如可以有「領域時間」進行專業對話改善體育教育的弱勢、開始增添健教課

程內容等。相關討論已於前節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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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上31（思考較多的是體育與健教教學知能的增進而非革新），如蘋似乎

與九年一貫課程改革所撻伐的所謂守舊的傳統教師同屬一路。然而，我認為若

如此加以批判卻有過度化約之虞，因為在如蘋反思能動的路徑上，有一個更為

深遠且長期壓迫她的結構困境，阻撓著她反思能動的發展，即行政工作。繁重

且充滿人情糾葛的行政工作，讓她的教師生活困在狹小的校長室、訓導處與其

他學校行政各處室之間，只能將每日行政業務與課務如期完成，既無多餘時

間、亦無心思再在課程教學上耕耘了。因此，我認為如蘋並未如她自己所言，

課程教學的革新成長與教師工作無關，事實上，她在訪談中仍舊表示深切盼望

能將難以拒絕的行政工作交由專員來做，而把課程教學的專業還給教師，讓教

師能有更多的時間空間從事課程教學研究；再者，即使如蘋是在最後一次正式

訪談之後，才開始思考教師在課程教學上的能動性，但是其反思並未停留於空

談或一時激情，如蘋的行動仍如往常一樣緊接著反思而來，在近半年內，她還

是在行政工作壓迫的縫隙中，找到了解與實驗教改政策的機會。不過，就整體

而論，如蘋繁重的行政工作還是或多或少壓制了她反思的觸角、能動的發展，

並使課程教學的成長革新難容於其教師專業認同。 

肆、希聖：不斷往返「結構─能動」，修正調整專業認同 

  經過探索、認識自我，並且慎思熟慮的考量之後，希聖在近而立之年轉換

人生跑道，選擇教職成為他終生志業，而他也在至今已十年的教師生涯中，找

到自我存在的價值與意義。與希聖的訪談過程中，我鮮少聽到他有難以突破的

棘手困難或煩惱，除了學校例行會議太多，讓他時常得犧牲與孩子的個別輔導

時間，還有與其他教師一樣，均期望為教師劃定專業工作範疇，以釐清親師、

師生關係的權責之外，困擾曉婷的學生品行問題、誘惑富美的功利主義，或者

囚禁如蘋身心的行政負荷，對希聖而言都不是無法解決的難題。他認為父職經

                                                 
31 在此要說明的是，我如此撰寫並非即主張教師均應將接受並採用九年一貫課程革新

的理念，或者給予教師的專業認同價值判定。只是，面對教師工作重點之ㄧ的課程與

教學，以及與其切身相關的教育政策改革，我的立場仍期盼教師抱持開放與了解的心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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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帶給他的為父心腸，讓他得以更理解孩子的生活世界、家長的心情，以如此

