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目的 

 

國小補校教育制度的牽涉層面廣泛，從不同的面向探究會有各

自關心的重點，但若回歸教育的核心，補校教育目的，應是探討補

校教育現象時的重點。 

 

我國補習教育法自民國七十一年修正公布，已歷二十餘年，其

間雖於民國八十六年更名為補習及進修教育法，但關於國民補習教

育目的之陳述始終是：「補習及進修教育，以補充國民生活知識，

提高教育程度，傳授實用技藝，培養健全公民，促進社會進步為目

的。」 

 

面對國內社會環境的快速變動，國民補習教育目的多年來卻始

終如一。如果說「教育目的是指示教育未來發展的方向或指標」，

那麼補習教育目的是如何訂定出來的？又如何能二十多年來以不變

應萬變呢？陳文團與溫明麗（民 77）指出，當論及教育目的時，亦

即在討論「什麼是教育」這個問題，他們很清楚的發現：國內的教

育目的不是早就被限定了，就是被視為十分明確而不容絲毫置疑的



先驗性目的。簡言之，教育目的本身不容置疑。然而，這種事先預

定好的教育目的是否適當？是否能符合學生需要？ 

 

回顧國內研究發現可得知，對國小補校成人學生而言，參與國

民補習教育的目的，很少在提高教育程度獲致文憑、增強實用技藝，

乃至提高生產力（何青蓉，民 85b；魏惠莉，民 89）。很明顯地，

現行的補校教育目的並沒有真的考慮到補校成人學生的特性與需

求。如果國民補習教育連個人層面的需求都無法滿足的話，有誰還

會惦記著「培養健全公民，促進社會進步」的目的？ 

 

國民補習教育需要什麼樣的目的？本研究者認為一個很根本的

問題是，補校學生究竟如何看待補校教育？唯有瞭解教育中的主體

－「學生」－的觀點，才能有自信地去討論、設計或實施「適當」

的教育，國民補習教育的目的應以此觀點來重新思考。 

 

因此，本研究嘗試以民族誌的研究法，透過參與觀察與訪談等

方式，發掘國小補校學生如何詮釋國小補校教育。具體來說，本研

究的目的是以成人補校學生的觀點出發，瞭解他們的國小補校教育

觀，或可作為改進及推展我國國小補校教育時的參考。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歷程 

 

本研究採民族誌研究方法進行研究，以研究者本身為研究工

具，透過長期的觀察與深度的訪談，來了解行動者如何詮釋其生活

世界。本節將分別說明研究方法與研究歷程。 

 

壹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民族誌研究方法進行研究，以下說明民族誌研究的

內涵與技術，並描述本研究者如何運用這種方法的實際情形。 

 

一、民族誌的意義 

民族誌（ethnography）亦稱為人種誌，若究其字義，“ethno”

係來自希臘文的“ethnos”，表示「種族」、「民族」、或「人們」

的意思，“graphy”則是「描述」、「繪圖」、「畫像」之意，顧名

思義，“ethnography”在希臘文的字義是為「人類畫像」或「描寫

民族」（黃瑞琴，民 80；劉仲冬，民 85）。 

 

對於民族誌研究者而言，“ethno”可指由習俗規約社會關係而

形成共同實體的任何一個社會網絡，現代社會中的一個家庭、教室、

學校或工廠等都能成為被民族誌研究者描寫的社會單位。民族誌的



研究是從這些社會人群的觀點去描繪其中的事件，藉以瞭解人們共

享的文化意義（黃瑞琴，民 80）。換言之，民族誌也可以說是一種

對文化實況觀察、描述與解釋的一種研究方法（方德隆，民 85），

它的中心目標是從本地觀點理解另一種生活模式。Malinowski

（1922：25）即曾指出民族誌的目標是「掌握本地的觀點,他與生活

的關連,並認識他的世界觀。」 

 

二、民族誌的研究特性 

（一）民族誌研究是一個開放的探索過程 

Spradley（1980：26-36）指出，社會科學在量化研究的典範下，

其研究設計多依循著直線式的探索模式，這種模式首先確定一個研

究問題，接著形成假設，然後設計研究的工具、蒐集資料、分析資

料、作成結論，最後報告研究成果，其間的每個步驟都相當清楚，

研究者通常知道他們在探尋些什麼。民族誌研究者則趨向一個周而

復始的探索模式，研究者選擇一個民族誌的方案後，即一再重複探

索的過程。 

 

