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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設計 

本章主要內容在說明整個研究的整體計劃，包括研究進行的方

式及過程，全章共分為五節，第一節研究重點；第二節研究對象；

第三節研究方法；第四節資料蒐集與分析；第五節研究者的角色，

茲分別予以敘述。 

第一節 研究重點 

一、研究者的核心關懷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探討社工人員的終身學習情形與發展，研究

者的核心關懷主要在瞭解受訪者在學習認知、學習做事、學習與人

相處及學習發展等四個終身學習面向的學習情形，並探討其中的學

習核心與特色為何？最後對社工人員的終身學習提出反思。 

研究重點之一：探討社工人員在終身學習四面向的學習情形。 

（一） 學習認知層面：社工人員如何瞭解周圍的世界、如何培養專

業知能、提昇專業能力、如何利用生活中的各種機會學習等

重點。 

（二） 學習做事層面：社工人員如何學習與他人共事、增進問題解

決的能力與創新能力等重點。 

（三） 學習與人相處層面：社工人員如何學習認識自己（自處的能

力）、與他人共處的能力（包括案主、同事、主管及家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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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四） 學習發展層面：社工人員對於學習獨立自主、判斷力和責任

感、生涯發展、自我實現等方面的學習等重點。 

研究重點之二：描繪個案社工人員終身學習的特色以及對社工人員

的專業學習提出建議。 

二、研究者的興趣與能力 

研究者本身曾經擔任社工人員多年，因此對於社會工作的工作

場域與生態十分熟悉，對於社工人員的培訓內涵與過程亦不陌生，

在進行深度訪談與觀察時，也比較容易將個人過去的工作與學習經

驗作連結與比較，自然能夠深入受訪者內心世界。 

三、研究取向 

本研究旨在探討社工人員的終身學習情形，尤其是著重內心動

態變化的過程，因此研究者必須深入受訪者深層學習核心與轉化的

脈絡，在此情況之下，本研究適合質性的研究取向。A. Bryan（1988）

主張，質性研究的特徵，在透過當事者的眼睛描述生活世界所存在

的一切現象，而其所反應的事實是透過所有事件交互串連而成，因

此，質性研究並非純粹靜態的事實描述，必須同時著重於事件交織

的動態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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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有關研究對象部分，將依選取條件以及受訪者的基本資料兩個

層面加以敘述： 

一、研究個案具豐富度及代表性 

質性研究的重點在於蒐集豐富的資料，以及對現象的描述，目

的並不在於作推論性解釋。質性研究所抽的樣本，必須以能提供「深

度」和「多元社會實狀之廣度」資料為標準。換言之，著重於資訊

的豐富內涵（information-richness）；至於受訪者的選擇方面，以立

意取樣（purposive sampling）為原則，邀請不同典型、能提供豐富

訊息，而且有意願參與者參與研究。（胡幼慧、姚美華，民 85）。 

本研究探討有關社工人員自身的學習經驗與內心變化，所以研

究個案本身必須具備相當的豐富度與代表性，同時必須取得受訪者

的充分信任。由於研究者曾經擔任第一線社工人員，有助於減少受

訪者的不信任感。另透過舊識引薦，採立意取樣，選取能夠提供深

度豐富資訊的個案，惟扣除時間上無法配合且訪談意願較低的社工

人員之後，最後選取三名有意願繼續接受深度訪談的社工人員作為

受訪者，並進行深入的研究。 

二、個案基本資料 

本研究採立意取樣，選取能夠提供深度豐富資訊的個案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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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不論在年資、經歷以及專業等方面，均有出色之表現，年齡介於

30-50歲不同年齡階層，社會工作工作年資從 15至 22年，性別方

面則純屬巧合，均為女性。另為尊重受訪者的隱私，本研究之個案

名字皆使用化名。受訪者之背景資料如表 3-1： 

表 3-1研究個案基本資料 

個案 性別 年齡 教育程度 社工年資 現任職位
婚姻

狀況 子女數 

美真 女 47 大學 22年 督導 已婚 一子一女

家琪 女 44 大學 20年 督導 已婚 二女 

恩嵐 女 38 大學 15年 督導 已婚 二子 

（註：本表所列之資料以個案接受訪談期間之情況為準） 

美真¹：女性，年齡四十七歲，已婚，育有一子一女，大學社

會系畢業，從事社會工作已有廿二年，擔任督導年資十五年。 

家琪：女性，年齡四十四歲，已婚，育有二女，大學畢業，從

事社會工作已有廿年，擔任督導年資十二年，具社會工作師執照。 

恩嵐：女性，年齡卅八歲，已婚，育有二子，大學社會系畢業，

從事社會工作已有十五年，擔任督導年資三年，具社會工作師執照。 

 

