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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協作敘事取徑促進幼教師專業發展歷程之探究 

 

摘要 

 

我是一位幼教的師資培育者，長期關注幼教師的專業發展，企圖在現有的幼

教師專業發展方案之外，尋找另一種可能的取徑。本研究旨在透過協作敘事取徑，

促進幼教師的專業發展，探究其歷程與成效，並再概念化幼教師專業發展取徑。 

本研究採敘事探究方法，邀請彰化一所幼兒園的八位幼教師，組成「幼教師

協作敘事團體」。本團體的運作兼重生命故事與教學故事的敘說，透過閱讀與敘

說、教學難題的討論、團體的互動、對話與反思，共歷時一年半的協作敘事。 

我主要規劃與運作團體的議程、營造團體的氣氛、促發協作者敘說及引導協

作者進行討論與對話。本研究透過觀察、訪談與文件分析的方式蒐集運作歷程中

的資料，並運用主題分析法加以分析。 

研究結果發現，協作敘事取徑啟動幼教師專業發展的關鍵要素包括教師主體

性的關注、團體凝聚力的建立、幼教師身分的覺知與建構、反思性思維的運作以

及協作者、研究者和專業文本三方視域的對話與交融。本協作團體能促進幼教師

專業發展，包括提升幼兒課程設計與教學實施能力、規劃適性的學習環境與發揮

班級經營的效能、掌握人際溝通與經營技巧和致力於教師專業的開展與成長。 

再概念化在職幼教師專業發展取徑的內涵為以關懷和開展生命為根基、「教

師    學習者」身分的跨越與混種、透過多重回觀、反思與解構將經驗意義化、

從對話中學習、課程是經驗文本/敘事文本、多元方法的運作方式以及知識是藉

由三重敘事    反思   對話    建構    行動的建構而來。 

最後根據結論，提出職前的幼教師資培育課程、在職的幼教師專業研習課程

與後續研究的轉向與相關建議。  

 

 

關鍵詞：幼教師、協作敘事取徑、教師專業發展、敘事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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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 of the Collaborative-Narrative Approach to Facilitate Preschool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bstract 

 

As a teacher educator, I have long concerned myself with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preschool teachers to identify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to facilitate 

their improvement. In this study, a collaborative-narrative approach was used to 

facilitate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preschool teachers. The process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said approach were later investigated and reconceptualized. 

I invited eight preschool teachers from a preschool in Changhua to form a 

“collaborative-narrative group,” which focused on the narration of life and teaching 

stories in a course that spanned 18 month long. The group involved reading and 

narration, group interactions, dialogues and reflections, and discussions of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during teaching. My primary responsibility was to encourage and guide 

the collaborators’ engagement in narration, dialogues, and discussions. This study 

adopted narrative inquiry. Data involving the process of the collaborative-narrative 

group were collected through observations, interviews, and document analysis, 

followed by a thematic analysis method to examine the collected data. 

The study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key factors of the collaborative-narrative 

approach that facilitated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preschool teachers included 

the teachers’ subjective attention, establishment of team cohesion, awareness and 

establishment of the teachers’ identity, and reflective thinking conducted through a 

three-way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ollaborators, researchers, course text. The 

collaborative-narrative group introduced in this study successfully facilitated the 

preschool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which included improving their ability 

to design preschool curriculum and conduct teaching, organize learning environments 

and manage class adequately, master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management 

skills, and dedicate themselves to their personal growth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e approach for developing in-service preschool teachers’ profess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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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education was reconceptualized through the idea of caring for and 

expanding life. This enabled border-crossing the identities of teachers and learners. 

Moreover, multiple reflections were conducted to deconstruct experience and convert 

it to knowledge. This way, dialogue engagement enables learning, and curriculum as 

experiential and narrative texts. Finally, a diversified method was applied to acquire 

knowledge through triple narrative, reflections, dialogues, constructions, and actions.  

According to the conclusions, this study proposed not only the recommendations 

for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s for preschool teachers but also the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studies. 

 

 

Keywords: preschool teachers, collaborative-narrative approach,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narrative inqui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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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關注生命經驗、學術關懷與行動探究之間 

 

 

敘事是修正教師專業發展路徑的催化劑，更多教師透過敘事來抗拒及改寫他們 

的生命及教學故事。（Ritchie & Wilson, 2000, p.20-21)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關懷 

因應幼稚園與托兒所整合，2000 年教育部成立幼教政策小組，開始進行幼托整合

的研擬。2006 年為因應幼托整合，提升幼教教學品質，開始推動「教育部補助辦理公

私立幼稚園（含托兒所）輔導計畫1」，希望藉由輔導人員進入幼兒園，協助教師解決

教學問題，以促進教師專業成長，並藉以提升幼教品質。2011 年立法院通過《幼兒教

育與照顧法》（以下簡稱《兒照法》），幼托整合政策正式上路。2012 年《幼兒園教保

活動課程大綱》（以下簡稱《新課綱》）也公告實施。這一波波的幼教改革可說開啟台

灣幼兒教育的新頁，但我們在欣喜台灣學前教育邁向新紀元，成為亞洲地區爭相學習

的典範（魏美惠，2014）之餘，卻忽略在幼教現場辛苦耕耘，且是整個幼教專業實踐

核心的幼教師。Ayers的書中提到美國的教育改革提案經常都是基於狹隘的教育模式，

這些模式忽略了情感、價值觀、意圖、及態度的重要性，在一些偏狹的學術概念主導

之下，卻忽略了家長、孩子和教師的聲音（江麗美譯，1999）。Ayers 也提到要改變這

種情形，只有當教師們的生活世界受到關注，他們的生命/教學經驗有人看到，獨特的

教學狀況和歷程有人理解時，教師們的聲音才算是真正的發聲，想讓教改真正深入所

有老師與孩子的生活，就必須去瞭解教室世界裡的主體。 

本研究就是在這樣的關懷之下開展，以幼兒為教育主體的研究不少，但真正去觀

照幼教師的生活世界，提供轉化其教師圖像的養分與具體作為的研究是幼教師研究應

持續關注的。 

                                                      
1
 「教育部補助辦理公私立幼稚園（含托兒所）輔導計畫」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公

私立幼稚園輔導作業計畫原則》訂定辦理。於 2013 年度改稱為「教育部及國民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公

私立幼兒園輔導計畫」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公私立幼兒園輔導作業計畫原則》訂定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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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幼兒園輔導學者的身分，引發我對幼教師專業發展取徑的關注 

1987年，我進入省立卓越家事商業職業學校幼保科就讀，1989年在省立台灣師範

學院(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的前身)幼兒教育師資科畢業之後便進入到幼兒園工作。1993

年，插班大學至輔仁大學生活應用科學系－幼教組（兒童與家庭學系的前身）就讀，

之後進入高職幼保科從事教職的工作，因為學校改專的需求，於2001年，以在職的身

分修讀國立臺北護理學院嬰幼兒保育系，至今在專科的幼保科擔任講師，我在幼兒教

育界耕耘了29個年頭。除了進行職前幼教師的專業發展課程之外，有時也會應邀擔任

在職幼教師的專業成長課程的講師，更參加不少幼教師的專業成長課程，但我發現較

都是以短時間的專題講座為主。 

而 2006 年的幼兒園輔導方案，卻在以短時間的專題講座之外，提供幼教師專業

成長的另類選擇（全國教保資訊網，2015a），我也於 2007 年開始參與幼兒園輔導計

畫。歷年來，已有不少園所藉由參與輔導計畫而提升教學品質及促發幼教師專業，但

也有諸多園所在輔導計畫結束之後，退回輔導前的樣貌。我也在這幾年輔導的經驗當

中不乏看見熱衷於配合輔導計畫而增能的幼教師，但也有幼教師對於教育政策的推行

例如，幼兒園輔導計畫，都傾向被動、悲觀且置身事外的態度，因為教保工作事務多

如牛毛，我曾是私立幼兒園的教師，所以我完全可以理解這些老師的心情。為了系統

性的整理出自己的輔導經驗，以提升輔導的成效，我在＜我的幼稚園輔導之旅：一位

輔導員的覺醒與行動＞（張素貞，2015）的研究中透過自我敘說的方法，回觀過去五

年的幼兒園輔導經驗。文中我發現輔導計畫當中提到，透過輔導來提升教師專業成長

的方式，我認為較存有理性主義的教師發展觀，亦即認為課程與教學是一套技術或方

法，只要給予教師新的技術或方法，教師就能自我改變，殊不知這樣的教師專業成長，

較難以達到深層和轉型的學習。因著這個研究而對我的輔導身分有所解構，課程意識

的概念萌發我對「輔導意識」的覺知，課程意識的概念在說明，教師應對自身所設計

的課程與教學的實施有所覺知與省察（甄曉蘭，2004），而輔導人員在帶領幼教師進

行課程與教學轉型的角色也似教師一般，其應能對自身的輔導信念、方式、與作為，

有所覺知與批判，這觸發了我開始對多年來執行輔導計畫之時，我背後所存有的哲學

觀進行思考與檢視；另外，我更驚覺到自己在整個輔導的過程中是「教育導管」隱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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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奉行者，遂引發我對幼教師經驗與主體性的關注。我發現在輔導的過程中應讓輔導

人員和幼教師有更多思考、看見和詮釋自己的機會，而彼此之間也應有更多的反身性

對話，讓整個輔導計畫中的教師專業成長，呈現一種動態且立體的畫面，而不是一個

線性固定化的專業成長。 

貳、幼教師生活世界與專業發展連結的關懷 

 

典型的幼教工作為低薪資、工作時間長、責任繁重；除了工作環境內實際的壓力， 

幼兒教育獨特而不同於其他教育階段的工作本質也常帶給教師精神上無比的壓 

力。（張盈堃，2013，頁 37） 

 

由於參與幼兒園輔導方案，讓我有機會長時間的在幼教現場與幼教師相處，近距

離的觀看幼教師的生活世界。20 幾年前我曾是幼教現場的老師，但因著時空背景的不

同，現在的幼教師所要面對的教保現場問題，其複雜度和難度簡直無法相比。在家長

的部分，少子化使得家長視孩子為瑰寶似的呵護，親師溝通的任務艱鉅；在幼兒的部

分，由於受到家長過度的保護，幼兒教保的難度增加；在政府的部分，為了提升台灣

幼教的品質，這幾年的幼教改革陸續推行，而幼教師為了要配合政府的政策，投入在

諸多的研習會和園內的計畫當中，為了專業的提升，日子真是忙盲茫；而在幼兒園的

部分，尤以私立幼兒園為甚，經營者往往會把來自家長、孩子與政府的壓力，轉嫁到

幼教師的身上。而政府在急於提升教保品質之餘，對於私幼教師薪資與福利的問題，

其作為卻是有限。這樣的觀看引發我對幼教師存有一份關懷與不捨之情，我思考著我

能為他們做什麼？除了透過輔導計畫提升其專業成長之外，我還能做什麼？我能為其

生活世界帶來什麼養分。 

在博士班「教師專業發展專題研究」的課程中，我有意圖的將自己、幼教師與教

師專業發展做連結。課程當中所閱讀的文本，以及課堂當中的對話，常常讓我返身觀

看我這個私立學校教師的生活世界。私立學校講師的身分似乎能和私立幼教師的身分

做連結，其中「教師生命經驗」的文獻，為我的教師生涯產生了很大的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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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leua-Ponty指出探究生活經驗的各種現象，意即藉由再次喚醒活過的生活經驗，

個人得以重新學習去看待我們所生活的世界。(van Manen, 1990, p.31) 

 

因為關注教師生命經驗的討論，課堂中讓我有機會回觀自己身處的私立學校文化，以

及我這十幾年的教學經驗，並從這樣的歷程當中對我的教學生涯有了不一樣的觀點。

對教師生命/教學經驗的探究，我認為可以為教師的生活世界帶來滋養與撫慰，是教師

專業發展歷程當中，可以引發教師進行探尋的學習。對幼教師生命經驗與專業發展進

行連結，是本研究的重點所在。 

參、敘事探究是關注幼教師生命/教學經驗的途徑 

如何對幼教師專業發展進行再概念化，並將幼教師生命經驗與專業發展的連結，

我開始探尋方法論試圖去找出一條可能的路徑。 

敘事研究它就是一種關注生命經驗，Schon 指出有意識的對生活事件進行重述與

重活一次的探究（夏林清譯，2003）；是一種回觀生命經驗並將之創塑意義，以生成

之後行動的一種探究途徑。在博士班敘事研究課堂的學習中，每一節課的前 15 分鐘，

會有修課的同學分享其生命經驗或教學故事，在這樣的過程中，經驗流就這麼自然而

然的各自在敘說者或閱聽者的內心流動著，做為聽故事的我，常常會不由自主的回觀

自己的故事，而有時也因著與敘說者故事的相似性，引起共鳴與自省。敘事探究的內

容因為是以生命經驗為主軸，所以，在文本的閱讀、分享或聆聽故事的歷程當中，很

多時候都要回到自己的內心深處，因為雖是別人的故事，但也成為自己重要的參看。

我們因為看見了過去，才發現我們的現在，但更重要的是對未來有了展望。具有生命

力與撼動力是我對那段學習敘事探究歷程的回憶。 

我也將課堂中分享的小故事，在期末報告中呈現，之後在授課老師的指導下，將

文章整理並投稿，＜我的幼稚園輔導之旅：一位輔導員的覺醒與行動＞（張素貞，2014）

在文中透過自我敘事，敘說自己投入幼稚園輔導五年之經驗，而藉此在輔導歷程中產

生覺醒與行動。在「多元文化專題研究」的課程中，族群關係的議題引發我對我的原

住民學生身分認同議題的關懷，加上在「教師專業發展研究」的課程中，因為閱讀並

經驗教師身分認同論述，於是在＜原住民幼兒教師身分認同之探尋＞中（張素貞，

2015），我透過相互敘說和敘說訪談的方式，與原住民幼教師經驗一段身分認同之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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繹，最後也探照出一條我對原住民學生該有的關懷徑路，不但重構了我的教師身分認

同，也解構了我的「研究者」身分的認同。敘事讓我找到了關注幼教師生命/教學經驗

的方法。 

現象學研究中的「深思、體貼」，似乎是我內心深處希望與幼教師保有那份關係

的聲音，是「對生命、活著的、和活過的意義，有著一份深切的關懷與留心的好奇感」

(van Manen, 1990, p. 12)的聲音。雖無法具系統性且長時間的聽聽幼教師的聲音，但在

過去輔導卓越幼兒園（化名）的那一年，在那些無法深入的交談當中，我就發現潛藏

很多教學的秘笈及動人的故事。因為繼續與卓越幼兒園有著輔導的關係，所以我想和

他們在輔導之外的時間，來一起說故事，我想望如 Elbaz-Luwisch(2005)、Clark(2001)、

Lyons 與 LaBoskey(2002) 、和 Ritchie 與 Wilson (2000)一樣，藉由協作敘事的的方

式，增能彼此的專業成長；我也期望和謝斐敦、陳彥宏（2009）一樣從帶領女性教保

工作者的生命敘說當中，去反映參看社會結構的問題；我更希望在肯認協作敘事專業

發展方式的同時，本研究能發展出以協作敘事為取徑的教師專業發展路徑的可能。 

 

第二節 研究目的 

因著幼兒園輔導學者的身分，讓我有機會走入幼教師的生活世界，引發我對幼教

師專業發展的關懷，其中我發現生命/教學經驗的敘說與探究，可以促進其專業發展。

因而本研究希望能在現有的幼教師專業發展方案之下，以協作敘事的方式，提供另一

種促進教師專業發展的取徑。因此，本研究與 8 位幼教師組成幼教師協作敘事成長團

體，讓幼教師敘說其生命與教學故事，透過敘事研究法並以行動敘說的方式，探究協

作敘事取徑的幼教師專業發展歷程，與其促進幼教師專業發展的情形，最後進行在職

幼教師專業發展取徑的再概念化。本研究的目的如下： 

一、探究協作敘事取徑的幼教師專業發展歷程 

參酌國內外協作敘事取徑的教師專業發展方案的文獻，本研究整理出協作敘事的

幼教師專業發展運作方式與架構，本研究透過此運作與架構開展於幼教師協作敘事團

體當中。本研究藉由行動敘說的方式，敘說我和 8 位協作者在幼教師協作敘事成長團

體踐行以協作敘事取徑促進教師專業發展的歷程，並分別發展出協作敘事團體建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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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的內涵、協作敘事團體的運作內容與方式，以提供未來想帶領以協作敘事取徑促進

幼教師專業發展的團體之參考。 

二、探究以協作敘事取徑促進教師專業發展的成效 

在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的運作之下，我和 8 位協作者進入了彼此的生命與教學軌

道當中，隨著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的進程與開展，本研究探究藉由這樣的團體運作，

幼教師在其專業發展中的開展與其能動性的展現，以及研究者在其身分位置的移動情

形，來說明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對促發教師專業發展的成效；並提出協作敘事取徑促

發幼教師專業發展的關鍵力量、可能的難題與困境。 

三、再概念化在職的幼教師專業發展取徑 

在探究出協作敘事取徑的幼教師專業發展歷程之後，最後將再概念化在職幼教師

專業發展取徑，包括教育的根基、教師與學習者的身分、課程的內涵、多元方法的運

作方式和知識的建構歷程，以提供幼教師資培育機構規劃職前師資培育課程，與辦理

在職專業發展活動的參考。 

 

第三節 名詞釋義 

壹、幼兒教師(preschool teachers) 

依據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教育部，2013）幼兒園教師應依師資培育法規定取得幼

兒園教師資格；教保員係指國內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幼

兒教育、幼兒保育相關系、所、學位學程、科畢業。本研究所指的幼兒教師是在幼兒

園服務之教師及教保員，本研究統稱為幼兒教師，以下簡稱為幼教師。 

貳、協作敘事取徑(collaborative-narrative approach) 

協作敘事的意義是從敘事著重脈絡化呈現的觀看，和個人故事公共化的概念之下，

強調應提供多方觀點的角度切入，協作的概念因而產生；而協作的意義也從方法論的

視域觀看，提到研究應不只有研究者的角度，而也應有現場教師或「教師－研究者」

的角度；也是教師專業發展破除孤立與疏離而邁向合作的建構教學實務觀點(Butt, 

Raymond, McCue &Yamagishi, 1992; Goodson, 1994)。因而本研究是結合研究者、幼教

師和幼教師們三方的聲音，來共同敘說生命/教學故事，以促進幼教師專業的發展。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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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敘事取徑所具有的內涵與特色有教師的教學與生活故事的敘說、小團體的運作方式、

安全、具支持性的團體關係和具反思和批判性的對話。 

參、教師專業發展（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師資培育課程的研究時常含括通識教育、學科專業教育、及專業發展教育(Tom & 

Valli,1990)，教師的身分和「專業」似乎成為不可切割的個體。在探究「專業發展」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的文獻中，「專業成長」（professional growth）、「教師

發展」（teacher development）、和「教職員發展」（staff development）交相使用，

並有著同樣的意涵（周淑卿，2004；歐用生，1996；Borko & Putnam, 1990）。而Diamond 

與 Halen-Faber (2005)提到，「發展」一詞蘊涵著教師改變比起傳統由外部的強加與

仿效的方式，它更具有自我導向；饒見維（1996）提到「成長」有自然而然之意，而

發展則有透過人為的用心和努力，去推進、促進、提升或改進之意。因而「專業發展」

一詞有著更高層次的隱含，且在本文是一個主動且持續性的專業發展與學習的歷程。 

本研究所指稱的教師專業發展，係指在職進修式的課程方案，以幼教師的生命及

教學故事來串連整個專業發展的課程內容，並採協作的方式意即共同說故事和聽故事

的方式，來協助幼教師具備幼兒課程設計與教學實施能力、規劃適性的學習環境與發

揮班級經營的效能、掌握人際溝通與經營技巧和致力於教師專業的開展與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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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轉向以協作敘事為取徑的幼教師專業發展地景 

 

當教師在支持性的對話團體當中，去敘說他們自己的故事和回應其他人的故事之

時，除了能對自己的實務有所理解之外，更能藉此修復和產生新的觀點和知識，

並進而產生實務上的改變。「經驗」在這樣的敘說團體當中，成為有力的教師專

業發展良方。(Clandinin, 2001, p.viii) 

 

 

第一節 成為幼教師－台灣幼教師資培育與專業發展 

壹、幼教師資培育的過去和現在 

幼兒教育受 Comenius《大教育學》（The Great Didactic）中建構理想中學校階段

的影響，其中 1—6 歲為母親學校（The Mother School），強調以母親為教師；與過去

的婦女多足不出戶，幼兒大都在家庭接受教育（蔡春美，1988）的關係。因為這兩者

的影響使得學校式的幼兒教育和其他各級學校相比，起步較晚也較受到忽視，相較的

也影響到幼教師資培育制度的專業化。另外，《兒照法》公告實施以前，台灣的幼教

機構採雙軌制，幼稚園教師與托兒所老師分屬不同機關管轄，其養成過程也有差異，

以下將分別說明。關於幼教師資培育的過去，幼稚園教師的部分將從 1922 年教育部

公布實施新學制，確立了幼兒教育在學制上的地位開始談起；而托兒所教師的部分將

從台灣有托兒所設立開始說明（王靜珠、2000；全國法規資料庫，2015c；林佩蓉，

2015；翁麗芳、黃怡貌，1995；蔡春美，1988）。 

一、幼稚園教師的培育 

（一）穩定期（1922年至 1965年） 

1922年教育部公布實施新學制，將蒙養院改稱為「幼稚園」開始，幼兒教育在台

灣的教育學制上正式確立。1929 年《幼稚園暫行課程標準》頒布，1932 年的《師範

學校法》第二條即明訂「師範學校得附設特別師範科幼稚師範科」，對於幼稚園教師

的培育一直在師範校院養成。《幼稚園設置辦法》於 1943 年公告實施，收托四歲至

六歲年齡之幼兒，其中規定幼稚園教師以師範學校幼稚師範科畢業，或具有小學教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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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並曾任幼稚園教師一年以上的女子。1960年師範學校陸續改制成五年制的師範專

科學校，並於第四、五年設有幼教組，兼具小學教師資格。1965年幼稚師範科全面停

辦，專設的幼稚園教師培育單位消失，幼稚園師資培育政策進入了所謂的「補救期」。 

（二）補救期（1965年至 1983年） 

首先，台灣省政府教育廳為彌補幼稚園師資的不足，1971年在省立嘉義家職增設

「幼兒教育科」培育幼稚園師資。但 1979 年《師範教育法》第三條規定「師範專科

學校以培養國民小學、幼稚園教師及其他教育專業人員為目的」，因而礙於法規的限

制，省立嘉義家職因於 1983年改為「幼兒保育科」培育托兒所保育員。而 1977年起

在師專辦理「幼稚園教師進修班」（簡稱幼進班），1978年起也辦理「托兒所保育員

進修班」（簡稱托進班），讓現職但未具合格教師的幼稚園教師及托兒所保育員，透

過寒、暑假修學分的方式取得合格幼稚園教師的資格。1978年起各師專成立二年稚幼

稚教育師資科之暑期和夜間部，讓現職合格的幼稚園教師進修專科學歷，也提供未具

合格教師的現職幼教師進修的管道。鑒於透過彌補的方式來補救幼稚園教師的不足，

恐影響幼稚園教師的品質（王靜珠、2012）。於是 1980 年《幼稚教育法》公布，確

立幼稚園設置的法源依據，是台灣幼教發展的一個關鍵性指標。1983 年各師專陸續成

立日間部二年制幼稚教育師資科，至此幼稚園教師的培育又回歸「職前培養」的主流

方式（蔡春美，1988），幼稚園師資培育政策進入所謂的「專業期」。 

（三）專業期（1983年至 1994年） 

1987 年九所師專同時改制為師院，幼稚教育師資科更名為「幼兒教育師資科」，

仍維持招收高中（職）畢業生。另，為提升幼稚園教師的專業，並提供高中（職）幼

兒保育科畢業學生的升學管道，王靜珠（2012）著手規劃「二年制日間部幼兒教育師

資培養計畫研究」，1989 年起各所師院幼兒教育師資科招生分為二類，甲類招收高中

（職）畢業生，乙類招收高中（職）幼保科畢業生，分班錄取、分班教學之下，保障

了幼兒保育科畢業生進修幼二專的機會。1990 年臺北市立師範學院率先成立四年制幼

兒教育學系，幼稚園教師的學歷提升至大學，1992 年其他八所師範學院也跟進改制，

二年制的幼兒教育師資科正式走入歷史。1994 年《師資培育法》修訂公告，第五條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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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師資培育，由師範校院、設有師資培育相關學系或師資培育中心之大學為之。」

至此，幼稚園師資培育制度走向「多元期」。 

（四）多元期（1994 年至今） 

此時期幼稚園教師的培育管道，除了九所師院四年制的幼兒教育學系之外，教育

部育開放給各大學申請設立師資培育中心，辦理中小學及幼稚園教師的培育學程，

1995 年起陸續有各大學申請，加入幼稚園師資培育的行列；另外，新竹教育大學於

1998年首先成立第一所幼兒教育研究所，之後的幼教相關研究所陸續成立，為幼教師

資培育的多元期注入一劑強化培育優質幼教師的強心針。 

2011 年《兒照法》公告實施，幼稚園與托兒所的名詞正式走入歷史，幼教機構

管理單軌制，幼兒園的師資統稱為「教保服務人員」再區分為教師、教保員和助理教

保員，教師的培育與資格要求，由《師資培育法》規範之。 

二、托兒所教師的培育 

（一）無法規無專業期（1932 年至 1955 年） 

台灣托兒所的創辦起源自農忙時期，婦女因投入農務無暇照顧子女的情形之下，

為協助婦女保育子女的目的，1932 年以後逐漸在台灣農村地區設立。由於托兒所的設

置是為解決農忙時期幼兒的生活照顧與安全考量，因而「保育」為主要的工作重點，

所以對於師資的要求只要是年輕的婦人即可。漸漸的除了照顧孩子的安全考量之外，

會轉而開始招募識字且對幼教有興趣的女子，施以短期的訓練和見習托兒所的工作，

為的是希望托兒所的師資除了能從事保育工作之外，也能加入「教育」的成分。所以

台灣光復前托兒所教師可以說是無專業的要求可言（王靜珠，2000；張秀卿，1988）。 

（二）有法規無專業期（1955 年至 1973 年） 

光復以來各地百廢待舉，從光復到 1950 年農業持續快速在發展，更強調推動經

濟的發展。於是婦女不但協助農務也加入工業生產的行列，「農忙托兒所」的設立對

於農村幼兒的照顧提供很大的協助。而政府農工並重的政策之下，需要大量的勞動力

以致於政府於 1955 年頒布「台灣省各縣市（局）鄉鎮區農忙托兒所設置辦法」 和「普

設農忙托兒所實施要點」，當時已設立的短期農忙托兒所就有 171 所，1956 年推行至

每一鄉鎮於農忙之時開辦托兒所。收托場地以村里公共場所或民家寬敞廳堂，每班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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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 30 名幼兒，課程內容以國語教學、日常生活行為、保健及衛生習慣的養成；師資

方面每班雇用一位當地富有保育經驗的人員充當保母人員，並視需要商請國民學校教

員兼任教師一職（翁麗芳、黃怡貌，1995）。在 1955 年頒布的《托兒所設置辦法》

中對於托兒所師資的規定如下「其教師保育員得由受託兒童之母親商定輪任辦法輪任

之」。此階段若對照與光復前托兒所師資的要求相比，嚴格說來如出一轍並無不同，

可說是無專業可言。 

而 1959 年修訂的《托兒所設置辦法》首次對所長、教師與保育員的資格有所規

定「托兒所所長應以中等師範或高中程度以上為合格，教師曾從事幼稚教師一年以上

為合格，幹事、保育員以曾從事社會工作或具有護理經驗者為合格」，而對工廠附設

式托兒所保育員的資格未變。此階段對托兒所師資的要求，有法規的制定表面上看來

似可提升托兒所師資的專業素質，因為實際在托兒所現場從事保育工作的卻只有所長

和保育員，且對師資的標準並未依法規而行，而未受過專業訓練之保育員只能透過研

習取得資格，因為當時並無托兒所師資專業進修的管道。此時期若對照幼稚園師資的

培育，1965年幼稚師範科全面停辦，專設的幼稚園教師培育單位也消失，政府更無暇

插手在托兒所師資的培育上（王靜珠，2000；張秀卿，1988）。幼兒教育在當時不受

重視的情形可見一般。 

（三）法規寬鬆但具專業曙光（1973年至 1981年） 

1977 年第三次修訂的《托兒所設置辦法》進一步對所長和教師的資格有所修正，

第十條對托兒教師的規定如下「一、師範學校或師範專科學校幼稚師範科以上學校畢

業者。二、幼稚園教師登記或檢定合格者。三、國民小學級任教師登記或檢定合格者。

四、高級家事職業學校幼兒保育科或相關科別畢業者。五、高級中學或高級職業學校

畢業，曾修習幼兒（稚）教育學分或曾參加保育人員專業訓練者。」第十二條對保育

員資格的要求如下「一、大專兒童福利科系及護理、助產學校畢業者。二、師範、高

中、高職以上學校畢業者。三、初（國）中畢業，曾受保育人員專業，或曾從事兒童

保育工作二年以上，或曾受護理工作訓練者。四、曾服務育幼、托兒、醫療機構，擔

任兒童保育或護理工作二年以上。」此次的修訂對托兒所師資的資格要求，在文字上

做了很明確的規範，但若從專業的角度深究之會發現規範很寬鬆，似乎只要是國中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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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有托兒相關的工作經驗，就可從事保育員的工作，因為實際在現場上師範校院畢業、

幼稚園教師抑或是國小教師到托兒所任教的幾乎是微乎其微。規定中雖有教師的設置，

但實際上卻只有保育員和未見於條文中的助理在托兒所現場工作（翁麗芳、黃怡貌，

1995）。不但立法寬鬆執行面也不嚴謹，可見台灣當時不重視幼兒教育的程度，師資

素質的問題很大。然若論保育員應具幼保專業的要求，並有專門的管道來培養，我們

倒是可以從 1973年陸續有高職幼兒保育科的設立，看到有別於過去的托所師資政策，

成為日後托兒所師資的主要來源（盧美貴，2012）。 

（四）幼稚園師資培育政策轉向帶動托兒所師資專業的發展（1981 年至 2015 年） 

在 1981 年《托兒所設置辦法》第四次修訂，正式將托兒所人員區分為所長、教

師、護士、社工員及保育員；其第十條內容指出托兒所教師主要由專科以上兒童福利

相關科系畢業，高中（職）幼教相關科系畢業並具一年以上教保經驗，高中（職）畢

業曾修習相關幼兒保育學分並具兩年的工作經驗，以及具幼稚園教師和國小教師資格

者。托兒所教師師資的養成主要來自高中（職）幼兒保育科，和大專院校的兒童福利

和幼教系，如實踐大學、輔仁大學、中國文化大學等，亦提供托兒所教師的養成途徑；

而保育員的資格如下「一、護理、助產學校畢業者。二、高職幼兒保育科相關科系畢

業者。三、高中以上畢業，並曾接受三個月以上保育工作訓練者。」與 1977 年修訂

的內容比較起來，對於托兒所師資的要求提高到高中學歷層度以上，且實際在現場也

可發現，托兒所師資的來源以高職幼兒保育科為主要管道。但為解決托兒所師資的匱

乏，台灣省政府社會處也於 1978 年起，委託台中師專辦理托兒所保育人員進修班，

並為便利全省托兒所保育員的進修之便，訂定五年培養計畫委託各師專辦理，成為當

時為補救托兒所師資不足及提升專業的過渡期。 

台灣對托兒所師資的要求，一直受幼稚園師資培育政策的左右。此階段托兒所師

資素質的提升，研判受到 1980 年《幼稚教育法》公布，1983 年各師專陸續成立日間

部二年制幼稚教育師資科的影響。托兒所師資培育受幼稚園師資培育政策的影響，也

出現在二年制的幼兒教育師資科停招，1990 年臺北市立師範學院率先成立四年制幼兒

教育學系，將幼稚園教師學歷提升至大學開始；教育部技職司便研議在技術學院或商

業、家政和醫護等專校設置相關科系，以提升托兒所教師的教育層次，並配合各師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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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停招二年制的幼兒教育師資科，以延續高中（職）幼兒保育科畢業學生的升學機

制，（林壽惠，1993）將托兒所師資學歷提升至專科層次。而 1994 年屏東科技大學，

1996 年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也開始設置四年制的幼兒保育系，將托兒所教師的培育

提升大學層次。托兒所人員受《兒童福利專業人員資格要點》規範之。 

 

從上述的幼稚園與托兒所師資培育的歷史看來，林佩蓉（2006）指出台灣幼師培

育政策之特色有 

 

培育管道多元、正規管道與非正規管道同時開設、以提升學歷作為提升師資素質

的手段、以補修學位作為促進在職合格教師專業成長的手段。（頁 30-31） 

 

她認為是一種「失衡、失焦與失控」的幼師培育政策。相較於其他階段的教育政策，

確實可發現幼教師資培育政策缺乏系統性與長遠性的規劃，足見台灣過去對幼兒教育

長期的不重視。但近年來為統整同年齡幼兒，不同的托教模式，以齊一幼兒教育的品

質，台灣完成亞洲地區學前教育分流體制整合，是第一個國家。將幼稚園與托兒所進

行整合，但在諸多面向都趨於整合之下，唯獨幼兒園師資的培育管道表面上看似統整，

但實際上還是屬於分流制，幼兒園教師和教保員的培育管道與機構，還是和《兒照法》

公告以前的模式進行，唯一不同的是在教保服務人員的培育受《專科以上學校教保系

科申請培育幼兒園教保員審認注意事項》（教育部，2015b）的規定規範之，以確保

幼兒園教保員的培育品質。但雖如此台灣幼教師資的專業還是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在

幼教師資培育史中留下不可抹滅的一頁。 

貳、幼教師的專業發展 

一、幼教師專業發展的意涵 

（一）幼教專業 

專業是以專門知識為基礎並能增進公共利益的一種職業 (Bayles,1988)。因而是和

「一個人工作相關，而這樣的工作是特別需要進行訓練的」 (Collins COBUILD 

Advanced Dictionary of American English, 2007, p.1035)，並且 Zumeta 和 Solomon 也指

出這樣的工作和職業要「運用高級縝密的知識，以為判斷及行事的準則」（廖鳳瑞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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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頁 2），亦即「專業應稱專門職業，係指具備高度的專門知能而異於他種職業

的特殊性」（盧美貴，2012，頁 275）。1966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召開「關於教師地

位建議案」一文中指出「教師應被視為一種專業......」（伍振鷟譯，1971，頁 4），而

Spodek 與 Saracho(1988)提到幼教師除了要有愛之外，也要有專業的知識和技能；且

專業的幼教師常常要運用其專業知識解決與幼兒學習相關的問題（Katz,1972），所以

幼教也被視為是一種專業。 

Katz(1988)在＜where is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s a profession?＞一文中借用定

義專業的八項規準，來檢視並說明幼教應被視為是一種專業的身分定位。其說明如

下： 

1.社會需求性 

若一種工作被視為是社會運作的必要性之一，那麼它所必須具備知識與技術就是

一門專業，是社會運作之時不可或缺的。而在長期的研究中發現，高品質的幼教師可

以提供並彌補處於高風險家庭孩子的不足，因而高品質的幼教是社會所必需，能促使

社會不斷的發展與進步。 

2.利他性 

專業的促動起因於利他性，亦即專業的認定在於能否提供無私的貢獻與服務。而

幼教工作之所以吸引人投入的原因不是因為可以賺錢，而是因看著孩子在我們的教育

與保護之下，日漸成長與茁壯的滿足感所吸引。因而利他性的專業規準與幼教專業不

謀而合。 

3.自主性 

關於自主性是指專業人員不是受制於服務對象（包含幼兒、家長、社會團體）的

所求，而是根據其所具備的專業知能，進行專業的決定與判斷。例如，幼教專業人員

必須運用其對幼兒發展與學習的知識，並結合課程與教學的精神與內涵，設計適性的

課程設計與教學實施，促進幼兒的成長與學習。 

4.倫理守則 

倫理守則的專業規準在說明，專業人員應以服務對象的最大利益為旨趣之前提下 

，對其進行妥善的保護與維護其權力。而各國都已訂定相關幼教倫理的困境與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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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供幼教師在進行專業與倫理的判斷之時的遵循規範與參考。 

5.與服務對象保持距離 

這一項規準在說明，專業人員應有自覺的與服務對象，並根據其專業的知識進行

判斷，與之保持適切的情感距離。因為幼教工作的殊異性，使得幼教師與幼兒和家長

之間往往發展出一段極親密的關係，這一項規準正好提醒幼教師，要常常對自己、幼

兒和家長的關係有所覺知，以避免陷入偏好、衝動與情感當中。但如何在溫暖、回應、

關注和慈悲的情感氛圍，與運作之下保持理想的距離，有賴幼教師在其所具有的專業

知能與倫理守則之間進行判斷與權衡。 

6.實務的標準 

這一項規準在說明專業人員和工匠、商人和官僚的角色不同，其在從事實務與進

行專業判斷之時，有一套可兹遵循與參考的實施準則，這樣的一套實施準則與標準有

其普全性但也極具特殊性，如此才能維持此項專業工作的品質。 

7.持續的訓練與學習 

持續的訓練與學習是專業的一項很重要的規準。其強調為確保複雜的專業知識和

技能的獲得，其需要一套專門的訓練過程，而這樣的過程是困難的，它不但須進行認

知的失衡與平衡，過程中更要對為專業所需做出奉獻與承諾；而進行專業訓練的機構

和講師都是被認可與具專業，所核發的專業認證也具合法與公信力，該機構並持續規

劃一系列的終生學習課程。目前為了確保幼教師的專業，職前和在職課程的規劃，都

為政府所規定和規範之，是欲辦理職前與在職的教育機關和研習機構，必須配合和辦

理實施。 

8.專業知識 

這一項規準強調，知識是奠基在適宜的和可被信賴的專業實務之中，這樣的知識

非如運動的技能般的具體，它是抽象的但其原理原則又是非隱喻式和僅只是學術關注

而已，它是和實務本身有關的知識。因而，這樣的一套知識有其獨有和獨特性，且會

在學術研討、期刊或專業團體組織中被廣為流傳。 

（二）「專業發展」一詞的演變 

《師資培育法》指出：「師資培育應著重教學知能及專業精神之培養，...... 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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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前教育課程包括普通課程、專門課程、教育專業課程及教育實習課程。」（教育部，

2014a），而在談到師資培育課程的研究時也常含括通識教育、學科專業教育、及專

業發展教育(Tom & Valli,1990)，教師的身分和「專業」似乎成為不可切割的個體。在

探究「專業發展」的文獻中，「專業成長」、「教師發展」、和「教職員發展」交相

使用，並有著同樣的意涵（周淑卿，2004；歐用生，1996；Borko & Putnam, 1990）。

而Diamond 與 Halen-Faber (2005)提到發展一詞蘊涵著教師改變比起傳統由外部的強

加與仿效的方式，它是具有自我導向；饒見維（1996）提到「成長」有自然而然之意，

而發展則有透過人為的用心和努力，去推進、促進、提升或改進之意。所以，我認為

「專業發展」一詞有著更高層次的隱含。 

對於教師專業發展意涵的演變，除了從「成長」到「發展」的演變之外，「教師

在職訓練」也是過去對於教師專業發展所存有的概念與思維。「教師職前/在職訓練」

有著教師是被動的知識接受者，是等著被教育或訓練成教師的角色（饒見維，1996）。

破除過去的思維 Masari (2013)在定義教學訓練和教師專業發展的差異時指出，教學訓

練是去完成一套具邏輯性與系統性的知識和技能，為了是去獲得某一領域的初步資格；

而教師專業發展是教師在教學的生涯中去同化有關於教學相關的新知識和技能，它是

一個具複雜性和系統性地獲得理論和實務相關的知識和技能的歷程，精進和發展教育

相關的信念與概念，已從不同的角度發展新的教育視野。 

綜上，不論是在職訓練、教學訓練或專業成長也好，都有著教師是一個被動接受

的角色，而教師專業發展強調是一個主動性、持續性、和精進性的動態學習歷程。因

此，「教師專業發展」一詞可以用來說明教師的專業發展在教師的生涯中是一個主動

且持續性的專業發展與學習的歷程。 

（三）幼教師專業發展的內涵與標準指引 

教育的成功與否端視學生的學習，而學生學習的成效與教師的品質有著高度的相

關性(Tinoca & Valente, 2014)，有效的教師專業發展為的是促進教學實務，藉以提升學

生的學習(Center for Technology in Learning, SRI International , 2014；Smith & Gillespie, 

2014)，所以，高品質的教師專業發展是促成教育成效的一個關鍵因素(Guskey, 2002)。

那麼教師專業發展的內涵應該為何？以下將根據國內外對幼教師所應具備的幼教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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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相關知能與態度的文獻，整理出幼教師的專業內涵與標準，並歸納各專業標準的指

標。提供本研究在規劃幼教師專業展課程，和評估專業發展的成效之參考指引。 

1.幼教師專業知能與態度 

NAEYC（洪蓉徽、莊智棻譯，2008）提出幼教八大基本專業要素：幼教專業知

識與技能、專業倫理守則、繼續教育與專業發展、加入專業機構和職業選擇的能力、

文化能力、幼兒權利的擁護者和成為一位完整的教師。在專業倫理守則中其指出倫理

是一種在做出負責任的專業決定時，所使用的知識與技能，更是一個稱職幼教師所必

備的基本特質；包含對幼兒、家庭、同事、以及社區所應具的倫理守則。繼續教育與

專業發展，強調的是幼教師要以終其一生都是學習者來自許，不論是正規的在職課程、

工作坊、研討會、或專業書籍與期刊的閱讀，都是促進專業發展的管道。也鼓勵幼教

師加入專業組織的機構，對於多元文化具意識與覺知，共同維護幼兒的權利，與成為

一位具情緒、生理、智力與社會觀點的完整幼教師。 

而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ild Care Employment(2014)統整美國十一州的幼教知

能有：幼兒成長與發展、幼兒觀察與評量、幼兒學習環境與課程、人際的溝通與引導、

家庭與社區的中介、健康安全和教養、專業發展和行政與管理。其中家庭與社區的中

介，強調幼兒園與幼教師對於社區的服務與幼兒的相關連結；專業發展包含專業倫理、

專業社群和專業領導的發展。 

Ljubetić (2012)在《New Competences for the Pre-school Teacher: A Successful 

Response to the Challenges of the 21st Century》的研究中指出「新知能」是指幼教相關

的知識、技能和態度，具備這樣的新知能，幼教師就有能力去解決幼教現場的問題和

付出行動。他提出幼兒發展與學習、觀察評量與改善、人際溝通與協調、專業發展（參

與專業活動）、學習與創新、資訊媒體和科技、生活和職業能力、和專業認同等八大

專業知能。並認為二十一世紀的幼教師特別需要具備夥伴合作的能力，他指出在基本

學科基礎之下，幼教師必須要能具國際觀的統整這些學科；在社群中更具批判思考的

創發學習與創新的技能，透過資訊、媒體和科技的整合，對生命與職涯作出最人性化

的管理與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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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春妙和楊淑朱（2005）在＜幼兒教師專業知能之研究＞中指出，教師專業知能

是指教師能充分發揮其角色功能所需具備的專業知識與專業能力，幼教師專業知能的

建構可作為幼教師追求自我專業的成長，和供教育主管機關與單位規劃幼教師專業發

展的參考。共有幼教專業知識、教學能力、保育能力、班級經營能力、園務行政能力、

溝通能力和專業成長七大能力。保育能力是指培養幼兒有關的生活禮儀、生活自理、

飲食、衛生習慣與行為問題的處理。專業成長能力包含教師自我評量與反思、建立教

學檔案、教學觀摩、參與研習活動以吸收新知、進行研究發表與科技整合。 

為了確保幼教師的專業與教保品質，教育部規定幼兒園職前師資專業課程共四十

八學分，而至少應含教保專業知能課程至少三十二學分，分別為幼兒發展、幼兒觀察、

特殊幼兒教育、幼兒教保概論、幼兒學習評量、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設計、幼兒健康

與安全、幼兒園、家庭與社區、幼兒園課室經營（含學習環境規劃）、幼兒園教材教

法、教保專業倫理、和幼兒園教保實習（教育部，2015b）。而對於根據在職幼教師的

專業成長，在《幼兒園教保專業知能研習實施辦法》（教育部，2013）中規定其每年

須參加至少十八小時的研習課程，研習課程規劃的範圍有學前教保政策及法令、幼兒

園主管人員領導及行政管理、幼兒園課程及教學、幼兒園空間規劃及環境設計、幼兒

學習評量及輔導、幼兒觀察解析及應用、幼兒健康及安全、學前融合教育、教保專業

倫理、幼兒園園家互動及親師關係、與其他有助於教保專業知能發展之課程。 

2.教師專業標準 

為確保美國教師的品質，美國於1989年訂定國家教師專業五個層面的標準

(National Board for Professional Teaching Standards, 2016)：教師要為學生以及其學習善

盡責任與承諾、教師要具備學科知識的相關知能以及進行課程設計與教學、教師要對

學生的學習有所管理、偵測與輔導、教師對於自身的實務能進行系統性的思考以從經

驗中學習、和成為教師學習社群的成員。其中第四項在說明教師經驗的重要性，鼓勵

教師將自身的隱晦性知識經系統性的反思，讓個人知識形成公共知識的可能，是肯定

教師經驗知識的具體措施。學習社群的概念在說明教師應具備與同儕合作，促進自身

專業的成長與學習，也提出與家長建立良好的關係，並運用社區資源，促發孩子的學

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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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國教育部為提升教師素質與保證師資培育品質，也訂定十大「教師專業標準」

（教育部，2016a）其內涵包括專業知能與專業態度。在專業知能方面強調，教師應

具備教育基礎理論、領域/學科專門知識、領域/學科教學知能等，了解國內外教育發

展趨勢及重要議題；以及教師能具備課程規劃與教學實踐能力。在專業態度方面指出，

教師應依法承擔教育專業責任及倫理，積極透過多元管道終身學習，並參加學習社群，

與同儕、家長及社區間建立良好合作夥伴關係，分享及精進教學提升整體教育品質。

十大教師專業標準如下：具備教育專業知識並掌握重要教育議題、具備領域/學科知識

及相關教學知能、具備課程設計與教學設計能力、善用教學策略進行有效教學、運用

適切方法進行學習評量、發揮班級經營效能營造支持性學習環境、掌握學生差異進行

相關輔導、善盡教育專業責任、致力教師專業成長、與展現協作與領導能力。而為具

體實踐教師專業標準，教育部也進一步研訂專業表現指標，於今年（2016年）公告教

師專業標準的內涵與指標，預期達到五項效益如下：引導師資培育大學規劃職前師資

培育課程、引導師資培育大學與中小學/幼兒園安排師資生實習輔導與評量、協助教育

主管機關辦理教師甄選及精進教師成長措施、協助辦理教師專業發展單位規劃教師專

業成長活動、以及鼓勵教師終身學習及落實教師專業成長。 

綜上，教師專業的內涵通常包括專業知能與態度，但由於在專業知識和技能的內

容較多，而態度與情意面向的部分較少，因而轉化到師資培育的課程規劃當中，也可

發現專業知識和技能的課程為最大宗，而有關於專業態度的課程似乎只有在專業倫理

的課程當中能有所探究。 

以下將綜合國、內外對於幼教師所應具備的專業知能與態度，並以教師專業標準

為重點，將幼教師的專業標準可分為六大面向： 

（1）具備幼兒發展、學習與觀察評量的知能 

幼教師應具備與幼兒的發展、學習、觀察與評量相關的知識與技術。其範圍有人

類發展、兒童發展、幼兒的發展與保育、幼兒觀察與技術；在具備幼兒發展、學習、

觀察與評量的相關知能之後，能對幼兒進行發展、學習與人際互動相關的觀察、紀錄

與評估，並進行適切性的行為輔導、課程與教學的修正和必要性的安置。 

（2）具備幼兒課程設計與教學實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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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是在解決「學什麼？」的問題（Ross, 2000），而教學在說明「如何教？」。若

從幼兒學習的發展與特性來看課程與教學，這兩者常常合併使用。因為幼兒的學習與

發展是在與生活環境互動的過程中進行，整體而言幼兒的學習包含三個面向 

 

一是透過探索、體驗、覺知的輸入過程，在輸入的過程中需要探索媒介、理解媒 

介；二是整合長期記憶中訊息的思考過程；三是運用學習所得解決問題，與人溝 

通的輸出過程。（幸曼玲等，2015，頁27） 

 