也就是說，民族誌研究是一個開放的探索過程，研究者需要在

研究現場中持續地獲得回饋和線索，逐漸醞釀和發展研究的方向，

因此，本研究亦是本研究者在現場與補校學生接觸的過程中，逐漸



醞釀和發展而來。本研究者並不帶任何先驗的理論進入田野，而只

是預先思索各種問題的可能性，蒐集與閱讀部分相關資料和文獻

後，提出一簡要的研究大要，而且研究主題隨著研究進行而隨時修

正。 

 

此外，民族誌研究者應在研究初期採取一種寬廣的觀點和開放

的理論，以確保在縮小研究觀點前，所瞭解的文化意義和行為的主

要特徵是那個特定文化脈絡下的人們所專有的。據此，民族誌研究

者可視為「在ㄧ種不了解的事物中進行探索」，即研究者必須要對

這個社會單位的生態背景、社會組織和語言做ㄧ個初步的認識，才

可進一步有系統地闡述所要研究的特定主題（Levine 1973：183）。 

 

Spradley（1980：73-128）指出在民族誌研究中，參與觀察分為

描述的觀察（ descriptive observation）、焦點的觀察（ focused 

observation）、選擇的觀察（selective observation）三種形式。從描

述性觀察開始，研究者的角色像一個繪圖員，置身在從未被人丈量

過的處女地上，一開始所能做的就是儘量描述記錄所觀察到的種種

狀況。對情境有了初步瞭解之後，研究者要尋找數個彼此相關的文

化領域（cultural domains），以縮小觀察的範圍。這些文化領域成為

第二階段焦點觀察的重點。最後，進入第三階段的選擇性觀察，此



時的重點是以比較的眼光把研究焦點再縮小，研究者在所觀察的社

會情境中，選擇幾個特定的文化類別（cultural categories），比較其

異同、探究其差異，找出文化主題，獲得研究結果。 

 

所以本研究者在進入現場之初，進行描述性的觀察，並未設定

明確之研究重點，觀察範圍較為全面，詳盡的紀錄所有發生在教室

的事件，包括課程內容師生互動、學生上課情形、老師的教學等。

全面性的紀錄除了作為背景情境脈絡的支持之外，亦可從中獲得更

進一步的資訊。在經過三週的觀察後，發現研究對象當中，四位外

籍學生因與其他本國籍學生在學習背景及年齡上存在相當大的差

異，於是本研究者漸漸將焦點放在班上本國籍學生的學習與互動狀

況。在經過一整個學期的觀察後，以學生對「課」1的看法為主要的

文化領域，進而以學生的教育觀與識字觀為文化主題。 

 

（二）民族誌研究的資料蒐集 

民族誌研究者透過深度的個案研究，去蒐集和分析他們的資

料，並盡可能地保存那些自然場域發生的種種細節和複雜的因素，

因為每ㄧ個文化都是獨一無二的，而瞭解其文化意義是重要的。民

族誌研究主要的資料蒐集方法為參與觀察和訪談。 

                      

1 本研究中所指的「課」係指課程 



 

1. 參與觀察 

參與觀察是民族誌研究在蒐集資料的重要方法，經由參與觀

察，可描述在某種情境中什麼在進行、誰或什麼涉及其中、事情發

生於何時何地、事情為什麼發生等;因此，參與觀察特別有助於研究

過程、人們之間和事件之間的關係、人們和事件的組織、以及人類

社會生活的脈絡。 

 

本研究於觀察現場以「摘要筆記」、「時間與空間表」及「省

思手扎」四種紀錄方式捕捉現場所觀察到的訊息（吳麗雲，民 90）。 

 

「摘要筆記」是研究者在現場所看、所聽、所知覺的文字記錄。

「時間與空間」的紀錄表，是班級上課流程、老師與學生的動態狀

況的紀錄。最後為「省思手扎」，這是研究者進入現場的心得感受，

雖然心得感受不若前述二項記錄詳實，卻能幫助釐清本研究觀察過

程中可能的主觀認定或者研究角色的合宜性。因此，省思手扎是所

有紀錄中最具引導性質與反饋訊息的紀錄。 

 