                                                 
¹ 三位研究參與者皆以化名方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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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 

一、選擇質性研究的理由 

質性研究（qualitative method）強調針對某一特定議題，持開

放態度深入進行探究，質性研究關注的重點是「社會事實的建構過

程」，以及「人們在不同的、特有的文化社會脈絡下的經驗和解釋」

（胡幼慧、姚美華，民 85）。一般而言，當進入一個不甚熟悉的社

會體系，研究主題鮮為人知，而研究重點又在於當事人的心靈世界

及心路歷程，以及了解當事人對事、物、人的意義與目標，則質性

研究是最好的方法。 

本研究的主旨在探究社工人員對終身學習的觀點與實踐，學習

是持續發展的過程，對個體學習行為、態度的理解應著重當事人的

詮釋、感受與觀點，且應強調整體性的概念，這些資料不容易透過

量化研究來取得；本研究企圖深入探索社工人員的主觀性感受和經

驗，透過傾聽當事人的聲音，並且將其終身學習的體驗置於社會脈

絡之下加以解讀，此研究重點與質性研究強調現象背後意義的詮

釋、重視主體經驗、以及對於社會環境脈絡的處理、日常生活的關

懷等特質互相契合（Rallis, S. F. & Rossman G. B. 1998），因此，本

研究選擇以質性方法來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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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程序 

在質性研究中，對於研究過程翔實的描述是不可或缺的一部

份，如此不僅有判斷研究的品質，並理解研究主詮釋的脈絡，同時

協助研究者再次省思個人主觀性的運作（Rallis & Rossman ，

1998）。 

本節將詳細說明研究進行的歷程，研究程序如圖 3-1所示。 

 

 

 

 

 

 

 

 

圖 3-1研究程序 

文獻探討 

實務經驗 

確定研究主題 
與範圍 

確定受訪者 

決定研究方法 

進行訪談、觀察 

整理分析資料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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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的嚴謹度 

量化研究要求的是資料的信度、效度及客觀性等，相對於量化

研究，質性研究尋求的是研究過程的嚴謹性， Lincoln（1995）修

正其與 Guba早期提出的質性研究信度效度標準（1984）後，重新

判定研究嚴謹度的標準，故對研究的信度、效度上，提出下列方法

（引自胡幼慧、姚美華，民 85）： 

（一）確實性（credibility） 

對照量化研究的內在效度，指質性研究資料真實的程度，即研

究者真正觀察到所希望觀察的程度。為增加研究的確實性，可運用

相關技巧包括研究情境的控制、資料一致性的確定、資料來源的多

元、研究同儕的參與討論、相異個案資料的收集及資料的再驗證等。 

在研究過程中，透過與指導教授及同組研究同儕的互相討論過

程等，對於本研究之確實性極具助益。 

（二）可轉化性（transferability） 

相對於量化研究的外在效度，係指能將受訪者所陳述的感受和

經驗，能有效地進行資料性的描述與轉換成文字敘述，增加資料可

轉化性的技巧為深厚描述（thick description），對於受訪者在原始

資料所陳述的情感和經驗，研究者能謹慎地將資料的脈絡、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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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及行動轉化成文字資料。簡言之，乃指資料的可比較性和詮釋

性。 

本研究主題係在探討社工人員的終身學習，而且強調的是受訪

者的主觀性感受和經驗，對於研究者而言挑戰性極高。 

（三）可靠性（dependability） 

相對於量化研究的內在信度，意即個人經驗的重要性與唯一

性，因此，如何取得可靠性資料，是研究過程中運用資料收集策略

的重點，研究者必須將整個研究的過程與決策加以說明，以供判斷

資料的可靠性。 

研究者過去曾經擔任社工人員，相較於其他研究者，對於本研

究主題有較多的熟悉，也更容易取得可靠的研究資料，但是，研究

者仍需自我提醒、探索是否將自己的主觀意識涉入研究過程中，並

盡力將可能影響研究結果的因素考慮進去，並說明整個研究過程與

決策，以提供判斷資料的可靠性。 

（四）確認性（confirmability） 

係指研究者如何確保研究資料與結果，是建立在受訪者的情境

脈絡上，而非研究者的想像，研究者的角色將儘量客觀、中立、不

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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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研究者曾經擔任社工人員的經驗，更應隨時檢視是否以