因而幼兒階段的課程與教學重點絕非是透過傳輸知識內容的方式來進行。 

幼教師應參照新課綱的內涵、以幼兒為學習主體、並根據學校所處的文化或特色

進行課程設計；並強調在自由遊戲、知識是（社會）建構的概念之下，進行鷹架以及

引導幼兒學習的教學實施。 

（3）規劃適性的學習環境與發揮班級經營的效能 

根據幼兒階段的發展特性，幼教課程強調讓幼兒透過親自參與並動手操作的學習

方式，因而著重自由遊戲的學習概念。而規劃適性與豐富的學習環境是自由遊戲學習

的轉化與落實。因而規劃適性學習環境的能力是幼教師必備的重要能力。 

而幼兒園班級經營是幼教師為促進幼兒有效學習，經營師生之間良性的互動模式，

以營造友善關懷的學習氛圍。 

（4）掌握人際溝通與經營技巧 

幼教師在職場上的人際互動包含與同儕、家長和主管之間的溝通與互動。因而人

際溝通與經營的知能重點，為幼教師應具備相關的人際關係、溝通、與經營的相關理

論知識與技巧，以期能有和諧且愉快的工作環境。其中親師之間的溝通與合作是此項

知能的重點內涵學習，是幼教師為創造幼兒、家庭與幼兒園三贏局面，所必備的專業

內涵。 

（5）善盡教育專業倫理與責任 

幼教師應展現教育熱忱與使命感，關懷幼兒的需求並維護幼兒的學習權益，以開

展幼兒的潛能。另外，幼教師應了解並遵守幼教相關法律與規定，並謹守教師專業倫

理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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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致力於教師專業的開展與成長 

教師應主動參與各類的專業研習成長活動，以提升幼教專業相關的知能。也應參

與與加入專業學習社群和專業發展組織，共同探究幼兒學習與教育的相關問題，以發

揮合作學習促進教師專業成長的功效。另外，對自己現場的實踐經驗，也應進行理性

與系統性的反思與探究，以修正自己實務知識，並建構理論的知識。並持續對自身的

專業有所精進與開展。 

 

本研究的幼教師專業發展將對具備幼兒課程設計與教學實施能力、規劃適性的學

習環境與發揮班級經營的效能、掌握人際溝通與經營技巧和致力於教師專業的開展與

成長有所開展。 

3.幼教師專業表現指標 

幼教師專業表現指標在說明6項幼教師專業標準所需具備的表現條件，可據以界

定幼教師專業標準的內涵。幼教專業表現指標的建構可提供幼教師進行專業發展，並

供師資培育規劃職前課程與在職專業發展之參考。以下將參酌許玉齡與新竹幼教輔導

團（2003）發展的幼教師自我評鑑表，林清章（2012）的幼兒園教師專業能力指標，

和「中華民國教師專業標準指引」（教育部，2016a）綜合與發展而成。 

（1）新竹市幼稚園教師自我評鑑表 

教師自我評鑑表的建立在鼓勵幼教師藉由教師自我評鑑來幫助教師專業發展，以

確保教師品質。內含班級經營、教學（教學前）、教學（教學中）、教學（教學後）、

保育與危機處理、親師溝通與親職教育、專業倫理與態度和專業成長八個領域能力的

評估，各領域的檢核項目如表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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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新竹市幼稚園教師專業自我評鑑指標 

能力領域 自我檢核項目指標 

教學 

（教學前） 

我有能力了解每位幼兒的家庭背景與學習能力。 

我會根據幼兒學習需求設計教學內容。 

我會依據教學需求收集各項資源。 

規劃課程時我會重視縱向連貫與各領域橫向統整。 

我會與協同教師一起規劃課程與分工合作。 

我會規劃合適的教學環境與情境布置。 

教學（教學中） 我會依幼兒的需求及反應彈性調整教學內容及型態。 

我會用開放性的問話技巧引導孩子討論。 

我會利用多種類的材料、教具及善用各項教學設備。 

我會運用肢體語言及鼓勵性的語言進行教學活動。 

我會善用社區資源並融入教學中。 

教學（教學後） 我會運用多元的方式評量個別幼兒的學習 

教學活動後，我會彙整教學及活動資料以留下紀錄。 

我會針對教學進行省思以了解教學優點並提出改進。 

保育與 

危機處理 

我會詳實記錄幼兒緊急連絡記錄。 

遇到偶發或事故時，我會冷靜依據全園規定流程適當處理。 

我會牢記幼兒特殊體質，並給予適當的照顧。 

我會隨時留意幼兒的偶發事件記錄身體狀況，並給予適當的協助。 

受託餵藥時，我會適當放置藥物位置，並確實依照服藥委託書委託

(用法與劑量)用藥。 

我會培養幼兒生活自理能力。 

幼兒活動時我會隨時教學記錄注意幼兒安全，並留意設備器材是否

需要維修。 

我會重視幼兒的飲食健康，將意見反應園方並運用各種策略引導幼

兒嘗試各種食物。 

我的班級會在一年內實施安全教育與演練(如：地震、火災)並隨時融

入班級教學中。 

親師溝通與 

親職教育 

我能主動並適時提供與分享家長親職相關資訊。 

我會定期安排家長座談與家長溝通。 

我會以尊重、包容、關心的態度與家長溝通並適時給予專業協助，

以營造親師雙向溝通。 

我願意瞭解家長對幼兒的期待，並以教師的專業知能達成共識。 

我會鼓勵家長參與學校活動。 

我能瞭解班級家長背景、職業，並善用人力調查表資源。 

專業倫理與 

態度 

 

我能以尊重的態度與同儕、上司溝通。 

我能以尊重、接納的態度與園內教師協同教學。 

我能調整個人情緒，維持教學與健康的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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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遵守保密原則及維護學校資料完整性。 

我會顧及幼兒學習權益不隨意中途離職並善於規劃自我時間以提高

工作效能。 

我能依照本園的人事管理辦法出勤。 

我能對學校產生認同感，給予支持並主動發揮專長，協助學校推動

園務。 

我在上班時間會專注於教保工作、不處理私人事務。 

專業成長 我會積極樂於參與各項進修活動，主動吸取教育相關資訊充實教學。 

我會主動與同事分享進修心得並融入教學中。 

我能積極參與教師或教育專業組織。 

我能有系統整理教學資料。 

資料來源：許玉齡與新竹幼教輔導團（2003）。新竹市幼稚園教師自我評鑑手冊（頁

20-28）。新竹市：新竹市政府。 

 

（2）幼兒園教師專業能力指標 

對於幼兒園教師專業能力指標的內涵分為教學層面、輔導層面、服務層面與專業

層面。各層面的向度為，教學層面分為教學準備、教學實施、教學評量和教學態度2

個向度；輔導層面分為教室管理和行為輔導2個向度；服務層面分為園務參與與人際

互動2個向度；專業層面分為專業素養、專業倫理與專業成長3個向度。各層面向度的

指標如表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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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幼兒園教師專業能力指標 

層面 向度 指標 

教學 教學準備 瞭解每位幼兒的認知發展特性與個別差異。 

根據幼兒的認知發展特性與學習需求設計教學活動。 

依照幼兒的能力、需求、興趣和發展水準設定教學目標。 

規劃幼兒學習活動能兼顧動態與靜態活動並做適當分配。 

布置合宜、安全的幼兒學習環境。 

於教學之前完成場地、教具與教材的準備工作。 

教學實施 教學方式富有彈性且生動有趣、提高幼兒學習興趣與意願。 

教學時用簡化的、單純的語句。 

教學時配合肢體語言清楚地表達教學內容。 

提供多元的學習主題供幼兒自由選擇並主導學習。 

能運用教學媒體、玩具與遊戲以提昇教學效果。 

隨時依幼兒需要補充學習教材以滿足幼兒的需求。 

教學評量 運用觀察評量、實作評量等多元評量方式評量幼兒的學習。 

每日隨機評量幼兒的學習情形。 

對於學習成果不理想的幼兒提供補償教育之機會。 

對於各項指定操作練習或工作認真批閱並給予回饋。 

根據幼兒學習評量結果修正教學目標、方式與內容。 

教學態度 教學認真負責，按時上課不無故離開教室。 

用鼓勵性語言引導幼兒思考及發問，並有技巧的解答幼兒之疑

問。 

掌握個別幼兒的特殊情緒，給予適時的正向指導。 

輔導 行為輔導 依照幼兒發展的程度、動機以及兒童長遠的福祉去定義兒童行

為。 

瞭解不同年齡層幼兒的特徵與需求、具備幼兒行為輔導的智

能。 

注意自己言行的一致性以作為幼兒的模仿楷模。 

與幼兒直接溝通、表達關愛並建立穩固的情感連結。 

用果決堅定但溫和的態度阻止幼兒傷人與違反公平的行為。 

輔導幼兒練習與熟練自我控制的能力。 

班級經營 真心接納班級的每一幼兒，主動關心他們的需要。 

營造類似家庭般溫馨的班級氣氛。 

輔導幼兒訂定班級規則，並仔細向幼兒說明規則。 

持續一致地明確執行班級規則。 

善用幼兒行為輔導的原理與技巧，公平公正處理幼兒的行為。 

服務 園務參與 積極分擔並配合園方行政工作且能負責盡職。 

主動參與並協助園方舉辦之各項活動。 

充分參與各項會議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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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提供園方校務興革意見。 

人際互動 與幼兒積極互動以建立良好之師生關係。 

主動與學生家長分享幼兒行為輔導的知識與技巧。 

與學生家長及社區人士建立良好關係，合作致力推展校務與教

學。 

與同仁建立良好之人際關係，互助合作共同推展園務與教學。 

專業 專業素養 具備幼兒教育專業知識與能力並精熟任教科目的知識。 

熟知幼兒不同階段發展的特質與相對應的有效輔導策略。 

能隨時注意教育改革與發展的趨勢。 

專業倫理 對幼兒真誠、尊重並支持其成長。 

遵守保密原則並維護學校與學生資料的完整性。 

自制、自律與自我控制遵守教師的各項規範。 

認同學校與教職員團體並積極維護校園倫理。 

準時上下班全力投入幼兒教育工作，不處理私人事務。 

參加幼兒教育人員專業組織並遵守組織的倫理守則。 

專業成長 在不影響課務下，主動積極參與各項研習與進修活動。 

系統化整理教學、進修或研習心得成為教學檔案。 

對幼兒教育保持高度的興趣並積極研究各項幼兒教育問題。 

與其他教師分享進修或研習的心得與經驗。 

能評鑑自我的專業成長並追尋專業成長的機會。 

資料來源：林清章（2012）。幼兒園教師專業能力指標之建構。幼兒教保研究期刊，

8，76。 

 

（3）中華民國教師專業標準指引 

中華民國教師專業標準指引，內含10大教師專業標準及29項教師專業表現指標，

是為展現我國對教師專業知能與態度之期許，並於師資養成及專業發展各階段形塑教

師應具備的能力，彰顯教師為專業工作者之專業形象，可供規劃師資培育及在職專業

發展之參考。教師專業表現指標如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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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中華民國教師專業表現指標 

專業標準 專業表現指標 

1.具備教育專業知識並掌握

重要教育議題 

1-1 具備教育專業知能（與涵養）。 

1-2 了解學生身心特質與學習發展。 

1-3 了解教育階段目標與教育發展趨勢，掌握重要教 

    育議題。 

2.具備領域/學科知識及相

關教學知能 

2-1 具備任教領域/學科專門知識。 

2-2 具備任教領域/學科教學知能。 

3.具備課程與教學設計能力 3-1 參照課程綱要與學生特質明訂教學目標，進行課 

    程與教學計畫。 

3-2 依據學生學習進程與需求，彈性調整教學設計及 

    教材。 

3-3 統整知識概念與生活經驗，活化教學內容。 

4.善用教學策略進行有效教

學 

4-1 運用適切教學策略與溝通互動技巧，幫助學生學 

    習。 

4-2 運用多元教學媒介、資訊科技與資源輔助教學。 

4-3 依據學生學習表現，採取補救措施或提供加深加 

    廣學習。 

5.運用適切方法進行學習評

量 

5-1 採用適切評量工具與多元資訊，評估學生能力與 

    學習。 

5-2 運用評量結果，提供學生學習回饋，並改進教學。 

5-3 因應學生身心特質與特殊學習需求，調整評量方 

    式。 

6.發揮班級經營效能營造支

持性學習環境 

6-1 建立班級常規，營造有助學習的班級氣氛。 

6-2 安排有助於師生互動的學習情境，營造關懷友善 

    的班級氣氛。 

6-3 掌握課堂學習狀況，適當處理班級事件。 

7.掌握學生差異進行相關輔

導 

7-1 了解學生背景差異與興趣，引導學生適性學習與 

    發展。 

7-2 了解學生文化，引導學生建立正向的社會學習。 

7-3 回應不同類型學生需求，提供必要的支持與輔導。 

8.善盡教育專業責任 8-1 展現教育熱忱，關懷學生的學習權益與發展。 

8-2 遵守教師專業倫理及相關法律規範。 

8-3 關心學校發展，參與學校事務與會議。 

9.致力教師專業成長 9-1 反思專業實踐，嘗試探索並解決問題。 

9-2 參與教學研究/進修研習，持續精進教學，以促進 

    學生學習。 

9-3 參加專業學習社群、專業發展組織，促進專業成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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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展現協作與領導能力 10-1 參與同儕教師互動，共同發展課程與教學方案， 

     展現協作與領導能力。 

10-2 建立與家長及社區良好的夥伴合作關係。 

10-3 因應校務需求，參與學校組織與發展工作，展現 

     領導能力。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6a）。中華民國教師專業指引標準（頁 7）。臺北市：教育部。 

 

根據上述的幼教師專業評鑑自評表、幼教師專業能力指標和中華民國教師專業表

現指標，綜合和整理出本研究之幼教師專業表現指標如表2-4。 

 

表2-4  

幼教師專業表現指標 

專業標準 專業表現指標 

1. 具備幼兒發

展、學習與觀察

評量的知能 

1-1 了解幼兒發展階段與學習的特性。 

1-2 了解幼兒觀察與評量的相關知識。 

1-3 依據幼兒的發展與學習特性，進行觀察與評量，並進行妥善

的安置與輔導。 

2.具備幼兒課程

設計與教學實施

能力 

2-1 了解課程設計與教學實施的原理原則。 

2-2 參照新課綱的內涵與幼兒的學習特質，進行課程設計與教學

引導。 

2-3 進行教學省思，以了解教學的優缺點，並提出改進。 

3.規劃適性的學

習環境與發揮班

級經營的效能 

3-1 規劃適性與安全的學習環境。 

3-2 營造友善關懷的學習氛圍。 

3-3 掌握教室學習狀況，適當處理班級事件。 

4.掌握人際溝通

與經營技巧 

 

4-1 與幼兒積極互動以建立良好之師生關係。 

4-2 主動與學生家長分享幼兒行為輔導的知識與技巧。 

4-3 與學生家長及社區人士建立良好關係，合作致力推展校務與

教學。 

4-4 與同儕建立良好之人際關係，互助合作共同推展園務與教學。 

5.善盡教育專業

倫理與責任 

5-1 展現教育熱忱，關懷幼兒的學習權益與發展。 

5-2 遵守教師專業倫理及相關法律規範。 

5-3 關心幼教政策趨勢。 

5-4 調整個人情緒，維持教學與健康的教學及生活品質。 

6.致力於教師專

業的開展與成長 

6-1 積極參加各項進修研習活動，以持續精進教學促進幼兒學習。 

6-2 參與專業學習社群與專業發展組織，持續促進專業的成長。 

6-3 具意識的對自身的教學經驗進行反思與探究。 

6-4 進行幼教師身分的覺知，以對幼教生涯有所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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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幼教師專業發展的範圍 

饒見維把教師專業發展定義為 

 

一個人歷經職前師資培育階段，到在職教師階段，直到離開教職為止，整個過程

中都必須持續學習與研究，不斷發展其專業內涵，逐漸邁向專業圓熟的境界。

（1996，頁15-16） 

 

其指出教師的專業發展應該包含職前與在職階段的教育，因為師資培養包括職前教育

與在職教育，而其中在職教育亦即我們所謂的在職進修。而本研究所指稱的教師專業

發展僅指在職進修活動的規劃，Spodek（1995）指出職前教育就好比是胎兒在母胎九

個月的整全照護，而專業發展指的是胎兒落地之後的在職教育。教師專業要發展就需

要不斷的在職進修，Hawley 與 Valli(1999)的研究指出若要符合學生在時代變遷之下身

心的發展需求，以及改善學校的教育，與教師的專業發展是否能與時俱進有關。 

職前的師資培養階段可說是教師專業發展的第一步，在職進修才是教師生涯的終

身學習。根據 1996 年的《教師進修研究獎勵辦法》第三條規定「本辦法所稱進修、

研究，係指教師在國內、外學校或機構，修讀與職務有關之學分、學位或從事與職務

有關之研習、專題研究等活動。」在職進修式的教師專業發展是本研究的研究重點與

範圍。 

二、幼教師專業發展的樣貌 

在 1983 年幼二專設置以前，我國對於幼兒師資的在職進修比職前教育更缺乏制

度化的措施，蔡春美指出「許多幼教老師靠自己摸索或與同事討論來求自我成長，沒

有具體化的進修途徑可言。」（1988，頁 13）後來幼兒教育漸漸地受到社會的關注，

教育當局也因應國小師資培育的革新，幼兒教育便順勢在幾波的教育政策之下，慢慢

建立起專業化的幼教師資培育制度。在當時在職合格教師提升專業成長的方式，都是

透過補修學位的方法，在職進修內容都是讓不合格教師變成合格教師（林佩蓉，2006；

蔡春美，1988）。直到 1996 年《師資培育法》修訂公布，與《教師進修研究獎勵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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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才開始使得我國幼教師在職進修有較完整的法定規定，目前教師在職進修是權利

也是義務。教師可以透過研習課程、學術研討會、專業會議和專業工作坊來提升自身

的專業發展與成長。於是相關單位開始辦理各類的研習與進修課程，以滿足幼教師進

修時數的要求與相關規定，為台灣在職幼教師的專業發展提供一條重要且關鍵性的路

徑。 

在激勵教學專業持續成長，落實教師終身進修的理念之下，並配合國家教育改革

政策，有效統整教師在職進修資源，以迎接教師在職進修典範時代的來臨，教育部更

在 2003 年規劃「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提供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一個全

國性的在職進修資訊交流平台，《兒照法》公告實施更訂定了《幼兒園教保專業知能

研習實施辦法》（教育部，2013），將教師在職進修的需求與資源做最有效之運用與管

理（教育部，2010）。幼教師每年須至資訊網上選擇自身有興趣的研習課程，作為提

升專業發展的方式，並可滿足師資培育法中教師每年需研習至少十八個小時的規定。

「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研習課程的規劃，是目前提升在職教師專業成長的合法與專

門性的主要管道。 

以下將以 1996 年《師資培育法》與《教師進修研究獎勵辦法》公告，到《兒照

法》公布，2011 年《新課綱》的推廣為分水嶺，檢視台灣在職幼教師研習課程的樣貌。 

（一）1996 年至 2011 年的在職幼教師專業研習課程的樣貌 

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在職進修辦法》公布以後，非進修學位的幼

教師在職進修課程與研習活動出現以下的樣貌。 

1.短時間的研習模式，較難形成深化性的學習 

幼教師由於工作時間長，對於研習時間傾向於短時間的需求（賴春金，2001；張

珮玲，2004），大部分的一場研習課程時間通常是 3-6 小時。由於在時間有限的情形

下，又要關照到研習課程內容的完整性，短時間的研習模式往往會形成「上對下」（丁

雪茵，2003）和傳輸式的上課模式。講師在時間的壓力之下，幼教師在急於接受新知

的狀態之下，整個研習較無法進行雙向和對話式的溝通。在這樣的研習模式之下，幼

教師對於所接受的專業知能，是片段、缺乏完整性和和持續性（陳木金、王素芸、楊

                                                      
2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在職進修辦法》於 2003 年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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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湘，2011；簡楚瑛，1997），如此較難有深化性的學習產生。 

2.「知識導管」的成長模式，所得的知識較難獲得活用的知識 

在職的進修研習方式多以學者專家的演講為主，幼教師往往只扮演著聽的角色。

知識導管的教育隱喻，預設著學者專家是知識擁有者，而幼教師是被動的知識消費者，

和教學的執行者，而非知識的建構者（丁雪茵，2003；簡楚瑛，1997）。知識導管的

隱喻說明著教師對於所接收的新知，並未進行如認知心理學家皮亞傑所言之調適的作

用，較是一種同化的原理；在未將新知進行反省與咀嚼之下所獲得的知識，是一種去

脈絡化之下的「死」知識，不是知識建構理論之下所產出的「活」知識。 

3.去教師脈絡化的研習主題，較難轉化成現場可用的資源 

對於研習的主題內容大都由教育行政單位所指定（饒見維，1996），不是發生在

教室當中的故事與難題的課程，常常脫離教學/教室生態的研習主題（簡楚瑛，1997），

在參與研習的過程中，幼教師常覺得講師所談論的內容與自己教室現場的問題是兩碼

子之事，有隔靴搔癢之感。如此，較難引起教師的共鳴。 

另外，多數研習課程的內容多是一些課程設計、教學技巧與班級經營的相關知識，

但部分講師在講述相關的專業知能之後，由於未提供幼教現場的實際案例，或帶領研

習者有實作的機會，讓幼教師有將所學轉化到現場的練習，致使往往研習過後將研習

資料束之高閣的情形很多。 

4. 幼兒教育主體性的幼教師學習需求調查不足，易與幼教現場脫節 

陳木金等（2011）的研究指出研習課程的主題大都為教育行政單位所指定，不是

根據幼教師的學習需求，但這樣的發現卻和本研究的發現有部分的出入。事實上「全

國教師在職進修網」對於研習課程的規劃乃參酌現場幼教師的意見所規劃，2006 年更

系統性的發放「在職進修學習需求調查研究」的問卷，來獲取規劃在職進修課程主題

的重要依據（教育部，2006a）。唯為了提高問卷的填答與辨識率，內容僅鎖定在課程

與教學的部分，因而較缺乏整全性。在 2006 年的問卷中將課程與教學的主題區分為

領域課程、相關議題、增進規劃統整課程與教學能力、增進教學策略與診斷及評量能

力五大類，在每一類主題之下驢列 10 至 20 個不等的小主題供幼教師勾選。各主題內

容豐富且多元，但五大主題的分類方式乃以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的內涵來區分，五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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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之下的小主題和中小學問卷中（教育部，2006b）重疊性很高，在基本資料的欄位

中更有「任教專長」3的選填，足見具有中小學分科概念的思維。幼兒教育主體性的

調查不足，因而所獲得的資料無法貼近幼教現場，恐非真正的是幼教現場教師所需的

學習需求。 

在「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上的學習需求調查未見 2007 年至 2009 年的資料，2010

年開始至今也只針對高中、高職、國中、國小和特殊教育階段來做調查，獨缺幼教階

段的情形實屬可惜。 

5.未「量身訂做」的進修內容，較難符應各個階段的幼教師專業發展之需求 

幼兒發展有其階段性，而每一個階段各有其不同的特性與需求，幼教師的工作就

是提供適合其特性與符合其需求的課程設計與教學引導。而教師的專業發展也因著教

師所處的發展階段不同而有不同的需求，因而教師在職進修活動的規劃也應配合教師

的發展階段，提供不同內涵的研習或進修活動（林育瑋，1996）。簡楚瑛（1997）就

提到當時在職進修的課程內容不論教師的年資、興趣和專長皆採「統一麵」式的規劃。

例如，對於新手教師而言「幼兒行為處理」和「教保課程模式」的課程，前者的需求

就比後者來得大，量身訂做符合幼教師專業發展階段需求的教師專業發展課程，是目

前的幼教師專業研習課程應該思考的方向。 

6.研習講座多為大學教授，理論與實務的連結性較不足 

研習課程所規劃的講座大多由大學教授擔任，較少有專業經驗的同儕教師（饒見

維，1996；陳木金等，2011）。在學習理論之時若沒有幼教現場的例子來輔佐說明，

常常有「打空包彈」之感，因而整場講座常常讓現場的老師覺得內容偏向理論，無法

與現場的實務有所接軌，理論與實務的連結性不足的情形之下，知識的活用較不易。 

7. 在園輔導的專業成長模式 

為了更有效促進幼教師專業成長，簡楚瑛（1997）提出以教育行政單位、師資培

育機構和幼兒園三方互動與互助的「到校輔導」計畫，藉由幼教師資培育機構的課程

專家入園，為幼教師提供以園為本的課程發展規劃的方式，以促成幼教師專業的成長

並提升幼教教學品質。而 2006 年教育部為因應幼托整合，也開始推動這樣的在園輔

                                                      
3
 按藝術、音樂、遊戲、自然、語文、科學、體能/律動及其他專長來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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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模式（全國教保資訊網，2015a），不但用以提升幼教品質，也提供當時幼教師專

業成長的另類選擇。 

（二）2012 年至今的在職幼教師專業發展樣貌（2012 年以後） 

「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的平台，目前為幼教師從事在職進修提升其專業發展的主要

管道。以下將藉由 2014 年和 2015 年「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中規劃的幼教師在職進

修課程；又 2012 年《新課綱》上路，為了讓現場的幼教師了解並執行新課綱，教育

部便規劃新課綱的研習課程，而由於其突破舊有的研習課程規劃模式，為目前的幼教

師在職進修課程規劃注入一股嶄新的風氣。 

1.加深加廣的專業研習模式 

為了加快新課綱的推廣，讓在職的幼教師對於新課綱的內涵能有所了解與掌握，

並回到現場踐行新課綱。教育部從 2012 年開始規劃新課綱的研習課程與場次，採加

深加廣的方式來規劃研習課程（如圖 2-1），除了有進程性課程的規劃之外，也在讓幼

教師理論的熟習之後再安排實務的實作課程。使幼教師有能力回到現場來實施新課

綱。 

 
圖 2-1 「加深加廣」的課程研習方式 

資料來源：全國教保資訊網（2015b）。104 年度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暫行大綱研習參

加方式。臺北市：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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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部分課程的研習時間有增加的趨勢 

大部分的研習時間大都以 2-6 小時為主，但少數有進程性的課程開始規劃 12 小時

以上的研習時數，例如，在新課綱的推廣課程當中就有從 6 小時、12 小時和 18 小時

不等的研習時數的規劃（全國教保資訊網，2015b）；也有鼓勵利用多媒體與資訊設備

融入教學環境，使教師豐富其教學內容的 18 小時的「行動微電影工作坊」課程。 

3.以教師和園所為本位的教師專業發展規劃 

目前的在職進修風氣相當盛行，對於研習課程的主題與內容，大都依據教師個人

的成長需求，和配合國家教育政策的要求而設計（教育部，2006a）。雖在幼教階段的

「在職進修學習需求調查研究」中斷，但「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提供了教師自我專

業進修研習的規劃服務（教育部，2014c）讓教師可量身訂做屬於自己的專業成長課

程，和在職進修學習需求有著同樣的功能，所以也提供幼兒園自行規劃研習課程，從

研習主題、講師和時間的訂定都由幼兒園自行規劃與安排。而 2006 年教育部開始推

動的幼兒園輔導計畫，是因應幼兒園與幼教師提供客製化的專業成長取徑，也是一種

以教師和園所為本位的專業發展，目前仍持續在進行當中（全國教保資訊網，2015a）。

以教師和園所為本位的教師專業發展規劃成為目前教師專業發展的特色之一。 

4.經驗的幼教師加入研習課程師資的行列 

目前研習課程的師資不再只是大學教授獨攬，不少課程是由有經驗的幼教師擔綱，

因而所授課的內容常常較能貼近幼教現場。也有不少規劃是同一場次的研習是由大學

教授和現場幼教師進行協同授課，在理論的學習過後馬上進行實務接軌，是目前教師

專業發展規劃當中最令人稱道的規劃方式。大學教授和幼教師往往一同在整個研習場

次當中是一同的成長和學習。 

參、幼教師專業發展的限制與本研究的開展 

以下將上述所提及的幼教師專業發展樣貌進行比較，並對今後的幼教師專業發展

提出相關的建議，也為本研究提出證成。 

（一）幼教師專業發展規劃的限制 

1.研習課程內容偏食不均衡 

目前「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的研習課程規劃因為《幼兒園教保專業知能研習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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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辦法》的第五條規定，其課程範圍有學前教保政策及法令、幼兒園主管人員領導及

行政管理、幼兒園課程及教學、幼兒園空間規劃及環境設計、幼兒學習評量及輔導、

幼兒觀察解析及應用、幼兒健康及安全、學前融合教育、教保專業倫理、幼兒園園家

互動及親師關係與其他有助於教保專業知能發展之課程。因而從網站上的資料顯示

2014 年和 2015 年研習課程含括教保專業知能、基本救命術訓練、環境教育、及安全

教育，其中 2014 年規劃的 396
4個課程當中，教保專業知能的課程佔八成之多（教育

部，2014b），而 2015 年規劃的 283 個課程當中，教保專業有 225 個、基本救命術訓

練 17 個、安全教育 29 個、基本救命術及安全教育 4 個、環境教育 1 個及其他 4 個，

教保專業知能的課程也是佔了將近八成（教育部，2015c）。 

《幼兒園教保專業知能研習實施辦法》第五條規定的課程範圍，若和上述文獻整

理所提及具備幼兒發展、學習與觀察評量的知能、具備幼兒課程設計與教學實施能力、

規劃適性的學習環境與發揮班級經營的效能、掌握人際溝通與經營技巧、善盡教育專

業倫理與責任和致力於教師專業的開展與成長的六大專業標準面向進行檢視。有關善

盡教育專業倫理與責任和致力於教師專業的開展與成長並未具體出現在《幼兒園教保

專業知能研習實施辦法》的規定當中，更別說在「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實際的開課

內容。 

2.缺乏以幼教師專業發展階段來「量身訂做」研習課程的意識 

從過去和現在的幼教專業研習課程內容中都發現，並未針對不同專業發展階段的

幼教師提供適合該發展階段的課程。Katz 指出教師的專業發展歷程也是有其階段性，

不同階段也有其不同的學習需求，她把幼教師的成長分為求生階段、強化階段、求新

階段和成熟階段，便提到輔導處於成熟階段的幼教師，其內容要著重在高層次的心理

認知層面（廖鳳瑞譯，1989）。例如提供幼教現場的議題引發幼教師進行討論，在「新

課綱的難題」討論中，讓幼教師們對新課綱的議題有所討論，可以很容易與其目前的

身分與教學現場的問題作聯結，以找出自己的定位來；但這樣的課程內容就不適宜提

供給處於求生階段的幼教師進行學習與探究。以教師專業發展階段來「量身訂做」課

程的概念是目前在台灣的幼教專業發展規劃中較欠缺的意識。 

                                                      
4
「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平台採非同步每小時更新課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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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幼教師專業發展取徑的開展 

1.傳統式和工作嵌入式的教師專業發展 

對於提升在職教師專業發展的課程規劃與實施，Smith 與  Gillespie( 2014, 

p.213-222)提到有兩種流行於 K-12 的專業發展取徑（表 2-5）。傳統取徑的重點在增加

教師個人的專業知識和技能，因而課程的內容多是一系列與教師教學相關的知識與技

能，多採工作坊、研習和研討會的形式，所以其時間較短且大都在學校之外的地點舉

辦。工作嵌入式取徑的目標是針對教師所面對的問題，來藉以改善學生學習，因而其

課程內容都是與學生思考，和學習的議題與教學相關問題，多採實務研究和方案探究

的形式進行，是一種長時間且持續性並在校內進行的方案。 

 

表2-5  

傳統式和工作嵌入式的專業發展取徑 

特徵/模式 傳統 工作嵌入式 

目標 1.增加教師個人的專業知識與技能 

2.介紹新的教學模式與方法 

針對教師所面對的問題，來藉以

改善學生學習 

地點 在學校之外 在學校內 

時間 短時間、時段 長時間、持續的 

形式 工作坊、研習、研討會 實務研究、方案探究 

內容 一系列與教師教學相關的知識與技

能 

學生思考和學習的議題和教學相

關問題 

資料來源：Research o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teacher change: Implications for 

adult basic education (p.215), by C. Smith & M. Gillespie, 2014. 

 

在教師專業發展的研究當中常提到，教師專業發展無效的原因有：課程內容與教

師的動機不符合、短期、去脈絡化、講座形式、轉化到教室實務有距離 (Clark, 2001; 

Guskey, 2002; Smith & Gillespie, 2014; Tinoca & Valente, 2014)，從工作嵌入式的取徑來

看，其似乎完全避免了上述所提的缺失。兩種模式雖有重疊的地方，但具體而言因為

嵌入工作式的教師專業發展的引發是從教師的實務中學習，因而是一種較有效的教師

專業發展方案。以教師為基礎的學習之教師專業發展取徑，是教師專業發展成功的一

個很重要的成分 (Putnam & Borko, 2000)。 

2.有效的專業發展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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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幼兒教育協會(NAEYC,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ducation of Young 

Children )在 1994 年提出有效專業發展的九項原則（1）專業發展是一個持續的過程。

（2）一個有效的專業發展方案是奠基在一個完整的理論、哲學根基和條理清楚

的一個系統性架構之下。（3）一個有效的教師專業發展方案是能對教師個人的背景、

經驗和所處角色的情境脈絡有所回應。（4）有效的教師專業發展方案是在一個能促發

理論與實務連結的架構之下。（5）有效的教師專業發展方案的提供者必須具有適性的

知識和經驗基礎。（6）有效的教師專業發展方案採取的是一種主動的、關注發生在教

師身邊的一種即時的取徑，並能鼓勵成員之間彼此學習的一種互動取徑。（7）有效的

教師專業發展方案是肯定教師現有的專業知能，讓教師有正向的自我肯定感，而取代

用質疑教師目前教學困境的方式，讓教師產生自我懷疑或不適任感。（8）有效的教師

專業發展方案提供教師自我省思的機會；安排觀課學習的方式，並從回饋與討論當中

學習。（9）不論是學生或專業人員，都應參與在自身的教師專業發展方案的規劃與設

計當中。 

以上的九項原則可說是我們在評估教師專業發展活動是否有效的一個參照指標，

是本研究在規劃幼教師專業發展方案的一個很重要的參考。 

3.本研究的幼教師專業發展取徑之開展 

本研究的開展是以工作嵌入式的教師為基礎的專業發展取徑，除了參酌現在的幼

教師專業發展優點並避開其限制之外，將取徑轉向國外及目前流行於中小學的教師專

業發展的趨勢，也將 NAEYC 的九項教師專業發展原則列入本研究在規劃幼教師專業

發展方式的參考與方向。  

因而本研究的在職進修式的幼教師專業發展取徑，將符合幼教師專業發展階段的

規劃重點，以幼教師的生命及教學故事來串連整個專業發展的課程內容，並採協作的

方式意即共同說故事的方式，來獲得具備幼兒課程設計與教學實施能力、規劃適性的

學習環境與發揮班級經營的效能、掌握人際溝通與經營技巧和致力於教師專業的開展

與成長的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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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幼教師專業發展取徑轉向 

壹、幼教師生活世界的關照 

95年度開始為因應幼稚園與托兒所的整合（以下簡稱幼托整合），提升幼教教學

品質，教育部開始推動辦理幼兒園輔導計畫，希望藉由專精於課程、教學領域之學者

及資深幼教人員，進入幼兒園協助教保服務人員，將理論融入實務工作，協助教師解

決教學問題，發展園所教學特色，促進教師專業成長，並藉以提升幼教品質，「這項

計劃堪稱是劃時代之舉。」（林佩蓉、陳娟娟，2010，頁15）。2011年6月29日《兒

照法》頒布，幼托整合開啟了台灣學前教育的新頁。而為促進幼兒身心健全發展，《兒

照法》明定幼兒園應實施教保服務，並請相關學者研擬《幼兒園教保服務實施準則》

及《新課綱》來落實。為協助幼兒園執行課程大綱，102學年度開始課程大綱輔導也

列入幼兒園輔導計畫當中。幼兒園輔導計畫的實施可便於幼教師兼顧實務工作及進修，

是提供幼教師專業成長的另類選擇，是目前幼兒園用以提升幼教師專業發展的途徑之

一（全國有教資訊網，2015；陳欣希，2009）。我也從96年度開始至今一直擔任輔導

學者，進入幼兒園和幼教師們共同經歷台灣的幼教界盛事，和幼教師們踐行幼教改革

之路。2013年在輔導課程大綱的園所中，有幼教師跟我說「難道我們不能把幼兒帶好

就好，幼兒的安全不是才是最重要的嗎？為什麼還要我們做這麼多？花時間來作課綱，

這樣不會剝奪幼兒的受教權嗎？」聽見幼教師發出這樣的怒吼，我思忖著幼教改革到

底對幼教師而言，存在著什麼意義？幼教改革與他們之間的連結為何？他們在想什

麼？ 

 Jackson(1968)在《Life in Classroom》中細緻的描繪了學生每日的生活及對學校

的感受，也指出老師的工作有「此時此刻的迫切性」。但相對於中小學教師的教室樣

貌，在幼教師的教室當中，因為幼兒發展與學習特性的關係，那種立即性且急迫性須

處理的事件更是層出不窮，而有時常常是攸關生命安全的處理。和其他教育階段不同，

幼兒教育是教育與保育並重的教育階段，所以比起其他階段的教師，幼教師有其獨特

性和中小學教師不同，我們從Ayers的《幼教典範－六個傑出的幼教老師》（江麗美

譯，1999）的書中就可以看出這兩者的不同，工作時間長、工作內容瑣碎且繁重，以

及須不時承受來自家長的壓力。在這樣的工作環境之下，幼教師的社會地位卻不被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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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魏美惠，2014），在美國的情形也是一樣（張盈堃，2013；Murray, 2000）。而

私幼教師更是在幼教市場化之下，造成其薪資與福利，與其所背負的壓力與責任不成

正比，讓多數幼教師轉往公立幼兒園，造成私幼教師流動率過大，不合格教師充斥的

情形，而影響了幼兒教保的品質。身為幼教人、幼師資培育者、課程大綱輔導學者的

我，在欣喜台灣的幼兒教育正邁向世界性的改革，成為亞洲地區爭相學習的典範（魏

美惠，2014），並在積極的協助各項改革計畫的推動之時，我卻沒有去關照及正視幼

教師的生活世界。 

Grumet(1992)的自傳文本提供能對幼教師的內心及生活世界進行探照的方法，自

傳(autobiography)的希臘文是由「自我」(auto)、「生命」(bios)「書寫」(graphe)組成， 

是個人對自己生命經驗與歷程的研究。自傳文本是一種對個體經驗與意識的關注，因

為 

 

教師自傳在努力尋找一個真實的、教學的聲音，這個聲音可以將教學的角色和最

深沉的自我聯結起來，這個聲音也可以和他人的聲音相互呼應。（江麗美譯，1999，

頁 217） 

 

Pinar(2004)提到自傳的方式是讓我們慢慢地憶起過去甚至進入到過去，並對未來

進行沉思，那是一種對過去經驗進行分析和對未來進行冥想，為的是能更完整與敏銳

的理解現在與沉浸於現在。Pinar 提出進行自傳探究的方法為回到過去的回溯

(regressive)，想像未來的前瞻(progressive)和對自我分析與擴展的分析(analytic)，最後

是整合與開展的綜合(synthetical)(Pinar, 1994)。回溯是請幼教師返回過去曾發生過的深

刻教學事件，去回想當時發生的情形，對事件當中的人、事、時、地和物進行系統性

的回顧。而前瞻是請幼教師進行類似腦力激盪的方式，去思考與想像自己與幼教相關

的未來，並對自己所描述的未來圖像與作為進行分享。分析階段請幼教師先說明目前

自己幼教相關的樣態，在描述現在時先將過去和未來暫擱一旁，亦即對現在的描述先

不涉及過去和未來，但要對現在和未來進行回應與對話；Pinar 提到： 

 

當將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傳記並列之時，我們可以看到三者彼此之間的複雜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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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的關聯，更可藉以發現未來是如何呈現於過去、過去如何呈現於未來、以及 

現在如何於過去和未來當中。(1994, p.26) 

 

綜合是對自我身分的再概念化，先請幼教師將前三階段的結果擱置，然後靜下心來問

自己「我是誰？我存在的意義？我對幼教的作為與貢獻為何？這樣的貢獻與作為為我

帶來什麼正面的啟發或負面影響？」請幼教師的觀看其身、心、靈三面向的統合，並

藉以對幼教生涯的開展。 

Pinar 自傳式方法論的階段可作為本研究在引導幼教師進行生命與教學故事敘說

的指引與討論方向。 

貳、符合幼教師專業發展階段需求的幼教師專業發展方案 

和人類的發展歷程一樣，不同階段有不同的特性和任務要完成，而我們要提供符

合這個階段發展所需（林育瑋，1996；廖鳳瑞譯，1989），就如同 Sprinthall 與

Thies-Sprinthall 將成人發展應用到教師成長的論點，他們提出教師的成長活動應與教

師目前的認知層次相符合的論述一樣(as cited in Spodek, 1995)。教師的專業發展歷程

也是有其階段性，不同階段所關注的焦點不同(Fuller, 1969)，其學習需求也不同，如

能對幼教師專業發展階段的內涵有所了解，才能決定提供幼教師何種進修研習的內容

和形式，量身訂做符合這個階段的幼教師的專業發展方案。 

一、Katz 的幼教師發展階段 

Katz (1972)將幼教師的專業發展階段分為求生(survial)階段、強化(consolidation)

階段、求新(renewal)階段和成熟(maturity)階段。求生階段通常發生在任教的第一年，

這個階段的教師所關心的是如何度過每一天，如何在每一天當中生存，而持續進行教

學。處於這個階段的教師所需要的是精神上的支持、理解、關懷、導引與肯定，在教

學時若能有一位資深教師進行協同教學，或一位常駐在教室內的輔導人員，隨時提供

現場的輔導，可盡快的協助教師度過這一段求生期。求生期教師的關注點在自身，但

強化期的教師已將關注點轉移到個別孩子與教學問題的處理上，由於強化階段的教師

已能利用第一年的現場經驗，依樣畫葫蘆的運用在第二年的教學當中，因而已不再懷

著惶恐與無助的心情。強化階段和求生階段一樣，這個階段的教師還是需要有一位資

深的協同教師，或輔導人員在現場提供即時的支援之外，可將教學相關的問題在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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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的時間和輔導人員進行面對面的探討；另外，也可加強教師和同儕的接觸與對話，

一方面可促進自己的成長，同時也可從別人的故事當中減輕挫折感。處於這個階段的

教師需要有多元的接觸以累積經驗增強自信心。通常任教三、四年後，教師會對於一

成不變的教法開始有突破的想法，而進入求新階段，除了繼續同儕之間的學習之外，

這個階段的教師會主動參加研習課程，加入專業團體進行專業的學習，並擴大學習的

視野從園內擴展到園與園之間的學習，而幼教專業相關的期刊、雜誌和影片也都可提

供其專業的成長。而成熟階段的教師，已能認同自己的幼教專業身分，並以身為幼教

師為榮，對於專業的發展需求已邁入高層次的認知需求，研習課程的內容應著重在提

供教師進行思考與反省的規劃，教學知能傳輸的研習內容與方式已不能滿足這個階段

的需求，進行教師背後所存有的信念與哲學觀的思辨，較會為這個階段的教師所接受，

我認為參加專業的座談、研討會與工作坊的方式，可讓幼教師透過發聲與對話來釐清

自己的教學觀，並進行解構與建構的機會。 

二、Vander Ven 的幼教師專業發展階段 

Vander Ven(1988)從成人/職業發展、生態系統、認知發展與終生學習的觀點，提

出幼教師專業發展五階段：新手(novice)階段、萌發(initial)階段、獲知(informerd)階段、

統整(complex)階段和影響(influential)階段。 

處於新手階段的幼教師常出現非專業行為的情形，對於現場教學常以個人偏好和

線性思考的方式從事判斷與決策，對於幼兒的行為因為自身經驗和專業度不足的關係，

常不假思索地會出現一些有違幼兒教育與幼兒發展的處理方法。例如，對於因分離焦

慮而哭鬧的幼兒，常不去探究其背後的原因，也未給予充分的關愛之下，會有失去理

性的說出「閉嘴、不要哭、不哭我就帶你找媽媽」之類的處置情形。對於這類的教師

須要有一位經驗教師來帶領，和對其非專業的行為進行高度的輔導，因而新手階段的

教師會建議是以助理和助手的身分與幼兒接觸。和新手階段的教師一樣，萌發階段的

教師通常也會建議是助手的角色，他不但可以協助班級教師進行班級的事務與教學，

班級教師也會提出必要性的專業建議與輔導；處於這個階段的教師由於已開始顯現出

對幼教工作的委任之心，而對專業的學習抱持正面與積極的態度，因而在他身上會出

現「有專業度」之感；但這個階段的教師還是需要有經驗教師進行高度的輔導與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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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持續的進行專業的教育和訓練，並從事個人的發展與輔導，如此將可協助其邁向

下一個專業階段 

Vander Ven 提到通常新手和萌發階段教師的教育程度是副學士學位，因而其經驗

和專業度較不足，而獲知階段的教師通常至少已取得學士學位，informed 意旨是具備

知識的，因為對於幼教與發展的背景知識較完整，也較能利用所學運用於幼教現場，

因而這個階段的教師被認為是具有幼教專業的人士；處於這個階段的教師已經從線性

和具分離性的思考方式轉為較具彈性的思考，亦即對於事情的看法、從事的教學活動

或相關決策，不再是依據主觀、個人喜好和過去的經驗，而是以事實根據、知識背景

和資訊做為判斷的主要依據；不過獲知階段的教師所接觸的面向還是只停留在幼兒的

部分，因而在專業成長的部分可著重在自我信心與價值的提升，和整個幼兒園、教育

脈絡與系統的了解；相較於前面的階段，獲知階段的教師較會主動積極做自我、生涯

與專業的思考與成長。整合階段的教師在幼教現場已經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了，不但

具有學理的知識，也從實務上累積很多實踐知識，並能將理論與實務進行接軌與統整；

這個階段的教師不再只是教學現場的教師，他也可能從事行政事務處理、課程的領導、

幼教行銷甚至會為推動幼兒權益政策而奔走，他們已能從事獨立性和批判性的思考；

因為其扮演著領導與督導的身分，所以「高品質的幼教」是整合階段的教師所具有的

使命，因而加強並鞏固更高層次的專業知能，與對自身幼兒教育思維的辯證是這個階

段專業發展的重點；Vander Ven 提到整合階段的教師至少都具有學士以上的學位甚至

是碩士學位，有的也朝攻讀博士學位做預備。影響階段的教師大都已進入到中年或中

年以上的年紀，在幼教領域扮演著多功能、多元甚至是關鍵性的角色；這個階段的教

師是自我導向的實務工作者，常具有導引、決定和領導者的身分，而對於其決策從不

會有猶豫和辯護的情形，具有高度的自主權；但由於其決定會具有標竿的效果，因而

當整合階段的教師若在專業與自我的成長未能與時俱進，作調整與更新的話，反而會

出現負面的成長以及影響幼教的發展。 

 

Katz 與 Vander Ven 兩者對於幼教師專業階段的分類雖有不同主張與論點，但彼此

之間還是有所關聯甚至是部分重疊之處（圖 2-2），在 Vander Ven 的分類中其實已涵括

Katz 的四階段，Vander Ven 的新手和萌發階段處於 Katz 的求生期，但萌發階段某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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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也是處於 Katz 的強化期；而 Vander Ven 獲知階段的教師是處於 Katz 的強化期和

求新期；而 Katz 的成熟階段已包含整合和影響階段。 

 

 

 

           

  

 

圖 2-2 幼教師發展階段圖 

 

本研究的8位協作者的幼教師資歷在20至23年之間，這些教師都具有學士學位，

有一定層度的專業理論背景，也具豐厚的實務經驗，除了兩位沒有行政工作資歷之外，

其餘皆有擔任行政、保育和教學組長的經驗。若對照上述的幼教師專業發展階段，部

分教師處於 Katz 的求新和成熟階段，而部分教師處於 Vander Ven 的獲知和整合階段

不等。是以，8 位幼教師已經累積了相當多的實務經驗，根據 Katz 和 Vander Ven 的理

論指出，教學知能傳輸的研習內容與方式已不能滿足這個階段的需求，應規劃教師進

行思考與反省的課程活動，因而本研究乃藉由幼教師敘說其經驗故事的方式，讓幼教

師得以對個人經驗有所反思，並且再以同儕和專業文本對話的方式，進行個人經驗與

理論的思辨，使個人知識得以形成公共知識，更可透過回觀經驗故事的方式，對未來

有所展望。因而，了解並檢視幼教師專業發展階段，可以了解幼教師的專業發展歷程

與需求，就可藉以規劃符合其需求的幼教師的專業發展方案。 

參、從專業角色朝向身分認同的可能性 

 

以「教師作為一個人」為專業發展取向的觀點，已從教師專業的描述和規約性的

意義，轉而重視教師專業生命發展中的專業自我認同，並且視「發展」為過程而

不是既定的標的；不再重視「專業角色」的客觀界定問題，而聚焦於身分認同的

探討。（周淑卿，2004，頁 143） 

 

Goodson(1991)指出教師專業發展應再概念化，將視教師為實務(teacher-as-practice)

Katz        求 生 階 段 強 化 階 段 求新階段 成熟階段 

Vander ven  新手階段 萌發階段 獲知階段 整合階段 影響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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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向視「教師為一個人」 (teacher-as-person)。前者較是以角色來看待教師，是以社會