許多人類學者相信，民族誌研究者在他們所研究的田野情境下

直接蒐集資料是十分困難的。參與被視為一種頗具難度的行為有下

列數種理由：（1）研究者必須長期地和文化中的成員和諧相處，以



確保所做的研究是具有代表意義的；（2）參與觀察允許人類學家運

用他們直接的經驗去檢視特殊的文化意義。因為大部分的文化都是

隱晦不明的，文化中的成員也不一定都能清楚地談論出他們的文

化，此時研究者即可運用其本身的知覺去檢視對於這些文化的假

設，瞭解這些文化成員中的情感和彼此之間的互動情形。透過這些

個人經驗的互動與投射，研究者對於那些不明顯的文化意義產生一

些假設。隨後以清楚蒐集的資料來檢視（Jacob and Jordan, 1996：

20）。 

 

在本研究中由於研究者曾經在補校任教，「老師」的身份，使

研究者在參與觀察期間，較容易獲得補校學生的敬愛。但在參與觀

察的過程中，研究者是一個介入者，這是一個無法逃避的事實。在

觀察期間，曾發生因學生出席率不佳，使得任課老師對研究者的觀

察感到十分有壓力，而影響上課情緒。在此情況下，研究者也同時

感受到莫大的壓力，為了安撫任課老師的情緒，減輕彼此壓力，研

究者會找機會和任課老師聊天，讓她知道研究者以前任教補校時也

曾遇到相同的情形。 

 

研究者一方面希望融入參與的情境，化解闖入者的尷尬；另一

方面又必須常常提醒自己，在心理上保持中立客觀的距離。在長期



的相處下，很多壓力、情緒的介入和人事的糾葛亦隨之而來，「情

緒」成為田野工作最沈重的負擔。 

 

此外，面對隱晦不明的文化意義，研究者如何在大量的現象、

資料中，運用其本身的知覺去檢視對於這些文化的假設；一些習以

為常的經驗要如何再深入去挖掘它背後的脈絡意義，這些亦是本研

究者在參與觀察期間經常遇到的難題。 

 

2. 訪談 

訪談也是在田野工作時另ㄧ個被使用的主要方法，人類學家的

訪談形式大多是從隨性、無計畫的討論到開放性的正式訪談，進而

到選擇幾個關鍵的報導人（key informants）做長期深度的訪談。 

 

在本研究的開始，本研究者也是採用非正式的訪談形式，主要

是利用上課前的時間與老師、同學聊天。在與學生相當熟識後，才

開始比較正式的訪談，進而到選擇三位關鍵的報導人做深度的訪談。 

 

其中上課前的非正式訪談，研究者大部分是利用上課時間即時

記錄，放學途中的非正式訪談，回家之後馬上紀錄。正式的訪談則

在錄音後，再行謄錄訪問稿。 

 



關於訪談問題的類型，Spradley （1979：26）提到以下三種：

（1）描述性的問題（descriptive question）；（2）結構性的問題（structual 

question）；（3）屬性的問題（attribute question）。本研究的訪談

即運用這三種類型的問題進行訪談。 

 

描述性的問題是設計用來引出受訪者世界的景象，去設定這個

文化的邊界、對物理背景的概觀、活動的景象以及想法，有助於對

焦與指正研究方向，研究者可藉敘述性問題的訪談進行領域分析

（domain analysis），發現文化領域。以下是描述性問題的例子： 

 

「你可以描述一下，在補校一個典型的夜晚嗎？」 

「你可以告訴我嗎？昨天晚上你從進入教室開始到放學，你做

了哪些事情？」 

 

結構性的問題可引出受訪者心中有關文化領域的分類與定義。

藉以進行分類的分析（taxonomic analysis），進而構築分類圖。以下

是這類訪談問題的例子： 

 

「在補校裡有不同類型的老師嗎？」 

「同學們來補校的原因有哪些？」 

「我們班寫作業的方式有哪些？」 



「同學們不來上學的原因有哪些？」 

 

屬性的問題可以引出一個角色或是一個構造元素在概念分類上

的不同點，並進行成分分析（componential analysis），系統性地搜

查與文化類別（cultural categories）相關的屬性。以下是這類訪談問

題的例子： 

 

「這兩種類型老師之間有什麼差別？」 

「查字典和抄黑板之間的差別是什麼？」 

「在這三個老師中, 哪二個是相似的，和那一個是不同的？」 

 