自身的主觀看法或預設立場來解釋受訪者的經驗，並致力使受訪者

能夠直接、真實的呈現自己的看法。 



 

 58

第四節 資料蒐集與分析 

在質性研究的過程中，資料的收集和分析同時持續進行，收集

資料不是機械式的記錄資料，而是必須同時分析和解釋資料；反

之，若一直等到收集資料結束後，研究者才開始作資料的分析，在

研究過程中可能迷失於未經分析組織的大量資料中，而很難知道何

時已經收集有某一主題的資料，而在分析資料時再發現問題，有可

能很難再重回現場收集資料（黃瑞琴，民 80）。 

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探討社工人員的終身學習，利用深度訪談

事先列出「訪談大綱」，採預設幾個重要主題，作為訪談實的依據，

此外，並輔佐觀察法收集資料，並以受訪者為本位，探討其在生活

世界中的經驗學習，特別是如何從工作歷練、人際關係（同僚支持

及案主互動等）的互動過程中進行終身學習，以及學習認知、學習

做事、學習與人相處和學習發展等四個層面的學習意涵為何？並瞭

解受訪者的主觀態度和知覺，從受訪者的視野及角度了解他們對終

身學習的看法與實踐，以及他們對自身經驗所賦予的意義。本節說

明有關資料蒐集及分析的方法，有關重點分述如次： 

一、資料蒐集 

本研究受訪者來源是透過研究者的人際網路，選取較具學習典

範且願意接受深度訪談之社工人員共三名，資料收集方面主要是採

用深度訪談，並利用不同的資料來源，提高研究的嚴謹度。 



 

 59

根據 Rogers & Bouey（1996）的分類，訪談法可分類為三

類：「非結構式訪談」（unstructured interview）、「半結構式訪談」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及「結構式訪談」（structured 

interview），每種類型個有其優點及缺點，以及適用的範圍。 

「非結構式訪談」指沒有預設主題，而是以日常生活閒聊

式，從自然談話情境中發現問題，又稱非正式的會談訪談；「半

結構式訪談」是以「訪談大綱」來進行訪談，採預設幾個重要

主題，但在訪談過程中，依情境彈性決定問題的順序，以及針

對某些問題進行深入探究，對象可以是個人或團體，個人訪談

即所謂的深度訪談，又稱一般性訪談導引法。「結構式訪談」係

指訪談的主題與問題順序均已事先擬定，但受訪者的回答是開

放的，又稱標準化開放訪談。 

本研究採「半結構式訪談」，透過深度訪談（depth interview）

方式彙集資料，並依據「學習：財富蘊藏其中」（Learning the 

treasure within）（Delors等，1996）一書中，對於學習四大面向

的論點，並參考其他終身學習以及社工人員專業與學習的相關

書籍，分別歸結社工員學習認知、學習做事、學習與人相處、

學習發展四個面向的關鍵能力，經過與指導教授多次討論，擬

定初步訪談大綱，隨後與兩位社工員進行試訪，並進一步修正

後完成訪談大綱（如附錄一）及訪談大綱的子問題（如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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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訪談大綱子問題 

學習認知 學習做事 學習與人相處 學習發展  

  學  習 

  四面向 

 

 

 

 

 

學習內容 

與途徑 

瞭解生活世界、

發展專業能力、

個人自學、 

利用生活機會學

習 

團隊工作的

調適、 

團隊工作的

能力、 

解決問題的

能力、 

反思的能

力、 

創新的能力

認識自己、 

發現他人、 

和諧的同僚關

係、 

主管關係、 

師徒制（督導與

社工員） 

與案主的關係、 

與家人的關係 

職涯規劃、 

生涯發展、 

自我實現等 

 