期待和規範，來界定以及要求教師的標準，將教師視為是一個集體的角色（周淑卿，

2004）；而後者是以成為一個人來看待教師，Goodson跳脫「教師角色」的概念，強調

每一個教師的生命經驗和背景脈絡各有不同，都會影響其教學和實務，由於「lifestyle」

（生命模式）的不同，所以教師應被視為是獨特的個體，他建議應去關注教師的聲音，

去探尋其成為一位教師之路，是教師身分認同發展的尋繹。 

而在第四版的《教學研究手冊》（2001）(Handbook of Research on Teaching)中，

Richderson與Placier借用Chin和Benne的三種變革的策略：實徵－理性取向、權力－強

制取向、和規範－再教育取向，分析過去有關「教師改變」的研究，其指出權力－強

制取向較少運用在教師改變當中，其中實徵－理性取向的改變策略常源於學術或專業

研究的學者，提出一套新想法和新行為，而透過線性的方式傳輸給教師，並假設身為

理性的人類應能學會這套新想法及做出這套新行為，否則就會被視為是抗拒的表現，

由於改變是外塑的，所以在這種取向中的教師改變通常是相當痛苦和困難的。規範－

再教育取向的改變策略，是以自然主義的觀點來看待改變，因為實徵－理性取向的失

敗，加上現象學和詮釋學的興起，個人如何看待他的生活和工作，並且去創塑意義的

觀點，是這個取向的重點，其假設改變的產生是透過對於自身的信念和實務工作的深

度反思，其過程是去理解一個人的信念和知識，然後再去決定是否需要改變，而在這

種過程當中對話是一個重要的關鍵，這種對話是發生在自身和其他教師、及其他人之

間的論述中。規範－再教育取向的教師改變也是一種跳脫「教師角色」而探尋「教師

自我」（黃騰，2005）的取徑，亦即教師的角色是透過自我而建構，不是別人口中的

教師角色，是具有主體性的教師身分認同。Giddens 提到的「自我反思性計畫（The 

reflexive project of self）」或敘事計畫是去回溯過往的生命經驗，而去找到自我身分

的認同，而因為自我認同是會隨著生命的每一個當下所經驗、體悟到的事物而不斷改

變其內容的，因此人們在每一個當下都會擁有不斷變化的屬於他自己的個人生命敘事 

。身分認同過程的探尋就是自我實現的過程，身分就是由流動的生命敘事所組成，人

活著的每一刻都必須重新進行自我反思，這樣持續而無所不在的自我反思，因此人們

不再是被動的接受將發生的一切 (Goodson,1998)。自我反思性計畫或教師敘事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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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探尋與建構教師身分認同參考，是一種以教師為主體的專業發展計畫。 

教師身分認同的議題是形塑教學的關鍵，但卻為大部分的師培教育所忽略(Alsup, 

2006)。教師身分認同是「我是誰？」的問題，是對「我如何成為一位老師？」、「我

是一個怎麼樣的老師？」以及「我對自己身為一位老師的看法為何？」的探問，是對

教師身分的探尋與建構，這對教師專業發展會有所開展，因為「若我完全不知道自己

想要成為一位怎樣的老師，或不知道老師的身分與角色為何？那我如何能進入我的教

師生活？」 (Alsup, 2006, p.3)。所以，對教師的生命經驗及其教師經驗脈絡有所關注，

可以讓幼教師有更多思考、看見和詮釋自己的機會，而讓其彼此之間有更多的反身性

的對話，這樣的教師專業成長，呈現的是一種動態且立體的畫面，而不是一個線性固

定化的專業成長（歐用生，2010；Moore, 2007）。 

肆、敘事式幼教師專業發展 

一、敘事式知識 

Munby、Russell 與 Martin (2001)提到「教師知識」的分類開始於近 20 年間，在

教學與教育相關的研究中被提及，以下將從「教師知識」(teacher
，
s knowledge)的概念，

來探尋教師專業發展的內涵。眾多學者對教師知識做分類，其中 Shulman (1987)的教

師知識分類是最經典的，他將教師需具備的知識分為：學科內容知識、一般教學知識、

課程知識、學習者背景知識、教育背景與脈絡的知識、及教育的價值、目的的知識。

而Borko與Putnam在《教育心理學手冊》 (Handbook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1990）

中從教師「學習去教」（learning to teach）來關注教師知識，其精要 Shulman 的分類

架構並參酌相關學者的研究，將教師知識分為：一般性的教學知識和信念，是關於教

師對於教學、學習、和學習者所存有的知識和信念；學科教材的知識和信念，是有關

於任教科目知識的組織內涵；而教學內容的知識和信念，包含對所教授科目知識與學

生的意義與重要性、和關於該學科所存有的思維；而「另類的教師知識形式」 

(alternative frames of teacher knowledge)，在說明上述的分類架構對於教師知識可能會

有的限制，而有著「情境知識」 (situa ted knowledge)、以教學事件為主的研究

(event-structured knowledge)、個人實務知識、及行動研究知識取向的教師知識觀點。

而 Fenstermacher(1994)則將教師知識分為正式的教學知識和實務的教學知識，而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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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被認為是有效教學的知識，後者是指從教師的教學經驗可以探尋出某種知識，相

信教師知識是源自於身為教師本身的教學經歷，而這樣的知識可以透過教師本身的實

務和教學現場，來獲得的一種暗默性知識，實務知識想了解的是「教師知道什麼？」。

實務知識和另類的教師知識形式有著同樣的概念，我認為可以補充 Shulman 對教師知

識分類的不足之處。教師知識的分類擴大並超越專業知識內涵當中的論述，另類的教

師知識形式可說是教師主體性的展現。  

上述所指稱的另類教學知識當中，Clandinin(1985)提到的個人實務知識是本研究

的關注重點，她肯認教師是一位有知識(knowledgeable)也是能知者(knowing)，教師個

人的實務知識是由個人的背景、教學的脈絡和敘說當中產生，是在個人過去的經驗、

現在的心智以及在未來的計畫和行動當中。這樣的知識是形塑於情境當中，這樣的知

識之所以能被建構和重建，主要是透過教師回觀和重說故事的歷程並進行反思而產生。

這樣的教師知識是一種對自我的教學意象，與身為教師身分想像的覺知知識，而這樣

的知識可以透過讓教師說自己的生命/教學故事而產生，因為透過教師的聲音，我們可

以發現其是如何建構其教學和專業知能(Goodson, 1998)。這樣的教師知識是教育與學習

的「擁有論」以及「存有論」中的存有的觀點，亦即教師知識的產生不僅只是可以透

過傳輸式的擁有模式，更重要的是透過參與、互動和討論式的學習模式（王秋絨譯，

2002）的知識獲得歷程。 

亞里斯多德提出三種思考/知識(thought)的形式：知（理論）、行（實踐）和創造

（感性）(Irwin, 2004) ，而 Eisner (2005)也提出知識和教師知識種類有技術性知識、

實踐智慧和藝術性知識，技術性知識是一種關於真實、特定、普全的知識，實踐知識

是在實務生活上的知識，而藝術性知識比起實踐知識的慎思更多了即興式活動，認為

教學是一種藝術，是一種美感的經驗課程，其鼓勵教師應有更多藝術性知識的素養，

對於其教學會有所提升。而技術性知識可說是正式知識，藝術性知識的即興式活動所

產出的知識我認為也是一種實踐知識，只不過藝術性知識更強調的是教師在進行教學

之時，應有著與所相遇的人、事、物，有著存在感的意識與覺知，這樣所產出的知識

是一種具脈絡化的知識，才是具有美感的教學，所以 Eisner 才認為與實踐知識是不同

的。Eisner 的藝術性知識影響著近來流行的以藝術為本的教師改變，乃藉由深度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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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或他人的經驗，來促發教師專業發展；當教師使用以藝術為取徑的文本策略去反

思他們的經驗和邀請其他人去回應這些探究，如此的視野可以被改造、師培教育和人

類的學習可以因而被更新(Diamond & Halen-faber, 2005; Diamond & Mullen, 1999)。我

認為 Clandinin 的個人實務知識和 Eisner 的藝術性知識有著同樣的概念，藝術性知識

是來自於教師個人的實務經驗，所以也是一種實務性知識。因為兩個人都指出這些概

念都是受 Dewey 的「藝術即經驗」的引發與影響而來(Clandinin & Huber, 2002；Eisner, 

2002)。 

Lyons 與 LaBoskey(2002)在《Narrative inquiry in practice: Advancing the knowledge 

of teaching》中的〈敘事認知的宣稱〉的章節中指出，Bruner 提出思考或認知運作有

傳統的邏輯科學模式和敘事模式兩條途徑，前者是處理「如何去知道事實」的問題，

而後者是處理「經驗的意義」的問題，而敘事是同時由行動和意識兩個架構而成，亦

即對我們所思、所想、所覺進行運作。而這樣敘事式的認知也是透過回觀教師的實務

故事而來。是以，本文將藉由敘事途徑所獲得的知識稱之為「敘事式知識」。這樣的

知識可視為是致力於教師專業的開展與成長的幼教專業標準的相關知識，是本研究希

望幼教師能有所建構的知識系統。 

二、敘事式知識的特性 

敘事式知識源自於教師的經驗，Grumet (1992)指出一個人和所在環境的人、事、

物相遇，所組成的對話，即稱為「教育經驗」是極具脈絡化的。而「教育經驗」之說

源自 Dewey《Experience and education》一書，他強調「教育是在經驗中、透過經驗、

和為了經驗的一種發展過程」（1963, p.17），並提出了經驗的連續性和交互作用兩個判

別的標準。而 Clandinin 與 Connelly （2000/2003）受 Dewey 的啟發，發展了「三度

敘說探究空間」他們指的是個人和社會（互動），過去、現在、未來（連續），和地點

（情境）的概念，說明著任何的故事內容都具有時間的向度，並放在個人或社會的互

動之上，而且是發生在特定或一連串的地點上。亦即在故事/經驗的敘說之時三個應關

照的面向，我認為是構成故事內容的三個重要且必要元素。而 Riessman(1993）引用

Labov 說明一個完整形式的敘說結構包含：摘要（敘說內容的總結）、定位（時間、地

點、情境、參與者）、複雜的行動（事件的次序），評估（行動的獨特和意義性、敘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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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態度）、解決方式（最後發生什麼事）、結局（回到對現在的展望）等六個元素；

並說明敘說的形式是具脈絡和意義的。所以強調是個人將經驗賦予意義的主要方式。

因之，透過敘說經驗/故事所獲得的敘事式知識會具有以下的特性。 

 1.脈絡性（context） 

脈絡是認知心理學家在說明人認知過程時的常用語，說明人們在認知客觀事物時 

，對客觀事物所具有的前後、上下、左右等各種背景關係（國家教育研究院，2014）。

在看一個故事時我們常常會去了解主角是誰？他所處的環境背景為何？他週遭有哪

些人？他們經歷了什麼事？他們的看法為何？都說了什麼？做了什麼？影響了什麼 

？敘說就像蜘蛛在吐絲結網一般，每次吐絲要結的網都是在前一個連結點的基礎之上 

，一絲一線一點一滴慢慢編織而成，敘說者就像蜘蛛一樣，每一段的敘說和每一段的

故事都必須包含人物、環境、時空和背景，這樣才能有一完整的故事圖像。在賴誠斌、

丁興祥（2004）一文中故事中的主角番薯藉由自我敘說慢慢的一片一片的拼貼出自己

的生命經驗，因為具脈絡性的呈現出她父親和母親的故事線，所以當聯結到番薯自身

的故事線時，她才對自己生命視界有所看見與轉化。 

2.詮釋性（hermeneutic） 

詮釋是對於意義的理解和解釋（劉貴傑，2005）。當我們在說故事之時，就如同

一趟尋求，一種再度尋求的旅程，是在作經驗的經歷其重點在理解並將經驗創塑意義

（蔡敏玲、余曉雯譯，2003）。而將經驗意義化就是對經驗的一種詮釋，同樣一個事

件每個人的詮釋會有所不同，且這樣的詮釋與解釋是一種「敘事的真實」，而非「歷

史的真實」 (Spence, 1982)。這樣的詮釋會回過頭來影響敘說者本人，而敘說者更會

因著對未來有不同的視界。所以根據「狄爾泰的觀點，理解和解釋歷史文本不但是回

顧過去的歷史，而且也是開創未來的歷史。」（劉貴傑，2005，頁 5）。范信賢與黃茂

在（2003）在＜課程改革中教師關心什麼？－教師敘說的探究＞一文中，邀請十二位

國小教師敘說他們參與「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課程改革的經驗，因為

讓教師們有發聲的機會，我們得以有機會了解課改中教師的想望、關懷與難題，在詮

釋性元素之下我們看到對於課改事件產生多元的聲音，但透過研究者的詮釋我們也可

從中發現，並拼貼出教師眼中的課改圖像，而對課程改革有生成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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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反思性（reflection） 

LaBoskey(2002)帶領實習生透過說故事的方式，他發現教學是極其脈絡化與複雜

性的，藉由持續性的敘說我們的教學故事與經驗，可以協助新手教師去了解不只是課

程和教學的策略與技術，更重要的是對自身的信念與實務有所反思。因為「敘事是一

種將生活故事進行回顧、反思、與重新觀看的方法」(Ritchie &Wilson, 2000, p.23)。而

Schon（夏林清譯，2004，頁 142）也指出 

 

故事敘說與故事分析能夠催化一種反映的進行，因為它涉及了一種引導實踐的隱

藏性建構。故事指出了深層的信念與假設，而這是人們常無法以命題或概述形式

來訴說，但卻是引導它們行動實踐理論及深刻持有的意象。 

 

是一種「對行動的反思」意識的覺醒。 

我認為反思性是敘事式知識最重要的特色，是教師知識中最經得起考驗和帶得走

的能力。它提供一種再詮釋性、再更新以及對我們的生活有不同眼光的可能性，是促

發教師改變的「行動」之關鍵。 

4.行動性（action） 

「覺醒」在 Paul Freire 的教育理論當中，對敘事如何能成為一種行動，提供一個

有力的論述(Ritchie &Wilson, 2000)，Paul Freire 的覺醒教育中，因為讓學習者有了文

字的力量，才有通往世界的路徑（行動）；而 Bruner 也提到敘事是由行動和意識兩個

架構組成(Lyons & LaBoskey,2002)。我認為行動力是敘事式知識的精髓與價值所在。 

我在＜我的幼稚園輔導之旅：一位輔導員的覺醒與行動＞（張素貞，2014）中透

過自我敘事，敘說自己投入幼兒園輔導五年（2007年－2011年）之經驗，而藉此產生

覺醒，並將行動帶入之後的輔導方案中。在＜原住民幼兒教師身分認同之探尋＞（張

素貞，2015）中，三位原住民幼教師透過相互敘說而展開族群文化的尋繹，我也在與

他們生命經驗的相互關照之下，探見自己在她們生命當中駐足的角色與意義，而引發

對自己身分的跨越與解構，因著覺醒而帶出再視「原」「漢」學生之時眼光的覺醒與

批判、在教學與研究中來回越界，以及在場域之中實踐關注經驗與脈絡的敘事分析之

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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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生命性（life） 

由於敘事式知識是來自於生活故事當中，是具脈絡性的對每一個生命個體有所關

注，翁開成（2005，頁 27）提到 

 

生命本是豐富的、層層面面的、生動的，......。而心理學......為了追求所謂的「科

學化」......，將人客體化、簡約化、分解化、並去脈絡化。......。生命的敘說與書

寫，紛紛在關心生命的不同領域冒芽，生命又終於有了機會，呈現其空間性與時

間性的豐富、細緻、深刻與完整。 

 

劉美慧（2009）也提到 

 

敘說過程得以讓學生重新看見自己…。敘事的確是一種力量，也相當具有感染力，

透過不同背景者生命經驗的相互關照，得以看見經驗的流動與結構的限制。（頁

xix）。 

 

所以，我認為敘事式知識之所以能在眾多教師知識中脫穎而出，是因為其極具生

命性的特點。 

三、敘事式的教師專業發展方案 

Greene 在《Stories Lives Tell》的序言中提到「說故事在今日到處都是，敘事透過

各種方式被展開和探究。」說故事可以讓我們去思考到我們知道什麼？我們如何知道

和我們關心什麼？(Witherell & Noddings, 1991, p.ix)，可以藉以了解自我的工作及其存

有(Goodson, 1998)。因為在敘說故事時包含了「互動（個人和社會）」、「連續（過去、

現在、未來）」、和「情境（地點）」的三個空間（蔡敏玲、余曉雯譯，2003），而個人

透過這樣的方式可以「將生活故事進行回顧、反思、與重新觀看」(Ritchie & Wilson, 

2000, p.23)，所以故事也流行於教育研究當中，認為是教師求知的一種方法，就如 

Clandinin(1985)稱之為「教師個人實務知識」，這樣的教師知識是一種對自我的教學

意象，與身為教師身分的想像的覺知知識，這樣的知識可以透過讓教師說自己的生命

/教學故事，因為透過教師的聲音，我們可以發現教師如何建構其教學專業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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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son, 1998)。所以，藉由敘事來提升教師專業的取徑，我將之稱為敘事式的教師

專業發展。 

本研究將從國內外的敘事研究文獻中，爬梳出敘事式專業發展取徑，在 Smith 與 

Gillespie 提到的傳統專業發展取徑和工作嵌入式專業發展取徑之外，提出另一種教師

專業發展的可能性取徑。其兼具脈絡性、詮釋性、行動性和生命性的知識特色，所以

有別於一樣是「以教師為基礎的學習」的工作嵌入式的取徑。 

（一）美國的相關研究 

北美的學者 Jean Clandinin和Michael Connelly從教師知識的關懷提出個人實務知

識的論述，他們和教師們一起從事探究，鼓勵教師透過敘說與書寫其生命/教學故事的

方式，藉由反思的歷程意義化其過往的經驗，而建構並重建其個人實務知識，所以敘

事是描繪人類經驗現象的一種方法，它是一種現象也是一種方法(Connelly & Clandinin, 

1990)，它是研究者和參與者在時間、地點、和社會互動的三條軸線當中，共同織結

並建立起來的合作模式。她們是引領教師共築和開展經驗和敘說之旅的領頭羊。

Ritchie 與 Wilson(2000)指出一般在論及教師專業發展時，總是集中在對於內容知識和

教學知識的探究，而不去思考個人的價值。他們認為透過敘事，我們可以看見經驗被

重構與再思的歷程，因而經驗可以視為理論的來源之一。其說明身為教育工作者，我

們不能去忽視個人和專業認同的交互作用，或是在從事批判反思之時，去排除經驗和

教師發展之間的影響，而逕自對課程、學生和教師有所描繪與想像。於是他們採協作

敘事的方式，藉著社群之間的反思、監測、和對話，而達到持續的覺察和覺醒，讓自

己更有意識的去覺知與批判自己的教育信念與假設，而有所反抗與修正。透過敘事來

體現（具體化）教師知識的取徑，已變成是教師專業發展的有力途徑，教師可以藉此

對其個人和專業的生命，有更深一層的看見、覺醒並有所修正與行動。Lyons 與

LaBoskey(2002)肯認敘事是一種探究也是認知的方法，在《Narrative inquiry in practice: 

Advancing the knowledge of teaching》擔任主編的書中，敘說一群教育工作學者透過自

我書寫或協作團體的方式，來提升自己的教學知識。Schubert(1991)提出「教師傳說」

的意象，說明是教師對於其教學相關的知識、信念、觀點和理解的研究，他進行一個

協作的「教師傳說方案」邀請教師們分享其教學經驗並進行知識的建構，他強調敘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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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中反思的重要性，更說明故事不只要書寫下來，更重要的是要藉由協作和對話來

探究或研究之。Elbaz-Luwisch(2005)在《Teacher voices: Storytelling and possibility》中

強調教師發展和教師知識的精進是逐漸發展的，透過故事我們可藉以了解教師是如何

學習和發展，是如何去獲得對教師身分的覺知。其指出「敘事認同」的概念，說明敘

事中的「對話」是由多元聲音所組成的，我們可藉由分析這些聲音啟發教師認同的發

展，亦即透過敘說生命/教學的故事，可以形構教師認同促發教師的專業發展。而

Alsup(2006)的《Teacher identity discourses－negotiating personal professional spaces》也

是透過敘事探究的取徑來了解教師身分認同對於專業發展的重要性。 

綜上所述，透過敘事探究的途徑來理解教師個人實務知識，並建構和重建教師知

識之教師專業成長途徑，一直在美國的教育研究當中蓬勃發展，相關的集結成冊的書

籍多不勝數，所以 Greene 才說說故事在今日到處都是。 

（二）台灣的「幼教故事」學術研究 

台灣的敘事探究也在教育研究領域有著十幾年的歷史，尤其在本土課程與教學領

域的發展，其中以學位論文為最大宗，是以教師生命史研究開始的研究，目的在彰顯

教師的主體性，在進行自我反思與批判之餘能對教師身分有所更新；教師及教學故事

的重說目的在建構與重建教師知識，並進一步修改教師的腳本，而產出下一波的行動

變革（莊明貞，2005）。而這波風潮也在幼教界引發效應，以下將收錄台灣國家圖書

館的幼教之博士學位論文及期刊論文，藉以了解其在幼教學術領域中的概況，以供本

研究進行的參考。 

1.研究的數量 

資料的搜尋以 2016 年 5 月以前在國家圖書館網站收錄，論文名稱和關鍵字為「幼

教」、「生命史」與「敘事」，因為要進行內容的分析，所以博士論文以有電子全文的

為主，而學術期刊的資料也於搜尋之後全數獲得全文。博士學位論文共獲得 10 篇，

期刊論文 20 篇，之後再進行資料的過濾將非幼教、生命史和敘事的論文刪除，得 3

篇博士論文，期刊論文 7 篇，共獲 10 篇。 

2.研究內涵分析 

教學研究主要有「過程－結果」研究和「教室生態」研究兩種典範(Shulman,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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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主要是由大學校院的研究者執行研究，而教師是使用這些研究結果的消費者，是

一種由外而內的觀點研究(Cochran-Smith & Lytle, 1993)。而生命史與敘事取徑的研究

是屬於教室生態研究，但若再去深究教室生態研究會發現其有兩種不同的運作方式，

一是由教師從事自我的研究，一是由研究者主筆進行以教師為研究主體的研究。在 10

篇論文當中有1篇是幼教師自我的研究，而其餘9篇都是以幼教師為研究對象的方式，

Cochran-Smith 與 Lytle(1993)指出以教師為研究對象的方式，有時會忽略教師在生產

知識過程當中的角色，因為雖是研究教師聲音，但研究報告的最後結果卻是研究者的

觀點，是研究別人故事的方式，因而從內涵上來看還是屬於「由外而內」的研究。

Cochran-Smith 與 Lytle 就倡導「教師研究」一種由教師主導與執行的研究，是針對

教師教學實務問題所進行的研究。 

但不論是藉由幼教師自身的發聲，或聆聽他人敘說他們的生命/教學經驗，因為敘

事可作為理解教師知識的途徑(Clandinin & Huber, 2002)，經過生命史與敘事探究的歷

程，這些故事已不再是隱晦和私我的知識，其已躍上公共知識的範疇，其產生的是生

命史的敘事性教學知識，都能為幼教實務（胡美智，2011；張純子，2014）和幼教師

的專業發展（胡美智，2013；張純子，2009，2010a，2010b）帶來更貼近幼教現場所

需求。 

在張純子（2009、2010a）和胡美智（2013）的研究中都說明教師身分認同建構

的多元與脈絡性，並強調生命故事的敘說開展教師專業成長的可能。而張明麗 (2003) 

與倪鳴香（2004）分別探究幼教師的生命經驗與故事，發現生命史的回溯可以彰顯出

幼教師主體生命的意義，也能讓其對既有的身分進行轉化與超越的可能。邱慧芳（2010）

以一名男性幼教主管為生命故事敘說的主角，透過生命故事的敘說並從中探尋出幼教

專業發展與園務管理的實務價值；而鍾怡靜（2014）也透由自傳史進行自我課程意識

與教學實踐的開展。 

另外，在 9 篇以幼教師為研究對象的論文中，有 2 篇的研究者表示因著研究論文

中個案教師的故事，也引發研究者回觀自己在幼教現場的故事，而形成了與個案教師

互相參看與產生共振的學習效果。而其實以教師故事為研究內涵的研究，是協作敘事

的一種概念，Butt 等提到「教師合作而形成的知識具有合法化、公共化和價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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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p.56)。但它還有另一種重要的意涵是研究者和參與者之間的共享與互惠(Hord, 

1986)，亦即參與者在整個研究當中不僅只是一位資料提供的客體而已，他是研究的

主體，研究應該為參與者帶來實質的意義，參與者應該於研究當中有所增能，在 9 篇

論文有 1 篇（胡美智，2011）就提及研究參與者因著參與研究，而對於自身的專業有

所提升或是對其幼教師身分有所開展。 

綜上，研究者認為在以協作敘事研究的方式中，研究者應加強與研究成果或個案

教師進行聯結，或論述因著研究而引發的參看；另外，在研究互惠與共享的概念之下，

應多關照研究參與者於研究歷程當中的覺知與對生命與教學相關的開展。而都這些都

是指引本研究進行與運作的核心重點。 

 

而台灣的幼教故事除了在博士及期刊論文可探尋其蹤跡之外。中華民國幼兒教育

改革研究會（以下簡稱「幼改會」）於 1997 年開始舉辦的年會暨學術研討會，也在肯

認幼教師經驗的價值，並鼓勵幼教師研究讓經驗與理論進行連結的概念之下，以幼教

師說自己故事的方式，提供幼教實務工作者進行實務經驗的分享與討論的平台（陳淑

琴，2008），希冀提升幼教的品質與促進幼教師專業的成長。2003 年更出版論文集《來！

說我們的故事》（2003）內含發生在幼教師生命與教學現場的故事；而《開往夢想花

園的九班列車》（2009）是九個幼兒園教室的精采故事。林佩蓉（2003）提到若幼教

師能透過敘說其每日教學例行性活動，可藉以產生自覺，而找到自我的身分定位，並

不斷的自省讓自己具備課程與教學意識，進而找出自己的盲點，轉化教學瓶頸，最後

強化自己的專業知能。2003 年《來！說我們的故事》的副標題是－幼教師的專業成長，

而 2009 年《開往夢想花園的九班列車》的副標是－構築幼兒學習的課程故事，分析

這兩本論文集的內容發現，除了 2003 年的論文集內有針對讀書會、說故事和自傳取

徑促進教師專業成長的論述之外，每一篇幼教故事的結構都是故事敘說之後，接下來

進行討論與反思，而之後會安排幼教專家進行該故事的後設分析與評論，將故事當中

所蘊含的教學與實務「秘笈」與理論進行對話與辯證，讓個人理論形成公共的理論。

所以，說故事在台灣的幼教現場到處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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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協作敘事取徑的教師專業發展 

 

在知識社群裡，教師可以確認和鞏固他們個人與專業社群成員之經驗。在過程當

中的張力會使得教師對於經驗進行重訪、再評估與更新......。這樣的一種經驗探

究可以讓教學實務具透明，並讓知識更具公眾化，如此的經驗將會更具深刻與意

義。(Craig & Olson, 2002, p.116-117) 

 

壹、協作敘事的意涵 

「協作」(collaborative)和「合作」(cooperation)不同，合作是雙方同意一起工作，

一方希望獲得另一方的協助，但協作是雙方有共享與互惠之義，它強調的是彼此相互

之間的關係(Hord, 1986)。在教師文化的文獻當中，會提及協作的教師文化是較為理想

的教師專業發展取徑（王建軍、黃顯華，2003）。Hord (2004)指出這樣的協作因為具

支持性、援助性和分享性的學習關係，而學習就在人與人之間，支持、援助和分享之

間，相互交織作用和共構而成，比起傳統孤軍奮鬥的學習方式更具人性與成效。 

Richderson 與 Placier（2001）分析過去有關教師改變的文獻，並提到有關於教

師與教學的改變，可透過個人或小團體的認知、情意、行為改變的歷程，及學校組織

的結構、文化和政治的觀點來改變，其說明教師社群的重要性。和國外相比台灣的敘

事探究大都是透過自我敘說或敘說訪談的方式進行，較少透過協作敘事的方式，Craig

與Olson (2002)提到知識社群的概念，比起個別敘說而言，敘事知識更能產生於相互敘

說的歷程當中，為協作敘事做出肯認。劉美慧（2008）和8位基層教師組成多元文化

敘事團體，採用敘事的方法透過書寫自己的教學故事和閱讀他人的實踐故事，彼此獲

得支持的力量而開展解決教學疑難的智慧，進一步提升她和基層教師越界的多元文化

課程意識與教學實踐能力。而國內在幼教師專業發展課程規劃中關於教師生命/教學故

事的協作課程就未出現在103年度396個幼兒園教師的進修課程當中（教育部，2014b），

因而希望探究以協作敘事取徑促進幼教師專業發展之歷程，並發展以協作敘事為取徑

的幼教師專業發展方案，是本研究的主要關懷。 

一、「協作敘事」(collaborative-narrative)的起源與意義 

敘事是對自我經驗的敘說，是從事一種生命史的自傳性書寫(Goodson, 1991)，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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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lchtermans(1993)提出自傳觀點(biographical perspective)指出自傳觀點有敘事、建構、

脈絡化、交互作用和動態的五種特色。是以自傳式的敘說著重在故事時間、空間和互

動的脈絡性描繪（Clandinin &Connelly, 2000/2003），亦即自我是要座落社會歷史和當

代的社會環境當中(Goodson, 1998)。在這樣的概念之下所引申出的重點就是，當我們

在敘說之時不是只著重在個人的經驗而已，重要的是要將這樣的經驗要座落於個人所

在的社會環境脈絡中。因而Goodson提出「協作」一詞 

 

自我(self)是一個持續進行的敘事方案......。這持續進行的方案是源自我們和社會 

歷史、當代的社會環境，以及其他人進行脈絡化 (contextual)和相互脈絡

(intertextural)之下的協作而形成。因此，我們在敘事之時需要有所定位(location)

和進行協作(collaboration )。( 1998, p.11) 

 

Goodson(1994)更說明「協作的概念是希望透過局內人和局外人兩個不同的角度，對實

務和思考上有著不同的觀看世界的方法......。」(1994, p.33)，亦即協作可以提供我們

在敘說故事之時有著多方與多元的觀點。 

而Butt等提到 

 

和傳統的科學研究相比，協作式研究的專業發展知識可以提供教師超越和掌控現 

有的生活世界，是一個解放的知識論和實踐取向的課程探究。......教師合作而形成 

的知識具有合法化、公共化和價值性。(1992, p.56) 

 

他們提出協作自傳(collaborative autobiography)的概念，協作的對象可以是大專院校的

老師和現場的老師，它是一種在實務和教師導向的取徑上，藉由團體成員的敘說再現

個人和公共聲音的一種共構故事的歷程，教師知識是藉由個人與環境脈絡的交互作用

之下所建構的一種水平式和協作式的學習模式，是結合個人和觀看團體成員聲音的學

習方式，這樣的教師專業易被增能與解放（Butt et al., 1992）。教師專業學習從分離和

孤立的教學實務轉向協作和共享的教學模式(Kelly & Cherkowshi, 2014)，在協作中我

們看到自己的教學，也看到別人的教學，而也因著這些再現的教學故事我們進行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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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協商與對話，而藉此促發自我反思和自我監察自身的教學。Ritchie與Wilson就提到 

 

透過協作敘事可以讓我們持續去修正自身的假設和背後的教育哲學觀......。我們

可以在理論與經驗當中藉由持續不斷的對話關係，對我們自己和教學保有開放和

可能性的空間。(2000, p.28) 

 

因為我們是透過聆聽與討論彼此的教學故事，而從這些教學故事當中去創塑新的意義，

找到一片新的教學空間和生成新的教學故事(Clandinin, 1993a)。 

 

綜上，協作敘事的意義是從敘事著重脈絡化呈現的觀看，和個人的故事公共化的

概念之下，強調應提供多方的觀點角度切入，協作的概念因而產生；而協作的意義也

從方法論的視域觀看，提到研究應不只有研究者的角度，而也應有現場教師或「教師

－研究者」的角度；也是教師專業發展破除孤立與疏離而邁向合作的建構教學實務觀

點。因而本研究是結合研究者、幼教師和幼教師們三方的聲音，來共同敘說生命/教學

故事，以促進幼教師的專業發展。 

二、協作敘事的特質 

從字面上來看協作敘事有著共同或一起說故事的內涵。但協作敘事如何能發揮如

Cavazos 與 WEST他們所言 

 

教師的故事裡鑲嵌有教與學的工具與方法，當教師有機會和他人做教師與教師之

間的對話，可以讓教與學的知識具體可見，更可藉以鼓勵教師作反思、再斟酌與

更新教學知識，是促進個人與專業發展的路徑。(2001, p.144) 

 

以下將說明其內涵與特色。 

（一）教學與生命故事的敘說 

為避免去教師脈絡化的研習方式，難以轉化成現場可用的資源和脫離教學/教室生

態的研習內容，難以引起教師的共鳴的幼教師專業成長的缺失，協作敘事的主題在以

教師為基礎的概念之下，來促發教師的專業成長。Clandinin(1985, 1992)所提到的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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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知識是在肯認教師是一位有知識也是能知者的背景之下產生，她認為教師個人的

實務知識是由個人的背景、教學的脈絡和敘說當中產生，是在個人過去的經驗、現在

的心智以及在未來的計畫和行動當中。這樣的知識是形塑於情境當中，這樣的知識之

所以能被建構和重建，主要是透過教師回觀和重說故事的歷程並進行反思而產生。因

而他們鼓勵教師們敘說自己的教學故事，也鼓勵透過協作的方式，將實務知識合法和

公開化。因而和一般的學習社群有很大不同的是協作敘事團體其運作的主題與取材都

是從教師的生活世界而來。 

（二）小團體的運作方式 

團體的大小會影響團體成員的參與度、親密關係和團體的績效（潘正德，1999）。

協作敘事團體的運作主要是以協作者各自和共同回觀，與敘說自己的生命/教學故事，

所以團體成員的發聲率很高；且在故事三度空間的要求和故事所引發的討論，是需要

花很長的時間。所以團體過大成員發表意見的機會就少，而也會耗費更多時間，在意

見的交換與討論不夠深入又有時間的壓力之下，團體的績效自然不高。 

成長團體以8-12人為宜(Shertzer & Stone, 1981)；劉美慧（2008）在她的敘事團體

中共邀請8位教師加入，因為怕團體成員太多恐無法進行深入討論，因在Cavazos 與 

WEST(2001)、Rath(2002)和范信賢(2009)的協作敘事團體中分別是6-12人不等的成員

組成。因而以敘說生命與教學故事的協作敘事團體適合以6-12不等的小團體方式運

作。 

（三）安全和具支持性的團體關係 

Clandinin(1993a)和她的大學同事組成師培教育新論述的協作敘事團體中提到，要

有具安全性的協作關係很多故事才有出現的可能。生命故事和教學故事在三度空間敘

說之下必然會有情緒的牽動和生命的感動，而如何能讓這些活過的經驗真實化，並自

然而然的被牽引出來，安全且具支持的團體氛圍很重要，其包含協作者與引導者的關

係及協作者彼此之間的關係，是由這三重之間的關係運作之下所產生的。這樣的協作

關係也是將團體的討論晉升到批判層次的必要條件，因為在安全和具支持性所發展出

來的信任關係，才會有真實且具批判性的對話發生，新的論述與看見也才會產生

(Cavazos & WEST, 2001; Rath,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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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反思和具批判性的對話產生 

協作敘事的「運作本質是一種和他人持續性的闡明和協商，而讓自我的反思和監

測變得更有可能性」（Ritchie & Wilson, 2000, p.28）和個人敘事所產生的力量存有差異。

而那樣的差異是說自己故事和聽別人故事之時個人思考的流動，以及所引發的討論與

對話而形成。因為在聆聽別人的故事之時，透過生命經驗的相互關照，我們常會出現

返身思考的歷程，再加上協作者與協作者之間對話的啟動，引導者引領著談話與對話

會讓彼此更具反思力，當在進入專業與生命的省思之時會更具方向性。這當中包含了

反思、對話和具批判性的概念是協作敘事團體運作中三個重要的主軸。 

專業學習的關鍵在「反思」(reflection)(Kelly & Cherkowshiw, 2014)，反思「意指

我們從鏡中、玻璃或水中透視看到的自己；是對特定的人事物進行謹慎的思考」(Collins 

COBUILD Advanced Dictionary of American English, 2007, p.1091)，反思是個人對於不

確定的事物和情境作判斷的歷程，是個人對於教學相關的知識信念、態度、價值觀和

技能，去進行學科內容、問題解決過程、態度和情境的反思行動，而最終獲得新的理

解和教育問題的解決(LaBoskey, 1994)。協作敘事團體的運作首先是請幼教師敘說自己

的教學故事或聆聽別人的故事，之後再重看自己的教學故事，藉由「發生什麼事？」

「你看(觀察)到什麼？」、「讓你想到什麼？」、「對你有什麼意義？」、「從這個故事中

你學到什麼？」、「若這是你的故事，你再次學習了什麼？」的提問來進行反思，是一

種「經驗再建構的反思」 (reflection as reconstructing experience)「其反思的知識是以

同儕和自我為媒介的對話式模式，其目的是使個體獲得理解和轉化」 (Grimmett, 

Erickson, Mackinnon & Riecken, 1990, p.35)，藉此促發對習以為常的教學現場有再建構

與更新的可能，才能慎思的處理瞬息萬變和高度複雜性的教學現場。 

對話(dialogue)不是一般簡單的談話(talk)或進行會話(conversation)，Gitlin(1990)

指出在對話之時，所有參與者都認為這是一個重要、決定和能共同理解的論述和討論，

它最終是希望在偏見和先行的判斷都已被理解和有所移動。協作者在團體中各自敘說

自己的和聆聽別人的故事，並進行重看自己和看別人故事的討論，而討論所引發的對

話可讓教師的專業知識具意識與持續性的被更新與再製，可以刺激教師的專業成長從

個人邁向社會的可能空間(Zellermayer, 2001)。Freire 提到「對話是以愛、謙卑、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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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和批判為基礎......。是在以愛、希望、對話和信任的滋養下孕育出批判的態度」

(1973, p.45)。Henderson 也提到一種「建構性的批判對話」 

 

那是一種非絕對性支持的批判性對話，在團體當中是被接受和鼓勵的。因為團體 

成員理解唯有開放他們自己的專業理解供大眾檢核，才能產生好的教學。亦即專 

業是需要在交互當中被闡明與檢視所建構而出。(1992, p.109-110)  

 

因為唯有這樣的一種批判性對話，才能啟動教師對習以為常的幼教現場，具意識的重

新認識所熟習的生活世界與教學現場，然後產生新的理解與行動。 

協作敘事團體中因為有著安全、信任和具支持的團體關係，才能孕育出批判性的

對話，而那樣的對話才不被譏為「浪漫式」的自說自話(Ritchie & Wilson, 2000)，也才

能產出具建設性的專業成長方向，而促發教師的專業成長。 

貳、協作敘事的教師專業發展方案 

搜尋國內外以協作敘事為取徑的教師專業發展方案，以下說明其運作的內容、形

式與相關的策略。 

一、英文教師的協作專業發展方案(a collaborativ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oject) 

Ritchie與Wilson (2000)因為質疑教師專業發展往往排除個人的發展視角，於是和

教師們透過訪談、參與觀察、自我敘事的方式，從教師的生命/教學故事出發，強調主

體經驗對建構教師知識與重建教師身分認同的重要性。之後他們嘗試將自我敘事轉向

協作敘事，他們期望在一個支持性的社群當中透過反思去鼓舞彼此的專業發展，於是

協同英文教師和英文系的畢業生共同組成協作團體，進行一個為期三年的協作專業發

展方案，分別於第一年的上學期每週見面一次、下學期每兩週一次和之後連續兩年每

個月一次。在協作團體中他們透過靜默的書寫和反思、在小團體中進行分享、在共同

的專業閱讀中討論，以及在大團體中去聽取和分析大家所寫的和所說的故事的方式，

去觀察和反思彼此的教學，共構他們個人和專業發展的故事。並鼓勵老師們將故事及

反思所得進行出版與發表。 

Ritchie與Wilson提醒透過敘事的學習不是萬靈丹，其重點在反思，他們認為在社

群運作之時並沒有什麼策略，而是因為當彼此在對個人及專業經驗，進行回溯、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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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批判之時，有著被支持的力量所指引。 

二、焦點敘說團體方案 

Freidus(2002)強調對話的運作可以是一種研究方法論，也是專業發展的工具，他

也確認教師存有很多關於他們教學及實務上的知識，應協助教師去理解並意義化之，

所以他探尋到透過敘事探究可以成為其途徑。他邀請自願的教師們共同組成歷時三年

的一個焦點研究團體。他強調團體運作應藉由「討論會」(forum)的方式來進行，說明

這是成人教育和專業發展的必要成分，討論會中有反思、問題解決、社群的構築和對

話，焦點研究團體的目的在了解教學改變的歷程，除了焦點團體之外也進行個別的敘

說訪談。在三年的研究案中，第一年Freidus指出由於希望能從參與者身上學習、想要

去了解教師是如何開始在團體中分享，去創造一個可以讓參與者自在的敘說、傾聽和

回應彼此故事的安全空間，所以剛開始在焦點團體中所討論的問題都是屬於開放性的

問題。而為了讓自己這個「局外人」不致影響團體的進行，也為了去除自己是個「專

家」的促進者身分，更要讓團體的氣氛輕鬆自在，討論時他採圍坐圓桌的方式，直接

喚參與者的名字，也準備食物供參與者在討論之時自由取用，並用聊天的方式來開啟

重訪經驗之路，讓教師們了解所有的討論不是為了要獲得答案和評斷他們，而是為了

要有所學習。並且為了引發更多的對話與討論，Freidus他們會邀請教師們要有所回應，

剛開始老師們似乎都會擔心自己因為給的回應不對和錯誤，而在第一年有猶豫、對立

和尖銳的情形出現，Freidus也驚覺到老師們對於協作的批判方式覺得不舒服和不自在。

所以他們驚覺到身為團體的促進者應去增強自己在團體運作之時，能自然的促發聲音

的產生和發展傾聽的技能。所以，持續在團體中探尋團體運作的樣式、更有覺知的提

出相關的推論、避免倉促的下結論和做判斷，是身為團體促進者的他持續在學習當

中。 

對於團體的運作樣式，Freidus他們也提到剛開始的討論方式大都是屬於正面意見，

接下來會有人輕聲地拋出「不知怎麼辦」的回應，而豐富的對話就會開始產生，時而

同意時而有反對的情形就會此起彼落；老師分享故事之時有時是片段性的，然後也會

有彼此共構的情形，之後就有較長且完整的故事出現，猶如變奏曲的產生一般。在第

一年結束之前，每一個成員都已都能自在的敘說，Freidus他們已開始能知道教師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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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的故事線，他們發現一個故事的叢生是依著教師的安逸書寫而來，而另一個重要

的故事線是對於新的教學方法帶來的緊張與不安逸。 

團體在第二年的進行方式，Freidus他們會在每一次團體進行結束之前預告下次討

論的議題與重點，他們發現議題的引發應從教師的需求與興趣為主，是有效的焦點團

體運作的關鍵。 

三、行動研究方案(action research project) 

在《Narrative inquiry in practice: Advancing the knowledge of teaching》書中的

Rath(2002)在以課程是以學習者為中心，和建構主義理論的背景之下，將教師視為是

意義建構者、詮釋者和行動研究者的立場之下，和6個教學年資在2年到28年不等的女

老師組成一個為期一年，每個月聚會一次的批判反思團體。方案由關注聲音、敘事和

動力三個架構組成，而夥伴關係和主動參與的氛圍是這個社群從事探究的關鍵，且在

這個探究歷程當中參與者被鼓勵形成一個「諍友」的關係，持續的去分享彼此的思考

與想法，並透過對話的方式去關注到這樣的思考與想法是一個動態改變的歷程，而分

享和對話的內容著重在課程的設計、教學的實施與問題的引發。他們看到敘事是讓教

師全心的進入學習歷程的一個方式，但環境具備安全的氛圍是促發故事能在社群當中

綻放的關鍵，當故事敘說時因為是被關心和被注意的傾聽，所以在進入專業的省視之

時，會變得更廣闊且其緘默的理解和假設會更被看見，而將教師帶往更具意識與實務

的行動路上。 

Rath引用Dewey的建議提醒，要讓參與者在學習的過程當中如何能全神貫注的敘

說、回應和具開放的心胸，是領導者能引發參與者反思的三個很重要特質。另外，文

中也提到因為團體中安全的氛圍，提供教師在教學繁忙之時有一個「卸貨」(offload)

的空間，當卸貨之後往往新的論述與看見才能產生。其提到積極的傾聽與回應和「諍

友」關係的啟動是團體開展的關鍵，而那是因為參與者情感的投入，所以是個體和團

體成員彼此的專業有所成長的關鍵。 

四、科學與技術女性教育工作者(Women Educ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EST)

「教師談話」(teacher talk)專業發展社群 

因為肯認教師重說和擴展潛藏於教師個人實務經驗，Cavazos(2001)強調應探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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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獨特的個人知識，讓潛藏在底下的意義能重生，因為從教師的故事裡可以看見教師

所持有的教學知識，並且當教師能有教師對教師之間的對話，這樣就可以讓教與學的

知識變得可被看見與具形體，更可藉以鼓勵教師做反思與更新教學知識，是促發個人

與專業發展的路徑。於是他和 12 位科學與技術女性教育工作者組成一個教師專業發

展社群。由於其團體成員皆為女性，所以他以女性教師的特質為關注面向，來開展教

師成為一個具有反思性的參與者，他強調環境的設置一定要是安全和有一群可信任的

團體，並且是一個支持和無評斷的團體，因為那樣對話才有可能發生，亦即以聲音和

關係為中心的取徑，是女性求知和生活的根基也是增能的路徑。Cavazos 據此來系統

性的規劃教師專業發展的談話方案，讓教師個人的談話和教師與教師之間的對話在社

群當中自然而然的啟動。 

「教師談話」專業發展社群的運作，是以「3C 的對話」、「對話的一般基礎」及

「談話的架構」的三個同心圓，來描繪出本協作團體學習與發展為社群的必要性成分，

三個同心圓的架構被認為是形成一個理想的對話和成長的團體的重要機制。 

（一）內圈：關懷(care)、關注(concern)、連結(connection) 

Cavazos 借用哲學家 Martin 的 3C 關懷、關注與連結，運用於專業發展社群當中，

它們就好比是椅子的三腳缺一不可，是團體運作和成功的關鍵。在其文中提到沒有關

懷很多東西不會被聽到，對於彼此的意見和看法成員需要有一個真誠的回應，否則聲

音將不會被聽見。知道成員是關注我的生活與教學，我們就會放心的說故事。而關注

在承諾之時是比關心更深層，當我們對團體的成員有所掛心之時我們就會想辦法去幫

助他們，關心顯露出的是一種同理的情感，但關注會積極的去提供協助與問題的解決。

而連結是藉由成員之間的經驗而形成，亦即會話團體形成之初是不具情感的連結，但

經過一次又一次的彼此之間的經驗分享，連結才有所形成。 

（二）中間圈：教學知識 

在3C的環境氛圍之下，「教師談話」專業發展社群即透過說(talk)、敘說(narrative)、

會話(conversation)和對話(dialogue)來做教學故事的分享，這些故事當中連結了一般的

教育知識、課程知識、內容知識、知識的目標與價值、學生的知識和教育背景脈絡的

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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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圓：「教師談話」專業發展社群的運作方式 

Cavazos 提到持續不斷的對話可以引發有意義和有價值的經驗敘說與分享，所以

規劃團體運作的架構是很重要的，首先是「自由且開放流動的談話」 (free-flowing talk) 

，是營造穩定和安全的團體運作氛圍的基本要素。在以不干擾到參與者的家庭生活的

前提，且不致造成對會談內容的遺忘，所以安排一個月一次的「月深度座談會」，地

點在參與者的家中，時間在傍晚時分並且在具溫暖、安全和備有食物的環境之下開始

進行，透過「百樂餐」(potluck)的方式讓參與者覺得對團體有所貢獻且自在；「彈性的

議程和有組織性的規劃工作」牽繫著團體的繼續存在與否，每一次的團體運作之後會

由參與者共同討論下一次的時間，每次以 5 人以上的共同時間為決定的標準，在每一

次的團體運作之前需要定期的提醒成員團體的時間、地點和議程。「促進者」應和諧

的進行議程的導引和討論的帶領，並擔任團體事項的提醒和百樂餐的規劃與安排；「講

座」、「教學素材」和「參訪活動」的提供，是當團體的運作穩定之後，安排講座、教

學素材的提供與討論和進行教育的參訪活動，可以讓團體的連結更加堅定與穩固。 

（四） 「教師談話」專業發展社群運作的成長方向 

此專業發展社群運作的成長有個人成長、專業的成長、成員的成長和課程發展的

成長。個人成長是一種自我覺知的內在成長，其包含對自我的需求、價值和信念，會

引導個人去經驗到關於自我與他人的思考新方法，並對自身的觀點有所改變與展望；

而專業的成長是有關於如何成為一位專業教育者與學習者的方法之成長；成員的成長

是有關於專業發展的豐富經驗，而這樣的經驗包含從事工作坊、研討會等可以促進教

師獲得新的教學策略和技能，並利用新的素材、工具和經驗與不同社群的人工作，更

藉由在研討會中進行發表與分享而獲得肯認與肯定；課程發展的部分可以藉以擴張教

師對於課程內容與學生學習的連結，促發創意與願景的產生。 

五、多元文化敘事團體 

劉美慧（2008）與基層教師組成「多元文化敘事團體」，藉由集體說故事和聽故

事的歷程，回觀和敘說自己在教學歷程中，實踐多元文化教育的理念、困境與行動的

故事。其團體的運作強調具支持性功能，能提供教師透過對話的方式，為教學現場的

行動與困境提供解決策略與支持性的力量。最後達跨界意識的開展和再概念多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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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因考量到團體運作時討論與對話深入的必要性，本研究邀請 8 位成員加入團體。