的同理心，他帶著這些被貼上偏差行為標籤的孩子，找到他們的天空。而在外

界教師一片爭取更高酬賞，以符應教育改革賦予教師新任務的聲浪中，希聖悠

悠地表示，只要不斷專業成長，並且在教師工作中找到自己的意義與價值，那

麼教職是一份多麼有意義的工作，是世俗金錢無法衡量的。那行政呢？事實上

希聖的行政邀約不斷，不過因為一方面他已志不在此，另方面欲兼顧家庭，所

以一路上拒絕了許多行政機會。 

  當然，服務已十年的經驗教師希聖，非曉婷般是生澀而尚未適應的新手教

師；其中仁開放積極的教師風氣，也不同於富美所在保守安逸的中信環境讓人

失去動力；而希聖敎授數學，不必面對如蘋得證明自己「好用」的女性體育教

師處境，而可以輕鬆拒絕行政工作。與其他教師相較，希聖的教職生活世界似

乎顯得格外得天獨厚。不過，或許希聖豐富的教學經驗、敎授的是學校重視的

升學科目--數學，再加上中仁的支持性環境，使他的教職生涯較其他人少有衝

突，所以也少見他必須抗拒結構壓迫而有的行動。但是，若仔細分析他的教師

故事與其專業認同，會發現事實上他並非是位如此「幸運」而安逸的教師，他

也面臨到許多難題，如教職女性化帶來的壓力、同理接納被標籤化的孩子時遭

受行政質疑的眼光、學校家長對升學科目教師的「績效」要求等，只是希聖總

是秉持著他對教學工作的信念，並且以不斷自我反思的方式來解決衝突。 

  當時在希聖轉業的命運時刻，他是充分體認自己對教育工作的興趣與熱

情，也找到教師工作的意義與價值之後，才選擇踏入教師工作。這些經過對行

動的理由與策略進行「詮釋性」自我反思後的生涯決定，事實上即是讓他在面

對教師工作困境時，仍充滿信心與勇氣的重要原因之一。再者，希聖的自我專

業成長嗅覺是開放且敏銳的，他會隨時擷取教育新知、專家知識、隨時探討國

內外教育議題，並且更進一步積極地到教育研究所進修成長，也會善用每個能

與其他教育工作者對話的機會以交流分享。他總是隨時進行這種「批判性」、

「對話性」以及「思考範圍擴展至歷史、社會與政治脈絡，並採取更多元觀點

檢視行動、處理問題」的「脈絡化的多元觀點」（conteztualization of multiple 

viewpoints）（陳依萍，2002；Hatton & Smith, 1995）自我反思方式，而在教師

生涯中隨時起而注意到新的需要與新的可能性（Giddens, 1991: 142-143），或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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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修正專業認同、或等待機會付諸實際作為來展現他的行動力。藉由這種不斷

往返「結構─能動」的自我反思計畫，在即時修正調整其教師專業認同

（Giddens, 1991）的同時，也讓他面對結構給予他的難題與阻礙時，很快就可

以找到自我調適的生存之道，甚至轉而利用結構資源來助益他的教師工作。與

前述幾位教師相較，希聖的反思顯得更為多元、複雜與深化。 

  例如，教職女性化、與是否繼續行政經驗以符合社會對於男性教師適合接

行政的問題，從來不困擾希聖，因為他對生涯有清楚的藍圖，不會受制於世俗

眼光，而是將以往的行政經驗，視為今日他領導教師團隊進行課程教學研究

時，對行政與教師多一份同情理解的資源。而他也以正面態度看待家庭的時間

羈絆，除了更加善用學校時間增加師生相處機會之外，他認為父職帶給他的人

生經歷，更是柔軟原本血氣方剛的個性，合諧師生關係的重要因素。至於九年

一貫課程改革對希聖而言，也非像如蘋一樣是結構壓迫的來源，雖然他也指出

其有配套不足的問題，且身為升學科目教師必須面對考試壓力，但是希聖對改

革的理念是高度接受且樂於實踐的。他一方面教導孩子數學應試能力，一方面

仍技巧性地嵌入教改期望的課程設計。而希聖對於中仁流於形式化的由上而下

課程改革模式，雖採相對被動等待的策略，但是在蟄伏時期，他並未鬆懈放

任，而是到教育研究所進修，研讀各國教育政策及各種教育新知。今年擔任輔

導員時，便積極把握住機會，甫一開學即已開始規劃、設計他由下而上的「中

仁驚艷」！對希聖而言，國教輔導團工作並非另一個沉重的結構負荷（如曉婷

與富美），而是實踐專業認同的結構資源與機會。 

  是以，就像在希聖的教師專業認同中，特別重視教師必須清楚自己的教育

理念，並且在教師生涯中，因不同的關鍵時刻或因獲得新專家知識，而不斷修

正調整，甚至重構其專業認同（Giddens, 1991）。對希聖而言，唯有以如此熟練

的自我反思計畫建構專業認同，並且時常與他者對話，教師才能不受限於結構

而展現其能動與理想，亦才能在這之中找到教師的主體性與自我價值，並成為

一位擁有內在穩定意義的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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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慧玫：專業認同建構在成熟往返「結構─能動」的自