結構性和屬性的問題可以協助研究者將被研究者的各種文化觀

念組織起來。一般來講，訪談時會將結構性和屬性的問題並列在一

起。結構性的問題所引出的資料，可能帶出各種新確認類別之間差

異的問題，屬性的問題所引出的資料，則可以在專門文化類別中間

尋找差別。 

 

貳 、研究歷程 
 

一、選擇研究場所 

本研究所選擇的國小補校為「台北市翡翠國小補校」（化名）。

選取該校作為研究對象之理由為，本研究者進入研究所就讀前，曾



在該校補校任教，對於該校之學區背景與教師較為熟悉，易取得信

任與協助。 

 

其次，在觀察的班級方面，由於文化的形成需要時間，該班不

論師生之間或學生彼此之間相處愈久，受國小補校社會文化環境的

社會化也就愈深，所以選定高級部二年級的班級。 

 

二、進入研究場所 

翡翠國小位在市區是一所大型學校，教職員共約二百多人。附

設補校有四個班級，共有七位教師擔任夜間補校的教學工作。選定

的高級部二年級的班級共有兩班，兩班學生數與學生背景相仿，兩

位導師皆為五十歲左右的男性，補校教學年資都超過十年。但這兩

班的導師與研究者只能算認識而並不熟悉。自研究計畫擬定後，研

究者即直接請求導師幫忙，最後選定導師配合意願較強的高級部二

年級乙班為研究對象。 

 

因質性研究要隨著資料的引導而聚焦。所以本研究者在研究初

期並未設定明確的研究重點，對於高級部二年級乙班李老師徵詢研

究內容，只大概說明研究的範圍與研究方法，李老師也未予以詳細

追問。在獲得李老師同意後，於民國九十一年九月二日進入現場，

第一次觀察時李老師即向全班同學介紹本研究者：「她以前也是補



校老師，現在是來班上做研究的。」在之後的觀察期間，研究者亦

會藉由私下與學生交談的機會介紹與澄清研究者的角色。 

 

三、研究者的角色 

研究者介入或參與活動現場不儘相同。他可能完全融入、參與

現場活動；也可能只是個完全冷眼旁觀的觀察者；或介於兩極端之

間。藉著研究者自己的敏感度同時做對情境的客觀觀察和個人主觀

反省的仔細紀錄，以蒐集豐富資料供研究需要作分析解讀。 

 

Gold（1958：217-223）將觀察者的角色分為四個類型：（1）局

外 觀 察 者 （ complete observer ） （ 2 ） 觀 察 者 的 參 與

（observer-as-participant）（3）參與者的觀察（participant-as-observer）

（4）完全參與者（complete participant），如圖 1-1所示。 

 

1.局外觀察者

2.觀察者的參與

分離程度：客觀、設身處地

3.參與者的觀察

4.完全參與者

捲入程度：主觀、同情

 

圖 1-1 觀察者的角色類型 

資料來源：楊國樞、文崇一、吳聰賢、李亦園（民 86）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
（上冊）。台北。東華書局，頁 139。 



此種分類恰可嵌入Spradley （1980：58）以研究者涉入程度（degree 

of involvement）深淺而將參與類型分成消極的（passive）、中度

的（moderate）、積極的（active）與完全的（complete）四類。 

 

在本研究中，研究者的觀察角色界定在「觀察者的參與」

（observer-as-participant），參與的角度仍限於觀察者而非參與者。

因此進入現場觀察，儘量不主動涉入教室裡的教學或互動，把焦點

專注於觀察和記錄。但在上述收集資料的時間以外，研究者希望以

學習者或朋友的角色，與老師、學生互動建立關係。 

 

研究者雖曾經於民國八十九年在該校補校任教，但教過的學生

均已在民國九十年六月畢業，畢業後返回補校重新就讀的五位學

生，目前均在高級部一年級就讀，因此高二乙班並沒有研究者教過

的學生。在研究初期，高二乙班的學生們並不主動與研究者接觸，

研究者也因研究所需四處換位子坐，而沒有特定熟識的學生。後來

因為研究者會提早到校與老師進行非正式訪談，早到的同學慢慢地

也加入了我們的討論，因此而與二、三位早到的同學熟悉，見到研

究者會主動問好，有一次因要事沒來觀察，他們還會追問原因。漸

漸的部分其他同學也受他們影響會主動跟研究者接觸。 

 