而選擇的對象以清楚自己的社會位置、能誠實面對自己與處境，或具有行動研究或敘

事探究經驗者為優先。團體的規劃與運作如下 

（一）閱讀與敘說並重 

團體的運作除了讓成員敘說自己的故事之外，也閱讀多元文化教育和教學難題相

關主題的論文和團體成員的故事，因為是希望團體成員能「一面說故事，也一面閱讀

他人的故事，希望從他人故事中映照自己的處境。」（頁 16）亦即能透過他人的故事

引發行動的參看與解決策略。 

（二）聚焦在教學難題的討論 

Bruner 認為難題是故事存在價值，因而協作團體的目的在凸顯藉由多元文化教學

難題，因為 

 

透過故事中的難題更能反映行動者的處境，理解脈絡中的關係，而我的故事也可

能是你的故事，它反映的是一種結構的問題，因此難題可以為課程改革提供有價

值性的視界。（頁 16） 

 

（三）互為主體性 

與 8 位基層教師共同組成的敘事團體，其強調的是一種協作的概念，其欲凸顯的

是和基層教師是一種互為主體的研究關係。她提到 

 

我將試圖拋棄師資培育者的位置，將自己定位為基層教師的陪伴者，相信教師專

業發展的意願，能夠與課程改革建構相互使能的關係。（頁 17） 

 

（四）理性與感性兼具 

多元文化敘事團體的信賴與支持性功能，是因著團體當中挹注個人情感的成分，

因為劉美慧發現「受到科學理性的影響......，學術知識與自己的生命經驗產生疏離」（頁

17）。但她也強調團體當中的發聲除了有感性的一面之外，更應關注理性的積極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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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因而，理性與感性兼具是敘事團體的運作原則。 

（五）持續而密集的對話 

因為認為「理解教師的敘說必須建立在教育研究者與教師的夥伴關係與長期陪伴

承諾之中」（頁 18）。因而多元文化敘事團體規畫每個月一次為期一年的閱讀與敘說，

而平時則透過電子郵件群組進行對話與討論。 

六、協作敘事的教師學習社群 

因為肯認學習社群和敘事探究的力量，范信賢（2009）和新北市森永國小（化名）

的 8 名有意願的教師組成協作敘事社群，利用每隔二到四的週五下午的時間邀請教師

敘說自己與學校課程實踐的故事，並探究課程轉變與創製發展的可能性，共 10 次。

他將 Bruner「使能社群」的理念帶入團體當中，說明協作敘事需要參與者建立共享的、

平等與關懷的情誼，所以社群的性質、方向和運作方式是和協作者共同討論而來，並

提到可參酌 Raymond「以不帶教條主義的態度加以確認，以不帶敵意的態度與之對抗」

的建議，來和協作者在過程中共同發展彼此的人際能力，以維持社群的存在與品質。

「個人生命的經典故事」和「記憶寶盒」的活動讓教師敘說過去和當前的課程經驗，

並透過命名的方式來凝結經驗的意義，以看見自己在課程實踐當中所存有價值；另外

也將「實踐社群」的概念運作於團體當中，並持續讓「經驗」與「意義」之間能繼續

連結與深化。回觀這樣的一段協作經驗，他認為具有下列的特質：（一）分享的：參

與者在平等開放的對話狀態下分享經驗，而互為有收穫的人，共同造就對方；（二）

政略的：讓參與者能夠對自己的經驗發聲、命名及陳述問題；（三）實踐的：讓參與

者在經驗敘說與探究的過程中，能夠回到課程的實務脈絡，具體的思考共同處境與轉

變之道；（四）倫理的：它是為了教育的公共良善並開啟課程變革的可能性想像；（五）

生成的：它有助於相互學習社群的建立，而讓人形成體制，注入課程變革啟動、實施

與永續所需的能量。 

最後更提醒課程變革的協作敘事社群不只是去說故事和聽故事，而是要在彼此重

說故事和聽故事之時，能將教師經驗與課程變革之間進行連結，去探查課程實踐中成

長和限制彼此的作用所在，進而創造一種相互學習社群的經驗，而有力量再生成的課

程之舞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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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協作敘事的教師專業發展運作與策略 

綜合上述國內外協作敘事的教師專業發展運作方案，以下將歸納整理其運行協作

敘事團體的相關內容與策略，以提供本研究在進行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運作，與開展

的參考與指引。 

一、協作敘事的教師專業發展內涵與重點 

協作敘事是由「協作」和「敘事」兩個重點組成，其關注學習社群和敘事探究對

學習的引發。從教師的生命/教學故事出發，去重說與探究存在於教師的教學與實務上

的知識並創塑意義，是敘事探究的內涵。而協作的內涵與重點在「教師對教師」之間

的討論與對話，透過反思、對話、問題解決、社群的構築和對話，藉此可以讓教學知

識具象化。但安全的協作團體氛圍是引發對話的關鍵，它必須是一個安全、可信任、

支持和無評斷的團體，而這樣的氛圍包含協作者與促進者的關係、協作者彼此之間的

關係，以及這三重之間的關係運作之下所產生的。所以，首先團體的促進者應營造輕

鬆自在的團體氣氛，可透過採圍坐、食物的提供、用聊天的方式起始、自由開放的談

話、積極傾聽開放心胸的回應方式。因為團體中安全的氛圍，才能提供教師有卸貨的

空間，而之後才會有新的論述產生；在協作之間情感的投入，關懷和關注的運作之下，

才能產生具生命的連結力，才能啟動教師具意識與行動的力量。就如 Ritchie 與 

Wilson 借用 bell hooks 所言，說明一個成功的「社群不僅只是提供安全的環境，它更

是一個提供支持與獻身之地，並能給予個人和社群動力的滋養，而最終引發行動。」

(2000, p.181)。 

二、協作敘事團體的組成 

（一）協作者 

為求團體成員的敘說與對話具深入性與品質，協作團體的成員以 6-12 人的小團

體為主。 

（二）引導者 

協作團體運作當中議程的規劃與運行、營造團體的氣氛、促發協作者敘說、引導

協作者進行討論對話、並進行團體運作之時的調節與催化，我們稱之為主持人、引導

者、促進者或領導者，本研究將以「引導者」來統稱。因為是「對生命、活著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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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過的意義，有著一份深切的關懷與留心的好奇感」所以協作敘事團體的引導者須在

真誠、深度同理與具生命關懷的前提之下來規劃團體，有了這樣的心情陶養與預備之

後，接下來，在團體的運作之時，要去增強自己促發協作者聲音的產生，和發展積極

的傾聽技巧，而同時在運作的行動當中進行反思，並在團體運作之後對行動有所反思。

讓團體具關懷、關注、支持和安全的氛圍之下，連結與反思才能產生，個人的成長與

專業的建構行動才能有所引發。 

三、協作敘事的運作內容與方式 

透過敘說過去或當前的教學故事與難題，並考量教師的需求與興趣，其包含課程

設計與教學的實施與問題，這些問題與故事當中連結了一般的教育知識、課程知識、

內容知識、知識的目標與價值、學生的知識和教育背景脈絡的知識。而分享的方式可

藉由書寫和敘說的方式，讓彼此來觀察和反思彼此的教學，也可安排共同的專業討論

方式去對自身的專業有所增能，除了個人的敘說之外更強調協作者之間的討論與對話。

而團體運作的次數與時間安排至少為期一年，以每個月一次每次至少聚會兩個小時的

方式來進行。團體運作之初可藉由自由分享的方式來營造一個自在的敘說空間，之後

在每一次團體進行結束之前預告下次討論的議題與重點，「彈性的議程和有組織性的

規劃工作」攸關著團體的成功與否，而每一次的團體運作之後會由參與者共同討論下

一次的時間，並在每一次的團體運作之前需要定期的提醒成員團體的時間、地點和議

程。 

肆、協作敘事的理論/論述基礎 

在對協作敘事團體的運作模式有所探尋之後，接下來整理這些運作模式背後的論

述基礎，以清楚的照亮一條協作敘事的專業發展路徑。 

一、現象學和存在主義的哲學觀點 

Husserl 關注主體的意向性，認為所有的意識都是對於某事物的覺知，而意識是

源自於經驗，是主體和客體之間的融合。個體在生活世界中是以意識的自我反省作為

認知發展和意義的建構，所以個體是一個能知者；而以個人的生活（生命）經驗為主

的現象學方法源於 Husserl，認為特定知識的存在僅僅是新奇性與立即性的相遇，是植

基於主體的生活世界，所以 Husserl 希望我們能去覺知到生活經驗的必要性；亦即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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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學要我們對平凡的現象陌生化 (Grumet, 1992)；其提出「深思、體貼」（thoughtfulness）

是「對生命、活著的、和活過的意義，有著一份深切的關懷與留心的好奇感」(van Manen, 

1990, p. 12)。 

因而，現象學和存在主義對於人主體性與生活世界經驗的關注，是協作敘事取徑

中之所以對活過的生命或教學相關的故事，去對微觀－個體層面的教育經驗有所關注

並應對個體生命經驗有所覺察的立論基礎所在。 

二、認知心理學 

Borko與Putnam(1990)提到，關於「教師學習」研究遞變從了解教師知道什麼、認

為什麼、如何想、如何行動、到教師是如何去思考身為一個專業的人的認知心理學的

觀點。對於認知心理學他們提到，是一種強調個人的知識是如何被組織和使用的思考

內容與過程，其基本假設有「思考、行動和學習在知識所扮演的關鍵性；學習是一個

主動建構的過程；及知識和學習是具脈絡化和文化性的」 (p.673)。Borko與Putnam進

一步的提出促發教師學習和改變的建議，認為我們在關注教師專業發展和變革之時應

1.正視已存在的知識和信念，因為教師學習成功的關鍵之一是要確認教師對於教學、

學習和學習者等所存有的知識和信念，所以我們可以讓教師對其信念一再進行檢視，

去反思和偵查自己的信念和實務的相關，才能促發經驗教師進行有意義的改變；2.提

供鼓舞教師的經驗，去深化和擴展其教學科目的知識；3.教師是學習者概念的運用，

如果教師要能改變，他要有自己也是一位學習者的概念。例如，若他想在教室營造一

個社群的學習環境，來觸發學生的學習，那他必然也是透過自己的社群來提升自己的

專業知能；4.教師的學習應根基於教室實務的反思，教師必須有機會對自己的教學實

務進行學習與反思。在很多的研究中都指出，透過時間密集式工作坊的社群方式分享

教學實務，可以藉由成員或是社群領導者，促發新的教學思維的展現，由成員之間彼

此回看彼此的教學經驗，可以幫助教師改寫他們既存的教學策略和習以為常的教學事

務；5.提供充裕的時間讓教師進行反思、合作和持續學習的機會，應透過長時間密集

方式，讓教師和教師之間，或教師和研究者之間進行合作，提供反思和學習的機會，

教師才會持續的成長和改變。 

從認知心理學的觀點來對教師專業發展與變革所提出的建議，我認為可以做為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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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敘事取徑的重要理論基礎之一。 

三、學習的社會理論 

對於知識、認知和知者的本質 Wenger(1998)提出人是具有社會傾向、對於知識的

追求具有價值投入的能力、認知是一種主動參與的過程、以及是具有意義知識追求能

力展現，而建構出個體是主動的參與社會以及知識是在社會當中建構的「學習的社會

理論」(a social theory of learning)。 

 

學習的社會理論含括意義、實務、社群、和認同四要素，其中意義是指學習亦即

經驗，實務是從做當中，社群意指學習是從歸屬當中發生，而認同對未來的生成。

( p.4-5)  

 

學習的社會理論強調有意義學習的發生，是於社群當中透過分享、討論、對話和協商

等過程，而產生實踐知識。 

而協作敘事取徑的教師專業發展是結合「敘事」與「社群」的概念，啟動敘事－

意識－反思－解構－行動的歷程，發展個人和專業的學習與成長，所產出的知識也是

具實踐性的知識。 

伍、協作敘事對教師專業發展的限制 

一、敘說的真實與虛構之間 

故事是存在於歷史當中(Goodson, 1998)，因而敘事在教師發展和研究上的常被譏

諷為是毫無根據的懺悔胡說  (Lyons & LaBoskey, 2002)，但Clandinin與Connelly 

（2000/2003）提到在敘事探究裡事實和虛構之間的界線是很模糊的，因為從敘事探究

的信實度觀點來看，信實度並非指真實（Riessman, 1993）。關於這個問題在協作敘事

團體中，協作者是在公開的場合之下敘說其教學故事，意即敘說者所說出來的故事是

被檢視的，且個人的敘說之後，接下來是協作者之間的討論與對話，這常常會讓教學

故事有不同的劇情與可能。在故事敘說之後所引發的看見，與新的空間才是敘事探究

的重點，所以在敘事探究中的信度稱之為信實度（trustworthiness），它是一種「敘事

的真實」，而非「歷史的真實」(Spence, 1982)，因為敘事不只是一種「只把事實搬上

螢幕」而已，它更需要的是一個「語意革新」的情節（宋文里，2002，頁161）。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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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Ritchie與 Wilson(2000)也提到可以透過批判與問題化來解決這個問題。 

二、故事個人和公共之間 

敘事在教師發展和研究上之所以被譏諷為是毫無根據的懺悔胡說  (Lyons & 

LaBoskey, 2002)的原因，在於因為敘說者個人往往僅從自己的角度進行事情的觀看與

抱怨，而未將事件進行脈絡的思考。Goodson(1998)就提到故事是實實在在的鑲嵌在社

會脈絡之中，因而建議在敘說故事之時，要將時間和空間成為故事的座落點。讓私我

成為公共論述的可能，因為若只是停留在個人孤立化的敘說，而未與事件的社會脈絡

有所連結，就會失去讓經驗重塑與意義化產生的可能。 

三、理性與感性之間的協商 

儘管教師生活史的敘說對專業發展扮演著一個重要角色，但也常會因為經驗本身

的不完整，或受到個人非理性成分的影響，而形成不成熟或不正確的認知，反而對於

其專業發展有所限制（陳美玉，1999）。在團體中有些協作者會帶著抒發或抱怨的情

緒在敘說故事，不時也會夾雜著非理性成分在敘說，為了尋求給予支持和溫暖，這樣

的情形常常會引發協作者也傾注同樣的情緒與相關的事件在團體當中。因而協作團體

容易淪為僅只是一個卸貨和抱怨的空間，很難有建設性的建議和學習的引發出現。對

於此問題劉美慧建議要「面對問題，感性陳述困境，理性思考積極的策略」（2008，

頁 17）。協作敘事團體是一個可以容納感性，但也是理性兼具的空間，有時在感性關

係的建立之後，才能引發理性的論述。感性的宣洩之後，隨之而來的討論與反思就是

協作敘事團體理性的一面，如此專業的學習才會發生。 

四、引導者與協作者之間主體性的位置思考 

廉兮與基層教師成立影像讀書會，進行再概念化課程改革，她反思自己的角色發

現「研究者的發言與方式像是傳授者的角色，少了成員的互動；研究者的發言明顯成

為唯一的價值，讓對談成了對抗」（引自劉美慧，2008，頁 17），這對希望透過協作

敘事的方式促進教師專業發展的引導者是一個很重要的提醒，因為「協作敘事本身是

在創造一種相互學習社群的經驗，而有力量再生成課程變革之舞。」（范信賢，2009，

頁 33）。是的，若回到「協作」的概念就可發現引導者和協作者之間是互為主體性。

身為協作敘事團體的引導者，如何能去平衡在促發幼教師專業成長的同時又能尊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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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性，是協作敘事團體的運作要持續且恆常性關注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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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者身分與研究的棲身之所－敘事探究法 

 

當我們回觀與重說經驗之時，意義的創塑讓我們擁有一個再思與再抗拒舊思

維的空間，讓我們去檢視、批判和破除我們的慣有，並引發行動。因為敘說

的歷程不僅只是詮釋和反思而已，知識的產生是要透過持續的對話、抗拒與

修正，在說與做之間，在敘事、反思與踐行之下產生。(Ritchie & Wilson, 2000) 

 

 

第一節  敘事探究法 

壹、為何要用敘事探究－研究者身分之尋繹 

現象學研究中的「深思、體貼」（thoughtfulness）是「對生命、活著的和活過的

意義，有著一份深切的關懷與留心的好奇感」(van Manen, 1990, p. 12)，這是多麼美的

一個生命與教學樣貌。而 Grumet (1992)對教育經驗的關注也啟發了我，我這才發現教

育是一段與學生相遇的關係，它提醒著我教學對我而言不僅只是一項工作而已，教育

包含有奉獻、服務、承諾以及內在的真誠性，它召喚我去傾聽學生的需求，敏於察覺

每一個學生的生命與教育經驗。而「you are what you teach」(van Manen, 1982)之意涵，

更讓我對自己的教師身分有所意識與覺知，它啟發我應常常去思考我認為的教師圖像

為何？以及我的教師圖像為何？我現在常將這樣對生命的關照帶回到我的教學現場，

我驚覺到自己在看待學生之時有著新的眼光，我常常讓自己回到「教師即陌生人」的

位置(Greene, 1973)，提醒自己應該去關注到每一個學生的背景及其生長的脈絡，對學

生有更具生命性的關懷，而實施差異化教學與輔導。 

Guba 與 Lincoln 指出 

 

典範是指研究者對所探究的社會世界持有之價值信念，而這種價值信念往往會

左右研究者對社會或現象真實本質的假設，進而影響研究者所採取的研究策略

與方法。（引自潘淑滿，2003，頁 33） 

 

而質性研究典範的方法論的學習，更釐清和確認我所存有的知識論，而「What I am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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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 do.」就如同「you are what you teach.」對我教師身分的提醒一樣。碩士班的訓

練使我有著量化的頭腦，較少去進行典範的哲思，進入博士班之後由於不同哲學思維

的滋養，開展我質性頭腦的土。因而質性研究典範的本體論、知識論和方法論的論述，

直指出我內心的感動、興趣與需求，我認為人類生活世界的意義是由多重主體經驗共

同建構而來，研究者必須與研究參與者保持密切互動，不預設立場的透過互為主體的

對話方式，在自然的情境當中去對日常生活經驗具脈絡性的發現所隱含的意義。而關

注生命經驗的「敘事探究」帶領我們去重看我們的教學與生命故事，我喜歡這樣的探

究取徑。我為我的研究者身分找到棲身之所。 

貳、敘事探究的特色與本研究的開展 

敘事是對人類經驗現象的描繪(Connelly & Clandinin , 1990)；是一種探究的形式也

是認知的方法(Lyons & LaBoskey , 2002)；是一種現象也是方法，所以敘事探究是對人

類經驗世界的研究(Connelly & Clandinin , 1990)；是一種透過對生命經驗或故事所得的

資料進行使用或分析的研究(Lieblich, Tuval-Mashiach & Zilber , 1998)。從事敘事探究

時是在「經歷經驗，而敘事探究的目的就是在理解並將經驗創塑意義」(Clandinin & 

Connelly, 2000, p.80)；是一種有意識的對生活事件進行重述、重說、與重活一次的探

究（夏林清譯，2003）；Riessman(1993)也說個人將經驗意義化的主要方式，是用敘事

的形式，重點在將經驗流賦予條理與意義化，以使得之後的行動便得有意義。所以敘

事探究是對人類經驗與故事作探究，並藉以創塑意義的研究。 

 

在這個研究取向中，故事敘說和故事被視為呈現和詮釋人類行動和個人生活

經驗的媒介。故事是一種探究的歷程，用來引導和分析個人的述說，並允許

參與者是用其語言和範疇來描述他們的生命經驗。（劉美慧，2008，頁 14） 

 

本研究就是以幼教師活過的生命與教學經驗為媒介，來促發在職幼教師的專業的

發展。 

（一）對於人類經驗作三度空間的描繪 

Clandinin 與 Connelly (2000)受杜威的啟發，擴大對於人類經驗的關注，將教育、

經驗、和生活這三者系統性的與研究作聯結，他們提到要研究教育就去研究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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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son(1991)提出教師的生活經驗和背景脈絡是形成教師這個人的很重要的組成元

素，鼓勵教師專業發展的轉向，應去理解和關注教師的生命經驗，如此會產生獨特教

學視野。但不同於訪談法對經驗的描繪，敘事探究的經驗描繪根據 Clandinin 與

Connelly（2000/2003）描述它是一個「三度敘事的探究空間」，乃強調人類經驗的發

生，是隱含了「互動（個人和社會）」、「連續（過去、現在、未來）」、和「情境（地

點）」三個向度。亦即在進行敘事探究之時，對於生命故事與經驗的敘說是具脈絡性

的，這樣的具脈絡性所產生的敘事內容，會論及個人在所處的多重社會脈絡下，在多

重的人際互動之下，發生在過去、現在的事件，以及展望未來的可能之說明。 

胡紹嘉（2008）在「說故事」的課程實踐與敘事探究一文中，從一個傳播人對傳

播教育的省思開始，而進行一個課程的設計與實踐的敘事探究之旅。首先他看到了傳

播學界對傳播教育的缺席，而聯結了到自己身為傳播學界之人應有的作為，於是他開

始探尋自己過去到現在的課程經歷，他具脈絡性的回觀了他過去一年的教學實踐，而

覺知了自身的課程意識，於是在第二年的課程設計與教學之時有著更有覺知的課程設

計與教學行動。三度敘事的探究空間可以提供我們在做每一個課程革新與行動之時，

更具有整全性與方向性。這三個向度就如椅子的三腳一樣，彼此之間扮演著缺一不可

且互為一體的角色。「對人類經驗作三度空間的描繪」是作為我在引領協作者敘說之

時的重要方向與內容指引。 

三度空間的敘說涉及了個人從小到大的生命互動與成長史，對於一個現在教學事

件的敘說，以時間軸而言，就有可能觸及過往的教學經驗，並溯及孩提時期的受教經

驗；以互動軸而言，會論及個人與老師的互動經驗，也看到不同世代的教學樣貌；而

以情境軸而言，除了敘說學校的經驗之外，家庭的經驗也是關照學習的重要面向。因

而幼教師的故事含括過去、現在和未來，從敘說成長史開始，並與成為幼教師做連結，

到現在幼教師身分的敘說，過程中也著重在幼教師與人事物的互動情形。例如，在求

學史的敘說當中會引領協作者去觀看國小到國中時期的老師，去經驗當時與老師互動

的情形以及想法，也會請幼教師去反思過去的老師與自己身分的連結，而也將這樣的

連結至於社會脈絡的論述中。 

（二）對於人類的經驗進行有意圖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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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utz 指出「意義並不在於經驗中，經驗之所以有意義，是因為它們被反省的掌

握」（范信賢，2005，頁 2），而敘事探究就是對人類經驗進行反思。Lyons 與 

LaBoskey(2002)指出敘事探究對於個體而言，有著主動、有意圖和反思的意向，是一

個有意義從事反省的一個鷹架；而 Ritchie 與 Wilson 提出「敘事是一種將生活故事進

行回顧、反思、與重新觀看的方法」(2000, p.23)。而這些自我反思都不是毫無根據的

懺悔胡說，是一種慎思、有意圖、與方向性的反思（夏林清譯，2003；Lyons & LaBoskey , 

2002）。Schon 也指出 

 

故事敘說與故事分析能夠催化一種反思的進行，因為它涉及了一種引導實踐

的隱藏性建構。故事指出了深層的信念與假設，而這是人們常無法以命題或

概述形式來訴說，但卻是引導它們行動實踐理論及深刻持有的意象。（夏林

清譯，2004，頁 142） 

 

是一種「對行動反思」的意識覺醒。 

協作敘事團體前幾次的運作方式，都是讓幼教師敘說自己的生命故事或教學故事，

為了讓「說故事是對於人類的經驗進行有意圖的反思」能發揮功能，而不僅僅只是說

說而已，之後的幾次運作方式就採讓幼教師將教學故事敘寫出來，也透過學習單的方

式，提供指引讓幼教師對於自己所敘寫的故事內容進行省思，之後再加入兩兩一組互

讀故事的方式，並對別人的故事進行省思與討論。另外，在每一次的協作團體進行之

前會提供協作者下次敘說的方向，團體運作的前半小時時間讓他們自由分享這一個月

的心情記事，並請大家發表對事件的看法，之後我會將事件連結到三度空間，並讓事

件立體化之後，請大家再作簡短的討論，並在下次見面之時再行分享；而團體運作之

後會請協作者敘寫本次的心情分享和相關議題的省思。 

故事不是說說而已，因為有力量的敘事可以成為個人行動的指引(Crabtree & 

Miller, 1999)，所以在團體運作的過程中，我需關注故事的脈絡性與關連性之外，提供

協作者對於自身或彼此的故事進行反思，並持續啟動團體運作之時協作者之間的對話，

而這些都是為了能對經驗有所反思。 

（三）邁向知識的建構和意義的創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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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事探究的「反思」直指出敘事探究中「探究」的關鍵性及其研究的重點，因著

「意義創塑」而知識有所建構，就是由反思的歷程當中產生。Clandinin(1985)提到教

師可以藉由回觀和重說個人的教學故事並進行反思，而建構個人實務知識，他認為個

人實務知識是形塑於情境當中，是由個人的背景、教學的脈絡和敘說當中產生，是在

個人過去的經驗、現在的心智以及在未來的計畫和行動當中。 

Walker(1991)指出 

 

研究的任務是將我們所知道的進行意義的創塑。研究者致力於將看似陌生和熟悉 

以及平常視為理所當然的意義，進行拆解、再聚集以及取得平衡點，探尋出觀看 

世界的新途徑與新方法。(p.107) 

 

劉美慧（2005）在《多元文化師資培育－一位師資培育者的敘事探究》一文中，

透過敘事分析的方式探尋並建構出一個多元文化師資培育工作者的身分與位置，而這

樣也是教師建構個人實踐知識的歷程，是對自己實務教學上的反省與批判而得。我在

《原住民幼兒教師身分認同的探尋》（張素貞，2015）的研究中，因在「互為主體」

的敘事探究取徑之下，我經歷了「在往外與他人互動協作中，發生了往內返身回溯之

雙重歷程的敏銳與梳理程度」（夏林清，2012，頁78），我探見在她們生命當中我駐

足的角色與意義，由於和他們生命經驗的相互關照，引發我對自己身分的跨越。不管

藉由教師自我敘事或協作敘事的方式，兩篇研究都是透過對人類的經驗進行回溯與分

析之後，而對教師身分創塑意義，並建構出個人的教師實務知識。 

在成長史的回溯和幼教師身分的敘說中，請幼教師敘說自我和幼教師身分，這樣

運作的意圖在讓幼教師覺知到那樣的我是由社會所建構；接下來便由協作者敘說在團

體當中妳所認識的協作者，試圖讓協作者去發掘為何過去別人眼光中的我和現在別人

眼光中的我是存有差異的，讓協作者解構過去對自我身分的看待，而重構未來身分的

可能。在「目前課程實踐經驗/難題的敘說」主題中，幼教師們在團體中提出了目前個

人的課程實踐困境，我們在團體中針對敘說者所提出的難題進行討論與對話，並提供

相關的文本進行閱讀與對話，而所有的討論與對話都回到幼教師自身的難題與困境，

經驗意義化就會因而產生，而其自身的經驗知識因為經過自我、彼此和文本的對話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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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證，個人知識因而成為公共知識。 

（四）敘事探究之後會引發行動 

Bruner 提到敘事是由行動和意識兩個架構組成(Lyons & LaBoskey, 2002)。Ritchie

與 Wilson (2000)也說因為敘事對於個人舊的詮釋可以創造一個再思、再修正的一個可

能性的空間與意義，而在這樣的詮釋與修正的過程當中，會引發個體行動的產生；所

以敘事可以被視為教師自我修正的行動性語言和批判性工具，亦即透過敘事可以對意

識有所覺醒，而「覺醒」在 Paul Freire 的教育理論當中，對敘事如何能成為一種行動，

提供一個有力的論述，Paul Freire 的覺醒教育中，因為學習者有了文字的力量，才引

發出個人通往世界的路徑與行動。而 Ritchie 與 Wilson (2000)提到因為具脈絡化的敘

說而形成教師對於自身文化的全面性觀看。 

在＜Renaming as an act of resistance＞Carol(2000)透過具反省力的自我敘說，重新

看見自己成為一個人及成為一個老師的主體性。文中她提到我們的思想、行為都是由

社會所建構、掌控和被脈絡所形塑，透過「說故事」可以讓我們有所覺醒。透過敘事

她找回了自己的身分，之後進行「正名」的行動，並展開了有別於 36 年前的人生；

因著敘事的力量，她也引導學生將生活經驗進行重說與意義的創塑，去探測每一個故

事背後的意義，在當中和學生發展出有別於過往的一段關懷的專業關係，並將自己的

教學導向一個批判的教育學。 

因為對經驗進行反思而有所覺知與意識，團體的進行除了協作者的敘說之外，我

也會提供我自己的教學故事，並引介相關的理論對我的影響，而讓協作者返身分享自

己的看見，理論非呈現在真空當中，而是因著對話與辯證能對協作者有所增能，希望

藉此引發生命/教學的行動。例如，在教學難題的主題中，我們請協作者敘說挫敗的教

學經驗，之後經過團體的討論與對話，也提供與此難題相關的專業文本作為移動協作

者視框的養分，最後共構出此教學難題的可能解決方法，並鼓勵幼教師將可能的方法，

帶回目前的教學現場，並在下次的協作團體中提出分享。 

參、敘事探究的開展－行動敘說 

一、著重「在行動中反省」和「對行動反省」的歷程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探究以協作敘事取徑促進幼教師專業發展的歷程，而協作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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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團體的運作方式、內容與架構，乃參酌國內外有關教師協作敘事團體的相關實務與

研究資料。在幾次的團體運作之後，我發現為了發揮協作敘事取徑的幼教師專業發展

之功能，也為了提升以協作敘事取徑促進幼教師專業發展歷程的探究品質，我所扮演

的角色應就如同是 Schon 所言的是一位專業的實踐者，需要在整個協作敘事團體運作

的歷程當中與之後進行不斷的反思（夏林清譯，2004）；加上三度敘事探究空間也因

著每一次協作敘事團體的運作與推進產生發酵與加乘，這都會使得協作敘事團體原本

規劃的內容與進行方式有所改變。因而敘事探究法在本研究將採行動敘說取徑。 

前三次的成長史和經典教學故事敘說中，我事先預告敘說主題，請協作者於團體

進行的當天進行分享，在行動中反省之時我寫道「由於協作者沒有事先準備要敘說的

內容，所以敘說顯得雜亂、冗長且失焦，造成時間的掌控度也不好」（20150206/RIA），

於是在對行動有所反省之後，我開始設計每一次團體的運作流程單，並於運作單內預

告下次主題，且請協作者事先將故事書寫成文本。在教學難題的場次中，我請幼教師

去回觀在她們二十幾年的教學生涯中，有沒有愧對的學生或難忘的挫敗教學經驗，結

果在她們分享的難題故事當中，就有兩位幼教師提到協同教學的困境與難題，因為行

動中反省的運作使我在團體討論時，感受到協同教學對教學品質的影響，我思考到應

系統性的對協同教學的議題有所探究，於是我們之後進行了「兩個女人的故事」主題；

而對行動反省也讓我在團體運作之後思考到應提供有關協同教學的文本供協作者進

行閱讀與討論。在「生命/教學故事」的主題中，請協作者敘寫生命或教學故事，在行

動中反省我看到每一個協作者僅只是說自己的故事而已，看不到協作者因著敘說而來

的反思；於是在對行動反省之時，我的省思札記寫著「生命/教學故事的敘說，不能只

是說說而已，如何能讓協作者對故事有所反思是下一次的協作重點所在」

（20140521/ROA），之後我便開始搜尋相關的文獻，規劃讓協作者對自己或別人的教

學故事進行反思的運作活動。在「目前課程實踐經驗/難題的敘說」主題中，我們將課

程實踐的重點轉向要參加「幼教專班教學演示能力檢測」的三位協作者身上，希望透

過團體的互動協助這三位協作者能順利通過檢測，也提升其他 5 位協作者的課程實踐

知能。對行動反省之後，更讓我知覺到在團體運作之時，落實閱讀與敘說並重的運作，

可提供協作者進行視框挪移的滋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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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即實踐」(research as praxis)的開展 

第三次和第四次的團體運作中協作者都不約而同的敘說組織文化的議題，幼兒園

組織的問題一直浮上檯面，於是在協作團體運作第四次之後，我在行動後的省思札記

中寫著「今天團體的運作一直在離題，老師們一直在說園長的事情，......。天哪！我

會不會找錯研究場域和參與者啊！我並不想在這個研究中談論和解決這些問題。」

（20140206/ROA）。在第五次和第六次教學難題的主題中，有兩位協作者的省思札記

寫到幼兒園組織對其教學的影響問題，在第五次的團體中，甚至有協作者因為談到目

前園內文化的問題影響其教學而落淚，在團體的運作之時我寫著「我似乎不能再忽視

目前園內文化的問題了，但我有資格去插手嗎？這不是我的研究目的啊！身為研究者

的我這樣會不會涉入太深，影響研究的中立呢？」（20140521/RIA）。我在協作者的困

境和「我的研究」之間拔河了一段時間。 

於是在閱讀方法論的文獻中我產生了諸多的辯證。「協作」是本研究的重要內涵，

它說明著研究者和參與者的關係並不是「資料蒐集者」和「資料提供者」，他們是一

種互為主體的關係。而在整理敘事探究特色的內容中，我也提到「敘事探究之後會引

發行動」，我反思到這是一個促發幼教師專業成長的研究，我能不去對有可能壓迫到

這群幼教師專業發展的組織文化有所處理嗎？而Lather(1986)研究即實踐的論述，讓我

找到了答案也讓本研究開展出另一種身分。Lather提到這樣的一種研究設計強調以進

行多次系列的小團體互動，和開放性的對話訪談，是一種具對話、互動和自我反思的

研究特色（夏林清，2012）。研究者和參與者在這樣的歷程當中是居於互惠的需要(the 

need for reciprocity)，並藉此共同建構解放的知識，並能在各自的生活世界當中面對受

壓迫的文化和不公義的現象，做出修正和抵抗的實踐行動(Lather, 1986)。 

互惠是指研究者和參與者之間意義和權力彼此的協商歷程(Lather, 1986)，亦即研

究者和參與者之間本是一種共同投入的研究關係和過程（夏林清，2012）。本研究是

透過幼教師共同敘說教學故事，共同的觀看教學故事，共同針對教學故事所引發的議

題進行對話，並試圖協商和共構適性的教學行為，以促進幼教師的專業成長。Lather 

(1986)的解放取徑所建構知識的概念，應是對研究者和幼教師都能有所增能，而其建

構的過程中強調要藉由自我反思和深度的對情境有所了解的對話，是研究者和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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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共構理論，並踐行在教育場域之中。Lather實踐取向研究論述，使得本研究開始

對幼教師所處的組織文化有所關注，而團體的關係也因著我對組織文化的關心而有所

升溫，之後我們更藉由團體的運作，我和幼教師彼此為各自訂下抗拮組織文化的計畫，

並付出行動。 

 

第二節  協作者 

壹、協作者的背景描述 

一、協作者之學經歷、教師資格及幼教年資 

和 8 位協作者組成「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並在 Line 上成立了社群，並各自取

了化名以供研究文本的使用。8 位協作者除了有著同事之間的關係，除了ㄚ頭之外，

其他 7 位連同我在內都是創新家商幼保科的畢業生，有著同學和學姊、妹的關係，出

生在 1970-1976 年之間。 

8 位協作者中 3 位畢業於科技大學的幼保系具備教保員的資格，5 位畢業於師院

的幼教系具有幼兒教師的資格；只有ㄚ頭有非幼兒園教師以外的工作經驗，另外在幼

兒園的經歷中有 4 位曾在卓越幼兒園以外的機構服務，其餘 4 位都一直在卓越幼兒園

服務；幼教年資都在 20 至 23 年之間，如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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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協作者之學經歷、教師資格及幼教年資 

姓名 學歷 經歷 教師資格 幼教年資 

鴨咪 科技大學 

幼保系 

◎卓越幼兒園教保員 20 年 教保員6
 20 年 

小玲子 師院幼教系 ◎幼兒園教師 9 年 

◎卓越幼兒園教師 11 年 

幼兒教師 20 年 

小汝汝 科技大學 

幼保系 

◎卓越幼兒園教保員 21 年 

並曾兼任活動組長、文書組長及行政

組長 

教保員 21 年 

黑支 師院幼教系 ◎卓越幼兒園教師 21 年 幼兒教師 21 年 

ㄚ頭 師院幼教系 ◎療養院教師 2 年 

◎卓越幼兒園教師 21 年，並曾 

兼任庶務組長、活動組長、保育組

長、行政組長 

幼兒教師 21 年 

小婷子 師院幼教系 ◎幼兒園教師 3 年 

◎卓越幼兒園教師 18 年 

並曾兼任教學組長級保育組長 

◎創新家商進修部幼保科教師 2 年 

幼兒教師 21 年 

亮亮 科技大學 

幼保系 

◎幼兒園助理教保員 4 年 

◎幼兒園保育員 2 年 

◎卓越幼兒園教保員 14 年 

教保員 22 年 

妹仔 師院幼教系 ◎幼兒園教師 10 年 

◎卓越幼兒園教師 13 年 
幼兒教師 23 年 

 

二、協作者之證照、獲獎紀錄及學術表現 

在證照的部分 8 位協作者除了具備教師與教保員的資格之外，皆具有保母證照；

8位協作者皆有績優教保員及教師的獎獲，其中3位更榮獲幼兒教育的殊榮－幼鐸獎；

在學術表現上 8 位都參與第一屆中區幼托園所在職教保人員專題行動研究，將研究所

得進行在期刊和論文集上發表，並榮獲獎項，如表 3-2。 

 

 

                                                      
6
 鴨咪、亮亮和小汝汝於 2015 年 11 月通過了幼教專班教學演示能力檢測，獲得了「幼兒教師」的教

師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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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協作者之證照、獲獎紀錄及學術表現 

姓名 證照 獲獎紀錄 學術表現 

ㄚ頭 幼兒教師合格

證、丙級保母證

照、丙級中餐廚

師證照、CPR 證

照、安全遊戲管

理人員證照、純

音聽力檢查證

照 

◎縣優良教師表揚 

◎指導幼兒參加各項競賽獲獎 

◎卓越幼兒園連續滿 5、10 和 15

年服務獎項 

◎第一屆中區幼托園所

在職教保人員專題研究

論文佳作獎 

◎卓越幼兒園論文集 1

篇 

小婷子 幼兒教師合格

證、丙級保母證

照 

◎卓越幼兒園連續滿 5 和 15 年

服務獎項 

◎教育部五育教材教法設計佳

作 

◎指導幼兒參加各項競賽獲獎 

◎卓越幼兒園論文集 1

篇 

亮亮 丙 級 保 母 證

照、安全遊戲管

理人員證照 

◎獲幼鐸獎 

◎獲頒中國幼稚教育學會－服

務熱忱、教學認真獎項 2 次 

◎卓越幼兒園連續滿 5、10 和 15

年服務獎項 

◎縣優良教保人員表揚 

◎指導幼兒參加各項競賽獲獎 

◎教具製作比賽佳作 

◎第一屆中區幼托園所

在職教保人員專題研究

論文優勝獎 

◎卓越幼兒園論文集 2

篇 

◎弘光學報 1 篇 

小汝汝 丙級保母證照 ◎獲第十六屆幼鐸獎 

◎卓越幼兒園連續滿 5、10、15

和 20 年服務獎項 

◎指導幼兒參加各項競賽獲獎 

◎第一屆中區幼托園所

在職教保人員專題研究

論文優勝獎 

◎卓越幼兒園論文集 2

篇 

妹仔 幼兒教師合格

證、丙級保母證

照、丙級中餐廚

師證照、180 小

時蒙特梭利訓

練 

◎卓越幼兒園連續滿 5、10 和 15

年服務獎項 

◎獲幼師楷模教師表揚 2 次 

◎獲頒中國幼稚教育學會－服

務熱忱、教學認真獎項 2 次 

◎獲優良教師殊榮 

◎撰寫 IEP 成績優良獲頒獎項 2

◎第一屆中區幼托園所

在職教保人員專題研究

論文佳作獎 

◎卓越幼兒園論文集 1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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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獲優良教保人員 2 次 

黑支 幼兒教師合格

證、特殊教育教

師證書、丙級保

母證照、CPR 證

照 

◎卓越幼兒園連續滿 5、10 和 15

年服務獎項 

◎獲幼師楷模教師表揚 

◎獲優良教保人員殊榮 

◎獲優良教師殊榮 

◎撰寫 IEP 成績優良獲頒獎項 

◎指導幼兒參加各項競賽獲獎 

◎第一屆中區幼托園所

在職教保人員專題研究

論文佳作獎 

 

鴨咪 丙級保母證照 ◎獲第十五屆幼鐸獎 

◎卓越幼兒園連續滿 5、10 和 15

年服務獎項 

◎指導幼兒參加各項競賽獲獎 

◎獲「勤跑圖書館進修精神特殊

嘉許」 

◎獲頒優良教師獎項 

◎獲幼兒發展評量作業優良獎

項 

◎獲幼教協會教師績優 

◎獲幼兒文學創作－圖畫書創

作優異 

◎獲優良教保人員殊榮 

 

小玲子 幼兒教師合格

證、丙級保母證

照 

◎卓越幼兒園連續滿 5 和 10 年

服務獎項 

◎撰寫 IEP 成績優良獲頒獎項 

◎獲優良教保人員殊榮 2 次 

◎卓越幼兒園論文集 1

篇 

 

貳、協作者的工作場域 

卓越幼兒園成立於 1968 年，為創新家事商業職業學校幼兒保育科附設幼兒園。

幼兒園創立的目的在提供該校學生實習的機會，與讓其教職員工子女於幼兒教育階段

能有妥善照顧之場所。目前（103 學年度）教職員工有園長 1 名、教師 27 名、幹事 1

名、護理師 1 名以及廚工 3 名；幼生人數有大班 3 班，中、小班 4 班以及幼幼班 2 班

共 346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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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卓越幼兒園的行政組織系統 

創新家商校長下有教務處、人事室、實習處、主計室與總務處，於實習處之下又

分幼保科主任與卓越幼兒園園長，園長下分保育組、行政組與教務組三組，教務組之

下又分三個年級召集人。並為推展幼兒教育、協助園務推動及處理緊急事務成立幼兒

園家長委員會。 

由於卓越幼兒園為附設的幼兒園，因而除了教學完全自主以外，所有的保育、行

政與教學行政事務，皆須經過創新家商所屬相關處室的簽核。因而其自主權有限，且

所形成的事物流程繁雜及耗時。以舉辦一個親子闖關活動為例，從活動的企劃到通過

就要上簽到各相關處室，有時簽呈上的一個用詞不當就會被退回來，有時甚至會來來

回回好幾次，好不容易通過了，就要開始籌劃相關活動，這時場地的租借又得行文到

校本部，尤其是最後的核銷工作，常常把兼任組長的幼教師搞得昏頭轉向，常常因而

影響了正常的教學。但對校本部來說這麼大型的幼兒園也造成他們很大的行政業務量 

，他們也是有口難言。 

二、卓越幼兒園的課程、師資及教學環境 

在營造自由、開放和多元的學習環境，培養獨立思考、尊重生命及自主學習的態

度，和培養德、智、體、群、美全方位能力的教育理念之下，該園採「主題+學習區」

的課程模式，並在課程大綱的導引之下，落實幼兒教育的目標。由於教學成效卓越，

因而也於 102 學年度開始接受縣政府委託擔任縣的教保資源中心。 

園內教師皆為幼教系、幼保系畢業之合格幼教師及教保員。園內的設備充足、空

間寬敞且教材教具多元。設有教具資源室，將教學相關的教材教具作系統的管理。並

成立家長委員會，協助幼兒教育相關事務的推動。在教學之餘鼓勵教師研究，並進行

出版。而由於是教保資源中心，所以每年會接受縣政府委託辦理或規劃教師專業成長

研習，園內教師也因著地利之便，在提升專業發展之餘，也累積很多辦理研習活動的

經驗。 

三、參與幼兒園輔導計畫之概況 

為了確保幼兒園的教保品質，並協助教師持續進行專業成長，該園於 96、98 學

年度參與適性輔導方案，100 學年度參與課程大綱實驗園的輔導，101 年再次接受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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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輔導方案，102-104 學年度更持續進行課程大綱的輔導。 

 

第三節  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運作與架構 

壹、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的運作原則 

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的運作原則係參考文獻中「協作敘事的特質」與「協作敘事

的教師專業發展方案」發展與規劃而成。  

一、生命故事與教學故事並重的敘說 

在「教師是一個人」的隱喻之下，其突顯的是教師角色的形成不是一夕之間，亦

即教師自我或身分的形成是包含自己、他人及其外在環境互動之下，所組成的自我內

在世界，和敘事的三度空間有著相同的意涵。即教師身分是隨著時間軸、互動軸、和

情境軸的動態循環歷程所建構。 

首先，從生命故事的敘說開始談起，從協作者童年的原生家庭經驗、現階段的家

庭經驗、以及各個階段的學校經驗敘說；之後，請協作者敘說其過往的課程經驗與教

學的故事，側重在「課程與教學的經典故事」，不管是成功、感動的難忘故事，或是

「不堪回首」的故事，都是經典故事的切入點。 

二、閱讀與敘說並重的模式 

閱讀與敘說並重主要參照劉美慧（2008）提到的希望閱讀他人故事而引發的共振

效應，而有行動的參照架構與策略，以提供移動視框的視域。因為視框是我們看事情

的角度，我們都帶著自己的視框在觀看並理解世界。團體運作中我們一面說故事，也

一面閱讀和聆聽他人的故事，這樣的再現文本，使得我們看到了彼此在看待事情時的

視框，和因著這視框所引發的行動。團體中除了閱讀這些再現文本之外，討論與對話

的啟動是希望能對經驗在不同視框下被賦予不同的意義，移動視框使呈現的文本能不

斷被「重新框定」產生新的意義（林香君，2005），因為有時往往當事人的視框沒問

題，但有問題的是沒辦法看到視框之外的存在，亦即重新視框的問題。生命經驗與教

學故事的敘說讓我們經驗到每個人的「看見」是那麼不同，若我們能先對我的「看見」

有所看見，我們才有移動視框「重看」與轉化的可能，這是一條「看見」與「移動」

的路徑。而為了提供協作者在看見之後產生移動的養分，團體運作之時會依著所敘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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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討論的主題，尋找符合該主題的文章或影音，供協作者閱讀、觀賞並進行對話與討

論。因為視框一旦移動，新經驗才有發展與開展的可能。 

在進行教學相關文章的閱讀之時，我也思考到不能落入廉兮在與基層教師進行影

像讀書會中的困境「研究者發言的內容與方式，像是傳授者的角色，少了成員的互動，

研究者的發言明顯成為唯一價值。」（劉美慧，2008，頁 17）。是藉由閱讀來移動幼教

師視框之時，我在團體的運作歷程中需不時進行行動中反思和行動後的反思。 

三、生命與教學難題的討論 

Bruner 所言：「……『難題』會被安裝為敘事現實的輪軸。故事之所以值得講、

值得理解，其價值就在於有那難題的存在。……」（1996/2001，頁 215）；而劉美慧（2008）

更提到難題的呈現能反映行動者的處境，更能理解脈絡的關係，從難題而來的敘說與

討論可以提供課程改革的可能性路徑。因而本研究除了讓協作者敘說其生命與教學故

事，也會聚焦在生命與教學難題的敘說，透過重新捕捉和詮釋自己或協作者共同的難

題，在經驗的難題流動之下，啟動反思思考找出「人們如何觀省自己是如何在認識事

物與如何行動的一種思考方式」（夏林清，2012，頁 322），再經由對話、互動、和討

論，解構並移動自己的視框，轉化及促發新的生命與教學的發展。 

四、著重互動、對話與反思的設計 

協作團體要以一種互動、對話的方式進行，首先引導者要先自我開放，才能和協

作者共同尋求更深刻的相互了解，也會關係著團體關係的催化與否。在協作團體的關

係催化之下，協作敘事團體的運作希望提供透過別人的故事文本，與自己的故事文本

有所對話並進行討論，產生共振和自我反映的歷程，而為使這樣的歷程深入與深刻。 

著重互動與對話的研究設計，是要讓彼此對自己所存有的視框與觀看世界的方式，有

所意識與覺知，除了對自我有更深一層的認識之外，透過彼此的觀看、對話與討論就

會為團體孕育出辯證的空間（夏林清，2012），這樣的團體希望營造的是具批判性、

建設性且相互教育的教師專業發展路徑。 

而協作敘事團體的反思運作首先是請幼教師敘說自己的教學故事或聆聽別人的

故事，之後再重看自己的教學故事，藉由「發生什麼事？」、「你看(觀察)到什麼？」、

「讓你想到什麼？」、「對你有什麼意義？」、「從這個故事中你學到什麼？」以及「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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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你的故事，你再次學習了什麼？」的提問來進行反思和對話。 