我反思計畫中 

  若我們將曉婷、富美與如蘋視為反思能動正萌芽開展階段的教師，將希聖

歸為以熟練的自我反思計畫在「結構─能動」之間建構成熟穩定的專業認同的

教師，那麼相對而言，慧玫的反思能動就比前述幾位教師的反思類型更多元、

反思層次更複雜，也更具行動力。無論是「技術性」、「詮釋性」、「對話性」、

「批判性」、或者「脈絡化的多元觀點」式反思類型，都可以在她的教師故事

中看見，而其能動的展現也未侷限在曉婷與富美的順服及意識覺醒、如蘋的選

擇性反思能動，或者希聖的機會等待，慧玫更多時候是主動且積極地尋求各種

改變結構限制的可能。例如，與如蘋的處境相同，身為非升學科目的家政教

師，慧玫的二十年教師生涯都難以擺脫升學主義、菁英主義的挾制，而必須面

對科目階層化與隨之而來不公的排配課文化、社會地位邊緣化、扭曲的教師員

額配置陋習。新手時期的慧玫只能聽從行政安排，但成為經驗教師之後，她便

利用各種可能的管道為這些弱勢科目發聲：如，她質疑九年一貫課程改革之

後，升學主義仍舊掛帥，致使教育體系對教師專業的壓迫依舊（特別是非升學

科目教師）；她批判學校教育偏重學術性知識，而壓縮其他事務性與技藝性知

識（姜添輝，2002b：229）的學習時數，並強調孩子全方位學習的重要性；她

堅持專業的家政教育，自編教材、不做半成品、隨時更新孩子適應未來生活所

需的知能…，期望藉此讓學校與學生了解藝能科的價值與專業性；她還進一步

積極主動爭取擔任教學組長，進一步運用行政資源「把專業還給教師」，確實

做到專業的排配課理念…。 

  遇到結構設下的困難與阻礙，慧玫總是會想盡辦法扭轉局勢，甚至把握機

會將結構限制轉變為改善困境的資源。事實上，她不僅是消極地抗拒結構壓

迫，為了實踐教師專業認同，她也發揮「教育改革的行動者」精神，掙脫結構

限制並主動推動、實踐她的理想。以九年一貫課程為例，慧玫高度接受此改革

理念，認為這是實踐她多年來不謀而合的教育理想的大好機會，而且為了擁有

實際教學經驗，她在中明試辦時期爭取擔任教學組長，以運用行政資源來實踐

教育理想，正式推動改革之後，她也特地從教育局回任中明試驗。從排配課、

課程設計到協同教學，對於教育改革她有滿腔熱血，甚至後來中明在排配課與



國中教師專業認同之研究 

 228

師資員額配置上，破壞了慧玫的計畫時，她還會向學校大力抗議。對於教育改

革，她是勇往直前的，或許這與慧玫在教育局服務的立場有關，或許也因為資

歷較深，因此她在面對理念與實踐的轉換時，總是比其他教師多了行動力與勇

氣。 

  不過，她也並未因行政立場而全盤接受這些教育政策與改革，對於九年一

貫課程改革的未盡成功，她也可以從結構面向檢討至教師個人，並時而援引國

內外教育政策、教育理念或者學者專家之立說，時而舉出台灣本土教育發展之

歷史特色，鉅細靡遺地交叉分析、批判。她對教育抱著熱忱與執著的態度，卻

也不忘要不斷與各類教育新知、教育議題，以及她在國教輔導團接觸到的學者

專家或教師進行批判地反思對話，一如她對專業家政教師必須與時俱進地更新

專業知識的自我要求。因此，她會思考十二年國教的適切性、國外教學視導在

台灣應用的合宜性、教師升級制度的闕如與影響；她也會將各類教育新知帶到

國教輔導團裡與教師們對話討論，如《芬蘭經驗》對台灣教育的啟示、智慧財

產權對教師自編教材的影響...。除此之外，她並強調教師應撰寫教學札記，從

這種自我敘說的反思對話過程中，增益其教師專業成長；也會在學校或輔導團

等各種教師聚會場合中，引領教師間進行相互的專業對話，以促發教師更多的

反思機會。而如此持續自我進修、反思，正是慧玫教師專業認同中最重視的教

師專業能力。事實上，這些理念並非遠在雲端，就像她以「具反思、高度抽象

思考能力的探究教育工作者」、「高承諾、高反思的專家教師」來自我期勉一

樣，我們從慧玫的實踐故事中，看到她即是一位不斷與專家知識對話之後，又

回過頭來檢視自身、重構其專業認同並尋求行動的教師。 

  整體而言，慧玫能動的展現不僅是表現在抗拒結構上，其反思層次也不如

一般教師侷限在對教學即時事務的技術性自我反省。面對結構壓迫，她會施展

能動運用結構資源加以改善；同時，她也會回到結構中不斷吸收新的教育資

訊，然後回到自身教育實際上，藉由各種話語式的反思方式（自我敘事、札記

或國教輔導團的教師對話等）篩選多元專家知識之後，形成、建構或重構她首

尾一貫但又持續修正的教師專業認同（Giddens, 1991）。在慧玫身上，我看到她

以熟練的自我反思計畫往返「結構─能動」之間，並透過話語敘說建構其教師

專業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