相處日久之後，該班學生逐漸與研究者熟識，不僅上課前常在

一起閒聊，放學時也會一起離開學校。有一次，研究者因鼻子過敏，

不停打噴嚏，還引起全班的關心，學生們爭相借外套給研究者穿。

慢慢地，研究者除了是高二乙班學生習慣在上課會看到的一份子，

亦與學生們建立起友誼。 

 

四、研究的時間 

本研究參與觀察前後歷經九個月的時間，自民國九十一年九月

二日起，至民國九十二年五月三十日止。每週進行 2至 3次的觀察，

每次大約 3 小時，包括晚上六點三十分至七點同學老師間的聊天，

以及七點至九點半的上課。其間觀察工作因寒假而中斷過一次。翡

翠國小補校九十一學年度上下學期之總上課天數為 111 天，在此期

間研究者共進行了 81天之參與觀察，約佔總上課天數的 73％。 

 

除實地進行觀察，做成記錄外，並與觀察之師生不定期進行非

正式之訪談，並於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進行正式之訪談，

直至民國九十二年五月三十日進行最後一次之正式訪談，觀察期間

共進行四次正式訪談，每次訪談約一個小時。之後在論文最後撰寫

階段，又針對一位報導人，補做兩次正式訪談，每次訪談約二個半

小時。 



五、退出研究場所 

研究者於民國九十二年五月三十日結束觀察研究，完全退出現

場。在結束觀察之前，研究者即將此訊息透露給班上的導師以及科

任老師，並在結束觀察研究當天以卡片感謝老師們容忍我長達九個

月的叨擾。學生方面，研究者在結束觀察之前便於閒聊時告訴學生

此一訊息，並在結束觀察研究當天以口頭向學生們表達我萬分的謝

意，當天未到校的學生則以電話傳達心意。 

 

在論文最後撰寫階段，因為需要補充資料，研究者補做兩次正

式訪談。訪談結束後研究者於九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再度造訪資料

提供者家中，致贈一份小禮物表達感謝。 

 

六、資料分析與報告撰寫 

研究者從開始蒐集資料時即從事分析的工作。這個策略使得在

資料的收集中，可漸漸確定文化的意義和種類。此外，在整理田野

札記時，資料中如有不解之處，則於下次觀察時請教學生或教師。

民族誌研究者不像傳統的教育研究者所使用的編碼歷程，而是將資

料編碼分配至相關分類的資料中，資料分析是反覆進行的。藉由整

理與分析觀察資料之歷程，逐漸形成較完整與具體之分類項目，並

據以進行訪談，以彌補觀察資料之不足。 



 

在具體之架構形成後，接下來即為報告之撰寫。撰寫過程中，

除了以觀察與訪談紀錄與各式文件中找尋實例以為佐證外，並於不

解或記憶模糊處，與相關人員聯絡，探詢其真相並加以補充，繼之

以不斷調整和修訂資料之次序與組織，以求完善。 

 

七、研究範圍與限制 

1. 在研究對象方面 

班上十八位學生當中，有四位外籍學生。分別為三位來自越南

的外籍新娘，和一位印尼籍在台打工的男性。四位外籍學生因與其

他本國籍學生在學習背景及年齡上存在相當大的差異。本研究最後

鎖定的對象為班上的本國籍學生，四位外籍學生則不在研究範圍內。 

 

2. 在研究內容方面 

本研究所觸及的內容，最後鎖定在成人學生對補校課程的分類

與識字觀。本研究著重學生的視野及心中文化知識的陳述，對整個

社會階層與文化鉅觀層面則較少觸及。 

 

3. 在研究者方面 

由於本研究者曾在翡翠國小補校任教，在該校進行觀察雖有便

利之處，但也存在一些限制，例如在熟悉的環境中進行研究，容易



產生「習焉不察」、「理所當然」而不自知之弊病。本研究者不斷

提醒自己注意與反省，並提早到校以期跟老師與學生有更多的接

觸，以求不同之觀點，虛心向翡翠國小補校師生請教。 

 

八、信度與效度 

在本研究中，為了確保研究的信度與效度，研究者採用「方法

的三角交叉」（methods triangulation）中的「資料的多元化」以做「再

驗證」。也就是在本研究中，使用參與觀察與訪談這兩種不同的蒐集

資料程序，並將蒐集到的資料互相比較，以檢視其中是否一致。此

外，研究者會考驗受訪者在不同時段反應的一致性；一旦發現二次

結果有所不同時，便會再找機會請學生再次確認，以確保資料之「一

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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