貳、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的運作架構 

每一次的協作敘事團體的運作都是藉由敘事－意識－反思－建構－行動的運作

歷程與架構，來促進幼教師的專業發展，其所呈現的歷程並非呈現線，而是成雙向且

彼此互為影響的歷程。以下將說明其內涵。 

一、敘事 

本團體運作是以敘事為主體，我認為其包含分享片段、瑣碎的關於教學當中的挫

折、喜悅與訊息傳達的說話、並有高度主動和參與的說話形式，藉此分享與交流意見、

想法與價值觀的談話、和一種更具探究與理解的談話內容，著重在對於參與者的問題，

和經驗進行討論分析與批判的對話。敘說內容是以生命故事（經驗）和教學故事（經

驗）為主，引導者在每一次的團體結束之後會預告下次敘說的生命/教學故事的主題。

敘說的方式除了口說之外也透過書寫的方式。 

二、意識 

在安全的氛圍之下，三度空間的生命/教學故事敘說，能讓協作者對過去活過的生

命與經歷過的教學事件有所覺知。因著三度空間整個故事與事件會更具體與立體化，

如此一來隱晦的理解和假設會被更整全性的看見，協作者會更具意識的覺察出故事與

事件的脈絡。在協作敘事團體中讓經驗浮上意識的方法，剛開始是請協作著透過口說

的方式，之後也請協作者事先將所要分享的故事書寫成文本，再於團體中進行敘說。

書寫加上敘說的方法比起僅是口說，所引發的意識感其程度是有差異的。但僅只是讓

故事浮上意識是不夠的，有時並不會有學習的歷程出現，還必須藉由反思的運作，才

能讓活過的經驗藉以創塑意義。 

三、反思 

敘說就猶如乘坐時光機似的讓我們舊地重遊，有時會有著近鄉情怯的情愫，有時

會有著陌生人不願去探尋的距離，但每一位協作者的敘說都是乘載著不同生命的記憶

和希望，透過重說與重看，敘說者更具意識的覺知活過的故事與經歷，此時反思的翅

膀會同時在我們的腦海中帶領我們飛翔。而在聆聽別人的故事之時，透過生命經驗的

相互關照，我們常會出現返身思考的歷程，再加上協作者與協作者之間對話的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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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者引領著談話與對話，會讓彼此更具反思力，當在進入專業與生命的省思之時會

更具方向性。 

四、解構 

當教師獨特的個人知識能被看見與重生，教與學的知識變得更具形體，敘說者藉

由三階段省思的運作，更透過協作者與協作者之間的互看、討論與對話，讓教學知識

的反思方向與視域變得更具彈性與寬廣，幼教師可藉以省視自己的教師身分，教師身

分的解構變得可能，而從中建構與更新教師的個人與專業知能發展。 

五、行動 

協作敘事團體藉由敘事－意識－反思－建構的運作架構，幼教師藉由一次又一次

的經歷其歷程，有時是對其生活世界的再經驗，有時更是在身邊立即性的事件，亦即

那是一種親近且活脫的學習，因為透過這種方式所產生的學習是具深刻的，自然會帶

出帶出行動力於生活世界當中。 

參、協作敘事團體課程規劃與運作時間 

一、協作敘事團體運作主題、內容與方式 

協作敘事團體規劃的運作主題與方式如表 3-3。表中運作內容與方式在說明每一

次團體的進行流程和內容，閱讀和書寫的項目是協作者在每一次團體進行之前或之後

要進行閱讀和書寫的內容。團體的運作預計有三階段，成長史的敘說著重在團體關係

的建立，在故事敘說一段時間之後強調讓幼教師能對經驗有所意識，接下來進行反思

並產生意義化，最後帶出課程與教學實踐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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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協作敘事團體課程規劃內容 

階段 主題 運作方式與內容 閱讀 書寫 

關 

係 

建 

立 

期 

我的成長故事 

 

1.引導者分享成長故事 

2.協作者分享成長故事 

  

1.我的成長故事 

2.什麼是敘說 

1.協作者分享成長故事 

2.敘說結構說明 

敘說的結構 省思札記 

意 

識 

期 

經典生命 /教學

故事 

1.協作者重點及摘要的

再敘說故事 

2.協作者分享所閱讀故

事的心得與看見 

 省思札記 

 

反 

思 

期 

教學難題 1.引導者分享教學難題

2.協作者互相對聆聽的

故事進行對話 

《教師是陌生人-

「看見」不一樣的

教師》 

省思札記 

 

幼教典範的故

事 

1.教師生活史 

2.教學故事的分享與對

話 

3.行動敘說 

1.《教師生活史》 

2.教學故事：來!說

我們的故事 /開往

夢想的列車 

省思札記 

 

行 

動 

期 

幼教師身分敘

說 

1.幼教師身分自我敘說 

2.協作者相互敘說「我認

識的妳、我看到的妳....」 

3.行動敘說 

《教師專業反省》 教師身分敘

寫 

課程改革的關

懷：新課綱的輔

導與實施 

1.分享與對話 

2.行動敘說 

  

 

二、協作敘事團體運作的時間 

協作敘事團體進行為期一年半。初期在以不影響幼兒學習、影響老師的工作量和

教學的負荷量，又能提升園內教師的專業成長，我們共同商議利用幼兒午休時間，並

一班留有一位老師和實習生的原則。每個月一次每次 2.5 至 3 小時，地點在卓越幼兒

園的資源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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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資料蒐集與分析 

壹、資料蒐集 

一、參與觀察 

參與觀察有時是藉由研究者的觀看、聆聽、發問和訪談交織而成（黃瑞琴，2005）。

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運作時間從 2014 年 9 月至 2015 年 12 月，平均一個月一次共 12

次，第一至第四次每次 3 小時，而第五至第十二次每次 5-6 小時，在團體中我們讓幼

教師敘說其生命與教學故事，並透過敘事研究法以行動敘說的方式，探究以協作敘事

取徑促進幼教師專業發展的歷程，並促發幼教師的專業發展。所以，在協作敘事團體

運作當中，我參與在團體當中作敘說內容的傾聽與討論的引發，而同時我也適時的敘

說自己的故事，更要扮演在維持一個專業的距離之下的研究者角色來蒐集研究所需的

資料（黃瑞琴，2005）。因為要在這樣的多重角色之下來蒐集資料，在徵詢協作者的

同意之下，透過全程錄音和部分拍照的方式，將協作團體的敘說內容紀錄下來。而也

因參與在對整個協作敘事團體的運作之中，並進行團體運作的觀察，而書寫在行動中

反思的參與觀察筆記。除了在協作敘事團體中的參與觀察資料之外，也會在非協作團

體運作的時間，採參與觀察的方式，進園觀察園內和班級的教學與文化。 

二、研究者和協作者的省思札記 

在協作團體結束之後回程的路途中，我會用錄音筆馬上將「行動後的反思」紀錄

下來，再轉錄成逐字稿，並撰寫行動後的省思札記。除了我的省思札記之外，有時因

應敘說主題，我也會設計一些問題，或邀請協作者書寫團體運作之後的省思札記，作

為現場文本建構的來源之一。 

三、訪談 

訪談分為非正式訪談和正式訪談。非正式訪談是研究者與部分協作者進行日常生

活的聊天所得的資料；而也因應研究的需要進行電話的訪談。而正式訪談是協作團體

運作結束之後，分別與 8 位協作者進行正式的訪談以了解協作敘事團體促進其專業成

長的情形，每個人訪談的時間為 40 分鐘至一小時不等。 

四、故事文本 

在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中我們請幼教師除了用口述的方式敘說生命與教學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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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有時也會請幼教師事先將故事書寫成文本。 

五、文件、照片、教學、影音或 Line 通訊 

除了協作敘事團體當中的敘說、討論與對話內容，我和協作者的省思札記作為主

要的現場文本之外；也會以照片、教學作品與文件來豐富現場文本，在分享成長史的

敘說當中，會請協作者帶原生家庭的家人照片，來輔以故事的敘說；也提供影音光碟

的方式，來立體化共組家庭的生活與教學故事；由於我們也在 Line 通訊中成立「卓

越美女團」的社群，因而除了在協作團體中的互動之外，也透過團 Line 和私 Line 的

方式，進行協作敘事團體中未竟事宜的討論，成為簡短課程討論和心情分享的處所。

不管是文件、照片、教學、影音的教學作品或 Line 通訊的對話呈現，都可以讓故事

的敘說更有脈絡與生命，也都是建構現場文本的重要來源之一。 

貳、資料整理與分析 

至於如何透過協作敘事團體的運作所呈現出的現場文本，加以創塑意義並建構出

研究文本呢？其實現場文本較是一種描述性資料，它具有一種記錄的性質，所以與研

究文本是有一段距離，而研究者就是要透過詮釋與分析，來轉化現場文本的資料而建

構出研究文本。Clandinin 與 Connelly(2000)提到敘事探究較是一種尋求，一種再度尋

求，而比較沒有解決問題的意味；但 Bruner 卻說「……『難題』會被安裝為敘事現實

的輪軸。故事之所以值得講、值得理解，其價值就在於有那難題的存在。……」

（1996/2001，頁 215）。而本研究是藉由幼教師去進行一趟經驗的回溯，而引發在團

體中協作者之間或與文本之間的對話和討論，幼教師因為這樣的再尋求之後而有了意

義創塑之外，更想要藉以探尋並發展出一條協作敘事的教師專業發展路徑。本研究是

以行動敘說的方式記錄協作敘事團體運作的關係建立與歷程，但我如何能從敘說的歷

程獲得當中的內涵與重點，以及協作敘事取徑促發幼教師專業發展的成效為何，並進

行幼教師專業發展取徑的再概念化。以下將說明之。 

一、資料分析的時間 

張芬芬（2010）提到質性資料分析好似「在抽象的階梯上爬升」，這句話提醒著

我，對於質性資料的蒐集與分析必須是同步進行。於是在每一次的協作敘事團體運作

之前、中和後，我會初步將我的看見，以及對照協作敘事團體的運作重點，做故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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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描述與記錄。之後等每一次團體運作的逐字稿出來以後，再將之與之前做的團體運

作故事文本互為參看。幾次的團體運作之後，似乎在資料當中找到反覆的概念，此時

就會開始敘寫協作團體運作的初步重點。因而，本研究的資料分析與資料蒐集是同步

的。 

二、資料的管理 

本研究將所蒐集到的資料，轉錄成文字檔之後，在檔案內附加頁碼，將包含我在

內共九個人的資料分別用不同的顏色作標示，也將每一個文字檔清楚記載資料的性質 

、日期或人物，並以Excel檔的格式收納所有的文字檔。在進行每一次的協作團

體運作的前、中和後我會時時的鍵入、歸檔並檢視Excel檔上的每一份資料。在每一次

的檢視之時所浮上的主題或概念，分別萃取成另一個檔案，再註記萃取出概念的時間

及層次，是將來深入分析的前導。 

資料的編號採人物/西元年月日/資料來源（例：亮亮/20150311/省思），而其中協

作者的姓名採化名呈現，該化名乃協作者自行命名產生；而文內逐字稿的內容中有此

“［］” 符號出現，表該符號內的文字，乃是我根據協作者在敘說之時未出現的字詞

所寫，因為該字詞的出現較能呈現出整句話的意義與脈絡。另，詳細的資料類別與說

明如表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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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  

資料編號說明 

類別資料 呈現方式 說明 

協作敘事 小玲子/ 20141107/協作 小玲子在2014年11月7日在協作團體中的

發言 

省思札記 亮亮/20150620/省思 亮亮在2015年6月20日寫的省思札記的內

容 

行動中反思 

(reflection-in-action) 

研究者/20141107/RIA 研究者在2014年11月7日的協作團體進行

歷程當中的反思 

行動後反思 

(reflection-on-action) 

研究者/20141107/ROA 研究者在2014年11月7日的協作團體進行

之後進行的反思 

Line資料 黑支/20151010/團Line 

 

黑支在2015年10月10日在卓越美女團

Line 上的發言 

ㄚ頭/20151012/私Line ㄚ頭在2015年10月12日在我和她的Line

上的發言 

正式訪談 小汝汝/20151216/正訪 2015年12月16日研究者對小汝汝進行正

式的訪談，為小汝汝的回答內容 

非正式訪談 鴨咪/20160304/非訪 2016年3月4日研究者對鴨咪進行非正式

的訪談，為鴨咪的回答內容 

電話訪談 妹仔/20160215/電訪 2016年2月15日研究者對妹仔進行電話的

訪談，為妹仔電話中的回答內容 

故事文本 妹仔/20150910/文本 2015年9月10日妹仔針對敘說的主題，事

先書寫成故事文本 

教室觀察 鴨咪/20160304/教觀 研究者在2016年3月4日進班觀察鴨咪教

學的情形 

教案 亮亮/20151015/教案 亮亮在2015年10月15日的教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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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料分析 

本研究的資料採主題分析法，是質性研究資料分析的方法之一，它是一種不預先

設定概念而從所有現場的資料中去尋找、挖掘、辨識及逐步分析出主題的方式（高淑

清，2008）。以下將先說明分析的步驟與策略，再以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關係建立的

發現，說明以主題分析架構形成團體關係建立轉化關鍵的主軸概念。 

（一）步驟與策略 

1.整體並重複閱讀原始的資料 

仔細並重複的閱讀所有原始蒐集到的資料，陳向明（2002）提到研究者剛開始在

閱讀時要採取一種主動「投降」的態度，亦即研究者要將自己的所存有的想法和概念

置諸括弧讓資料說話；但因為現場文本是經過轉化而來，有時從文字當中是感受不到

現場的整個氛圍和脈絡的，所以提醒自己讓資料說話之外，也要回到協作敘事團體的

現場，讓自己與資料的互動所產生的感覺和體悟有所關照。 

2.發現重要事件與暫時性主題的浮現 

當仔細、整體並反複閱讀所有原始資料之時，會發現出重要的事件，而從重要的

事件當中往往會有一些概念和意識浮上心頭，亦即資料產生出初步與可能性的意義，

此時通常要將這些浮上的感覺和主題，將其主題之下的文字剪貼成重新一個檔案，作

原始資料的化約。 

3.每一次團體運作的前、中、後持續地尋找資料中呈現的主題 

由於資料的蒐集和分析是同步進行，當團體運行的次數越多原始資料就越多，對

於暫時性主題是否能躍上主概念的位置，是 Neuman 所謂的連續逼近法的概念，亦即

研究者透過連續反覆資料的分析，概念會逐步由模糊轉為清晰（引自潘淑滿，2003）。

對於暫時性的主題持續予以省視和檢核，以慢慢建構出確定與深層的意義。 

4.主軸概念的萃取與檢視 

主題分析的最終目的乃在於針對現場的資料文本，藉由不斷的閱讀、發現、建構

與再建構的歷程，而找到共同與關鍵性的主題。本研究乃藉由每一次團體運作的歷程

和現場文本發現重要事件，獲得初步的概念和次主題之後，再進行資料和主題的反覆

檢視之後，最後再形成主軸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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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文獻對話並發展概念和理論主張 

而有時主軸概念躍上研究文本之後，最後也會將主要概念與文獻進行對話與辯證，

目的在刺激分析的思考，不是套入別人的研究架構中，是用來擴展自己的研究中所發

展出的概念（黃瑞琴，2005）。需要不斷有文獻的挹注，與文獻的對話而形成，因而

是一個持續不斷且嚴謹的歷程，因為最終要發展出本研究的主張和理論。 

（二）主題分析架構實例 

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的關係分成四階段，以下以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關係建立的

發現，說明以主題分析架構形成團體關係建立轉化關鍵的主軸概念（表 3-5）。 

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的主要運作方式，是請幼教師敘說其生命/教學難題與故事，

並藉由團體中的討論與對話，提供該難題相關的解決方法，是研究者對幼教師生活世

界關懷的進行方式。而在協作敘事團體運作的歷程當中，教師兼任行政影響幼兒安全

和雙輔導案事件的敘說，引發研究者開始覺知到自己的研究者身分與協作者之間的關

係，而也促使研究者找園長針對兩個事件進行討論。在因為雙輔導案順利在研究者的

協調之下獲得解決；而最後訪談的文本內容也顯現出協作者對研究者的身分有了不同

的看法，因而有「研究者身分解構」的主題產生。從訪談當中協作者表示因為感受到

研究者與她們「是在同一條船上」於是她們對團體的看法也有所不同，也開始對研究

者的論文進度也所關心，為了能全心的參與團體的討論，她們也將團體的運作時間改

為假日，協作者也開始真正的對其課程、教學或生活世界提出難題，在協作團體中敘

說與討論，例如，教學演示能力檢測和學習區的難題，才有「協作者身分跨越」的主

題萌生。幼教師生活世界關懷、研究者身分的解構與協作者身分的跨越才使得團體的

關係升溫，於是產生團體關係建立轉化關鍵的主軸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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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團體關係建立轉化關鍵主軸概念」之分析架構 

團體關係階段 主軸概念 次主題 事實/事件/現場文本 

初期 關係的建立從關

懷與關注起始 

幼教師生活世界的

關懷 

徵詢幼教師加入協作團體 

生命/教學故事 

教師兼任行政 

雙評量事件 

暖化期 關係建立的暖化

從協作者身分的

跨越開展 

研究者身分的解構 修改論文結構 

徵詢園長教師兼任行政之

問題 

協助評量輔導案的撤銷 

升溫期 關係建立的升溫

從研究者身分的

結構展開 

協作者身分的跨越 協作敘事團體改為假日進

行 

凝聚力期 凝聚力的關係建

立促發協作者與

研究者同行與結

盟 

教學演示能力檢測 

學習區教學難題 

 

 

第五節  敘事探究的信實度 

質性研究常常被質疑的是信度與效度的問題，而像其他質性研究一樣，敘事探究

對於其知識宣稱的有效性，也是一直被批判與討論的。而為了追求研究的品質，能在

社會科學領域中站的住腳，能與不同典範的社群，有進一步對話的可能（胡幼慧、姚

美華，2008），敘事探究的效度議題一直是社群內持續在發展與關注的(Connelly & 

Clandini, 1990；Lyons & LaBoskey, 2002 ; Polkinghorne, 2007; Riessman, 1993 )。而敘事

探究對於其知識宣稱的有效性，許多學者皆提出了「信實度」來取代和檢視效度的問

題。是對建構的現場文本，和詮釋的研究文本的信實度有所關注(Polkinghorne, 2007)。

而信實度並非指真實(Riessman, 1993)，它是一種「敘事的真實」，而非「歷史的真實」 

(Spence, 1982)；因為敘事不只是一種「只把事實搬上螢幕」而已，它更需要的是一個

「語意革新」的情節（宋文里，2002，頁 161）。所以，敘事探究的效度議題，是指研

究過程與結果的信實度或可信賴的程度。 

本研究乃綜合上述學者，提出的信實度檢視規準：合理性、適當性、及實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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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檢視本研究的信實度。合理性意即說服力，本研究在論述的過程中，除了與文獻不

斷對話之外，在每一個階段的研究歷程中、建構現場文本、到研究文本的整理，會徵

詢指導教授的意見，協助檢視故事的合理性與說服力。而為了提高本研究的適當性即

符合度，會請協作者針對每次協作團體運作的逐字稿內容、訪談稿與研究文本的再建

構作適切性的檢視；也在研究文本完成之時，將主要的研究發現與結果跟協作者進行

報告與分享。至於實用性即可轉移性，亦即由於在資料的厚實描述之下，讀者可以將

這樣的結果，運用實施於其現場，所以本研究盡量詳細的呈現所有的現場文本，並對

於每一個段落的鋪陳與論述，都能盡可能清楚的呈現現場文本轉化為研究文本的歷

程。 

敘說團體的運行需要考量到參與者的意願及要營造出安全、誠信、和關懷的環境

氛圍(Clark, 2001)，我認為會促成 Connelly 與 Clandinin(1990)提到的恰當性(adequacy)

和貌似真實性(plausibility)的敘說研究，也是促成本研究結果合理並具說服力的關鍵。

所以，雖然 8位敘說者可說某種程度的自願性加入本研究，我們之間的關係藉由過去

一年多的輔導計畫，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與安全感，但在我的內心當中，對於她們願

意參與本研究，我是抱持著極大的感謝與感動。 

 

第六節  研究倫理 

敘事探究是對生命經驗的描述與反思，是一種需要研究者和參與者之間投入一個

深度的關係涉入，但因為研究者有著與參與者親密的關係，又身兼學術研究的身分，

這雙重身分會讓研究者在研究倫理的議題上，比起其他研究取徑的研究者顯得更複雜 

。因為它是一種建基在研究者和參與者親密關係之下的研究，是一種社會過程的

研究，因而研究者對於倫理議題應有高度的捍衛與主張(Measor & Sikes, 1992)。 

關於敘事探究倫理議題的關注，大家不證自明的都提及，研究要在參與者同意之

下進行、有責任對於參與者所提供的資料進行保密與尊重，以及免於參與者受傷害，

但因為資料是要作為學術的產出，所以這雖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倫理原則，但往往會陷

入矛盾和兩難當中(Josselson, 2007)。如何去權衡倫理與學術的平衡，是從事敘事探究

的我們要持續恆常關注與覺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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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對於研究倫理的關注，我贊成Josselson(2007)在《Handbook of narrative 

inquiry: Mapping a methodology》書中提到自己對於敘事探究倫理議題的討論，較不是

一種提供食譜式或教條式的作法，他強調的是一種倫理的態度，包含對敘說資料、給

予參與者最大的致意，及研究維持在學術的標準的一種立場的思考。我認為是研究者

在探究的歷程中要時時保持清醒（蔡敏玲、余曉雯譯，2003）的覺醒。 

以下將從關係的倫理、研究設計的倫理和報導的倫理，來說明本研究所涉入的倫

理立場(蔡敏玲、余曉雯譯，2003；Josselson, 2007; Measor & Sikes, 1992)： 

壹、關係的倫理 

一、參與者主體性的關注 

由於敘事資料的豐厚性與否，往往受研究者與參與者的關係而定，愈和諧一致的

研究關係，參與者自我表露的程度會越高。所以研究者和參與者關係的建立很重要。

人本心理學的真誠、傾聽、同理與尊重可作為和參與者互動開始的參考，但以參與者

的主體性居上位的覺醒，是讓我和他們建立起互信的關鍵。和幼教師們從溝通參與本

研究的議題和意願開始，我都依循以參與者為主，研究目的為輔的思維之下，與她們

進行協商，「自願性」是我尋覓參與者的主要考量。因而，在以參與者的主體性居上

位的導引之下，過程中我也調整了我的研究目的，也經歷參與者的異動。其中團體的

關係也因著我因為關注到協作者的困境，和參與者共同面對困境並作出行動，我和協

作者之間才產生真正的連結，這個論文不僅只是我的論文而已，這也是促發幼教師能

動性的一份研究，在互為主體的覺醒之下，團體的關係持續升溫。 

二、研究者和參與者關係與學術之間的平衡 

本研究目的是希望建構幼教師專業發展的路徑，所以有實務上與學術上的貢獻，

而這樣的路徑是需建立在和幼教師的關係才有產生的可能。Josselson(2007)就用隱含

(implicit)和明確(explicit)的契約，說明研究者和參與者的關係，是敘事探究中兩個很

重要的關係合同。所以，在關注參與者的主體性居前提之下，對於這個研究我和幼教

師是一種平等互惠，和彼此受益的研究關係。而和幼教師保有關係之外，敘事探究的

學術價值也是我要關注的面向。這也是Clandinin與Connelly(2000/2003)提到親密與疏

離關係的緊張與矛盾，我想這也是為了要在研究關係與學術之間取得平衡所產生的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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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情境。 

貳、研究設計的倫理 

一、以關懷為主體的告知參與者研究的設計與目的 

黃瑞琴（2005）提到在質性研究中，研究者須多麼鉅細靡遺的交待研究的目的和

研究的設計，端視研究目的和性質而有不同層面的考量。在很多研究當中會採用「經

告知的同意」(informed consent)和簽研究同意書（附錄一）的方式，來說明參與者的

自願性。在本研究的設計中從邀請參與者、協商研究目的與研究進行方式、到研究之

於我和幼教師的意義，我都誠實的與參與者進行說明與討論。Josselson提醒了我，這

樣的同意必須被建構在關係的歷程當中，它的產生必須是基於一種對參與者的關懷，

而多過於參與者所擁有的權力。 

二、資料蒐集歷程中重視及尊重教師的感受與隱私 

與幼教師協商錄音的目的，及之後的處理方式，並在徵得她們的同意之下，每一

次逐字稿檔出來之後，我也會請她們檢視逐字稿的內容；而2016年3月25日研究文本

完成之時，我主動邀請協作者希望能與她們分享，讓她們知道整個研究結果與發現。

而但在敘說的當中若協作者提出「這段話可不可以不要錄」的需求之時，我也會絕對

尊重。在協作團體運作當中會提供敘說的主題與方向，她們可以自由發揮，若敘說過

程中有情緒的潰堤，我們會靜靜的等待，會尊重彼此是否繼續敘說的意願，並給予加

油和打氣。而團體因為有著和諧及互信的關係與氛圍，所以每一條情緒線都能因而更

深化協作團體的關係。另外，在每一次的團體結束之後，會請幼教師們敘寫對於團體

運作的想法與心得，以提供之後團體運作的參考。這些都是為了重視及尊重教師的感

受與省思，避免對幼教師們造成傷害。 

三、研究者與參與者協作與互惠的關注 

本研究透過8位幼教師共同敘說她們的生活史的方式，來共構幼教師的專業發展

路徑，並提升幼教師的專業發展。在互為主體的研究關係之下，我覺醒到這份研究不

是屬於我個人的，這是我和幼教師所共同協作產出的，在研究的設計與歷程當中，我

不斷的思考之於協作者而言，這份研究對他們的意義為何？我要如何能去平衡本研究

對於我和協作者之間的互惠性(Measor & Sikes, 1992)？協作團體的運作如何能讓幼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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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帶著輕鬆、愉快、可接受的壓力之下有所學習與成長。是我在研究設計與協作團體

運作當中持續關注的。 

而 5 月 4 日論文口試當天有口委提到，從論文的規劃到協作團體的運作亦即今日

論文的形成到完成，會不會因為我是研究參與者的輔導教授之關係，使得她們不得不

「接受」和「配合演出」。當時，在我的腦海裡立刻浮現出一幕幕我們這一年半以來

在協作敘事團體運作的畫面與故事。協作敘事團體的運作，是不是會成為「壓迫者」

的意識，其實在論文進行的歷程當中，我一直敏覺這個問題，雖然我認為應該沒有這

樣的問題，但因為在論文中我並沒有明確的提出證據佐證。5 月 23 日我陪同鴨咪和小

汝汝受邀到一所科技大學和教育大學進行－教學演示能力檢測的經驗分享，忽然，我

想到可以將口委的提問與她們分享，我也可以藉此解除我心中的疑問。由於論文還在

修改當中，因而在她們的授意之下，我整理一小段我們的談話內容。 

鴨咪當時是我第一個徵詢的對象，她說我在和她討論之時，因為我是輔導教授的

關係，剛開始她確實有感受到權力的問題，「因為妳可以幫我們提升專業，所以我們

也幫妳」，但她強調願意加入團體的主要原因是「妳這個人我是接納的，我覺得妳不

難相處，......我感覺應該有些東西會出來。而之後妳也把我的意見聽進去了，沒有和

輔導案綁在一起」（20160523/非訪）。而小汝汝表示由於徵詢她之時，已經就沒有和輔

導一起，所以她並沒有權力壓迫之感，「我當時只是擔心要利用到假日的時間，還有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幫上你的忙」（20160523/非訪）。而隨著團體的進行，她們倆個提到

由於團體的內容不是艱澀難懂的理論，只是從她們各自的經驗出發，一種過去從不曾

經驗到的學習方式，讓她們覺得很特別，鴨咪提到 

 

跟別人說我的難題我似乎常常在做，但過去的方式總是抱怨而已，同事之間會同

病相憐，而家人之間就會告訴妳，那就別做了。但在我們的團體中除了說我的故

事之外，我感覺整個過程有內在的醫治，有妳的引導之下，我看到了我內心深層

的東西，我發現我從我的記憶當中的學習，雖然往往問題沒有解決，但我卻看到

了可以由當中取得的平衡點，更透過大家的討論有著和以前不同的想法出現。......

妳擔心權力的問題，我之後反而覺得因為有你這個「專業」和「權威」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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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帶領我們看見我們過去不曾發現的東西......。現在想想我們花的這些時間是值得

的，我從沒有想到會走到這一步...... 。（20160523/非訪） 

 

而小汝汝也分享 

 

我喜歡我們團體的運作，我們好像很久沒有這種坐下來說說話的時間，我喜歡那 

種感覺，我很 enjoy在當中。所以我剛開始擔心要利用假日的問題，但之後這個 

對我來講反而不重要了，我反而希望能有更全心和完整的時間來說我們的故事，

於是我們才跟妳建議把團體的時間改到假日的時間。（20160523/非訪） 

 

因為有了那天和她們的相處與對話，其實我也才鬆了一口氣，因為我擔心我論文

的重點在「協作」，而過程中我雖一直有這方面的覺醒，但其實我也怕「身體力行」

的程度不足，所幸來得及在論文出版之前解決我的困惑，也能把本研究當中涉及的權

力的倫理議題，進行說明與答辯。 

參、報導的倫理 

一、在不影響個人聲譽的保密和匿名處理 

在研究報導或報告中，關於保密和匿名的問題，我們往往會用「化名」來處理。

針對這個問題我和幼教師們曾經有所協商與討論，但她們似乎不是很在意是否化名處

理。其實，報導內容中對於機構和參與者的化名處理，表面上有著保密的效果，但深

究之則不然，卓越幼兒園的園長和大部分老師都知道我和這8位老師的關係，在三度

空間的敘說之下，故事當中富含了時間、地點與人物的線索，所以要完全做到保密和

匿名的工作是極其不易的。這也是Clandinin與Connelly(2000/2003)在她們部分研究當

中參與者最後選擇不用匿名的原因之一。在每一次的聚會之後，我們也都會留影紀念，

她們還建議我照片可用於論文口試之時。所以，看來幼教師們對於保密和匿名的需求

不大，但是在以不影響參與者在社群中的個人聲譽為前提，對於資料有被銷毀和不採

用的準備，是我在之後的研究報導中必須有所覺醒與遵循的。 

二、忠實的報導與意義的創塑超越故事的所有權問題 

Josselson(2007)指出敘事是參與者「發聲」，而研究者對於訪談文本進行解碼與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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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所以，研究者除了是詮釋者之外，更多的是一種協作者的角色。因而，對於故事

所有權的倫理態度與立場，應著重在研究者是否能忠誠，且具反思力的對聲音與文本

進行詮釋，亦即「報告不是有參與者的問題，而是關於研究者創塑意義的問題」

(Josselson, 2007, p.549)。Josselson、Clandinin與Connelly都不約而同的提醒我們從研究

者負責任的態度和思考關係中的責任，來端視故事的所有權問題。 

基於此，我會將每一次的逐字稿和故事的初稿，請參與者協助檢視，報導中用「我」

來呈現對各類文本的詮釋，並忠實的呈現幼教師們的聲音，是一種互為主體性的展

現。 

三、故事的選擇、陳述與詮釋的倫理提問 

Measor 與 Sikes(1992)提到研究者對於如何引出參與者說故事和詮釋故事內容，

以蒐集到研究所需的資料。他們提醒可以從「我們是否去促進或煽動參與者的錯誤敘

說與陳述？」、「我們是否把理論奠基於錯誤或不真實的資料中？」和「我們是否在做

無效度的主張？」這三個倫理問題的探問，來進行我們在對故事的選擇與研究的陳述

與詮釋之時的檢視。在教學難題的敘說當中，有一位幼教師敘說園內組織文化的壓迫

情形，接下來遂引發其他協作者加入激烈與激動的討論，為了避免更多情緒性的對話，

我在進行同理協作者的情感之後，我簡單分享《羅生門》的觀後感，並在下次的協作

團體中開放協作者自由接續組織文化議題的分享，而之後就有兩位協作者持不一樣的

視框在看待組織文化的問題。而這樣的學習歷程也在最後幼教師專業成長的訪談當中 

，有7位幼教師指出凡事易地而處的哲學觀；而在訪談中我也會以不影響協作者的想

法之下，與協作者確認訪談當中我對協作者想法的詮釋，以避免錯誤詮釋的倫理議題

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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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本章將透過行動敘說的方式來呈現本研究的發現與結果。第一節呈現幼教師協作

敘事團體踐行歷程敘說、分析、過程中與之後的重建；第二節對協作敘事團體促進教

師專業發展之成效進行分析與討論。 

 

第一節  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踐行歷程、敘說、分析與重建 

本節敘說從尋找本研究參與者開始，到成立「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以及幼教師

協作敘事團體一年半運作歷程的故事。以下將敘說幼教師協作團體的運作歷程、發展

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關係的建立與經營的策略，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運作的內涵與架

構的敘說分析與重建。 

壹、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的運作歷程 

以下將先說明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實際踐行的場次、主題與方式，之後再呈現團

體運作的歷程與故事。 

一、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運作場次、主題、內容與方式 

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運作場次、內容與方式原本規劃如表 3-3，而實際在運作之

時因著行動中與行動後的反思，而有了調整與修正如表 4-1。其中運作內容與方式在

說明每一次團體的進行流程和內容，閱讀和書寫的項目是協作者在每一次團體進行之

前或之後要進行閱讀和書寫的內容。而從第四場的團體運作開始，會提供給協作者每

一次團體進行的流程、內容、預告下次的主題、閱讀與書寫的運作單如表 4-2至表 4-8，

運作單的設計分為兩個部分，上半部是當日場次的運作主題與運作流程，下半部是當

日場次的省思問題，以及下一場次的敘說主題，並提醒事先思考與書寫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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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運作場次、主題、內容與方式 

場次 主題 運作方式與內容 閱讀 書寫 

1-2 我的成長故事 

 

1.引導者分享成長故事 

2.協作者分享成長故事 

  

3 1.我的成長故事 

2.什麼是敘說 

 

1.協作者分享成長故事 

2.敘說結構說明 

敘說的結構7
 省思札記8

 

4 經典生命 /教學

故事 

1.協作者重點及摘要的再

敘說故事 

2.協作者分享所閱讀故事

的心得與看見（三階段省

思9） 

相互閱讀故事 1.書寫故事 

2.書寫三階

段省思 

5-6 教學難題10
 1.引導者分享教學難題並

進行三階段省思 

2.協作者敘說閱讀故事的

內容，並進行三階段省思 

 

1 相互閱讀故事 

2.《教師是陌生人

-「看見」不一樣

的教師》11
 

1.書寫故事 

2.書寫三階

段省思 

7 兩個女人的故

事 

1.分享所閱讀的文章 

2.協作者分享故事 

1.《兩個女人的故

事》12
 

 

書寫故事13
 

8 幼教典範的故

事 

1.教師生活史 

2.教學故事的分享與對話 

3.行動敘說14
 

1.《教師生活史》
15

 

2.教學故事16：來!

省思札記17
 

 

                                                      
7
 王勇智與鄧明宇譯（2003）。敘說分析，頁 38-47。五南。 

蔡敏玲、余曉雯譯（2003）。敘說探究：質性研究中的經驗與故事，頁 71-72。臺北：心理。 
8
 為了認識大家，這兩次的團體，我請大家做自我介紹，分享自己部份的家庭、工作與生活故事。想

請您說說對於這兩次的協作團體，你有何想法與心得。可以從以下的方向思考。當你在重說/看自己的

故事之時，你的想法是什麼?那是一個怎樣的體驗?當你在聆聽夥伴的故事之時，你在想什麼?那是一個

怎樣的經歷?我們團體的氛圍是什麼?有沒有什麼需要再加強? 
9
 reflection「發生什麼事？」、「你看到(觀察)什麼？」、「我們(主角)做了什麼？」、「讓你想到什麼？」

和「你感受到什麼？」， renew「對你有什麼意義？」、「從這個故事中你學到什麼？」和「若這是你的

故事，你再次學習了什麼？」，growing「如果再重新一次你會怎麼做？」或「今後你會怎麼做？」 
10「二十幾年的教學生涯中，有沒有愧對的學生或難忘的挫敗教學經驗」敘說  
11

 歐用生（2008）。教師是陌生人-「看見」不一樣的教師。國民教育，48（4），頁 15-22。 
12

 鄭裕玲、練雅婷（2003）。兩個女人的故事。載於來!說我們的故事-幼教師的專業成長，頁 201-222。

心理。 
13

 你的《兩個女人的故事》成功的-可供學習之處和挫折的-有否引發你看到什麼？ 
14

 因著每一次敘說主題的進行，幼教師於現場的實踐情形分享。 
15

 陳美玉（1999）。教師生活史。載於教師專業學習與發展，頁 119-123。師大書苑。 
16

 細細閱讀這兩個教學故事，你可以思考的方向如下：「你看到什麼？」、「讓你想到什麼？」、「把你的

經驗和故事做連結？你想和故事的老師做什麼對話？」、「和你的經驗作連結之後，你的學習是什麼？」

和「這兩個老師或教室有怎樣的共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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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我們的故事/開

往夢想花園的九

班的列車 

9-10 幼教師身分敘

說 

1.幼教師身分自我敘說18
 

2.協作者相互敘說「我認

識的妳、我看到的妳....」 

3.行動敘說 

《教師專業反

省》19
 

教師身分敘

寫 

11-12 目前課程實踐

經驗或難題的

敘說 

1.當前課程實踐經驗分享
20

 

2.協作者相互端視課程實

踐經驗，並進行三重省思

與對話 

3.行動敘說 

 1.省思札記21
 

2.課程實踐

敘寫 

13 課程改革的關

懷：新課綱的輔

導與實施22
 

1.分享與對話 

2.行動敘說 

  

 

 

 

 

 

 

 

 

                                                                                                                                                                  
17

 從這兩次的「教學難題」主題中，我們看到我們曾經經歷的教學難題。在這樣敘說自己的經驗，再

回看這些經驗，我們也聽到團體中每個人所敘說的教學難題，你們彼此也給對方回應。這樣的歷程是

一個怎樣的經驗？你覺得這會是一種學習方式嗎？如果是的話，這種學習方式的價值為何？這樣的歷

程對你專業的提升為何？ 
18

 1.我為何選擇當幼教師？2.我是一個......的幼教師？（例如教師即園丁）3.我每天像什麼一樣？4.我對

自己身為一位幼教師的看法為何？5.我希望成為一位......的幼教師。請條列 6-10 條，你想要成為的幼教

師的特質。6.我害怕成為一位......的幼教師。請條列 6-10 條，你害怕成為的幼教師所具有的特性與特質。 
19

 陳美玉（1999）。教師專業反省。載於教師專業學習與發展，頁 55-60。師大書苑。 
20

 1.你設計了什麼樣的教學活動？2.產生了什麼實踐上的困難或難題？這個教學活動的設計與實施的

想法是如何形成？你為什麼要這樣設計與實施？過去的經驗（職前的學習或在職的經驗）對你設計與

實施這個教學活動有什麼樣的影響？為什麼這麼設計與這樣教？你心中有何參考架構與標準？你在教

學中重視什麼？ 
21

 這樣的自我敘說自己和看到別人身為幼教師的身分的活動中，你有何想法？對你有什麼樣的意義？ 
22

 思考與討論的方向：對於幼教政策的頒布與實施你有什麼想法？就舉新課綱的頒布來說，參與這樣

的一個課程的改革，你的心情是什麼？你的態度與立場是什麼？你對新課綱的了解是什麼？新課綱在

你的幼教生涯中，對你的意義是什麼？對於新課綱的內涵與精神你掌握的程度為何？與你的教學觀相

比有沒有矛盾之處？有哪些？你怎麼去處理這些矛盾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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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場次 4 運作單 

協作 4：經典生命/教學故事 

◎敘說重點及摘要你寫的故事（5 分鐘） 

◎分享你所閱讀的故事（10分鐘） 

--「發生什麼事？」「你看(觀察)到什麼？」 

--「主角做了什麼？」「讓你想到什麼？」「你感受到什麼？」 

--「對你有什麼意義？」 

--「從這個故事中你學到什麼？」「若這是你的故事，你再次學習了什麼？」 

--「今後你會怎麼做？」 

----------------------------------------------------------------------------------------------------------------------------------  

協作 5-6：教學難題 

◎敘寫教學難題:在二十幾年的教學生涯中，有沒有你愧對的學生，或有沒有難忘的挫敗教學經驗，

請想想並書寫出來 

1.相互閱讀故事 

2.閱讀教師是陌生人－「看見」不一樣的教師 

 

表 4-3  

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場次 5-6 運作單 

協作 5-6：教學難題 

◎教學難題敘說與省思 

◎敘說重點及摘要你寫的故事（5 分鐘） 

◎分享你所閱讀的故事（10分鐘） 

--「發生什麼事？」「你看(觀察)到什麼？」 

--「主角做了什麼？」「讓你想到什麼？」「你感受到什麼？」 

--「對你有什麼意義？」 

--「從這個故事中你學到什麼？」「若這是你的故事，你再次學習了什麼？」 

--「今後你會怎麼做？ 

----------------------------------------------------------------------------------------------------------------------------- ----- 

協作 7主題：兩個女人的故事 

1.閱讀《兩個女人的故事》 

2.你的《兩個女人的故事》敘寫 

3.省思札記（教學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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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場次 7 運作單 

協作 7：兩個女人的故事 

◎分享你所閱讀的文章 

--看(觀察)到什麼？ 

--「讓妳學到什麼？」 

◎你的《兩個女人的故事》 

1.成功的－可供學習之處 

2.挫折的－有否引發你看到什麼？ 

---------------------------------------------------------------------------------------------------------------------------------- 

協作 8：幼教典範故事 

1.閱讀教師生活史 

2.閱讀教學故事 

3.行動：兩個女人的故事敘說與對話之後，回到現場之後你有何修正與行動 

 

表 4-5  

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場次 8 運作單 

協作 8：幼教典範故事 

1.《教師生活史》導讀與討論 

2.幼教典範故事 

「你看到什麼？」「讓你想到什麼？」「把你的經驗和故事做連結？你想和故事的老師做什麼對話？」

「和你的經驗作連結之後，你的學習是什麼？」「這兩個老師或教室有怎樣的共通性？」 

----------------------------------------------------------------------------------------------------------------------------- ----- 

協作 9-10：幼教師身分敘說 

1.書寫 

我為何選擇當幼教師？我是一個......的幼教師？（例如教師即園丁）我每天像什麼一樣？我對自己身

為一位幼教師的看法為何？我希望成為一位......的幼教師。請條列 6-10條，你想要成為的幼教師的特

質。我害怕成為一位......的幼教師。請條列 6-10條，你害怕成為的幼教師所具有的特性與特質。 

2.閱讀《教師專業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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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場次 9 和 10 運作單 

協作 9-10：幼教師身分敘說  

◎幼教師身分敘說 

敘說與分享 

----------------------------------------------------------------------------------------------------------------------------- ----- 

協作 11-12：課程實踐經驗難題與敘說 

1.省思札記（身分認同） 

2. 課程實踐經驗書寫 

◎你設計了什麼樣的教學活動？產生了什麼實踐上的困難或難題？這個教學活動的設計與實施的想

法是如何形成？你為什麼要這樣設計與實施？過去的經驗（職前的學習或在職的經驗）對你設計與

實施這個教學活動有什麼樣的影響？為什麼這麼設計與這樣教？你心中有何參考架構與標準？你在

教學中重視什麼？ 

 

表 4-7  

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場次 11 和 12 運作單 

協作 11-12 ：課程實踐經驗或難題的敘說 

1.行動敘說 

2.當前課程實踐經驗分享 

3.協作者相互端視課程實踐經驗，並進行三階段省思與對話 

----------------------------------------------------------------------------------------------------------------------------- ----- 

◎省思《課程實踐難題的行動與省思》 

在上次課程難題的敘說與對話之後，回到現場之後你有何修正與行動。 

◎協作 13：課程改革的關懷：新課綱的輔導與實施 

思考與討論的方向：對於幼教政策的頒布與實施你有什麼想法？就舉新課綱的頒布來說，參與這樣

的一個課程的改革，你的心情是什麼？你的態度與立場是什麼？你對新課綱的了解是什麼？新課綱

在你的幼教生涯中，對你的意義是什麼？對於新課綱的內涵與精神你掌握的程度為何？與你的教學

觀相比有沒有矛盾之處？有哪些？你怎麼去處理這些矛盾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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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場次 13 運作單 

協作 13： 課程改革的關懷：新課綱的輔導與實施 

1. 課程實踐難題的行動敘說 

2.課程改革的關懷敘說 

----------------------------------------------------------------------------------------------------------------------------------  

◎省思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對我的意義？對專業的提升為何？ 

 

二、協作敘事團體的運作歷程故事 

以下將說明卓越美女團的成立，協作敘事團體進行的初登場和各場次的運作，來

呈現幼教師協作敘事成長團體的運作歷程。 

卓越美女團的成立 

2012 年 9 月新課綱公告，教育部為協助幼兒園實施新課綱，在幼兒園輔導計畫中

加入新課綱的輔導方案，2013 年 8 月我接受卓越幼兒園的邀請擔任新課綱的輔導學者 

，2014 年 1 月我取得了博士候選人的資格，之後我開始著手思考論文的確切方向並搜

尋與閱讀相關的文獻，2014 年 4 月與指導教授進行第一次的論文方向討論，我也開始

思索著我的研究場域與參與者，我想到可以透過縣政府來承辦教師研習的方式，而因

著文獻的閱讀我發現「人數」是本研究需要考量的面向，由縣政府承辦的研習人數通

常會太多，不可能將人數設限在 6－12 人。2014 年 5 月與指導教授進行第二次的論文

方向討論並確認，之後開始敘寫我的第一章並不斷的進行文獻的搜尋與閱讀，也開始

試圖整理和爬梳相關文獻。由於卓越幼兒園是我所就讀的高職幼保科學校附設的幼兒

園，所以受邀擔任輔導學者有著校友回饋所學的象徵，而園內包含園長在內有百分之

七十以上的幼教師，都與我有著學姊和學妹的關係，而園長是我當年在卓越幼兒園實

習時的實習指導老師，在這層關係的基礎之下，我和園長有著一份真誠和和諧的情誼。

而 103 年度我和卓越幼兒園將繼續有著輔導的關係，在自認為與卓越幼兒園的幼教師

有著情感與關係的基礎，於是我便將研究場域和參與者鎖定在此，並想藉由輔導計畫

的運作將我和幼教師踐行新課綱的故事記錄下來。在徵求園長的同意之下，我開始徵

詢幼教師的意見，不料幼教師們對我想要藉由輔導來和論文做結合的方式有所恐懼，

我感受到歷年來的輔導計畫為她們的生活世界帶來的壓迫，我覺醒到因為我的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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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可能變成她們生活世界當中另一位壓迫者，但也因為感受到她們因為壓迫而希望

為她們的生活世界提供養分與更新的可能。於是我將這樣的想法與她們分享，將協作

敘事團體的運作對她們可能有的幫助與她們溝通，並將她們對協作敘事團體運作的意

見納入考量。 

協作敘事團體的運作與輔導計畫進行切割，協作敘事團體的目的在提升幼教師的

專業成長，並以不影響幼兒與教學的情形之下運作，最後由 8 位幼教師和我組成幼教

師協作敘事成長團體。之後我將團體運作預計進行的主題與方式（表 3-3）提供她們

參考，並請她們簽署研究同意書（附錄一），我們並於 Line 上成立社團，協作者們將

之取名為「卓越美女團」。 

初登場（場次 1-3） 

為了讓幼教師對於團體的運作方式有所了解，也讓我們彼此能有所認識，更希望

藉此暖化團體的關係，於是第一場次的團體我除了再次說明協作敘事團體的運作內涵

與方式之外，我先做個人生命故事的分享，我分享了我與母親的故事23，試圖提供故

事三度空間的內涵讓幼教師了解，並加強呈現故事回觀之後對我的意義。之後，就開

始請幼教師進行成長史的敘說，ㄚ頭首先開始因為回觀到自己高中時代的求學，因為

連結到與父親的關係而引發的情緒潰堤，她更因為回溯自己在療養院工作的故事，而

激起對生命的關懷和對自己之後從事幼教工作的影響，並感動和落淚。而原本設定成

長史的敘說時間是 20-30 分鐘，但因為看著ㄚ頭真情的流露，因而並沒有對時間進行

嚴格的設定，因而ㄚ頭的敘說歷時大約 40 分鐘。因為ㄚ頭帶動起真誠的敘說氛圍，

於是接下來其他協作者的分享也都能引發出令人動容的故事，但因為沒有做時間的控

制，因而成長史的敘說歷時了三場。而為了讓協作者了解故事敘說的三度空間與結構，

我們在場次 3 閱讀了《敘說結構》的文章，並提供前兩場協作者敘說的逐字稿進行故

事結構的檢視。 

對於身為引導者，我的初登場表現並不及格，但因為進行團體運作的行動中與行

動後的省思，我開始對之後的團體運作有了修正與未來進行的方向，例如，我發現當

協作者的敘說內容和時間軸有時會稍嫌混亂，是因為事先對於要分享的故事事前的思

                                                      
23

 博士班二年級下學期，我至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學系休習成虹飛老師開設的教育行動研究課程，「母親、