二、資料分析 

描述和分析解釋是質性研究的核心，著重在個別現場情境的豐

富描述，而不強調發現普遍推論的真理（黃瑞琴，民 80）。而所謂

豐富的描述並不是要複製現場的所有細節，而是以完整的方式呈現

現實真相，提供情境的脈絡以及背後更深層的意義。 

（一）訪談錄音整理成逐字稿 

本研究主要透過深度訪談及觀察法取得資料，研究者在訪

談之後，將錄音帶中的訪談內容轉謄為逐字稿，以供進一步的

分析及探索。此外，為完整並真實反映受訪者在訪談中所呈現

的訊息，研究者對於受訪者的非語言訊息與言外之意，特別利

用附註說明加以紀錄，以掌握被研究者的深層心境與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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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詳讀訪談和觀察紀錄 

研究者反覆閱讀逐字稿，並參閱訪談過程中所記載之觀察

紀錄，以做為進一步探究的內容或反思的參考資料，研究者持

續從中發現主題和發展概念，並針對受訪者所提供的照片、自

傳或相關書面文件等，以深入探求受訪者之多元資料。 

1. 重複閱讀已收集的資料：仔細閱讀訪談記錄、文件或其他

資料，並請他人也閱讀資料，以及與指導教授及研究小組

進行討論，藉著他們與現場的客觀距離，可以指出研究者

自己沒有發現的線索，並減少研究者的偏見。 

2. 尋找資料中呈現的主題：包括談話的話題、字彙、意義、

情感、俗話和諺語等，有些主題在資料中顯而易見，有些

則不是那麼明顯，在尋找過程中，透過暫時性的的主題，

然後持續的檢核，有助於找到更深的意義。 

3. 閱讀文獻：閱讀文獻有助於刺激分析思考，而不是以別人

的研究成果替代自己的思考，透過他人的研究，可以提供

豐富的觀念和主張。 

（三）原始資料的概念化 

研究者透過詳細閱讀訪談的本文，將相同主題的資料群

聚、分析比較，找出其間的共通性與差異性，最後類似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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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為同一類別，然後分析類別之間的關係，抽取其中相關的

本質，最後歸納成最後的組型（王文科譯，民 79）。綜言之，也

就是從發展主題（topic）、類別（category），形成最後的組型

（pattern），研究者依據研究目的，將訪談主題加以歸納、分類、

組織，找出關鍵概念與分類架構，直到萃取的概念足以周延地

解答研究問題；而研究的分析並非在閱讀全部訪談本文之後才

開始發展，而是一邊進行訪談、觀察，同時透過審慎思考再發

展研究分析的架構。 



 

 63

第五節  研究者的角色 

一、研究者自身即為研究工具 

在質性研究中，「研究者自身」即為研究工具（郭明德，民 87），

簡單地說，研究者自我是資料收集、詮釋的工具。Rallis & Rossman

（1998）則進一步指出，研究者不只是研究工具，更扮演著「學習

者」的角色，因為研究者透過他們所問的問題、所研究的脈絡以及

個人的生活史（personal biographies）來建構對研究主題的理解，

研究者的角色與主觀價值對研究的影響是難以避免的，因此，研究

者應該釐清自己在研究中的角色及觀點，並隨時反省檢視自己在研

究過程中的影響。 

研究者過去實際從事社會工作的實務經歷，對於深入受訪者的

生活世界極有助益，而且能夠減少彼此之間的隔閡，能以相同的「語

言」交談，也更能夠瞭解受訪者的內心感受及工作場域。然而，由

於訪談是訪問者與受訪者共同建構意義的互動過程，研究者認為研

究者無可避免地帶著自己的成見或偏見走入研究世界，因此，研究

者個人的經驗對於整個研究扮演極重要的角色。 

此外，研究者帶著自己的生命經驗及學習歷程進入研究議題及

受訪者的生活世界，透過分享、對話、互動、討論中，探究並建構

嶄新的未來；同時也希望以「學習者」的身份來瞭解社工人員的學

習觀及實踐情形，除了瞭解他們的想法之外，在研究過程中省思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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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個人的學習觀與價值體系，期待能有所學習與成長。 

二、研究者的自我主觀 

研究者過去曾經擔任社工人員，相較於其他研究者，對於本研

究主題有較多的熟悉，也更容易取得可靠的研究資料，但是，研究

者仍需自我提醒、探索是否將自己的主觀意識涉入研究過程中，並

盡力將可能影響研究結果的因素考慮進去，並說明整個研究過程與

決策，以提供判斷資料的可靠性。同時，更應隨時檢視是否以自身

的主觀看法或預設立場來解釋受訪者的經驗，並剖析研究者在研究

過程中觀點的轉變與省思，致力使受訪者能夠直接、真實的呈現自

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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