父親與我」一文為我當時的期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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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不足，因而我反思到可請協作者採事前敘寫故事的方式等等，因而所幸有補救的機

會。但對於協作者們初登場的表現，我認為是可圈可點。 

場次 4-6 

在成長史的敘說之後，第四場規劃請協作者進行經典或難忘的生命或教學故事的

敘說，而因為前三場成長史敘說的運作經驗，讓我覺知到應對團體運作的時間有所規

劃與控制，也讓協作者分享的內容能聚焦，於是團體的運作一改前三場的運作方式，

首先請協作者針對要分享的故事，採事先敘寫的方式，再於團體當中進行口說分享；

而也為了讓個人和協作者對彼此故事的省思與討論能具方向性，也提供三階段的省思

步驟，和相互閱讀文本的方式，進行個人故事和對別人故事的三階段省思。例如第五

場和第六場的主題為教學難題的敘說，請協作者敘說其在二十幾年的教學生涯中，有

沒有愧對的學生或難忘的挫敗教學經驗，同樣藉由事先書寫故事文本、相互閱讀故事

文本、和進行三階段省思的反思與對話的運作方式。 

第五場的教學難題首先是ㄚ頭激動的敘說園內教師兼任行政而影響到教學的問

題，其實類似這個問題小婷子在第四場的經典教學故事當中就曾提及。而因為當ㄚ頭

分享之後，亮亮接下來也落淚的提到自己因為處理行政事務而忽略幼兒安全的照護問

題，之後便引發了一連串針對兼任行政而影響教學的熱烈討論，我感受到當天的現場

瀰漫著無奈與挫折的空氣，在一方面同理幼教師的心情之餘，另一方面我也擔憂著卓

越幼兒園責任分工的問題我似乎無力去涉入，我擔心我能涉入嗎？會不會因而影響到

我論文的進行？但我也思考到這樣的事件有可能會影響到幼教師的專業發展，我能不

介入嗎？我、協作者和論文之間關係的探問與矛盾，一直持續到第六場次的團體運作，

過程中我試圖從指導教授和敘事方法論中找尋答案，直到出現雙輔導案事件，才讓這

些探問逐漸獲得答案。 

研究者與參與者在研究當中「互惠」與「共享」的概念，讓我解構自己的研究者

身分，因為覺醒到教師兼任行政和進行雙輔導案，恐因而抑制幼教師的專業發展，於

是我與園長進行溝通與協商，園內因而針對雙輔導案進行開會，最後獲得合理的解決。

因為我的身分有所解構，而協作者身分也開始移動，我與她們產生真正的連結，因而

促使團體關係的升溫與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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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7-8 

由於前兩場的教學難題中，有兩位協作者提出「搭班」教師的問題，因為幼兒園

協同教師的問題，一直在實務現場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為了能讓這個困境的討論能

聚焦且深入，於是將協同教師的議題重新規畫為單獨場次的運作主題，除了請其她 6

位協作者也敘說自己搭班的經驗之外，團體中也提供幼兒園協同教師的相關實務和學

術上的文章，於團體中進行文本的對話。於此次開始請協作者針對團體當中進行的討

論與學習，能帶回自己的教室現場進行踐行，並於下次團體的運作之時進行行動的分

享。 

除了在團體中聽見「我們的故事」之外，我也從幼改會出版的兩本幼教師自己敘

寫的專業成長與教學故事的論文集中，選擇兩篇故事供協作者閱讀並於團體中進行故

事的討論與對話。因而場次 8 的「幼教典範故事」是別人的故事，是希望藉由閱讀和

討論別人的故事，再獲得對自身的參看；也閱讀《教師生活史》討論教師故事/自傳的

意涵，讓協作者將過去 8 場次的團體經驗，與文章的內涵進行討論與連結。 

另外由於團體關係的升溫，而協作者希望團體的運作時間能再完整，且進行討論

之時也能更全心，於是建議團體的運作改為假日時間進行，因而從場次 8 開始幼教師

協作敘事成長團體的進行改為周末的早上 9點至下午 2至 3點，每次至少進行 5小時。 

場次 9-10 

「幼教師身分」敘說的主題原本就在規劃當中，當初是想要去了解 8 位協作者的

對自己的幼教師身分的看法，並想要讓協作者經驗「敘事認同」的歷程，以對幼教師

身分有所開展。原本規劃進行的方式是讓她們 8 位彼此敘說，由於團體運作已經有一

段時間，而加上我對卓越幼兒園的文化已經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我發覺園內有具價值

性的文化在，且我發現協作敘事團體每每在涉及幼兒園組織的問題之時，總陷入不滿

的情緒和低迷的氣氛，於是實際運作之時我調整了進行的方式，我請協作者邀請已離

職且目前仍在幼教現場服務的同事，加入協作敘事團體的敘說活動。兩位「團體陌生

人」首先進行幼教師身分的分享，過程中竟不約而同地提到她們目前幼兒園同事之間

「漠不關心」和「勾心鬥角」的教師文化，也都回憶起當時她們在卓越幼兒園的種種

分工與合作的往事，過往同儕之間的情誼作為目前她們園內的參看之後，她們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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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作者都落淚了；接下來我順勢分享這兩年在園內的觀察，試圖讓協作者共同去拾墜

她們所遺忘的園內文化。另外，也閱讀《教師專業反省》共構反省性思維對教師成長

的意義，並與協作敘事團體的運作歷程作連結。 

而在 8 位協作者的幼教師身分敘說當中，亮亮也再次提到園內教師兼任行政的問

題，對她自己的幼教師身分所產生的懷疑與不確定感，不過她也敘說著因為園內其他

的文化，而讓她對這二十幾年的幼教職涯有著正面的能量。團體的運作除了讓協作者

探尋自己的幼教師身分之外，也讓協作者去拼貼出園內的優質文化，最後因著兩位團

體陌生人的故事，也讓她們 8 位協作者覺知到除了應將這樣的優質文化固守住之外，

應該持續在園內傳承，因為她們也發現這些優質的文化似乎只在資深老師身上流動，

在新近和中生代老師的身上似乎是看不到的。 

團體陌生人的到來，除了讓 8 位協作者快速的找到幼教師身分的認同之外，也意

外地帶來諸多的效益，這是我始料未及之處。 

場次 11-12 

由於兩個女人故事的主題，是源自於幼教師目前的教學難題主題，除了協同教師

問題的討論與學習之外，也請協作者帶回教室現場行動，之後再於團體運作當中分享

行動結果。團體運作至此，我似乎可以感受到如果團體的敘說主題是來自於協作者目

前生活世界的困境或難題，且在團體的學習過後可立即行動於現場當中，於是其所引

發的學習與討論較深刻，於是之後協作團體的運作主題，就鎖定在協作者目前的課程

或教學相關的難題與困境。 

適逢亮亮、鴨咪和小汝汝要參加「教學演示能力檢測」，她們三位希望我可以對

她們準備應試的資料進行檢視，而這學期帶小班的協作者也提出希望能對學習區有所

學習。於是場次 11 和場次 12 的主題就訂為－目前課程實踐經驗或難題的敘說，課程

實踐經驗或難題的故事，大致是說明新課綱的實踐難題與學習區的運作經驗。由於新

課綱融入課程是目前園內課程的運作重點，而學習區教學是小班幼兒課程的重點，都

正與教學演示能力檢測的重點相符合，於是我們就以這兩個課程實踐故事來運作。 

因為要配合三位教學檢測的協作者，於是我從新課綱的踐行開始談起，由於小玲

子目前正接受新課綱的輔導，於是我們從她的故事開始談起，她的分享重點較是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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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享，她提到她對新課綱的學習；而ㄚ頭因為小玲子故事所引發的討論與學習，而

才解開自己對新課綱的誤解；之後是亮亮、小汝汝和鴨咪的檢測資料檢視，也因著她

們三位的資料我們才藉此能對新課綱研編小組所編定的「課程手冊」進行研讀，並與

她們三位的資料進行討論與連結。而學習區的學習主題我請對學習區的教學很擅長的

鴨咪提供她的踐行經驗與教學案例分享，並和我共同擔任團體的引導者，提供其她協

作者有關學習區實踐的疑問與難題的對話。而兩個議題的討論與學習，也延燒到 8 位

協作者的實務現場，她們組成讀書小組閱讀課程手冊，而鴨咪的教室也常常成為學習

區教學對話的場所。 

終場（場次 13） 

而場次 13「課程改革的關懷：新課綱的輔導與實施」是原本所規劃的主題，因為

這幾年幼教政策的革新，政策為了要上路，幼教師被迫要接受和學習革新之後的產物，

其中新課綱的議題就是當中的改革事項之一，協作敘事團體希望能提供一個空間讓幼

教師們發聲，於是才規劃這項敘說主題。原本以為協作者對於新課綱會有很多的不滿

與抱怨，但我發現可能是因為我們對新課綱的內涵與實踐，有了兩次的討論與對話，

我感受到幼教師們似乎因為體會到新課綱的價值，因而在論述這項改革之時，少掉了

許多情緒上的宣洩，取而代之的是理性的建議，以及敘說自己在有限的能力與時間之

下，目前將新課綱融入教室課程的情形，也為自己未來對課綱的踐行作出部分的承

諾。 

而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也於此次劃下句點，那是一個平靜且更新的句點。「好像

差不多了，我們想講的好像也都講了。」（黑支/20160512/電訪）。 

 

其實未來的路好像才要開始，我常在想幼教專業知識那麼多，哪學得完？我們一 

直賴著妳［研究者］也不是辦法，我們該自己飛了，......套一句話說，妳已經教 

我們釣魚的方法了......。（鴨咪/20160512/電訪） 

 

我想鴨咪講的方法是一種不用人教的方法，其實以後只要碰到任何問題，只要我 

們願意我們自己都能教自己的......。（ㄚ頭/20160512/電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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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關係的建立與經營－敘說、分析與重建 

本節著重在敘說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關係的建立歷程，因為文獻指出良好的團體

關係是團體運作成功與否的前提。Clandinin(1993a)提到要透過協作團體來促發反思並

產出更新的故事，團體內安全關係的建立是很重要的，其攸關協作者之間是否能有具

真實性和批判性的對話產生。而在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運作的歷程當中，我也感受團

體關係的品質確實會影響團體的運作，其運作包含每一個協作者投入團體的程度、敘

說的品質、反思的強度和專業能否有所成長。本節將呈現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運作的

整個過程中，我所經驗到的有關團體關係的建立與經營的覺知，和研究者能動性之歷

程，最後探尋出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關係建立與經營的第 4C－凝聚力

(Cohesiveness)。 

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主要架構在生命與教學故事的敘說，也就是 8 位協作者要在

團體中揭露自己從小到大和目前發生的故事，在三度敘說空間之下，故事中可能會涉

及隱私與情感的牽動，如何能讓協作者自在的敘說，並且能有豐富且厚實的故事真實

的呈現在團體當中，團體的氛圍很重要。由於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的成員都是女性，

Cavazos(2001)提到以聲音和關係為中心的取徑，是女性求知和生活的根基也是增能的

路徑，他強調團體的氛圍要安全和有一群可信任的成員組成，是一個支持和無評斷的

團體，這樣對話才有可能發生，才能開展教師成為一個具有反思性的參與者；而

Martin(1987)的關懷、關注與連結的團體關係建立原則，給我從徵詢協作者、成立幼

教師協作敘事團體到團體的整個運作歷程，一個很重要的提醒與進行方向的指引。因

為協作團體關係良好與否會影響到團體運作的品質，致使專業發展的進行會有所限制

(Freidus, 2002)。因而團體關係的建立是規劃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運作初期的重點。 

一、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關係的階段 

（一）關係的建立從徵詢協作者開始 

1.覺知協作者的主體性 

由於與卓越幼兒園有著不錯的情感與關係，所以那時我將研究場域和參與者鎖定

在此，我也和園長討論並獲得園長的支持，我在 2014 年 5 月的第一章初稿中寫著「於

是我思考著要將我和幼教師『共同踐行的新課綱之路』記錄下來，去探照我和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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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用一個以協作敘事為取徑的探究方法成為我探尋這段旅程的工具......。」和園

長討論過我論文的計畫之後，園長開始給我建議的名單，由於本研究的目的在以協作

敘事取徑促發幼教師專業發展歷程的探究，團體運作的過程當中會涉及幼教師生命及

教學故事的回觀，並與其幼教身分有所連結，而倪明香（2004）的研究指出，通常 7 年

年資以下的幼教師，缺乏足以探究專業認同歷程的內涵，所以園長給我年資在 7 年以

上的幼教名單，共有 12 位。接下來便開始和園長建議的老師進行徵詢與說服，在與 3

位老師討論之後，都沒有獲得正面的回應，我思忖著該如何是好，也想著如何繼續說

服第 4 位老師而陷入苦思當中，此時 Clark(2001)提及研究參與者的「自願性」警醒了

我，「我雖是在徵詢老師們的意見，但因為是和新課綱輔導計畫綁一起，所以其實等

於是強迫他們參加這個研究」，我反思到我正走在違反「互為主體」的邊緣，正走與

我所持的方法論背道而馳之路，在與三位老師協商的過程當中，我可以深切的感受到

對於「又要執行計畫」所產生的恐慌「......我常常覺得好像一直都在做很多事，不是

我們不願意，而是好像每次都是我們這一群，當然我們會願意成長，但總不能因為如

此就什麼都叫我們做，當然我不是指素貞老師您的論文。」（鴨咪/20140523/非訪），

在拒絕我的同時她們也給我很多的建議，我反思到「為了我的論文，我卻去脈絡化的

將她們幼教師的身分置於真空當中，雖說想藉由本研究對幼教師的教學有所增能，更

深究之我卻是這個研究最大的獲利者。」（20140524/ROA）因為這樣我覺醒到應具「以

協作者的主體性居上位」的意識來徵詢本研究協作者。於是我將老師們的建議蒐集起

來，重新思考本論文的定位與目的，於是在陸續的徵詢中才逐漸獲得較正面的回應。 

2.湧現真心、誠意與感恩之心 

因為覺知到協作者主體性的重要，在我的內心便自然而然地湧現真心與誠意的情

愫，我發現在之後的徵詢歷程當中，顯得相當的順暢，過程中我提到我的研究目的、

協作敘事的運行模式、所需耗費的時間和精力以及可以從研究當中增能之處，我也將

其他老師的意見提供徵詢的老師參考，更希望老師能提供建議讓本研究能成行。過程

中我回應每一位老師的意見，我用極深度的同理站在老師的立場來思考參與此研究的

可能性困境，在以不影響幼兒學習、增加老師的工作量和教學的負荷量之下，又能提

升自身的專業成長，我和老師們共同討論和協商，也把我們共同的決議和園長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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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真心、誠意和意識到協作者的主體性的氛圍之下，我持續徵詢本研究的協作者，

在與老師們徵詢並進行意見交換之時，有的老師建議這樣的團體運作方式成員之間應

彼此先有互信的基礎之下，因而為了讓團體氣氛能先有基本的和諧關係，從 12 位幼

教師中我們過濾出 9 位，再進行正式的徵詢。而也參酌劉美慧（2008）提到在她的敘

事團體中共邀請 8 位教師加入，因為團體成員太多恐無法進行深入討論，所以，最後

共有 8 位教師願意參與此團體，於是我們組成了「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並在 Line

上成立了社群。 

回觀在探尋本研究參與者的過程當中，因為對於懷有一份同理她們怕又要執行計

畫的真誠與關懷之心，更具有以協作者的主體性居上位的覺醒，在這樣的意識流動之

下，我發現隨之而來的是一顆感恩之心在我的內心。因為有這樣的感恩之心，讓我更

留心且用心在團體氣氛的營造上。我警覺到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運作關係的建立其實

從徵詢協作者就已經開始。 

（二）關係建立的暖化期 

1.敘說從研究者自身開始 

互相說故事、聽故事和當成一種學習的方式，對 8 位協作者而言是第一次，為了

讓他們瞭解進行的方式，並且讓她們能更貼近我，在第一次的團體當中我選擇了揭露

自己在私立學校任職的困境，讓她們看見我脫去輔導教授和專家的外衣之下，我內心

深處的脆弱與無助；在教學難題的主題中，我首先敘說了我教學生涯當中的挫敗經驗，

並分享從這個挫敗經驗我的看見與學習。因而在為期三次的「我的成長故事」的主題

中，丫頭提起高職時期與父親的情感，回想到在痲瘋病院的病人都落淚；而小婷子在

回想過去因為自己功課不好，因而在家不太受重視之時，難過的頻頻拭淚。 

 

我們家裡很重視讀書，所以很多親戚就會來跟家人說，ㄟ她讀的怎麼樣這樣子， 

家人會把成績看得很重，覺得我不是很會讀書，就不太想要理我......（20140918/ 

協作） 

 

研究者在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中第一個發聲，能激起參與者之後的跟進，從參與

者的敘說歷程當中彼此的關係逐漸的暖化，「我從來沒聽過妳（鴨咪）講妳爸爸的事，

 



120 

 

原來妳們小時候是過這樣的生活，好可憐喔！」（亮亮/20140918/協作），「也難怪妳鬼

點子這麼多，妳教室的學習區都這麼有創意......」（小汝汝/20140918/協作）。經過這樣

的分享大家感覺更瞭解彼此而心也更靠近了。「透過老師的帶領小組分享，讓我更能

省思自己對生活的態度及人生觀! 並學習接受現在的人生，而心懷感激。」（小玲子

/20150207/省思）而整個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的氛圍隨著「敘事式認知」的運作，逐

漸的升溫當中。  

2.探尋協作者特質、覺察及順應既定的協作團體文化 

丁雪茵（2012）在長達六年的幼兒園課程變革輔導的研究中指出，輔導初期為了

建立團體的信任關係，她會嘗試採消極被動的輔導角色，並順應既定的組織文化的方

式。在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進行的前三次，我請協作者自由的敘說其成長經驗，希望

能在這幾次的團體敘說當中看到 8 位協作者的人格這質，讓 8 位協作者自然形成幼教

師協作敘事團體的文化，為的是能讓協作者在團體中用她習慣的方式來扮演的自己，

為的是讓協作者能自在的在團體當中；而在覺察到她們特質和所形成的敘說文化之時，

我選擇順應她們文化的方式是團體關係建立初期我我採行的策略。 

 

我發現小婷子對於自己的故事都說的短短的，團體對話之時較少主動袒露自己；

ㄚ頭會總是以過來人的方式來敘說自己的故事，每一次的敘說當中都會提到她的

學習是什麼，但對於自身教學的部分較少提及；鴨咪的故事都會說的很長很長；

小玲子在團體中不多話，敘說之時不急不徐娓娓道來，每次結束之後都會主動寫

心得和回饋；妹仔的哭點很低，每每故事才剛說出幾句她就開始眼泛淚光；......。

團體運作的前四次主要在認識她們並且建立關係，我不去干涉她們說故事的方式 

，與在團體中扮演的角色，我的重點在讓她們能自在的在我的團體當中，我也看

到了她們每次來團體都會主動帶很多零食......（研究者/20141107/ROA）。 

 

團體初期我選擇讓協作者能做自己，自在的在團體當中，能喜歡這個團體，穩定幼教

師協作敘事團體的感情，為未來協作者進入反思和批判期之時的堡壘。 

3.營造關心、傾聽和不評斷的敘說氛圍 

為了能讓協作者自在的敘說，協作者在敘說之時我和其他 7 位協作者，只是傾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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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不評斷的方式，並適時的關心協作者因著情緒潰堤的情感進行安撫的方式。為的是

建立一個支持、安全且無評斷的團體氛圍，讓教師與教師之間的談話能自然而然的在

團體中啟動之後，接下來幾次團體的運作要採讓協作者相互閱讀教學故事的方式，讓

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中的對話轉向反思與行動的方向。因而營造關心、傾聽和不評斷

的團體氛圍是要為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奠定情感的穩定基礎，為要在團體的對話當中

協作者之間彼此可以直言以告，形成一個「諍友」的關係(Rath, 2002)，以發揮幼教師

協作敘事團體的運作功能。 

（三）關係建立的升溫期 

Cavazos(2001)借用 Martin 的 3C 原則，提到關懷、關注與連結是團體運作和成功

的關鍵，它們也提供我在建立關係之時一個很重要的導引。想要去關懷發生在幼教師

身上的故事本來就是本研究的動機，而由於在探尋協作者的歷程中感受到協作者的被

壓迫的處境，我更迫切的希望本研究能成形，希望能成立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讓幼

教師在教學生活之餘，有一個倒垃圾的地方，更提供這些垃圾能有轉化成有機肥料的

可能之地。所以，我懷著真心和誠意進行徵詢，邀請她們加入團體成為本研究的協作

者，並表達我對她們的關懷，懇切的提及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的進行，除了可提供她

們生活的滋養和專業的提升之外，更希望我們所共構的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故事，能

幫助有需要的幼教師。希望透過協作敘事的取徑促發幼教師的專業發展，因而對幼教

師生活世界難題的關注24是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的功能。連結(connection)有連接物、

媒介和關係之義，而幼教師真正關注的事件才是促成我與協作者彼此之間產生真正的

連結，而這樣的連結是促成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關係升溫並穩定的重要元素。而讓我

和幼教師產生連結的事件與引發點如下： 

1.教師兼任行政影響幼兒安全事件 

這是第四次的協作敘事團體運作中，小婷子在經典教學故事的主題中所敘寫的故

事 

 

因為兼職行政很難每天全時間陪伴教室裏的孩子，只要學校突發狀況就必須隨傳

                                                      
24

 Cavazos(2001)提到關注是指積極的提供協助與問題的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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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到，因此，帶班另一搭檔常會因此不諒解或比較工作的多寡，責任心及好勝心

強的我，為了讓班務及行政事物順利進行，只好被迫選擇剝奪自己假日和家人相

處的時間，把學校事物盡量在下班後再繼續或假日再完成，以避免另一位帶班老

師的不平衡，如此一來既要扮演好老師又要扮演為人妻為人母…..等的角色，真

的陷入兩難及矛盾中…...。如今卸下 12個年頭的行政工作，真不知自己是如何撐

過來的，目前校方決定行政老師以輪流上陣的方式解決，真好…….。（20150515/

文本） 

 

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的關係因著徵詢協作者的歷程和前四次聽故事和說故事的

經驗，我們進入彼此生命的軌道當中，也試圖去拼貼出我們在創新家商幼保科的故事。

因而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的關係逐漸加溫當中。所以即使老師們都知道園長和我的關

係很好，我也不驚訝這樣的議題會出現在第五次的團體當中。我的省思札記中寫著 

 

因為有人講到行政職的問題，所以今天的主題有點離題，老師們一直在說園內分

工的事情，......。怎麼辦！又不能不讓她們說，......我想我可能沒辦法在這個研究

中談論和解決這些問題，但應該沒關係讓她們說一說，過了就好 ......。

（20150521/ROA） 

 

我也因為此事去找園長了解，園長表示幼兒園因為擴校增班的關係，造成各組行

政業務量的大增，因為所有的資料、文件和公文都要符合校本部的規定與要求，所以

讓兼行政組的老師疲於奔命，是卓越幼兒園身分的問題，在其他的幼兒園身上並不會

有這樣的情形發生。於是我並沒有對這個問題多加思索，因為我並不打算介入其中，

只是我沒想到這個問題竟延續在下兩場教學難題的敘說主題當中，是讓我將敘事探究

取徑加入實踐研究取徑的起始點。 

在第五次和第六次的教學難題敘說中，我請協作者敘寫「在二十幾年的教學生涯

中，你有沒有愧對的學生，你有沒有難忘的挫敗教學經驗」，然後於協作團體中分享，

ㄚ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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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工作是待在教室照顧好孩子，而不是待在辦公室或是過去高中部開會

協商。園方卻把這樣的責任加諸在有帶班老師身上。...... 這幾年，在這裡的工作，

讓我愈來愈挫敗，常常自己激勵自己不要看環境，只要將重點擺在孩子及家長的

需求就好。但是，現實狀況卻是愈來愈誇張，看著一個個接行政的老師生命的耗

損，唉！......。（20150610/文本） 

 

協作團體運作當天ㄚ頭分享這則故事之後，接著亮亮才一出聲就情緒潰堤的談到

幾天前班上孩子疑似走失的事 

 

老師，她（ㄚ頭）講的就是我想要說的（哽咽），那天接近下課時間我又在辦公 

室忙著行政的事，回到教室婷婷（化名，協同教學教師）跟我說凱凱（化名）不 

見了，當時我的心臟快跳出來了，我一直想凱凱會去哪兒，因為家長就快來接了 

（哭），怎麼辦，我們拼命找就是找不到，這時廣播聲響了『吳俊凱、吳俊凱請 

回家，爸爸來接了』，我從二樓往一樓大門看到凱凱的爸爸正往我們的教室走來， 

此時我們突然在一樓的樓梯口看到凱凱正往家長的方向，我就快跑到他們那裡， 

到時凱凱已經讓爸爸牽著手了。爸爸說『你今天怎麼這麼快』，我鎮定的回應『對 

阿！』，之後他們便離開了，當下我嚇得腿都軟了...... 。（20150613/協作） 

 

亮亮在敘說的過程當中我看到小汝汝也在啜泣，我本有想將談論的內容拉回主題 

，但因為感受到那個問題對她們的衝擊，於是我給了她們宣洩的出口，因而大家也紛

紛提出她們的想法。當天現場凝結的是一種凝重、無奈與失望的空氣，邊聽她們的故

事我眉頭深鎖著想著「這個問題好像很嚴重，但我能做什麼？我可以做什麼嗎？那我

的研究呢？唉！我會不會找錯參與者」（研究者/20150613/RIA）。團體結束當天，小汝

汝也站在園方和教師的角度較持平的說出，其實「教師兼任行政」一詞正確來說應該

是「行政兼任教師」，就可想而知它對教師教學的影響，她表示園內因為體制的關係

行政事務真的是龐雜，教師於教學之餘確實是可以協助分擔，但責任分工與歸屬的問

題應該重新討論而不是像現在這樣。 

在第六次團體運作之後，我有著以下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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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兼任行政的角色似乎已經是「行政事務凌駕教學」、「行政第一，教學第二」。

如果老師們所言屬實，而這樣的問題似乎還會繼續存在的話，身為協作團體一員

的我，似乎不能置身事外。但這不在我的研究目的，而且我可以去插手嗎？在這

樣的研究歷程中，我的涉入似乎太多，......。 

但計畫口試之時我論文的題目與方向，已經修改與調整成「以協作敘事取徑促進

幼教師專業發展歷程之探究」，這個問題似乎在本研究當中是可以有所處理的。我

應該再去對本研究的方法論再進行深究，從方法論中找答案......。（20150614/ROA） 

 

基於對協作者的關注之情，我想要在這樣的問題上有所行動，而為了這樣的行動

能在我的論文中存有合法的位置，我再次閱讀敘事探究法和相關的研究，其實過去在

博一敘事研究的課程當中，美慧老師讓我們討論過行動+敘事的議題，而博二在修習

成虹飛老師教育行動研究的課程中，我因閱讀了夏林清老師的書，而認識了 P. Lather

的實踐取向研究典範，所以我心裡面開始有想法了。於是六月之時我跟指導教授報告

我的研究取徑可能會採行動敘說，並開始小幅度的修正第三章的研究方法。幼教師協

作敘事團體的運作除了能提升幼教師的專業成長之外，我也想為我們這個團體做出一

些行動與貢獻。 

團體關係的建立在我的真心與誠意的關懷之下，我將關注的心帶入團體當中，但

我發現因為教師兼任行政是幼教師一致關注的問題，我與他們的連結是因著這次的事

件而啟動。就這樣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的溫度瞬間升溫，而接下來更因著我的行動讓

整個團體溫度持續升高，並邁向穩定之象。 

2.雙輔導案事件 

2015 年 3 月 13 日我在卓越幼兒園進行輔導之時，有協作者告訴我下學期園內會

接受新課綱評量的計劃25，也就是下學期園內會有兩個輔導計畫案在進行，對於這樣

的說法我也從園長那兒得到證實，但園長表示還沒有定案。基於在徵詢協作者之時，

和第二次的協作團體中ㄚ頭有提到 

 

                                                      
25

 目前有關於新課綱輔導的計畫有新課綱輔導、新課綱評量實驗輔導以及美感領域的輔導。卓越幼兒

園目前的輔導案是屬於新課綱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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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從 96年就開始接受輔導到現在，這麼多年了，雖然接受輔導對我們專業的 

提升有幫助。但我認為輔導的時候我們都是在教授的指導之下做事，而且不同輔 

導教授方式與內容也不同，應該要讓我們有沉澱的機會，自己 round round 看才

對......。（20141013/協作） 

 

我跟園長溝通讓園內可以提早了解新課綱的評量方向確實很好，但我認為現階段

應先將園內的課程穩定才是，接續原本的輔導案才是現階段最重要的，兩個輔導案同

時進行雖然其內容有相關性，但對老師的教學生活而言還是猶如雙頭馬車，會使老師

們疲於奔命的。2015 年 6 月之時當我還在苦於教師兼任行政的問題，在團體引發熱烈

的討論，而有可能耽誤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的運作，並思考我論文的方向之時，協作

者們在卓越美女團的 Line 中討論園長已經接了評量的輔導案。我在基於不能兩個輔

導案同時進行的意識之下，打電話跟園長溝通了許久，希望明年園內接受一個輔導案，

既然她答應了評量輔導，那 104 年度的輔導案我就退出，讓老師們專心在評量的輔導

計畫上。我也在卓越美女團的 Line 中表達了我對於輔導案的立場。後來園內為此開

會討會，園長請園內老師投票表決在新課綱輔導和評量的輔導案中擇一，結果九成的

老師都選擇維持原本的新課綱輔導案。協作者們在卓越美女團的 Line 中提到 

 

研究者：美女們，輔導案決定了嗎？ 

小汝汝：老師要謝謝您。我覺得園長有把您的話聽進去，有一天在園務會議之時

她無預警的和我們談這個問題，並且請我們投票表決要參加哪一個，之

後大家竟一致性的都選您的輔導案（新課綱輔導）。 

鴨咪：我們雖過了一關，但未來還是再會有很多有的沒的...... 

小婷子：謝謝老師，辛苦了。 

黑支：真是不容易，要持續不斷抗爭 

研究者：所以囉！園長好像也不像妳們講的那樣嘛！（20150615/團 Line） 

 

因為協助協作者減輕其工作上的負擔，我接收到她們對我有著感激之情，此事件

讓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的溫度又再次加溫。但過程中我意識到我與園長的關係會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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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變......，這件事讓我對我自己有了反思： 

 

對園長我有著朋友和輔導學者的身分，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的成立又是園長所促

成，整件事情園長會怎麼想。我捫心自問我是因為要討好協作者而插手研究案嗎 

？我其實可以無需藉由此方式來建立團體的關係的，那我真正的目的是什麼？我

似乎感受到我應該是因為察覺到協作者們的苦，而試圖能為她們做點什麼。那對

於園長我所存有的意念是什麼？我不認為園長像她們所說的那樣，我似乎不願意

協作者們認為園長是一個不能替員工著想和溝通的主管，所以我選擇和園長協商 

，讓協作者看到我除了和她們站在同一邊之外，我也要讓她們知道園長並不如她

們所言。我驚覺到我除了對協作者有責任之外，我對園長和園內部份的文化，是

不是應該要有所關注與行動才是，我在思考著如何進行......（20150620/ROA） 

 

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的關係，因著教師兼任行政影響幼兒安全和雙輔導案事件而

升溫，至此才讓我與幼教師之間產生深刻的連結。事件發生之前我對幼教師們懷有很

重的感恩與感激之情，於是乎我專注的在每一次的主題談論中，去發現她們的需求，

以提供發展其專業的知能。在協作團體的運作中，我的角色較是主動而協作者的角色

呈現的是被動的一種團體動力關係，亦即我們之間的所產生的連結關係是不對等的。

但因著這兩事件卻讓幼教師們的態度從被動採為主動的角色，我看到一條紮紮實實的

連結線把我和她們牽引起來，拉近了我與協作者之間的關係，整個幼教師協作敘事團

體的關係因著這兩事件所引發的討論與相關行動，而升溫與趨於穩定當中。 

（四）關係穩定/成長期 

透過說自己的生命或教學故事促進專業發展的方式，比起藉由輔導案提升專業的

方式，我發現對幼教師而言這種方式較為自然且自在。而讓團體的氛圍自然且自在是

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關係建立的第一步。在前三次的生命故事敘說當中，協作者對教

師兼任行政教學難題的敘說促動了她們在幼教師生活世界的難處，暖化了幼教師協作

敘事團體的團體關係，而雙輔導案件中，因為我的行動而與她們的關係產生直接的連

結，而驅使團體關係有所升溫，而邁向穩定/成長期。小玲子在最後訪談當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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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貞］老師之前給我們的感覺就是，妳是老師，妳在上面［而］我們在下面，有點

距離，就從輔導［開始］包括［素貞］老師一開始說要做〔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小

組團體的時候，......，可是我也忘了，我只記得說在這樣的歷程中［素貞］老師有改

變，我們的距離縮短了......。（20151223/正訪） 

 

因為在穩定/成長期中由於協作者之間對協作團體已具有投入與歸屬之感，因而舉

凡幼兒園現場與教學或行政事務相關的問題，協作者們都會帶到團體當中來徵詢大家

的意見。小汝汝在第九次的協作團體當中提出了她的需求 

 

我、亮亮和鴨咪其實有修幼教專班要取得幼兒教師的資格，但因為當時規定要以

全職學生的身分也就是放棄幼兒園的工作的方式進行實習，所以當時我們都沒有

去實習，因而放棄取得參加幼兒園教師檢定的機會，現在有因應我們這批學生而

修訂的法，我們想和您討論......（20150905/協作） 

 

小汝汝提到的是 104 年度幼教專班教學演示能力檢測，檢測項目以教學檔案和教學影

片為主要審查項目，是有關於課程與教學能力的相關檢測，而檢測的內涵中有諸多是

目前新課綱的精神。於是我們將第十次和第十一次的主題修訂為《課程實踐經驗難題

與敘說》，請幼教師針對目前課程設計與教學實施的相關問題進行分享，而參加教學

演示能力檢測的三位幼教師則針對所準備的應考資料提出難題的敘說。兩次的協作團

體中有幾位協作是針對新課綱融入目前課程的難題分享，與三位參加檢測的幼教師所

要提出來討論與學習的主題是一樣的，而這次的協作團體運作因為有教學檢測內容的

討論，讓整個團體的學習更有方向性，這樣的共學對於幼教師們的課程與教學相關能

力實際上增能許多。而除了在兩次的團體協助三位幼教師解決教學檢測的相關難題之

外，我們四個人也又再利用一段非協作團體運作的時間，再作教學檢測內容的討論與

學習。另外，我們在那一段時間的 Line 社群上也有不少課程與教學相關的討論，其

她協作者有時也會加入討論，並為她們加油打氣。以下是我們在卓越美女團 Line 上

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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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三位美女請注意，照片中的這兩本書，辦公室有可以去找出來參考。閱

讀 28-45 頁，34-45 頁，有教案可以參考，42 頁開始有詳案和指標的對應，

45頁更有教學省思。建議三位ㄧ起閱讀ㄧ起討論，對妳們的書寫會更有幫助

喔！ 

黑支：這兩本書在教學組。加油喔！ 

小玲子：好喔！需要的話我也可以加入討論喔！  

妹仔：超讚的，我有讀過。 

小汝汝：已經借了，謝謝老師和姊妹們。（20151010/團 Line） 

 

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的關係因著我與她們之間的連結更深，我們對於整個幼教師

協作敘事團體更有歸屬與投入感。因而也引發協作者主動為同事解決課程與教學相關

的問題，不論是透過 Line、e-mail 或在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提問 

 

...... 貞貞（化名）老師的課程設計已經快到要完成的階段了，有些部分我不知該

如何與她討論，我擔心過多的修改會造成她進度的延誤，我把我的想法和她的教

案寄給老師，拜託老師了（ㄚ頭/20151012/私 Line） 

 

ㄚ頭，教案我看完了，也給妳們一些討論的方向了，記住請從活動探究的歷程、

活動連貫性和指標的對應方向出發去檢視（研究者/20151013/ 私 Line） 

 

ㄚ頭此舉讓我非常興奮，因為她給我的印象就是「......總是以過來人的方式來敘

說自己的故事，每一次的敘說當中都會提到她的學習是什麼，但對於自身教學的部分

較少提及......」（研究者/20141107/RIA）這是我在第三次的團體運作之時寫下的觀察筆

記。我怎麼也沒想到她會主動找我討論教學的問題，我想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的團體

關係感動了她，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的運作起作用了。從以下ㄚ頭敘說內容中驗證了

我的想法 

 

可能就是因為［素貞］老師［給］的［主］題目，剛開始整理是有點彆扭的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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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妳就覺得這個怎麼講啊！有什麼好講。但幾次了以後發現我大概知道妳［素 

貞］要作什麼了，也因為聽其他同事的故事，我才開始把自己拉出來自己......。 

還有其實我覺得［素貞］老師妳是那種有一點勇敢的人，當時妳說妳要去找她［園 

長］講，我覺得好害怕，妳怎麼會想這樣做，竟然不怕死要跳進來，當時覺得 

妳真的很憨膽。......，但卻讓我們感覺到妳把我們當成自己人......。（20151230/ 

正訪） 

 

二、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關係建立的策略與原則 

（一）關係建立的 3C
，

s 

Martin(1987)的 3C
，
s（關懷、關注和連結）原則讓我從徵詢協作者、建立幼教師

協作敘事團體和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的運作之初，提供我在團體關係的建立上，一個

有力且有方向性的參考。 

因為希望藉由教學故事的共同敘說，促發幼教師的專業發展是本研究的「關懷」，

隨著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的成立與運作，我們走進了彼此的生命軌道當中，因著每一

次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的敘說主題，我們彼此分享了發生在我們的生活與教學現場的

故事，自在且輕鬆的團體氛圍營造，是我在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初期的引導重點。而

在回觀過去的經驗之時，我們開始在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中解決幼教師教學上的難題 

，因為要逐步營造信任且安全的團體關係，並透過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而對幼教師的

專業有所成長，我們開始「關注」發生在幼教師的生活與教學故事，協作者除了敘說

自身的教學故事，並對自己和別人的敘說有所回應之外，我也針對教學難題的議題提

供相關的文本，在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和協作者共同閱讀，以協助協作者解決在教學

上的難題。對於「連結」，Cavazos(2001)提到團體形成之初是不具情感的連結，但經

過一次又一次的彼此之間的經驗分享，連結才有所形成。在教師兼任行政和雙輔導案

事件發生之前，我在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中因為是研究者和團體引導者身分的關係，

我扮演的是一個積極主動的角色，而協作者較是居於被動的角色。因而過程中我較感

受不到我和協作者之間真正的連結，但因著這兩事件卻讓幼教師們的態度從被動採為

主動的角色，而之後因為我對她們所真正關注的問題有所行動，所以我看到我和她們

遠本是兩條隱隱約約的平行線卻被連結起來。因為連結瞬間拉近了我與協作者之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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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協作者對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的歸屬感持續升高與投入當中。 

專注在團體運作當中能否發揮實質的效用，端視專注的面向是來自於教師的需求 

，是團體的引導者和協作者之間能建立深刻連結的開始。我發現以教師為基礎的學習

之教師專業發展模式，是教師專業發展成功的一個很重要的成分 (Putnam & Borko, 

2000)之外，對教師「此時此刻迫切性」的難題解決方式，更是教師專業發展成功的

另一個重要元素。 

（二）關係建立的第 4C
，：凝聚力 

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的團體關係因為我和協作者之間的深刻連結，而朝信任且安

全的團體氛圍邁進。 

 

經這次素貞老師的引導我審視自己，也在其中有好多話想分享，［學習區試驗］

五年了，得到兩個教授讚許過，我越加越肯定我的教學是正向的認同，以往在有

點小成就時我多麼想將這喜悅跟老師們分享，但所得的就是冷冷的回應或不削，

鴨咪你在搞什麼？教室像迷宮，當有機會分享大家都只是聽聽罷了！當時的我很

矛盾很懷疑，與九人小組（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分享教學難題時我還下筆寫了

兩篇，一是遇見難搞的夥伴，另一篇我則是不怎麼敢拿出來分享—我的教學突破，

我第一次有機會在幾個老老師面前分享，老師謝謝你給我機會療傷自己、看到自

己、欣賞自己、肯定自己。（鴨咪/20150720/省思） 

 

藉由這樣的學習互動分享，再一次省思自己的幼教成長歷程，這些存留在記憶中

的經驗，經由彼此的訴說、分享，猶如年終大掃除一般，清理出一袋又一袋的陳

年往事，不論當時事件的大小，此刻都能用平緩的心情慢慢述說，甚至同事之間

還能彼此話開當年未曾說出口的感受，這些過往，頓時似乎變成一件一件與眾不

同、獨一無二的作品，展示在自己的幼教生涯中，變成許多光榮的記號。若非經

由這樣互動分享，卓越幼兒園的夥伴沒時間甚至也沒有體力回顧自己在這裡的教

學難題，原來都是很有意義的學習過程，有淚、有累，此時才覺得非常感恩。（ㄚ

頭/20150727/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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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自己以前的教學挫敗經驗還是第一次，有不少人講著講著都落淚，對一向不是

多話的我來說是一個挑戰，但看著大家這樣我還是講了。這個事再經由團體分享

與建議後，我學會用不同角度來看待事件的發生，事件的起因也許背後有許多的

因素，並不一定是自己不夠盡力或努力，不需過於苛責自己，真的感覺輕鬆多了，

若同樣的事件再發生，我會一樣努力的溝通或協調，若結果並非自己預期，我也

不再落入自責的情緒中。（小婷子/20150718/省思） 

 

這些札記是在教學難題的敘說活動當中，我正擔憂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會不會走

向只是每一個人進行拼命倒垃圾但卻沒有任何學習的地方之時，協作者對這兩次的活

動敘寫的省思札記。而更隨著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的進程與開展，在安全與信任的團

體關係中，發現有另一個氛圍流動在我們的團體當中，我正試圖去尋找可以代表和形

容那樣的氛圍的詞。 

由於想讓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的敘說能有不同的觀點注入團體當中，提供解構

8 位敘說者視域的可能。在第十次和第十一次的「幼教師身分敘說」的主題中，我們

請協作者邀請她們也在幼兒園工作的朋友來參加團體，之後分別邀請到了兩位過去同

是卓越幼兒園的教師，敏敏在卓越幼兒園工作三年已離職兩年，目前在鄉立幼兒園，

莉莉在卓越幼兒園工作七年已離職十年，目前在國小附設幼兒園。在敘說當中兩位幼

教師分別回憶起自己當年在卓越幼兒園的故事，並連結目前在公立幼兒園的工作樣態，

她們都紛紛為著目前在現場的難為而落淚...... 

 

我現在的園，大家都分得很清楚這是你的工作，這是我的工作，記得我第一年去

［現在的園］的畢業典禮，我去幫別人的忙時，就會有人來提醒我不要多事......

我實在很不解，哪像我們［卓越幼兒園］的同事，只要一有活動，大家都是不分

彼此......。（敏敏/20150829/協作） 

 

......就像你們現在對我一樣，一直給我溫暖與安慰，這是我離開卓越之後沒有再

遇到的。在卓越雖然辛苦但精神上卻很充足，大環境［薪資、福利］雖不好，但

我們卻很有向心力......（莉莉/20150829/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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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敏在幼兒園的資歷是五年，而莉莉和 8 位協作者的年齡相當，也有將近二十年的幼

教經驗。她們兩個說了很多她們在卓越幼兒園的故事，我看到那樣的故事所形塑出的

卓越幼兒園的工作文化，也是我試圖在後期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的討論中所要探尋的，

而那樣的團體文化似乎就是我感受到流動在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的氛圍，有著如莉莉

所言之「向心力」一般，我正愁找不到可以形容當時團體氣氛的用語，小玲子的省思

札記讓我明白那是一種怎樣的氛圍...... 

 

透過分享活動讓我們這一群在同一個工作崗位的老師們，更加了解彼此，也似乎

更珍惜同事間情誼，這些能量已產生了奧妙的凝聚力。（小玲子/20150830/省思） 

 

對！那樣的氛圍就是「凝聚力」。在我和協作者產生真正的連結之後，我感受到

凝聚的氛圍在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當中。為了更清楚凝聚力的意義以及讓這樣的發現

有文獻上的佐證，我在團體動力學的文獻中找到這個詞。Yalom 將凝聚力定義為 

 

從廣泛來說，凝聚力指的是作用在團體成員身上，使其留在團體的所有力量；或

簡單來說是這個團體對成員的吸引力。它被視為是成員在團體中會感到溫暖、自

在、歸屬和珍視團體的來源。(1995, p.48) 

 

Yalom(1995)也提到高凝聚力的團體成員自我袒露的程度、成員的出席率、參與程度、

彼此的影響和改變也會升高。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也就是有著凝聚力的氛圍，8 位協

作者願意撥出假日的時間來進行團體，每次也都欲罷不能的進行 5-6 個小時，而在後

期的團體敘說中，也都會聽到協作者對於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的運作對於其專業的成

長，抱持肯定的態度與回應。而對於小汝汝她們三個的教學演練檢視測驗準備，協作

者們也都卯足全力的提供協助與建議。 

 

因為上次的兩個女人的故事分享，我提到我和蓉蓉老師的搭班問題，團體中素貞 

老師請我們將在團體［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中的建議回到現場中去行動。果然， 

因為我改變了和她說話的方式......，蓉蓉老師對我的回應和過去也有很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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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她的回應，我才驚覺到自己對她造成的壓力......。現在我想請大家聽聽我現

在的方式怎樣......，並再提供我建議。（妹仔/20150829/協作） 

 

因為我們討論到自己個性的關係，上次在團體中老師［研究者］和大家都鼓勵我 

要考量自己的能力勇於去拒絕別人。哈﹗園長前幾天找我講再續任教學組長，我 

婉拒她了，齁！她真的講很久，要是過去我一定就答應了，但我只要想到我的搭 

班老師，我就覺得很對不起她，我就鼓起勇氣拒絕了，哈！（黑支/20150905/協 

作） 

 

在課程實踐難題中，因為他們要教學演練檢測，所以我們對新課綱的內容又做了

很多的討論。哇！我覺得學習很多，經過實例的討論我發現對於課綱的內涵，和

如何用在教學現場，我很清楚了，原來自己過去對新課綱都有誤解。我把這樣的

經驗和貞貞［搭班老師］討論，因為她也要參加檢測，她問我一些問題，我們也

做了討論。但貞貞老師的課程設計已經快到要完成的階段了，有些部分我不知該

如何與她討論，我擔心過多的修改會造成她進度的延誤，我把我的想法和她的教

案寄給老師，拜託老師了。（ㄚ頭/20151012/私 Line） 

 

現在啊，我如果和園長溝通事情我都會用另外一種方式來和她說。你們聽聽看

喔！......但說也奇怪我覺得園長也有改變餒！唉！只是這樣很累耶！不能做原來

的我，但我會再努力的。（鴨咪/20150731/協作） 

 

ㄚ頭：［素貞］老師，我們這樣做到底對你的論文有幫助嗎﹖會不會害你不能畢

業啊！但我想講的我們雖然一直在抱怨，但有時會聽到其他人從不同的角

度切入，讓我看到了我的侷限，我覺得這也是一種學習喔！我想大家也應

該跟我有同感...... 

小汝汝：是啊！我們在團體中因為有大家的支持，給我很大的力量去面對生活上

的事。這次決定參加教學演示檢測，其實參加這個團體［幼教師協作敘事

團體］的關係，還有老師您給我很大的力量。你看我現在講著講著都起［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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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雞皮疙瘩。 

鴨咪：對，參加這個 9人小組［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讓我對自己肯定不少。感

謝老師對這次檢測的幫忙。 

亮亮：對啊！感謝大家對我和小汝汝這次的檢測內容提供方向，對我們的幫助真

的很大。更要感謝素貞老師......。 

研究者：嘿！很好喔！我隱隱約約感覺到這應該是我論文要的東西喔！你們可以 

再多講講，哈！哈！哈......。（20151009/協作） 

 

我發現就是因為凝聚力流動在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中，所以有更多真實與令人動

容的故事浮現，而凝聚力也是促發 8 位協作者對「我們感」(we-ness) (Yalom, 1995)的

提升，因而對協作者之間的難題都能提供情感的支持之外，產生更多建設性的對話與

建議。使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不只是如 Rath(2002)所言，除了提供他們卸貨的空間之

外，新的論述與看見會因著卸貨之後才能產生。在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中卸貨之後有

那樣的論述與看見，是透過敘說之後協作者個人啟動反思，協作之間進行對話，或再

加上文本的視域，都是協作者可因而移動視框的關鍵。而這些都是因著幼教師協作敘

事團體中的凝聚力而產生。是本研究在關係的建立與經營當中另一 C 的發現，我稱為

第 4C－凝聚力。 

我認為凝聚力是團體關係建立的最高層級，是促發幼教師能否主動產生有意義的

學習，與提升專業的一個強而有力的要素。那是引導者與協作者之間彼此在關懷、關

注並產生雙向的連結之下，所建立起的溫暖、信任、同理和接納的關係，是這樣的關

係所產生的力量推向幼教師使其對協作敘事團體產生歸屬與向心之力，而那樣的歸屬

與向心力促使團體成為一個能包容衝突，並由衝突中獲得建設性益處的學習氛圍。在

兩個女人的故事當中，鴨咪談及和小婷子的搭班經驗，而引發出她們二個人背後所持

協同教師觀的差異，與對故事回溯之後的反思與學習。 

 

鴨咪：......其實當時我很需要小婷子伸出援手，但又看著她忙著行政的事務，我

就想算了好了，我也試著去問問她的意見，但她總是說我處理的很好可以

了。我當時是很需要她的關懷與協助的，因為我很無助（落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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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小婷子要不要說說什麼？ 

小婷子：我都忘了有這件事耶！（停頓，想了一下）可是妳那時候真的處理的不

錯餒！我不知道妳有那麼大的壓力，這件事給妳帶來的情緒這麼大，妳

當時應該跟我說的......。我在這裡這裡要跟妳說聲對不起...... 

鴨咪：有啊！我一直問妳的意見，妳都說很好啊！但...... 

研究者：有沒有其他人要說些什麼的 

小玲子：我和小婷子搭班過，我發現她都很尊重我的意見，對於我們的帶班方式，

我們都是彼此尊重的，她不時也會提供她的想法的，我覺得合作很愉

快。 

ㄚ頭：我覺得是兩個人對於搭班的方式不一樣耶！誤會吧......（20150731/協作） 

 

之後其他協作者也陸續加入對話當中，妹仔也提到「......我才知道原來我的搭檔

會怕我，她會怕我是怎麼看她的，她會怕她的意見不夠好......，並非我之前想的她是

偷懶。」（20150731/協作）。是的每一個人都戴著自己的視框在看別人，而不知別人也

有她自身的視框。藉由協作敘事團體的凝聚力我們才能讓彼此的視框透明化，讓彼此

的意見被接納與提供視框轉化的養分。 

三、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關係建立的發現與開展 

在運作協作敘事團體關係建立的期程當中，原本是規劃透過前三次的團體來建立

關係。但實際運作卻發現關係的建立其實是要從徵詢協作者就開始，而原本規劃透過

關懷、專注和連結三個面向來建立與經營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的關係，歷程中卻發現

連結是團體關係的一個很重要的催化劑，但產生真正連結的關鍵要素是引導者在團體

運作當中要有所覺知並持續不斷探尋的，因為唯有產生實質的連結，團體的關係才能

真正建立，也才能發揮團體的功能。在本研究中讓協作者對團體產生真正連結的關鍵

是協作者關注的關鍵事件，因為實質連結關係的建立才引發團體關係的升溫，而隨著

團體的進程促使幼教師對協作敘事團體產生凝聚力，而凝聚力一旦形成整個團體關係

就呈現穩定之象，而這樣的穩定期在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運作的中期階段才產生。 

以下將說明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關係建立的轉化關鍵，以及協作者、研究者身分

與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關係階段的移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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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關係建立的轉化關鍵 

1.關係的建立從關懷與關注啟始 

因為對幼教師的生活世界有所關懷，希冀提供將其生活世界與專業發展產生連結

的路徑。本研究希望藉由幼教師共同敘說生命/教學故事的方式，來促發幼教師的專業

發展。而教學故事的內容著重在教學難題與困境，透過敘說者的敘說與反思，和協作

者針對故事的回應與對話，目的在提升幼教師教學相關的知能。亦即藉由幼教師過去

或現在的教學困境，我們採敘說、對話與閱讀的方式，來協助幼教師教學難題的解決，

是研究之初的關懷與專注的重點。但在團體運作的歷程當中發現，由於幼教師協作敘

事團體的存在，對協作者和研究者的意義不同，因而所產生的關係與投入團體的程度

也會有所差異。亦即研究者單方的關懷與專注是無法引發研究者和協作者之間產生情

感的連結，而情感的連結卻是形成團體凝聚力的關鍵。因而關懷與關注充其量只可說

是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建立關係的起始點。 

2.關係建立的暖化從協作者身分的跨越開展 

連結是連接物、媒介和關係之義，歷程中我發現幼教師真正關注的事件才是協作

者和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產生連結的關鍵。在教師兼任行政影響幼兒安全事件和雙輔

導案的事件當中，即是幼教師真正關注的事件，是發生在幼教師「此時此刻迫切性」

的事件。那樣的迫切事件壓迫著幼教師的教學生活，如同芒刺在喉一般，是不立即解

決不行的問題。此時此刻迫切性事件的敘說當中，讓我看到協作者因著這些事件，對

幼教師身分如同被壓傷的蘆葦一般搖搖欲斷，而由於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提供她們可

以共同觀看和檢視這些事件的園地，於是牽引出協作者和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之間的

連結。協作者跨越出在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是被動參與的位置，此時研究者和協作者

之間也開始產生真正的連結，團體的關係也開始暖化。 

3.關係建立的升溫從研究者身分的解構展開 

教師兼任行政影響幼兒安全的事件呈現出園內組織文化問題的議題，在幼教師協

作敘事團體引發熱烈的討論之後，我開始去思索到自己、協作者和幼教師協作敘事團

體的身分與定位。剛開始的我試圖將自己和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獨立出協作者所處的

組織文化之外，因而我想到是否要更換研究場域和協作者的問題，但逐漸的我從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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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最初衷和方法論中找答案，在這樣的「互為主體」的研究取徑之下，協作者、園

內的組織文化、研究者和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之間的關係是層層套疊彼此生成的。我

探見在 8 位幼教師的生命和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當中我駐足的角色與意義，透過生命

經驗的相互關照，由此引發我對研究者身分的解構。於是在雙輔導案事件中我以課程

和輔導學者的身分，介入了園內有關課程與教學相關的決議過程。因為我的研究者身

分產生了解構，我不再只是研究者，我也在課程學者和輔導學者的身分當中游移，幼

教師協作敘事團體的關係因而瞬間加溫。 

4.凝聚力的關係建立促發協作者和研究者的同行與結盟 

在雙輔導案事件落幕之後，我和幼教師之間的情感開始有了緊密連結，幼教師協

作敘事團體有了凝聚力產生，更多的教學難題與困境真實上演在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

的討論中。我和協作者之間已超越研究者和參與者的關係，我們有著同行與結盟的默

契，因而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內的議題與進行方式不再只是由我策劃，也加入協作者

的意見，由於難題著重在此時此刻迫切性的問題，團體的運作在協作者充分展現主體

性之下，幼教師的能動性就此被開展，而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實質的發揮了幼教師專

業成長的溫床。 

（二）齒輪運作關係的協作者、研究者身分與團體關係 

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的關係階段因著協作者與研究者身分的移動與解構，使得團

體的關係充滿著凝聚力，而凝聚力的產生是由於研究者身分的解構，與協作者身分的

移動的運作而成。研究者和協作者兩者之間就好比是齒輪的關係，當研究者齒輪轉動，

隨後就帶起協作者齒輪的移動，兩齒輪緊密咬合和互相驅動之下，帶動出了團體的凝

聚力。 

參、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的運作內涵與架構－敘說、分析與重建 

以下敘說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在原本規劃的運作內容、形式與相關策略的踐行情

形，以及隨著團體的進程與開展，並在敘事式認知和三度敘說空間的作用之下，幼教

師協作敘事團體開展出有別於原本規劃的運作路徑與方向。 

一、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的運作內涵 

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的運作內涵為生命故事與教學故事並重的敘說、閱讀與敘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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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重、生命與教學難題的討論和著重互動、對話與自我反映的設計，以下將逐一說明

每一個內涵在本研究的開展、運作情形及行動中的發現與修正。 

（一）生命故事與教學故事並重敘說 

1.運作方式 

（1）生命故事的敘說著重在與成為教師的連結 

規劃生命故事的敘說是在「教師是一個人」的隱喻之下所萌生，研究也發現當教

師在論及她的教學觀時，常常說的就是他自己(Kelchtermans &Vandenberghe,1994)。所

以教師是一個人的概念其突顯的是教師角色的形成不是一夕之間，亦即教師自我或身

分的形成是包含自己、他人及其外在環境互動之下，所組成的自我內在世界，和敘事

的三度空間有著相同的意涵。即教師身分是隨著時間軸、互動軸、和情境軸的動態循

環歷程所建構。因而在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中我們不但敘說教學故事，在前三次的主

題中我們也請協作者分享自己的家庭與成長史。教師是一個人的隱喻的涵義我完全的

認同也理解，但運作之時卻沒有去思考如何引導協作者將所敘說的成長史意義化，且

將這樣的意義化和「成為幼教師」之間作連結。歷程中沒有設計這樣的連結活動，雖

然存有這樣的概念，但因為沒有事先周詳設計，因而在引導之時顯得格格不入，常常

會因而卡斷成長故事的脈絡。再加上由於在團體當中敘說自己的成長故事，對於 8 位

幼教師來說是第一次的經驗，也是一件新鮮事，為了讓她們瞭解敘說進行的方式並示

範敘說的三度空間，也讓她們對我的背景有所認識，我敘說了自己的成長和求學故事，

但由於首次進行團體我對於團體的運作有些生澀，因而我在生命故事的敘說之時，側

重在談母親的故事以及母親對我的影響，對於成為教師所做的連結性不強。最後，由

於也沒有確定的引導方向，且我也考慮到這是 8 位協作者第一次在幼教師協作敘事團

體的敘說活動，為了能讓協作者感受到輕鬆自在的團體氛圍，對於她們的敘說內容和

敘說的時間並沒有干涉過多。由於未確實管控每個人敘說的時間，且敘說活動淪為背

景資料的獲得和建立團體的關係，以致於我們花了三次的團體時間。而在團體進行的

每一次主題之後，請協作者書寫省思札記。省思札記的問題如下 

 

為了認識大家，這三次的團體，我請大家做自我介紹，分享自己部份的家庭、工

作與生活故事。想請您說說對於這兩次的協作團體，你有何想法與心得。可以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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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方向思考：當你在重說/看自己的故事之時，你的想法是什麼?那是一個怎

樣的體驗當你在聆聽夥伴的故事之時，你在想什麼?那是一個怎樣的經歷? 

 

從所設計的省思問題就可以發現，當時對於成長史與成為幼教師之間連結的意識薄弱。

但從協作者的回應當中卻隱約可發現，她們能將原生家庭的經驗和職場的表現有所連

結。 

當別人在分享自己的故事時腦海裡也會同時出現自己小時候的畫面，雖然有很多

已不復記憶，但我發現每個人小時候的家庭生活，深深影響著人生往後的價值觀，

出生在重視升學家庭的我，也看到了自已在看到班上孩子的學習時，有時也受我

的家庭所影響......（小婷子/20141129/省思） 

 

我的原生家庭對我影響很大，媽媽對我非常嚴格，但是因為自己是幼教系畢業， 

教育養成過程之中我會將自己的成長背景與專業理論作比較，自己有了小孩之後 

我也學習用何種方式對我的小孩較適合？媽媽的那套教育方式雖然不是我所喜 

歡的，但是我的一些價值觀深受爸媽的影響，爸媽的節儉、努力工作，真誠對待 

朋友、對家的責任感…這些都影響我至深，感謝爸媽的身教。（妹仔/20141130/ 

省思） 

 

（2）自我與專業發展的連結薄弱 

透過自傳的方法對家庭成長史進行敘說，協助其發現過去的個人歷史，對於其選

擇成為幼教師產生了什麼影響？並讓幼教師去看到過去個人的歷史怎樣具體化為現

在的教學行為；意即「過去的歷史對於個人目前行為可能造成的壓抑或助長的情況。」

（陳美玉，1999，頁 130），其實是生命故事回觀的重點。但對於第一次帶領團體擔任

引導者的我而言，對於將生命故事與教學行為作連結的引導能力不足，再加上剛開始

專注在團體氣氛的營造，怕因干涉協作者的敘說內容而影響協作者的心情，因而對於

協作者所敘說的自我與教學行為之間的結合不足，致使自我與專業發展的連結薄弱。

於是乎前三次團體進行完，和指導教授討論規劃的一年半的團體運作場次、敘說主題

與運作方式，指導教授教建議「將成長故事聚焦在和成為老師這件事有關」。但此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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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故事的主題已結束，而也沒有明確的引導方向，在我的省思札記寫著 

 

運作團體我是新手，自己感覺有些生澀，但還好她們都能侃侃而談的憶及過往的

成長史。她們在敘說之時，會時而喜時而悲的，我還滿驚訝在團體的初期就有這

樣的協作者故事的完整性，我並沒有試圖去卡斷她們所說的。對於當初設定的將

成長史和幼教工作作連結的部分，大部分都只談到學生時代選讀幼教的原因。對

於在敘說的過程當中試圖去協助引導作連結的部分，我找不到切入點也不知從何

切入。對於團體的運作我還在摸索當中.....。（20141031/ROA） 

 

我發現原來我也還在摸索團體的運行，透過敘說成長史來建構幼教師的自我，那

樣的自我和專業發展的關係，卻因為對於團體的運作還不純熟，致使幼教師的自我與

專業發展的連結薄弱。從當時針對場次 1-3 次設計的省思單（表 4-9，表 4-10）足見

對於這個部分的意識與規劃活動是不足的。 

 

表 4-9  

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場次 1-2 協作者省思單 

協作 1-2 的省思 

＊為了認識大家，這兩次的團體，我請大家做自我介紹，分享自己部份的家庭、工作與生活故事。

想請您說說對於這兩次的協作團體，你有何想法與心得。可以從以下的方向思考 

1. 當你在重說/看自己的故事之時，你的想法是什麼?那是一個怎樣的體驗? 

2. 當你在聆聽夥伴的故事之時，你在想什麼?那是一個怎樣的經歷? 

3. 我們團體的氛圍是什麼?有沒有什麼需要再加強? 

 

表 4-10  

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場次 3 協作者省思單 

協作 3的省思 

◎終於在這次的聚會當中，我們更認識了彼此，每個人的成長背景都很不同，即便我們有一段共同

的回憶-卓越幼保科的高職生活-但我們的生命還是很不同。不管是美好的、苦澀的兒時記憶，都勾起

了一段思想起--- 

★想請您說說今天團體在進行過程當中，當你在聆聽別人的故事或分享自己的故事之時，你想到了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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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省思單可見當時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在初期的重點強調在關係的建立，以及讓協作

者經歷共同說故事所引發的學習，對於引導協作者去發現自己和幼教工作之間的關聯

之意識不足。 

2.運作發現與後續的行動 

（1）藉由書寫省思札記進行自我與幼教師的連結 

Gibson(1988)提到教學是與自我(self)的相遇，就如 Nieto 所說當老師走進他們的

教室時，他的價值觀及信念會跟著走進教室，亦即老師是隨身攜帶他的完整自傳（陳

佩正譯，2007）。因而當時在規劃成長史的敘說活動之時，應把成長史的敘說和成為

幼教師之間的可能連結與協作者溝通，去憶及是「什麼」帶她們走進教學現場；每個

人敘說的時間應有所限制，引導者摘要的說明敘說的內容，引導協作者去初步的討論

自己的信念，和價值觀具體化在她現在生活的情形。但因為生命經驗敘說的主題已經

歷將近三次的時間，為了弭補自我與專業的連結不足，當成長史敘說的逐字稿出來以

後，請協作者再重看逐字稿，請她們就逐字稿的內容書寫出自己的信念和價值觀，以

及受家庭經驗的影響，並和自己的教學行為作連結，再於協作團體進行中互相觀看和

提供回饋。 

 

從小組座談中［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讓老師們暢談成長背景及表達個人對幼

教工作的理想、態度…等，從3次的發表言論中讓我深覺每個人的生長背景及父

母的教養方式及教育理念真的會影響一個人在成長後對人事物的看法及觀念，就

拿黑支來說，在家排行老大小時候總有做不完的家事…奠定了其學會顧家人，並

把它成是一種責任，我［在工作中看到的她］想這對其踏入社會後從事幼教及待

人處事能圓融並任勞任怨的個性有關；而且對工作的抗壓性較強。（小玲子

/20141227/省思） 

 

從事幼教師的工作之前在「樂山療養院」服務四年的ㄚ頭，也提到那四年照顧痲瘋病

患對她日後從事幼教工作的影響 

 

4年之後，我找到一個機會，關於那裏的點點滴滴，許久許久不敢去想，也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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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問......之後踏入幼教工作，心境態度的轉變，讓我對於這份工作感到非常愉快 

與投入，一切看似光明燦爛。而對於小朋友們的調皮與好奇，表面上我會糾正孩 

子們的違規行為，但在心中卻是暗暗讚許他們的聰明智慧，每一位孩子的生命， 

都值得被尊重、被肯定，現在小小的孩子，將來卻是掌控時代大局的將帥，讓我

更加珍惜這份工作的意義與價值。（20141223/省思） 

 

雖然再次藉由書寫札記讓協作者省思自己的信念與價值從何而來，並且和工作中

的自我做連結。但是發現不管協作者或是身為團體的引導者的我，都在有限的時間下，

更加上我還在摸索團體的運作，而未能提供協作者進行深度的反思與學習。 

 

距離上次的團體將近有兩個月的時間，上次請她們書寫的省思札記亮亮和黑支還 

沒有交，怕造成她們的壓力所以我並沒有催促，亮亮表示想在團體中說說就好， 

而黑支說下次會交。首先我請亮亮先說明，由於她沒有事先閱讀她的逐字稿和做 

準備因而離題了，我不好意思打斷她......。時間的關係因為今天還有主題要進行， 

所以分享有點倉促結束，覺得自己似乎尚未掌握如何在團體中引發協作者進行深 

入的討論。（研究者/20150206/ROA） 

 

（2）可著重於過去學習經驗與幼教師之關聯 

在 Henderson 的書中提及過去的學校學習經驗會影響之後的教學觀（李慕華譯，

2000）；而 Borko 與 Putnam (1990)也指出阻礙教師學習有個人因素和情境因素，其

中個人因素是指教師在進入職前訓練之前的經驗，會根深蒂固的影響師培的學習，亦

即教師角色會受過去學校經驗所形塑。但團體運行至此生命經驗的主題已告結束，而

將過去學習經驗與幼教師角色的連結，我們將於幼教師身分認同的主題中進行敘說與

討論。 

（3）生命故事敘說的難題引發我再思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的運作方式 

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前三次為生命故事的敘說，但當時規劃的重點在暖化團體的

關係，再加上初期尚在摸索團體的運作方式，因而對於生命故事敘說未具嚴謹的規劃

其歷程，例如敘說的主題籠統、回觀的內容不夠聚焦以及自我與專業連結的討論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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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遑論對於協作者專業的提升。Makler(1991)致力於帶領學生將生活史與生命作連結，

她認為生活史的回觀能看到個人生命當中一連串的改變與當中的因果，是顯露個人生

命可能行動的力量。在祖母生命史的敘說當中，Makler 具系統性的將其敘說文本分為

三個部分，首先憶及她小時候對祖母的印象以及和祖母相處的點點滴滴；之後她嘗試

將自己從孫子的角色脫離出來，敘說家族人口中的祖母，從祖母身為一個「人」和「女

人」的角度來描繪祖母；最後進行自己、個人家族史和時代背景的連結。我思考到應

讓幼教師在回觀其成長故事之後，協助她們與其目前身分進行各個面向的對話，進行

系統性的設計連結。 

三次生命故事敘說所引發出的難題，讓我反思到應對每一次的團體運作，規劃更

具完整與方向性的運作方式，這樣的省思是之後在教學難題敘說之時加上書寫與三階

段省思啟動由來。 

（二）閱讀與敘說並重 

1.運作方式 

（1）口說與書寫並重 

因為怕造成協作者的負擔，前三次團體的進行都是以事先預告下次敘說的主題，

請協作者在下次團體進行的時間之前去思考敘說的方向與內容，而在當次的團體中進

行口說的方式。但運作過程中發現協作者在敘說之時三度空間的線索較為混亂，例如

亮亮在敘說成長史之時，會在家庭故事和學校故事之間跳來跳去，當我想更清楚知道

敘說內容的互動軸之時，她又跳到另一個事件；因為沒有事先構思和書寫的情形之下

的敘說顯得有些雜亂。我想到自己博士班修習敘事研究的課程當中，授課老師會事先

規劃安排於每次上課開始的前 20 分鐘，請一位修課同學敘說生命故事，而這位敘說

故事的同學要事先書寫故事文本發給同學閱讀。記得當時我講的是我五年的幼稚園輔

導故事，從計劃說什麼故事、如何說到怎麼呈現文本的過程都需要思考，是要從時間

軸切入或從事件軸？因為有了事前的構思，在敘說故事之時思緒就會很清楚流暢，過

程中若有同學提問也能很快的探尋其中的脈絡。而因著團體關係也進入暖化期，於是

我思考著在之後的主題請協作者除了口說故事之外，事先將要敘說的故事書寫成文本 

，我也把這樣的想法和協作者討論，而就我所預期她們會擔心「要寫多少？要在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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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交？」，我說「都可以，只要把人、事、時、地和物都交代清楚就行，不足的部

分團體的當天我會問妳們」。於是從第四次開始團體會提供運作單，內含本次團體進

行的方式與內容，和下次敘說的主題說明如表 4-2。 

 

其實我不善於表達，然後我會很急，因為剛開始講我不知道怎麼講，我會講得很 

急很急。可是後來老師請我們用打［事先打字］的時候，之後在講的時候比在現 

場講得更清楚，也比較不會緊張。（黑支/20151230/正訪） 

 

有了事先書寫的文本讓協作者在敘說之時更有方向，而其他協作者在進行提問時也可

以有提問的方向。但從協作者繳交文本的狀況和時間，可以發現書寫對大部分的協作

者來說，似乎在工作之餘又多了份壓力。  

（2）相互閱讀書寫文本  

為了發揮協作敘事的功能，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的運作流程為一位協作者敘說故

事之後，其他協作者可以針對敘說內容提出疑問、心得或建議。而為了讓每一位協作

者能更專注在故事當中，會透過相互閱讀文本的方式，兩兩一組事先閱讀成員的故事

文本，再於團體當中分享所閱讀的故事。透過相互閱讀文本的進行方式實施中，原本

對於書寫方向不是很清楚因而故事都寫的短短的小婷子提到「不好意思，由於不知道

要怎麼寫所以每次都寫的少少的，看了別人寫的之後我大概可以知道怎麼寫了......」

（小婷子/20141127/協作），小婷子的敘說為「協作」敘事的功能意外的提出證成。而

鴨咪也從「冷靜」的書寫中，體會敘事的奇妙 

 

......如果沒有當初的衝擊我還是原來的我，若沒有翻轉的念頭，即使做了 20年的

我只是一個經驗深練的老師罷了，教學上要談出有深度及內涵的事或許只有教授

級的才聽得出來真正的妳真正知多少吧！素貞老師的話題也讓我好奇的想知道，

鴨咪妳這五年妳從哪裡有了改變，於是我開始用文字慢慢細想慢慢回憶......。（鴨

咪/20150529/省思） 

 

而在協作敘事團體結束之後的訪談中，ㄚ頭和妹仔也針對事先書寫故事和閱讀故事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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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回應 

 

我們常常偶爾也會聚在一起東家長西家短的說以前發生過的事，但幾乎沒有靜下

來去想這些事，在這個團體裡我們常常要做的事是靜下來寫自己的故事和安靜的

聽別人的故事。......現在似乎很習慣去靜下來想一想......。（妹仔/20151223/正式訪

談） 

 

到了老師［研究者］這個團體之後，因為需要靜下來想事情，我覺得會讓我再把 

那個東西再把它挖出來想，之前這個東西可能已經發展出來了，只是沒有靜靜地 

去想它， 然後我就是這樣放著放著。......而因為能靜靜的聽別人講，我才發現過 

去常常聽同事提鴨咪的角落的事，也去她的教室看過幾次，但當時沒什麼感覺， 

［由於小婷子對角落教學有著疑惑，在團體中請鴨咪分享］現在真正感覺到她很 

厲害［專業］。（ㄚ頭/20151230/正訪） 

 

視框是我們看事情的角度，我們都帶著自己的視框在觀看並理解世界，以下的對話中

小玲子所帶的視框就和亮亮與丫頭不同。 

 

研究者：你們會認為園長較偏袒家長 

亮亮：對！明明是家長不對，她［園長］不但沒有和我們站在同一方，卻一味的

要我們忍耐...... 

ㄚ頭：她［園長］常常都這樣，有時讓我們很挫折...... 

小玲子：不過我認為園長有她的難處，畢竟家長不能得罪，如果我是園長我有可

能也會這樣，況且我們都只是聽到片面之詞。（20150731/協作） 

 

在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中協作者透過閱讀彼此的故事來看見別人的視框，而藉由評析

別人的故事來移動自己的視框。 

敘說讓我們經驗到每個人的「看見」是那麼不同，若我們能先對我的「看見」有

所看見，我們才有移動視框「重看」與轉化的可能，協作敘事的過程是一條「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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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移動」的路徑。而為了提供協作者在看見之後產生移動的養分，因而閱讀的文本

除了團體成員的故事之外，我們也會因著協作者敘說的內容提供相關的閱讀文本。例

如，在經典教學故事的敘說中，鴨咪分享她過去踐行學習區的學習歷程，但卻受到部

分同儕間不理解的對待 

 

學校學習區的開放［試驗］，但總覺得若要讓它完全自由開放要如何進行，這就

是我無法突破的罩門，直到因為我假日學程班校外參觀臺北同學的園所是小型蒙

氏教學，在哪我得到我想要給孩子的開放方法，我回來告訴自己他們能我也可以，

我要試而且在那其間我想了給孩子慢慢改變的方法，我與孩子不斷相互慢慢改變 

，中班上學期採半開方式，有些學習區是規範要進去的帶進去去操作後就可去選

擇自由區，慢慢地一區一區的開放，規範及規則也不停再宣導，到大班完全開放

學習區，那時我有好多想法想要與大家分享，但回應的就是冷冷的，也或許是大

家都太忙了......。（鴨咪/20150521/文本） 

 

因為事先閱讀鴨咪的故事文本，我看到了鴨咪的難題，也預備和協作者們共同來討論

鴨咪的難題，再帶入學習區教學的內涵。以下是鴨咪在團體敘說之後的省思，我看到

了有別於上述的故事文本當中的視框。 

 

在這次輔導［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中那一連串不想再回憶的事，有一段曾經被

我想忘想稀釋的回憶，也不清楚我的蛻變從何時開始幾年了我的教學開始不一樣

了！今天再清楚的想五年了民國 99年開始---老師謝謝妳［研究者］的提醒，我

沒有白活五年，...... 第一次有機會在幾個老老師面前分享，老師您就是成為我的

後盾，我分享時心裡、聲音還有手指頭都隱約抖動著，我沒有要炫我的智慧我只

想把發現、喜悅、分享給大家或幫大家一些技巧的改變就可讓教學更容易......，

但看似很有自信的我但另一個我又好像很自卑，對自我的價值肯定雖有自己實際

有了認定但面對群體時又想尋求認可才能建立自信......。更感謝因這事的分享發

現自己，除了生完孩子後在職位上有更體貼孩子的感受，在突破舊思考後的行為

中更希望自己盡量用孩子的角度去看去想，一切就是那麼層次分明、謹然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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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自己從看似有內容的幼教人生裡再一次打亂從重新理序歸類，是一種新的開

始、新的面對、新的挑戰，再回想起當初原本累到枯盡的我，其實那就是我幼教

人生的轉悷點，因著那股力量我站穩了。這次的分享也讓我看到，今後除了繼續

分享給願意聽的同事之外，我也要尊重其她不願意學習的老師，這是他們的選擇

而且我也要尊重他們的專業......。（鴨咪/20150529/省思） 

 

在「兩個女人的故事」當中，我們在團體當中除了閱讀每一個人和搭班教師的故

事之外，也提供別人幼教現場的故事，引發協作者進行討論。故事文本的閱讀和討論

是希望協作者看見別人的故事之後，產生的共振效力；而專業文本的閱讀與討論是提

供協作者開啟理論的視域；這兩者都是協助協作者去重新框定之前視框的滋養。因為

視框是我們看事情的角度，我們都帶著自己的視框在觀看並理解世界。 

2.運作發現與後續的行動 

（1）事前的書寫能讓團體的敘說和討論更具焦點與方向 

由於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的氣氛一直不錯，尤其從第八次開始我們利用假日的時

間，因而有著輕鬆與充裕的時間來聽故事、說故事及討論故事，團體進行的時間由於

是假日，因而我建議地點選在有包廂的咖啡店，但協作者考量到會讓我破費，於是我

們在協作者的建議之下還是留在卓越幼兒園。而為了要讓協作者在敘說之時的脈絡更

完整，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從第五次開始實施了書寫與敘說並行的方式，實際運作之

時發現她們繳交這份作業之時都是在團體進行的前一兩天，有時有人會跟我說「素貞

老師我先打草稿，之後給你電子檔」、「要我用說的我很快，但用打的我就很慢，真不

好意思」。我發現這份作業其實對她們來說是一個壓力，其實我陷入兩難當中，我怕

我會不會也成為別人眼中的壓迫者，於是我和協作者溝通，聽聽她們的想法， 

 

研究者：其實事先書寫的目的在讓大家有要說什麼故事的心理準備，故事的書寫

方式可以由妳們自己決定，可以是平鋪直敘的寫下來，也可以是摘要式

的書寫，為的是幫助妳在口說之時讓人事時地物更清楚，有時先想好要

說什麼，原本不清楚的故事因為你去想它，就會越來越清楚。只不過我

怕這會不會造成你們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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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婷子：其實不會啦！是我自己偷懶。我發現先想好要說什麼故事，確實能幫助

我當天在敘說之時不會雜亂，但要寫下來有時真的很懶，不過有時我偷

懶都寫的少少的，但我在說的時候，會補充不足的這樣可以嗎？ 

研究者：可以啊！只不過要閱讀妳的故事和回應妳故事的人，就比較無法事先準

備。 

小汝汝：老師，我是還好啦！ 

鴨咪：我還好啦！只是我怕自己拉哩拉扎寫太多，別人不知道會不會看不懂。 

黑支：老師，不好意思上次那一次因為我剛好在忙別的事，所以沒有寫，真不好

意思。其實事先要把故事寫下來，還好啦！ 

ㄚ頭：我也還好，但很不好意思的是我都會在前一天才寫...... 

妹仔：老師，我還可以的 

小玲子：老師，我沒問題。（20150731/協作） 

 

於是書寫與敘說並重的運作方式還是繼續實施。因為對敘說者而言，敘說前事先將故

事浮上意識，並具知覺的書寫下來，往往在書寫之時很多記憶會慢慢地浮現，而在團

體分享之時會更有方向性，有時故事的脈絡也會因著再次觀看而更清楚；因為要相互

閱讀和省思敘說文本，因而對協作者而言有了書寫文本可以閱讀，可以事先準備提問

和省思的重點；有書寫文本可以觀看往往在團體中可以引發更多具方向性的討論。 

 

因為先寫的話已經讓我們重新喚起當初的整個過程，那如果用講的話好像似乎都 

會跳吧，就是那個時間點是會跳的......。（妹仔/20151223/正訪） 

 

所以寫了之後再講是可以幫助我可能講得更清楚，也可能因為可能講得更清楚之 

後可能就那種感覺就我好會有畫面耶！如果只是聽聽聽，聽完就可能想法是當下 

的，先寫［的話］妳可能會去思考一下......。（小汝汝/20151223/正訪） 

 

 （2）事前的故事敘寫引發三重的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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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們要先寫，所以在寫的時候就要先想寫什麼，你在寫的過程你會再去仔細 

再思考這個問題，想說對啊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問題，那問題是在哪裡，那如果 

可以重來的話我該怎麼做，等到時候在講的時候，又有聽到別人的聲音，就又會 

做這樣子的一個思考。（妹仔/20151223/正訪） 

 

可是後來老師請我們用打的時候，打一打，ㄟ不對這個不是我要的，我再修，修 

了之後好像不是，應該是什麼，打完後也會再看一次，所以我會覺得說老師［研 

究者］有時候給我們一些作業先寫，比在現場［才想才講］講的更清楚。後來有 

看著那個［事先寫好的文本］有時候分享講的時候，我也會再補充。（黑支

/20151230/正訪） 

 

因為事先將要分享的故事敘寫成文本，不但能讓團體的敘說和討論更具焦點與方

向，藉由回觀故事之後再書寫再將故事於團體當中敘說，這其實已讓敘說者對故事進

行三重的回溯與省思。這樣事前的書寫雖然為協作者們帶來部分的壓力，而「因為事

先將我們要講的寫下來，我才能全心的聽別人講，才能聽到的更多，這樣的壓力是值

得的」（鴨咪/20151216/正訪）。 

（三）生命與教學難題的討論 

1.運作方式 

（1）生命難題的回觀可引發生命的思考 

生命難題的敘說在引發協作者生命的觀看與開啟生命的可能，期望藉由生命視框

進而重製幼教師的生涯。生命難題的主題安排在第四次的團體當中，或許是團體的關

係還不夠深入或進行的時間太短，這部分的敘說內容並不多，所引發的對話與討論也

很少，不過從她們的敘說當中我們看到協作者對生命難題的敘說之後，都不約而同的

對敘說事件的引發所產生的生命思考。 

 

孫子們和長輩交談要用閩南語（因為公公說：「我們是台灣人，要講台灣話才聽 

得懂）…因此，我老公有樣學樣，很「大男人主義」，有時較難溝通協調，哎！

這是我頭痛的地方，也是努力一起加油的地方。（黑支/20150206/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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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而言，失去對我呵護備至的婆婆，是多麼令人心碎與心痛，來不及說的話、 

來不及盡的孝道，如今只能深埋心中，事件之後，我常想我如何扮演我的角色？ 

在這家庭中，如何把婆婆這份愛延續下去，珍惜現在和擁有是何等重要，和婆婆

相較..我所做的竟是少之又少，活在抱怨和不滿足，只會帶來更多的悔恨和懊

惱……..。重新思考生命的價值和意義是什麼？我所要看重的是什麼？生活的優

先順序是什麼？是我目前最大的功課，期待自己轉化的生命正一點一滴在改變。 

（小婷子/20150204/省思） 

 

每一個人從小都有一個很刻骨的回憶，ㄚ頭很有主見的想法和家人的默默支持， 

在我的生活家人給我印象中是很少的，小汝汝家人雖然管教嚴格，但以現況的我 

來看我可以感受小汝汝爸爸對孩子的教養是花很大的心思去參與，妹仔的家庭所 

幸有一機靈的媽媽，扭轉家中的經濟狀況，家人給妹仔的求學選擇也是關心家照 

顧，即便出社會家裡還是以支持的方式下去關心，亮亮出於大家庭，比較在那種 

家庭中在所難免，在夾縫中如何與大家共同生活也是亮亮從小就慢慢磨練出來的 

生活態度，而從小鍛鍊目色晶亮的亮亮原來到現在能夠對細小事務觀察很精細的 

態度，在分享中也慢慢讓我領悟與看見從小受父親粗暴的管教之下的我與現在的 

我...... （鴨咪/20150204/省思） 

 

（2）啟動書寫教學難題的文本和三階段的省思 

前三次的團體進行方式都是以事先預告敘說主題的方式，請協作者預先思考敘說

的內容，再於團體當中以口說的方式來敘說。由於發現協作者事先並未準備故事，因

而在敘說之時內容稍嫌雜亂，由於團體初期著重在關係的建立，再加上我也還在摸索

與學習帶領團體的運作方式，因而我並未做過多的干涉。直到團體關係進入暖化期，

我才大膽嘗試請協作者事先將故事書寫下來，對於書寫的格式我並未多做要求，我僅

在第四次的團體當中藉由分享我自身的教學故事，來引導協作者看到三度的空間軸。 

另外，希望藉由回溯過去經驗的方式，將過去所發生過的事件重新浮上意識，並

透過協作者之間的分享與對話，促發敘說者對這一段經驗進行反思，而促發下一次行

動的可能。就如 Walker(1991)所言我們要將所知道的創塑意義，亦即要我們去拆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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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製我們慣常的知覺，將我們平常認為陌生和熟悉的事物進行修正和平衡，努力去尋

找觀看世界的新方法。敘說過去的經驗是每一次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的主要運作方式 

，但在部分協作者的敘說和省思札記當中，我發現將經驗回觀躍上意識之後，在幼教

師協作敘事團體團的運作規劃之時，我以為反思力就會隨後啟動，並引發之後的行動，

但事實不然，團體的運作好像因著每一個主題的敘說在說說笑笑中結束，針對敘說內

容所引發的討論與對話，並沒有很深的學習氛圍出現。  

 

團體運作至此我發現因著故事的敘說而引發的學習力似乎不夠。在亮亮、ㄚ頭及 

妹仔的故事內容發現僅只是故事表面的陳述，敘說之後引發的討論與對話，甚至 

是共構出來的省思與學習很少。我怕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如果繼續用這種方式下 

去，恐怕帶不出什麼專業上的成長，我必須要有所改變團體的運作模式......。（研 

究者/20150206/ROA） 

 

因著這樣的難題，於是從第五次開始除了透過事先書寫故事的方式，讓協作者在

口說之前能先將經驗有所意識，團體的運作方式再加入事先相互閱讀故事文本（表

4-3），於團體之時由敘說者簡單再敘說故事內容之後再進行三階段的省思(Silberman, 

1996)。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就在事先書寫故事文本和三階段省思的雙重運作方式之

下，讓協作者在回溯自己故事之時，更具意識與系統的對當時的事件進行重新觀看與

反思，並和未來的生成作連結。除此之外，協作敘事的「協作」更提供更多方的觀點，

也讓事件的回觀更具批判性，而不落入將回觀與反思之後的發現去取代深刻的理解歷

程(Walker, 1991)。 

 

每個人受到自己原生家庭的影響，無論小至生活習慣、習性、模式，或大到個人 

的性格、生涯發展及價值觀，都會受到父母親或主要照顧者所教導影響的，一旦 

在家庭中被雕塑成型，想要改變也會顯得不易。因為這些觀念、行為可能在幼年 

的時候便烙印在孩子的心中，成為根深蒂固的模式，甚至成為他如何看待外面世 

界的信念。（妹仔/20150620/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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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這樣的學習互動分享，再一次省思自己的幼教成長歷程，這些存留在記憶中 

的經驗，經由彼此的訴說、分享，猶如年終大掃除一般，清理出一袋又一袋的陳 

年往事，不論當時事件的大小，此刻都能用平緩的心情慢慢述說，甚至同事之間 

還能彼此話開當年未曾說出口的感受......。若非經由這樣互動分享，卓越幼兒園

的夥伴沒時間甚至也沒有體力回顧自己在這裡的教學難題，原來都是很有意義的 

學習過程，有淚、有累，此時才覺得非常感恩。學習別人成功的經驗，以他人的 

失敗過程為借鏡，都是往前邁進最好的捷徑，這麼多的幼教職場經歷，活生生的 

成為自己最棒的教材與最大的動力......。（ㄚ頭/20150716/省思） 

 

我發現可以幫助別人看見自己的問題和盲點，從前的我很容易關起門來做事，不 

愛麻煩別人，也因此造成眼界不夠廣，總認為自己角度或想法來是最好的，我想 

人都期望被肯定與接納，但在這之前應該多去發現別人的需要，在自己的能力範 

圍內幫助別人，營造包容、關懷的工作氣氛，這樣任何壓力一來都不容易被擊垮。 

（小婷子/20150721/省思） 

 

2.運作發現與後續的行動 

（1）教學難題的敘說成為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的主題重點 

在教學難題的敘說當中，鴨咪和妹仔分別為現階段的搭班問題進行分享，意外的

引發很多討論與對話。由於幼兒園協同教師的議題常常被提出來討論，於是幼教師協

作敘事團體將下一次的敘說主題訂定為「兩個女人的故事」（表 4-4），藉由各自回觀

自己搭班的故事，聆聽彼此搭班的經驗，提供相互觀看的討論之外，也提供團體以外

的幼教師的搭班故事和學術上的文章於團體中進行共讀與討論，希望具系統性的規劃

這個難題的解決方向。 

之後，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也因著三位協作者要進行教學演練的甄試，而在「目

前課程實踐經驗/難題」的主題上增加教學演練甄試的準備重點，由於甄試的重點都跟

新課綱的內涵相關，也是目前園內課程實施的重點與方向。 

（2）敘說之後的行動啟動 

前面提到希望藉由回溯過去經驗的方式，將過去所發生過的事件重新浮上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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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透過協作者之間的分享與對話，促發敘說者對這一段經驗進行反思，而促發下一次

行動的可能。因為敘事是由行動和意識組成(Lyons & LaBoskey, 2002)，到了兩個女人

的故事主題中，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開始進入行動的階段。我鼓勵協作者將在幼教師

協作敘事團體中針對難題所引發的討論與學習，帶回自己的教室與教學現場當中，書

寫省思札記並於下次的團體中進行分享。 

 

妹仔：因為上次的討論大家有提醒我或許蓉蓉老師不是偷懶，而是有可能不太 

      有自信，於是回去以後我找到機會跟她說，關於課程的進行，妳要什麼 

      協助妳要跟我講，都可以提出來討論。像這個禮拜我發現教室最近的秩 

      序都有進步，我就跟她說「很不錯喔！」。只要她跟我提到課程之後的 

      走向，我都會持正面的肯定，我真的真的就開始放手，讓她試試...... 

小玲子：我對妹仔有一些建議就是，如果妳覺得搭當好像不願意配合的時候， 

      建議可以放慢妳的腳步，然後釋放善意，如果說鼓勵她表達個人在表達， 

      講到好的時候馬上給他肯定，妳只要在旁支持他就會有信心往前邁進這 

      樣子，她設計了就讓她試試看，做了以後那她自己看到什麼點他再跟妳 

      討論再給她意見，找機會給她正向的鼓勵就對了，我覺得很好喔！  

妹仔：是的，不知怎麼了，我發現我因此看到星星老師很不錯的地方。現在想 

      想過去有點對不起她。（20150731/協作） 

 

（3）專業發展的關鍵－關鍵事件 

妹仔分享進入卓越幼兒園任教之前的教學故事，她提到曾經受到一位家長的罷課

行動，而因為園所負責人的支持，讓她至今難忘，是自己至今仍投入幼教並保有熱情

之心的重要的事件   

 

下班前吳董［負責人］特地到班上［跟我說］「不要讓家長來影響我們的專業， 

小太陽（化名）不能沒有妳！妳的摩托車坐墊下［我］有東西要給你」（吳董每 

天都騎我的摩托車去買菜）！回家看了坐墊下吳董給我一張小小的卡片，寫著鼓 

勵我的話，心理好感動，讓我更肯定自己，也影響著我對自己從事幼教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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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521/文本） 

 

鴨咪也提到一場蒙氏幼兒園的參訪事件，解決了她的教學困境 

 

學校學習區的開放［試驗］，但總覺得若要讓它完全自由開放要如何進行，這就

是我無法突破的罩門，直到因為我假日學程班校外參觀臺北同學的園所是小型蒙

氏教學，在哪我得到我想要給孩子的開放方法......。（20150521/文本） 

 

發生在教師生活上的事件往往會影響著教師專業的發展，這是關鍵事件(critical 

incidents)的概念。教師的所言所行其實都受到其教學生涯上的關鍵事件所影響，關鍵

事件可以是一個關鍵的人，也可以是一個事件，它可以是一個成功的故事也可以是一

個挫敗的故事，其關鍵是這一個人和事件給當事人帶來的後續行為。在妹仔和鴨咪的

故事中我們看到了是一個關鍵的人和一件關鍵的事所帶給他二人的專業成長。而更多

的是這些負面的經驗與事件之後，因為未進行反思而帶給教師在專業上的限制，並影

響著教師的教學教師卻不自知。 

在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我們僅對於正面的關鍵事件有所討論，但並未對於阻礙幼

教師專業發展的事件有所深究與討論，更無法藉此去觸動埋藏於教師心智中的教育圖

像，而對這些教育圖像的事件有所探究，使其看見這些隱性教學觀的限制，進而有所

解構與重建其教學行為。因為這才是關鍵事件的重要概念。 

（四）著重互動、對話與反思的設計 

1.運作方式 

（1）因著不同關係的階段，進行不同層度的互動與對話 

在關係建立的初期，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的互動與對話較是敘說者說故事而其他

協作者是聽眾的方式，尤其團體初期的主題是成長史的敘說，由於協作者彼此不曾這

麼深入的談論自己的成長史，所以對於彼此分享的內容都只是聽而已，並沒有很多的

對話產生，再加上協作者也都還在觀望和熟悉團體的運作，因而較多是單向式的對話，

團體中感受不到一種「明確、互惠的意見交換與溝通」的學習氛圍（甄曉蘭，2004，

頁 224）。但隨著團體關係的暖化，還有敘說的主題是彼此熟悉的教學故事，當敘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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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說之後，所引發的互動與對話漸漸增多，接下來更設計請協作者採兩兩一組的方式

閱讀和對所閱讀的故事作反思，團體因著敘說者和分析者的論述之後引發更多真實且

具批判性的對話產生，但這是要建立在安全和具支持性的團體關係基礎之下 (Cavazos 

& WEST, 2001)。在「兩個女人」的敘說正值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的關係正處於升溫

期當中，以下是小玲子對於妹仔的兩個女人的難題提出建議 

 

當搭檔不願配合時宜放慢腳步釋放善意，當其願在教學方面表達個人的意見及想 

法時，宜立即給予肯定！並抓住其想法點將之發揚光大，搭檔應會對自己更具信 

心，如此則更有動力往前邁進，不管搭檔對教學活動的設計安排是否得宜？均應 

給予從旁支持協助，微笑是拉近人與人之間最好的距離！孩子的學習是從『做中 

學』，而大人的學習何嘗不正也是如此嗎？（2150715/協作） 

 

（2）運用反思單以確實發揮敘事的反思力 

當對自己的教學故事進行敘說之時，就已涉及某種程度的讓經驗浮上意識以及

對經驗進行反思，經驗的意義化就此產生。經驗的意義化是敘事被推崇的原因，但需

要靠反思來達成。「反思是對信念和信以為真的知識，進行主動、持續和審慎性的思

考。」(Dewey, 1933, p.6)，但敘說之後反思就會隨之而來嗎？敘說之後敘說者就會對

所敘說的內容主動且持續的進行謹慎的思考嗎？在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中我發現答

案是因人而異的。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運作的初期我採讓協作者敘說之後自由說出重

看故事之後的心得，發現敘說者常常都是簡短的說明。 

 

團體運作至此我發現因著故事的敘說而引發的學習力似乎不夠。在亮亮、ㄚ頭及 

小婷子的故事內容發現僅只是故事表面的陳述，敘說之後引發的討論與對話，甚 

至是共構出來的省思與學習很少。（研究者//20150206/ROA） 

 

我也在第二次的團體運作之後，請協作者書寫省思單試圖想要去看見說完故事之

後的反思，「當你在重說/看自己的故事之時，你的想法是什麼？那是一個怎樣的體驗？

當你在聆聽夥伴的故事之時，你在想什麼？那是一個怎樣的經歷？」（20141031/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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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二次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協者者省思單）但協作者的省思還是侷限在故事的重述，

並未出現因為故事敘說和聆聽故事之後，所帶來的意義與重要性。於是我思考到藉由

敘說協作者能主動引發反思的可能性不高，才開始設計反思單（表 4-4）讓協作者了

解反思的歷程為何？帶領協作者進行具方向性的反思，也讓之後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

的對話更聚焦。 

2.運作發現與後續的行動 

（1）「在行動中反省」的規劃課程不足，致使協作者「在行動中反省」的意識不足 

在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中的反思較著重在從協作者自己和彼此的教學故事中，對

於教學相關的知識信念、價值觀和技能，去進行問題解決過程、態度和情境的回觀談

話(back-talk)，並在同儕彼此的再看，而共構出新的教學理解與學習；也透過敘寫教

學日誌的方式讓幼教師對她每日的教學進行檢討，兩種反思都是一種「對行動反省」

（夏林清，2004）的學習歷程。而對於「在行動中反省」的學習，由於在幼教師協作

敘事團體中缺乏對這個主題的探究與體驗的規劃，因而協作者「在行動中反省」的意

識不足。 

（2）事前的閱讀與反思活動的規劃會讓對話更具深度 

 

［素貞］老師後來有像會議議程［反思歷程］一樣，先給我們題目然後讓我們在 

家做思考以後，然後到團體討論的時候，除了縮短時間以外，也比較重點式的在 

討論方向比較聚焦了（小玲子/20151223/正訪） 

 

在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互相閱讀與回應故事文本的活動中，我們發現若在團體進

行前先提供故事文本與反思單，幼教師在進行故事的檢視與省思的分享與對話中，因

為有事先的準備度不足，致使協作者在進行分享與討論之時，因為聚焦與具方向性使

得所引發的學習更具深度。但這樣的運作方式也因為怕增加幼教師的負擔，並未要求

每一位幼教師要確實實施，所以有時也會有協作者在對所閱讀的故事進行回饋之時，

僅只是流於給予溫暖、附和與歌功頌德的情形。但我也發現當大多數的協作者都能進

行事前的預備，少數的協作者會產生自我檢討的效應，而在下次的運作中有所改變，

我想這就是「協作」所發揮的功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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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團體陌生人」翻轉團體的論述文化，而產生幼教師身分重製的空間 

由於發現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每每在談到幼兒園的文化之時，總是呈現出抱怨、

不滿和無奈的敘說氛圍，且那樣的文化似乎影響著協作者對其教師身分的形塑 

 

我覺得妹仔很幸運，她遇到一個能理解他的老闆和接納他的老闆，像我們就沒有 

那麼幸運，......一個幼教老師如果沒有碰到這種主管，她的壽命就會很短很脆弱。 

我常在想到底我做這些做什麼，我似乎看不到幼教的未來......。（ㄚ頭/10150522/ 

協作） 

 

其實有時候我們只需要一個鼓勵的眼神，我們就會願意做到死，但在我們目前的 

環境中，我感受不到那樣的動力，我不知道我到底為何而做......。（鴨咪/10150715/ 

協作） 

 

隨著團體的進行我逐漸的已能對幼兒園的文化，及 8 位協作者的背景脈絡有所了

解，我從一個局外人的角色已慢慢有著局內人的覺知，因而雖說協作者們常常提及園

內組織分工對她們的壓迫，但其實在她們身上我也看見因著園內的組織文化所帶給她

們 8 位的能動性，而那樣的能動性是促發她們在幼教生涯中對專業有所堅持的重要觸

媒。有了這樣的觀看之後，我思考著團體要如何運作才能讓協作者們去發現她們對幼

教工作能持續保有熱情的所在。 

 

老師們屢屢在提及教師兼任行政職之時，在憤慨的情緒之下，大部分老師往往會 

全盤否定園內文化，而影響對自己幼教身分的形塑。但事實不然，由於我常常在 

園內走動26我發現其實園內有他們「習以為常」的優質文化在醞釀著。 

Nieto《What keeps teachers going?》這本書給了我想法，對的！應透 

過協作團體的敘說讓老師們去看到她們對幼教持續保有熱情的園內文化。 

（研究者/20150829/ROA） 

                                                      
26

 這一年由於全職書寫論文的關係，因而有很多時間可以進行園內的觀察。而我的姪子今年也在裡面

就讀小班，我也常常藉由接送他上下學的機會，而了解園內的文化，因而看到很多在協作團體中未聽

到的故事，而這些故事可以做為協作團體討論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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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在「幼教師身分敘說」的主題當中，協作團體的運作特別邀請兩位訪客，由於考

量到團體的信任關係，我們請 8位協作者共同討論，邀請卓越幼兒園過去離職的老師，

加入協作團體中和協作者們共同探尋她們的幼教師身分歷程。團體規劃邀請她們加入

的原因是希望她們從「卓越幼兒園的陌生人」的角度去看卓越幼兒園的文化，讓 8 位

協作者找到她們習焉不察且是她們持續下去的動力，希望從一個「團體陌生人」的觀

點去挹注不同的論述在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中。 

 

我現在的園，大家都分得很清楚這是你的工作，這是我的工作，記得我第一年去 

［現在的園］的畢業典禮，我去幫別人的忙時，就會有人來提醒我不要多事...... 

我實在很不解，哪像我們［卓越幼兒園］的同事，只要一有活動，大家都是不分 

彼此......。她跟我說妳現在幫別人，到時候別人也不會幫妳......。但我就跟那個老

師說我認為對的事情就是要做......。我覺得我若持續［下去］這會變成一股清流，

慢慢會帶動其他老師的。......，這些都是我們［卓越幼兒園］這個團隊所帶給我

的。（敏敏/20150829/協作） 

 

敏敏這個團體的陌生人，也觸發到小汝汝去回觀這學期帶新生班的心情「我自己

今年是小班嘛！我們比較不擔心就是在前一個禮拜，至少前一個月喔！我們［非小班

的班級］就會很自動去討論說，......，我們要如何進到班級［小班］去支援。」（20150829/

協作）。開學之初我在小班的班級就確實看到了班級老師之間，因為幼兒園優質文化

的傳承，而帶動教保品質的提升的幼兒園文化樣貌 

 

中午用餐時段，小草莓班會有中草莓班的哥哥姐姐來協助小草莓的弟弟妹妹用餐 

；接近午休時間也會有大草莓班的哥哥姐姐來協助小草莓整理教室的環境；而為

了讓小草莓的老師全心的引導新生班的幼兒進寢室入睡，會有中草莓的老師來協

助未用完餐的小草莓們用餐......。（研究者/20150903/教觀） 

 

因為敏敏的提及我才把這麼令人感動的景象在團體中分享，而接下來團體的討論就拉

回園內優質的文化故事......「是的，像以前我在小班的時候，我記得中午很忙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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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嘛！但就會有人會幫我們送午餐或牛奶到寢室去給我們這些小班的老師」（黑支

/20150829/協作）。「對，我們也常常要扮演別班小朋友的老師，所以我們幾乎都能叫

得出全園每一個小朋友的名字。」（小汝汝/20150829/協作）。8位協作者更因為莉莉老

師提及自己園內老師的勾心鬥角的情形，而開始去關注到自己園內的好 

 

說真的，沒有這樣的時間［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我們很少說［會］坐下來把我 

們在園內所發生的事，就是我們［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讀的生活史的東西，好 

好認真的來看一下，......我們好像也開始有辦法去釐清楚說為什麼我們可以在這

邊這多同事且這麼多年這樣子，我覺得這邊薪水不高，待遇也沒有非常好，但是 

卻為什麼可以讓老師們繼續做下去 ......，大家的流動率是很低很低（ㄚ頭

/20150829/協作） 

 

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因為有陌生人的來訪，讓8位協作者有著撥雲見日的感覺，找到

了自己至今立足幼教的根源，而也讓之後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的討論，出現對於幼教

師身分重製的可能性空間。 

二、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的運作架構之踐行分析與重建 

敘事－意識－反思－解構－行動的架構，說明著教師若進行故事的回觀與敘說，

經驗的事件就會再次浮現於意識當中，而在浮現意識的過程當中，教師即針對經驗事

件進行檢視與省思，意義的創塑便由此產生，因而解構教師先前所存有的虛假意識，

而對未來有所生成，最後踐行於其生活世界當中。以下將說明此運作架構在幼教師協

作敘事團體的運作情形及踐行過後所重新生成的架構。 

（一）「敘事－意識－反思－解構－行動」運作歷程敘說與分析 

從教師的實務經驗為根基的教師專業成長取徑是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的關注重

點，所以敘事的內容是發生在幼教師生活世界的事件，在每一次的團體中我們請幼教

師一個一個的敘說經驗事件，也讓幼教師分享片段、瑣碎的關於教學當中的挫折、喜

悅與訊息傳達的說話。藉由敘說讓協作者將經驗事件浮上意識，而這樣的敘說內容往

往因為沒有事先思考而造成冗長與雜亂。於是改採口說與書寫並重的方式，讓幼教師

更具意識的進行敘說。以下是協作者在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結束後，對當時敘說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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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應 

 

後來有像會議議程一樣給我們，先給我們題目的方式，然後讓我們在家做思考以 

後，然後到團體討論的時候，除了縮短時間以外，也比較重點式的在討論，也較 

不會浪費時間。（小玲子/20151223/正訪） 

在談論教學難題之時，我們事先已經將我們要說的故事寫好了，所以比較能以輕 

鬆的心情聽別人在講什麼，在聽別人在講時我也想想如果是我遇到相同問題之時 

，我會如何處理？...... （妹仔/20150720/省思） 

 

因為我們要先寫，所以再寫的時候就要先想寫什麼，你在寫的過程你會再去仔細 

再思考這個問題，想說對啊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問題，那問題是在哪裡，那如果 

可以重來的話我該怎麼做，等到時候在講的時候，又有聽到別人的聲音，就又會 

做這樣子的一個思考。（妹仔/20151223/正訪） 

 

在進行團體敘說之前若協作者能先將所要分享的故事書寫下來，因為腦海裡想的

到訴諸文字的歷程，已經經歷二度的回觀，再於團體中敘說之時已是三度的對經驗事

件有所省視，這樣的一個敘事的歷程讓幼教師已對那段故事已具意識性，亦即敘說的

歷程已包含意識在內。而協作者也提到「當我在聽妹仔和她的搭班老師的問題之時，

我也想著我和我的 partner 的互動情形......」（黑支/20151230/正訪），在共同說故事（協

作敘事）的情形之下，引發聆聽故事的協作者會將所聆聽的故事與自身進行對照與反

思，是的，敘事能促發專業學習的關鍵就是在「反思」 (Kelly & Cherkowshiw, 2014; 

Ritchie & Wilson, 2000)。而我發現在各自聆聽故事之後是否能引發協作者的反思，存

在著個別差異。於是我思考到可以運用反思單（表 4），讓協作者去經驗到反思的歷程，

也帶領協作者進行更具方向性的反思，以促發經驗事件進行意義化的可能。系統性的

反思歷程讓協作者彼此分享和交流的意見，著重在對於參與者的問題和經驗進行討論

分析，是一種具探究與理解的談話，也因而促發批判的對話產生。在兩個女人的主題

當中鴨咪敘說當年和小婷子搭班的挫敗經驗，而引發小婷子的一段批判性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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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每個同事都有不同的優點，我要講我在她［鴨咪］身上學到很多東西，她 

的創意無窮，跟她搭的那三年我很開心，對妳的挫折我深感抱歉，但那真的都是 

妳給自己的壓力。而今天我從這件事也學到當有不實的想像之時，應該即時溝通 

的，還好今天聽妳說這件事，我才知道會這樣。不過我也想跟妳說原來每個人想 

的都不同，但我發現沒有誰對誰錯，重要的是當有懷疑時就要溝通，否則錯誤真 

的就造成了。（20150731/協作） 

 

在事先書寫和閱讀經驗事件並提供省思的參考方向，較能帶出協作敘事所引發的學習 

 

老師［研究者］在讓我們分享時，除了仔細聆聽之外，更會找尋我們之前曾敘述 

的相關人、事、物；並假設這件事若發生在不同人身上時，自己的看法及處理為 

何？讓我們可以由此來聽取不同人的意見，進而讓自己心情放下原本想法，同理 

或改變相處模式，由自己開始。（小汝汝/20150721/省思） 

 

從小婷子和小汝汝的敘說當中，從協作敘事之後進行反思，而對經驗事件創塑意

義之後，開始對幼教師原本所存有的事件概念有所解構 

 

現在我都會很習慣的停下來想一想，為什麼她［協同教師］會這麼做［處理幼兒 

的用餐事情］，我是不會這樣做的，但我現在開始都會去了解為何她［協同教師］

會這樣？有時就會發現她有她的道理在，但有時候我去問她對她也是一種提醒

（小汝汝/20150721/非訪） 

 

團體剛開始請我們說自己的成長故事，這樣的方式讓我學到原來每一個人的成長

背景都會影響到這個人，我也把這樣的學習用到我和我先生之間的相處，有一次

我有問他的成長，我才知道為什麼他做事這麼慢......，我現在看他的時候，都會

去想到他的成長經驗......。（妹仔/20151223/正訪） 

 

我認為解構和移動視框的概念是一樣的，小汝汝和妹仔在團體中經驗到原生家庭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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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一個人」有著某種程度的影響，當協作者對這樣的意識有所覺醒，因而就會用 

不同的視框再視同樣的人事物，亦即之前的視框已被解構了，而解構隨之而來的便是

行動力。但那樣的學習是要經過不斷地來來回回的經驗歷程，而ㄚ頭就提到那樣的歷

程是需要一次又一次的經歷 

 

我發現我們每一次的方式都是藉由......那樣，幾次下來我就知道老師妳［研究者］ 

要的是什麼，說真的剛開始我都不知道要講什麼，也覺得這些過去的事有什麼好 

講，所以團體進行的前幾次說真的我覺得有些無聊。但慢慢的我發現這樣的學習 

重點是什麼，而且確實對於專業的成長有所幫助，就像我這次對於貞貞的考試［教 

學演示能力檢測］，我的學習就是因為我們的團體（ㄚ頭/20151230/正訪） 

 

ㄚ頭在前幾次的團體當中她給我的印象就是「......總是以過來人的方式來敘說自己的

故事，每一次的敘說當中都會提到他的學習是什麼，但對於自身教學的部分較少提

及......」（研究者/20141107/ROA），而一次又一次的經驗敘事－反思－解構的學習歷程，

最終也帶出其行動力。 

但對於經驗事件進行敘說和反思而有產生解構的作用，並帶出行動的歷程。我認

為對於專業成長的深度有限，因而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除了藉由故事文本的敘說、反

思與對話所產生的學習之外，也規劃因著實務問題而提供相關的理論，在實務問題的

討論過後，請幼教師事先閱讀理論文本，並於在團體當中進行討論與對話。理論的思

辨讓經驗事件的視角變得更具深入性與辯證性，讓所帶出的學習更有學術的價值。鴨

咪提到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給她藉由系統性的回觀自己的教學經驗之外，也帶入理論

的視角，讓鴨咪覺得這樣的學習歷程是過去所未曾經歷，而藉此所引發其專業的成長

是很深刻與意義性的。 

 

過去這一年多團體的進行都是讓我在做「整理」的工作，我看到我過去到底在做 

什麼，我想透過這樣去告訴自己「鴨咪，妳這樣是對的嗎？」......，而這時妳［研 

究者］也給我們讀相關理論知識，......我就可以從當中去看我這樣對嗎？......原來 

我做的書上都有講，也可讓別人看到我做的「真正」是對的，我也可以再看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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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而之前的學習方式就只是聽理論而已感覺很不同......。（鴨咪/20151216/

正訪） 

 

閱讀與敘說的閱讀強調的不僅只是閱讀經驗事件，也是進行專業理論上的閱讀，

以提供幼教師解構身分與移動視框的有利論證，讓行動的開展更具有支撐力。 

 

當時我在想，我的成長背景講出來那是 OK的，但是我很想知道老師你為什麼要 

知道這些，我的點是妳為什麼要知道，妳是要帶我們什麼，探究這個到底是要做 

什麼，其實我真的也是打問號，當時我會有這樣的想法......。但現在想想如果妳 

先給我們看那一篇生活史，妳先給了以後，我會不會就被妳又牽著要往哪裡走了。

反而讓我們先去講這些，再來看那一篇［理論］，那種學習較深刻。（妹仔/20151223/

正訪） 

 

（二）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重建的運作架構與歷程：三重敘事   反思    對話    建

構    行動 

在每一次的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中我們請幼教師敘說以及書寫其生命/教學故事，

之後對其敘說故事運用 Silberman(1996)的三階段的省思進行檢視與重看，也會運用一

對一互看、檢視和重看故事的方式，最後再以對話的方式再對所呈現的故事進行討論

與批判，以促進幼教師的專業發展。亦即是希望藉由幼教師共同分享其生活和教學世

界的故事，在三度空間的脈絡之下具意識的對經驗事件進行初步的檢視，之後再藉由

三階段的省思歷程具系統性的意義化經驗事件，共同解構原本對經驗事件想法，最後

將生成之後的意義踐行於生活世界當中，是一種具教師主體性的教師專業成長取徑。

其所呈現的歷程並非呈線性，而是成動態循環且彼此互為影響的歷程。 

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在這樣的架構運作之下，我發現「對話」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由於團體凝聚力的建立，促發幼教師能真誠的敘說與面對其處境，因而團體的對話形

成不但如甄曉蘭所言之是「一種明確、互惠的意見交換與溝通的歷程」（2004，頁 224），

不但出現關懷和協助的建議，也引發真實性的批判論述產生(Henderson, 1992)。這樣

的對話不只出現在協作者和協作者之間，也在協作者自己跟自己、研究者與協作者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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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與協作者之間。 

而在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對故事的回觀，從記憶中搜尋和找出故事之後書寫故事 

，到於團體當中口說故事，已是三次的對故事進行的回觀，我稱之為三重的敘事，因

而在敘事的階段，協作者對經驗事件已具某種程度的意識，因而將協作敘事團體的原

本設計的敘事和意識的歷程合併為三重敘事，而透過三階段反思運作單的設計讓幼教

師對自身的經驗有所反思並進行對話，已透過互看故事的方式，再對經驗事件有著多

方的觀點，才能把原本存在的結構進行拆解，而建構新的概念並踐行行動於生活世界

當中。協作敘事團體之所以能促發幼教師的專業發展，如圖 4-1 所示的架構與歷程。 

 

   

圖 4-1 協作敘事團體的運作架構與歷程 

 

 

第二節 協作敘事團體促進教師專業發展的成效與分析 

 

讓教師從他們的經驗中、從他們的眼中「看見」他們所形塑的教學生活世界，讓 

教師從他們的反思中「覺知」他們所秉持的信念與價值、所擁有的實務知識與行 

動潛力。透過教師對個人內在課程意識的覺知，其外在的教育視野必得以拓展， 

也才會開始勾勒、形塑不一樣的教育圖象，願意支持並積極投入課程與教學的革 

新再造。（甄曉蘭，2004，頁 227-228） 

三重敘事 

反思 

對話 

建構 

行動 

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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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的組成到運作歷時一年半。本節將呈現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

運作過後幼教師在其專業發展中的開展與其能動性的展現，啟動研究者的身分的解構

與重建力量，協作敘事取徑啟動教師專業發展的關鍵力量，以及協作敘事取徑促進幼

教師專業發展存在的難題與困境。 

壹、幼教師專業發展的開展與能動性 

在關懷幼教師的生活世界與肯定經驗對個人成長的價值，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規

劃以生命故事與教學故事並重、閱讀、書寫與敘說並重、生命與教學難題的討論、和

著重互動、對話與反思的四個設計內涵運作於團體當中，藉此讓幼教師啟動三重敘事 

反思    建構    行動的歷程，來獲得具備幼兒課程設計與教學實施能力、規劃

適性的學習環境與發揮班級經營的效能、掌握人際溝通與經營技巧和致力於教師專業

的開展與成長。以下將敘說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啟動教師專業發展的歷程與幼教師協

作敘事團體促發幼教師專業發展的成效。 

一、協作敘事團體課程啟動幼教師專業發展之歷程敘說分析 

1.生命故事的敘說軟化教師的心防，成為暖化團體關係和奠定專業發展的根基 

Thayer-Bacon (1995)提到認知的發生在情境和脈絡當中，因而幼教師協作敘事團

體一開始規劃「我的成長故事」的敘說，除了進行自我介紹之外，協作者可以自由分

享自己的家庭故事。成長史的敘說規劃的目的有兩個，一個是藉由懷舊情緒的感染來

暖化團體的關係，一個是希望將成長故事與成為教師這件事作連結。 

但因為是團體運作之初，怕過多敘說內容的干涉會影響協作者的心情，於是實際

運作之時對於自我與專業的連結力不足，加上我也還在摸索團體的進行，造成歷時三

次的團體運作時間，而第二個目的也未達成。但對於第一次的「初試啼聲」協作者的

表現可謂可圈可點，除了能侃侃而談自己的成長背景之外，不時更有自然流露的動人

故事。 

ㄚ頭因為感恩軍人退役的父親，在她自主性很高的青少年期，給予極大的支持、

鼓勵與默默的關懷之心，所以每每提及父親都會激動落淚，從小就知道自己要什麼的

她，看不慣國中階段因為聯考而有的學校文化，叛逆的她差一點成了拒絕聯考的小妞，

而選擇需離家就讀高職幼保科也是叛逆的象徵，但在返身觀看這一段經歷之時，她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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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覺父親在這過程當中，放手之後參雜著包容與關愛的偉大之心，因為如此才讓她掉

淚。小婷子提到家裡很重視讀書，親戚之間都會比較，而高中聯考因為沒有考上第一

志願，讓她鬱鬱寡歡的度過高職幼保科的三年「高職之後，我一定要考上好學校」

（20140918/協作）的信念是支撐她高中三年的生活。出生於經營鐵櫃生意重男輕女的

大家庭中的亮亮，她提及鎮上的人都覺得她們家很有錢，所以會喚她「某家千金」，

但亮亮說印象中父母親和叔伯們都在忙鐵櫃生意的事，大家都同住，所以他們全家 7

口擠在一間房間裡，提水、劈柴、燒水、帶弟妹都是她要做的事，她不懂為何鎮上的

人都叫她千金小姐。小汝汝提及小時候父親為了滿足她學鋼琴的興趣，載她上課、在

課中旁聽、回家陪練鋼琴、並嚴格的驗收學習成果的回憶令她佩服與感念。妹仔的父

親是國共戰爭之時過來台灣的軍人，到台灣之後在小學任教，她說父親雖是小學老師

但是沒有什麼錢，家裡都是靠具有生意頭腦的母親來纂錢的，讓父親的那些老兵朋友

來家搭伙、做車襪子的家庭代工、養雞鴨、做資源回收等等，每每在提及母親的故事

之時，她常常感動而激動不已。黑支說因為家裡重男輕女，她從小到大都是做事的份

沒有玩的份，成績不好又常常被打，再加上小時候皮膚黑黑的又有一頭捲髮，鄰居都

笑稱她是米粉頭，所以她說自己小時候就很安靜和自閉，也有著自卑之心，她考量到

自己不善於與人交際應酬，於是就選擇了與孩子相處的幼保科就讀。而鴨咪提到印象

中母親如果不順父親的意，就會被父親痛打，父親要母親做什麼母親不能說不，所以

父親所承攬的工作往往都重重的落在母親的身上，對於孩子的管教父親是採嚴刑峻罰

的方式，只要一不順他的意或考試考不好，鴨咪形容就像是滿清十大酷刑一樣，父親

想想盡各種方式來處罰和折磨他們，不僅罰跪還要跪在瓶蓋上、考試考不好會把他們

的書拿去泡水、用考不好的考卷點火燒他們等等，母親只要介入一樣被痛打。而最後

敘說成長史的小玲子語重心長地提到因為先生的健康出現問題，讓她扛下一家六口的

經濟重擔，有時候被壓的喘不過氣時，她常常會埋怨自已的命，但現在聽到其他 7 位

協作者小時候的故事，才驚覺到自己從原生家庭所帶來的力量，原來自己是擁有很多

的。 

「她們都能侃侃而談的憶及過往的成長史。她們在敘說之時，會時而喜時而悲的，

我還滿驚訝在團體的初期就有這樣的情感流露」（研究者/20141031/ROA）。因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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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主題歷時三次才完成，由於擁有自在且真情流露的敘說氛圍，卻也為團體的關

係建立起根基。以下是協作者對這一段生命經驗敘說的回憶 

 

那這樣的學習歷程是會讓你想到你以前的你，你會回朔到你以前，就是比較內心

的東西，過去的方式是比較沒有是情感部份的......。剛開始很不習慣，但卻沒想

到這也是學習的一種方法，我覺得是一種很有人性的方法，和以前的研習很不同。

（小婷子/20151215/正訪） 

 

我自己沒有發現，是因為［研究者］老師在帶我們聽，就是同事的故事，讓我回 

想到以前，他們講的這些故事有一些我聽過有一些我沒聽過，這樣聽聽聽感覺我 

們又靠近了，我覺得我還蠻喜歡這種感覺。（小汝汝/20151216/正訪） 

 

［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小組就是好像帶到我們內心的世界裡面去了，看到大家 

說著我沒聽過的故事，其實我是屬於比較少話的，但聽大家都說這麼多，就好像 

鼓勵我一樣所以我也鼓起勇氣說了......。似乎更了解他們了，這樣讓我回到工作 

的時候，在看他們時我著說不出的親切和熟悉。（小玲子/20151223/正訪） 

 

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的團體關係藉由觸動心靈深處的故事敘說開始暖化，雖說與

成為幼教師和專業的連結薄弱，但卻是日後促發教師專業發展的基石。 

 

我覺得是那個省思的能力，我覺得自己要去反省要去看，想說這個事情為什麼要 

這樣子做，你的觀點是什麼，那當別人的時候，你會有什麼樣的觀點，我覺得那 

個省思能力，對我來講很重要，過去不會去想。是因為老師［研究者］那時候在 

帶從家庭成長背景開始，我才會坐下來跟我老公在討論這個問題，也去了解他的 

成長背景。（妹仔/20151223/正訪） 

 

因為先聽了大家的故事還有成長背景之後，覺得有時候其實很感動，我就會一直 

在思索那個問題，然後喚起以前的一些舊經驗。（黑支/20151230/正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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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zin (1995)指出研究真實生活世界經驗的質性研究可說個人血肉(flesh-and 

blood)的研究，是一種肯定個人生命與存在的一種研究形式。因而協作者因著生命故

事的敘說，不但軟化心房成為團體關係的催化劑，也因而引發對目前生活與教學的觀

看。 

2.生命故事敘說的體驗與感動，引發對目前生活與教學的觀看 

「大家好像從來沒能靜下來，坐下來安靜的聽別人講故事。」（妹仔/20151223/

正訪），「小玲子我比較少聽，黑支我也比較少聽，因為他們兩個比較靜......。我在

想我們為什麼這麼忙，原來黑支小時候有這一段艱辛的生活。」（小汝汝/20151120/

正訪）。由於原本規劃將成長史與成為幼教師這件事做連結，但實際上在運作時因為

是團體之初，我並未做過多的干涉，這樣的檢討一直在研究當中有所討論。但是若看

到協作者們在團體進行之後的訪談資料，會發現成長史的內容雖和幼教專業的關連不

大，但卻因為「思想起.....」的情懷，觸發協作者激起對生命的感動，生命故事的敘說

就像觸媒一樣，開始引發協作者對生活與教學的觀看，似乎為幼教師的生活世界帶來

了不同的視界。 

 

像這一次這個團體之後我比較敢講話，哈哈哈之前我不敢，之前老師［研究者］ 

你一直講我沒自信對不對，因為我第一次分享［成長故事］人家一直以為我是妹 

妹，我妹都很敢講話，所以人家一直認為我是妹妹。這個團體之後［現在］，那 

一天亮亮在跟我講......，過去我就會說好好好，現在我會敢去弄清楚了。（黑支 

/20151230/正訪） 

 

針對老師內心這個部份，我們似乎是從來沒有去想過也沒有去討論過，甚至說什 

麼生涯拉這個東西還有成長的故事，老師如果沒有透過這一次的這樣子的一個活 

動我們不會去把它挖出來，就想說過就好了就留在個人的心裡面，但挖出來才知 

道有它的意義......。我覺得說像幼稚園的老師，因為我們做的生產線，我們要面 

對到人，我也是人啊別人也是人，孩子也是人家長也是人，我覺得如果說我們自 

己的心裡沒有調整好［好好了解自己］的時候，其實我們很難去好好的面對到家 

長，或是說會有很好的心態去面對到孩子，如果說我們一直心裡有很多的抱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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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的不滿啊，但是藉由這樣的團體我們又更了解......。（ㄚ頭/20151230/正訪） 

 

「思想起.....」的情懷觸動之下，成長史的回溯主題在敘事團體的初期雖無法立即

彰顯出幼教師主體生命的意義，而讓其對既有的身分進行轉化與超越（倪鳴香，2004），

但卻成為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一個必要且有意義的開場，且也是幼教師對其身分進行

開展的開始。 

 

學習別人成功的經驗，以他人的失敗過程為借鏡，都是往前邁進最好的捷徑，這 

麼多的幼教職場經歷，活生生的成為自己最棒的教材與最大的動力；在愈來愈繁 

雜的「專業能力」中，這樣的學習歷程，不僅可以讓幼教老師的生涯長久，生存 

更有動力。（ㄚ頭/20150920/省思） 

 

3.團體的凝聚力，促發協作者能真誠的面對處境與反思 

 

缺點就是我覺得如果大家心房重都不願意說真話，這樣要成長很難（鴨咪

/20151216/正訪） 

 

關於這種成長方式的限制喔！我想應該是大家都要敢說真話吧！如果大家不敢

把比如說過去挫敗的教學講出來，那就無從省思囉！但還好我們的氣氛很好，大

家都能說。（妹仔/20151223/正訪） 

 

我就覺得說像我比較不會把內心［的事分享出來］，除非我認定你是我的知心好 

友我才會講，我才會分享，不管喜怒哀樂。一旦講以後我就會發現跟他之間沒有 

一道牆，我就會變成把他當成是可以情感交流可以做任何事的一個［出口］......。 

對，就是別人願意把他的一些不愉快啊！他的成長背景啊！［願意說出來］，我 

自己個人認為，我覺得那時候［學習］就開始了，如果他自己有所保留的時候， 

我覺得就變成說氣氛也會不一樣，學習力就出不來。（小玲子/20151223/正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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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的關係經歷暖化、升溫和穩定/成長期，在穩定/成長期中團

體出現了凝聚力的關係。那是引導者與協作者之間彼此在關懷、關注並產生雙向的連

結之下，所建立起的溫暖、信任、同理和接納的關係，是這樣的關係感染著幼教師使

其對協作敘事團體產生歸屬與向心之心，是啟動幼教師能真實的敘說，並真誠的面對

處境和進行反思的關鍵。 

 

透過分享活動讓我們這一群在同一個工作崗位的老師們，更加了解彼此，也似乎

更珍惜同事間情誼，這些能量已產生了奧妙的凝聚力。（小玲子/20150830/省思） 

 

其實我每次在分享時候，我的心都是揪著的，我在講的時候我的心是揪著，甚至 

我的講話都是顫抖的，我好像不曾這麼真實的在大家面前講這些事。（鴨咪 

/20151216/正訪） 

 

為了我們的教學演示檢測大家在團體當中對我們所設計的課程進行討論與對話，

咦！你［研究者］看我現在再回想都會起雞皮疙瘩。大家對我的教案所提出的問 

題，我都差點回答不出來，......大家真是很「用力」在幫我們。（小汝汝/20151118/

正訪） 

 

我覺得或許在這個團體裡面，我覺得它有它一定的效果，因為在這樣子改制（卓 

越幼兒園要進行組織的轉變）前，我因為參加這個團體，我覺得我現在身心靈 

還滿健全的。（ㄚ頭/20151230/正訪） 

 

亦即「當你進到這個團體，你如果整個心是沒有完全開的，我在想應該就沒有那麼多

的想法，因為你很多都是保留的，我想應該就沒有我現在的樣子［成長］」（小汝汝

/20151216/正訪）。因而在教學難題的主題中，請協作者去回想在二十幾年的教學生

涯中，有沒有愧對的學生或難忘的挫敗教學故事，小玲子分享有一年的新生班有一位

非常注重孩子團體行為的英國籍的家長 

 

礙於我外語能力差無法與其做雙向的溝通，常需另一位搭檔老師與爸爸溝通（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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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下學期班上的新進老師），我則負責與媽媽進行溝通，有時父母一起來學校時 

由媽媽協助在旁翻譯，我常常因為聽不懂英文因而在面對爸爸時都覺得很汗顏。 

（20150518/文本） 

 

而黑支則語帶驚恐最後甚至落淚的分享 

 

有一年大班下學期，孩子開始進入反抗期，有一天不知為了什麼事？有一位媽媽

氣得打電話來怪老師［我們］「妳怎麼教的？」，老師［我們］了解事情的原委後，

告訴媽媽孩子現在的狀況，但媽媽無法接受，覺得老師［我們］在騙她，且覺得

電話中講不清楚，要到學校找老師［我們］，溝通無效，媽媽的情緒上來，從電

話的另一頭氣得說要到學校打老師［我們］。於是，我們就趕快鎖好門窗、躲進

教室的廁所裡不敢出聲，並告訴同事如這位媽媽來園問起，就說我們剛下班回家

了。（20150519/文本） 

 

「一個開放與關懷氣氛的營造，形成一有利於合作與互助的辯證空間」（陳美玉，1996，

頁184），「我其實不習慣說自己內在的東西，若不是看大家都在說，我想我是不敢的。」

（小婷子/20151215/正訪），因而每一位協作者在分享挫敗的教學經驗之時，由於是

那麼的真實與懇切，除了引來其他協作者情感上的陪伴之外，關於故事當中不足的線

索大家也會紛紛提問，讓整個故事的脈絡更清楚之後，大家你來我往的針對幾個面向

討論，敘說者對於故事有了重新的詮釋之外，其他協作者也有「上了一課」的體會。 

 

每次團討中分享彼此，也藉由每次的分享讓我省思自己的思維，經由此累積教學 

動力的正向能量，謝謝老師給我們機會成長。（小玲子/20150522/省思）。 

 

4.立即且具迫切性的教學難題，引發的學習與成長有立竿見影之效 

在教學難題的敘說當中，由於妹仔提到和班上搭班老師的協同問題，意外的引發

了其他協作者的熱烈討論，也提出這樣的難題，而由於合作搭檔的問題普遍存在於幼

兒園當中（林育瑋，2003），於是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於教學難題的主題之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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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女人的故事」敘說，也採讀書會的方式閱讀一篇幼兒園協同教師的學術期刊，

請協作者透過運作單（表 4-5）的內容進行對話與討論。由於妹仔在「兩個女人的故

事」開始進行之前，分享了上次在團體分享搭班的難題之後，當時小玲子有一段建議，

之後妹仔再分享之後她進到教室，她做出了有別於之前和搭班老師的相處方式 

 

因為上次的兩個女人的故事分享，我提到我和蓉蓉老師的搭班問題，團體中素貞 

老師請我們將在團體［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中的建議回到現場中去行動。果然， 

因為我改變了和她說話的方式......，蓉蓉老師對我的回應和過去也有很大的不同。

看到她的回應，我才驚覺到自己對她造成的壓力......。現在我想請大家聽聽我現 

在的方式怎樣......，並再提供我建議。（20150829/協作） 

 

所以我開始跟她［搭班老師］講，妳有什麼話就要跟我講，妳要說出來我才知道，

妳要什麼協助妳要跟我講，都可以提出來討論。後續像這個禮拜我不是主教，我

覺得最近秩序都有進步很不錯喔，我也告訴她說，我發現孩子情緒比較穩定喔。

她不好意思的微微笑，我想我真的該多稱讚她的（2151223/正訪） 

 

於是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開始加入了幼教師的現場行動敘說。讓協作敘事團體的敘說

不僅只停留在難題的敘說和學習，也讓協作者在團體所學踐行於實際的教學現場，這

才是敘事最重要的開展(Loyns & LaBoskey, 2002)。 

和協作者除了有研究的關係之外，我也擔任園內新課綱的輔導人員，由於部分的

協作者也是輔導案的成員，因而有時在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進行的中場休息她們會和

我討論課程的相關問題，而加上亮亮、小汝汝和鴨咪三個人要參加幼教專班教學演示

能力檢測的甄試，而她們檢測的重點也是新課綱的內涵，於是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規

劃兩次的「課程實踐經驗或難題的敘說」主題，請協作者思考 

 

你設計了什麼樣的教學活動？產生了什麼實踐上的困難或難題？這個教學活動

的設計與實施的想法是如何形成？你為什麼要這樣設計與實施？過去的經驗（前 

的學習或在職的經驗）對你設計與實施這個教學活動有什麼樣的影響？為什麼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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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設計與這樣教？你心中有何參考架構與標準？你在教學中重視什麼？ 

 

以下是ㄚ頭和鴨咪針對在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和輔導案的課程學習經驗的不同提出

說明 

 

那天我們討論了很多新課綱的內涵，不瞞老師［研究者］我去年雖有參加妳［研

究者］的輔導，但其實在我的心中有很多的疑惑和不解，甚至我不覺得需要學新

課綱。但我們藉由團體中大家實際的例子開始討論，我覺得學習很多，過去我很

討厭所謂的「學習指標」，但現在我才能真正知道它的重點是什麼......。（ㄚ頭

/20151019/非訪） 

 

由於ㄚ頭在「課程實踐經驗或難題的敘說」主題中對新課綱的內涵與在教學上的

運用有所收穫，而她的搭班老師貞貞老師由於也參加了教學演練的甄試，因而在運用

新課綱於課程設計的實務中，ㄚ頭和貞貞老師有了幾次的討論與共學的機會，貞貞老

師表示 

 

要感謝ㄚ頭老師在這個部分的教導。教案設計之後我有給她看，她告訴我要注意

所設計出來的活動是否有讓孩子有探究的機會，她也提醒我活動連貫性的問題，

並說明指標的目的是什麼，......我有不少學習。（20160203/非訪） 

 

而對於學習區教學一直很有心得的鴨咪，也分享了在準備教學演示能力檢測當中有關

於學習區教學和新課綱的內涵之間的連結，以及她對學習環境規劃的迷思，在幼教師

協作敘事團體和輔導案的學習歷程 

 

去年我有參加新課綱［的輔導］，其實我覺得它的精神我都知道並不難做。但我

覺得輔導是針對教室的整個課程，而我們［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是針對個人......，

是從自己身上的課程來看，和輔導計劃就是不同。像這次我就和妳［研究者］針

對學習區與新課綱的關係有了討論，妳［研究者］就直接指出了我一直以來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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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的問題，是的，我會有那樣的迷思。（鴨咪/20151216/正訪） 

 

希望孩子能於學習區的教學中有所獲益，鴨咪對於學習區的規劃、布置與教學引

導很有想法與堅持。為了要吸引孩子進學習區，她的教室常常規劃十幾個學習區（如

圖 4-2），而對於每一個學習區她都具有清楚的教學意圖。在第 12 場的協作中，我們

在團體中討論了鴨咪教室的學習區，「像兒童樂園一樣，永遠讓孩子有不一樣的驚喜

與期待，但也像迷宮般，讓孩子不知身至何處，失去了學習的方向。」（研究者

/20151017/RIA）。 

 

 

圖 4-2 中班教室與學習區規劃平面圖 

資料來源：鴨咪提供 

這樣評論那一天在現場引發了很多的對話與討論。過後有機會到鴨咪的教室觀察發現 

，針對上次的討論過後在她的教室有了一些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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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大、小動腦區合併為一區，在用櫃子區隔成更隱密的角落；部分未開放的學習

區會用布幔遮蔽起來；對於從幼幼班和小班就一直存在的日常生活區，她開始縮

小了範圍，移走部分重複功能的教具，欲逐步撤除日常生活區。（研究者/20151229/

教觀） 

 

小婷子也提到今年因為帶小班的關係，而在輔導案中我提醒她們，因為小班孩子

發展的需求課程應著重在例行性活動和學習區，因而當對於學習區的規劃很有心得的

鴨咪在分享之時，小婷子覺得受用無窮。 

 

在教學的部分，嗯！其實我覺得用最多的是學習區耶！其實我們也曾經也上過比

如說像情境規劃［的研習課程］啊！什麼的，可是上過就沒下文［行動］，就那

個動力就沒有，好像他講他的我做我的，就是覺得我應該用不到。但我們團體的

討論是針對我目前的問題嘛！研習它不是持續的嘛！但我們團體的討論是持續

的......。那我們現在是就是，每次聽聽她［鴨咪］的一些方法，你就想要試試看，

你就想要驗證看看是不是真的有效，實際上去做就覺得 ㄟ！還不錯。（20151215/

正訪） 

 

鴨咪提到「一般的研習感覺比較沒有針對問題去分享，或者是針對問題去探究......，

然後我們這一群，我就說比較能夠對焦，比較能解決到現場的問題」（20151216/正訪）。

對於學習區教學很有一套的鴨咪，這是她的教學心得 

 

我是希望我的孩子能夠玩得快樂，然後當我的孩子整個［學習區常規］秩序上帶

上來的時候，我覺得我是享受在孩子的秩序，...... 我覺得樂趣對我來講是，我只

要看到他們很認真在學習，然後我做的東西［學習區的教具］，我收集的東西，

我給他們東西，他們做得很快樂，玩得很快樂很投入的時候，你知道看孩子玩東

西，跟看別人很專注在做一樣東西時候是享受。（20151216/正訪） 

 

過去在輔導之時和鴨咪有所接觸就覺得她一位很有熱忱的幼教師，也是一位不藏私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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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於分享教學經驗的老師，但我想是因為她對學習區的想法令其他同事望塵莫及吧！

因而對於她過去熱切願意分享之舉，所得到的卻是負面的回應。而幼教師協作敘事團

體中因為有協作者提出學習區教學的實施問題，於是便規劃先由協作者提出學習區相

關的難題，而鴨咪再回應和分享她的做法，並共同閱讀學習區相關的專業文本，而在

討論中試圖將鴨咪所言和理論作聯結，也請協作者針對我們在實務上的討論，和專業

文本上的不同論述進行討論。透過實務與理論對話的方式來解決學習區相關的難題，

其實在此我更運用了「實務專家」和我共同來唱這一齣戲，這樣的做法竟為一直以來

對學習區有所學習而無處可說的鴨咪帶來了肯定與療癒 

 

我第一次有機會在幾個老師面前分享，老師謝謝你給我機會療傷自己、看到自己、

欣賞自己、肯定自己。（鴨咪/20150720/省思） 

 

對於教學難題在協作團體的定位，原本是希望協作者藉由過去在教學上所產生的困境

進行再體驗，以對個人所持的教學信念與價值觀有所看見，並觀看事件的所有脈絡而

進行理性且深入的反思而有所學習。如今再讀 Bruner：「『難題』會被安裝為敘事現實

的輪軸。故事之所以值得講、值得理解，其價值就在於有那難題的存在。」（宋文里

譯，2001，頁 215），我發現對教師而言立即性且迫切性的難題，真的是值得講、值得

去理解，它很能立即性的看見教師的成長，但我也思考到會不會淪於技術上的學習，

因為「真正觸及概念與價值體系的更新，才可能帶來真正的改革」（周淑卿，2004），

這是我後續可以再去進一步去探究的。 

5.理論成為深化經驗，並獲得理論與實務新理解的空間 

歐用生（2011）指出「敘說轉向」已蔚為風潮，故事和自傳的探究漸獲得合法化

的地位，但其建議故事的敘說之後，應進一步對故事進行脈絡化的檢視與批判。而協

作敘事的重點為一群教師透過活過的歷史故事，來進行敘說、討論、反省與辯證，以

促發教師專業的發展。因而在協作敘事團體中，不但進行故事的敘說，也會提供專業

的文本與故事進行對話，亦即使故事的內容獲得理論的辯證，是為了讓敘事和理論之

間能取得平衡，而將理論與實務進行可能性的連結 (Clandinin, 1993b)。所以在閱讀與

敘說的活動當中，會針對協作者提出的教學難題，提供相關的理論文本讓協作者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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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怕協作者會對專業理論的文章有所排斥，但真正運作之時由於是用導讀的方式，

在提到重要的段落或句子之時，我會帶領她們一起誦讀文字。怕她們對於理論的閱讀

有負擔，在團體中我們也針對此點做了討論「我們藉由一起誦讀的方式，而所讀的東

西和我剛剛說的問題有相關，我覺得還蠻能理解的」（黑支/20150809/協作）。而因為

要閱讀某些理論的文章，我也提供「視框」的文章請協作者閱讀並進行討論，黑支提

到「因為像老師［研究者］給我們的一些文章［協同教學］，我們看了之後會去想說，

我在職場上我可能怎麼做會更好，像我跟我的現在的搭擋相處的模式就跟以前不太一

樣」（20151230/正訪）。 

針對協作者所提出的教學困境與難題，除了在協作團體中進行分享與對話之外，

提供多方文本和專業文本的閱讀，可以讓整個團體的敘說不致淪為毫無根據的懺悔胡

說，多方和專業文本的閱讀與討論，會讓經驗的回溯具有反省與重新觀看的價值。而

我們更發現到將專業理論注挹到實務經驗的討論上，可以讓經驗的反思變得更深入，

並且也讓我們看見「經過理論和實務的對話之後，更產生對理論與實務有著新的理解」

(Clandinin, 1993b, p.12)。 

 

......但現在想想如果妳先給我們看那一篇生活史，妳先給了以後，我會不會就被

妳又牽著要往哪裡走了。反而讓我們先去講這些，再來看那一篇［理論］，那種

學習較深刻。（妹仔/20151223/正訪） 

 

而這時妳［研究者］也給我們讀相關理論知識，......我就可以從當中去看我這樣

對嗎？......原來我做的書上都有講，也可讓別人看到我做的「真正」是對的，我

也可以再看怎麼改，......而之前的學習方式就只是聽理論而已感覺很不同......。（鴨

咪/20151216/正訪） 

 

教師經驗經過理論的辯證之下，在幼教師的心中卻是將實務經驗成為合法化成知

識的途徑，這一改過去大家都認為現場教師視理論無用論而獨尊經驗的說法。ㄚ頭提

到 

在這個團體裡面，我們在談課程或教學的時候，是藉由每一個人的教學開始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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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研究者］再適時的帶理論進來......。像在課程實踐難題的那一次，我才了解

課綱真正的意思，不是我原本所想的，我都誤會了。（20151230/正訪） 

這樣的學習歷程讓幼教師不覺得有著學理論的枯燥情緒，反倒會更熱衷想去知道到底

我所做的專家怎麼說的迫切的心情。經驗和理論經過這樣的互相形塑與辯證的歷程，

教師不僅對理論與經驗有著新的理解，教師知識也會由此產生與創造，所以 Ghaye 與

Ghaye (1998)才說讓理論與實務進行聯結是一種創造的過程。在亮亮的教學演示能力

檢測檔案中，就發現了一段亮亮閱讀新課綱的內涵之後，轉化至學習區的課程設計內

容 

 

小班的孩子從自我中心漸漸要脫離，但是目前還不是很成熟，所以在課程設計會

比較著重在社會領域。課程的萌發源自於小朋友覺得積木區很吵、希望透過孩子

發現的問題來建構積木區使用規則來設計課程，同理他人的想法與感受，並調整

自己和他人互動和諧相處並發展合宜的禮節。」（亮亮/20151015/教案） 

 

對亮亮而言小班學習區的規劃重點因為有了新課綱的指引，使得學習區的教學設計更

具學習重點與方向；至於新課綱對亮亮而言就不再只是遙不可及的理論了「對於［學

習］指標的運用倒是讓我的教學有很大的成長，但指標［能力］的深化我還是需要再

學習」（亮亮/20151230/正訪）。  

6.敘說者、協作者、研究者和專業文本之間觀點的對話 

在「協作」中研究者和參與者是的關係並不是「資料蒐集者」和「資料提供者」，

而是一種互為主體的關係，亦即我和協作者在這樣的歷程當中是居於互惠的需要，是

我們之間意義和權力彼此的協商歷程(Lather, 1986)，的一種共同投入的研究關係和過

程（夏林清，2012）。這樣的專業成長方式有別於一般的講座和工作坊的形式，其知

識的提供者是大學教授，而現場的教師是被動的知識接收者（丁雪茵，2003；簡楚瑛，

1997）。這樣的研習模式常常會有讓現場的老師覺得內容偏向理論的情形 

 

比較偏理論和技術，和我教學現場會遇到的一些問題，比較沒有辦法直接獲得解

決。要把理論變成實際需要一段時間消化，而現場沒有提供消化的機會，所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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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回去就算了。（小婷子/20151215/正訪） 

 

常常在現場聽到的東西是受用的，但由於沒有現場的實作和討論，有『單打獨鬥』

的感覺。可是我覺得若像透過這個團體［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就覺得老師［演

講者］所講的東西我都懂。（小玲子/20151223/正訪） 

 

因而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透過協作者實務上而來的教學故事為出發，請協作者對

教學難題的回觀與敘說之後，進行「教師即陌生人」意象般對所敘說的故事進行後設

分析，之後再請其他協作者將自己的專業或經驗注入討論與對話當中，而研究者再根

據協作者的論述方向提供專業的文本，來進行敘說者、協作者、研究者和專業文本的

多方視域的交融。是有別於傳統的研習以講師提供專業資料的方式，知識是透由研究

者和協作者兩者被鼓勵而在對話當中共構產生。因為知識是無法從自我和認知者脫離

而產生，它是統整個人知識和專家知識而來(Thayer-Bacon,1995)，而這樣的統整只有

進入討論與對話的社群當中也才能形成(Denzin, 1995; Thayer-Bacon,1995)。 

但這樣的對話是孕育於一個良性的空間之下，「［素貞］老師之前給我們的感

覺就是，妳是老師，妳在上面［而］我們在下面，有點距離......，我只記得說在這樣

的歷程中［素貞］老師有改變，我們的距離縮短了......。」（小玲子/20151223/正訪），

才有校內與校外課程專家之間的對話（周淑卿，2004）。而小玲子更提到 

 

老師妳［研究者］一直在上面想要把我們往上拉，可是我就是不敢爬上去，可是

老師因為就是相處以後，發現老師［研究者］其實並不只是老師［研究者］，老

師［研究者］到最後跟我們談心，就覺得又像朋友這樣的時候，就大家都敞開心

胸，然後我們就跟著老師［研究者］，也就會想要往上爬，就是放開心胸，像老

師［研究者］說往上爬後再回到原點去看原來的自己［的學習歷程］。（20151223/

正訪） 

 

我想這是我解構研究者身分而有的成果，和秉持著互惠的研究精神。 

協作團體規劃的運作如同Lather所提到的強調是以進行多次系列的小團體互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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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性的對話（夏林清，2012）進行。因為「對話」是促進教師專業發展的重要取徑

(Florio-Ruane, 1991)。而一般的講座礙於時間和形式的關係，無法讓參加研習的老師

有足夠的時間對話，即便是有分享的時間，也礙於在團體關係不夠的情形之下，多數

的分享都僅只是點到為止，不然就是發聲的人不多。協作敘事團體在互惠的概念下進

行敘說者、協作者、研究者和專業文本的多方對話，可以避免小汝汝所言的單打獨鬥

學習，也是肯認現場教師的專業經驗所在。 

7.反思活動的籌畫與慎思 

「經驗+反思=成長」(Posner,1996, p.21)，反思是將教學經驗置於心智上進行持續

的思考(Posner, 1996)，而敘事能促發專業學習的關鍵就是在「反思」  (Kelly & 

Cherkowshiw, 2014; Ritchie & Wilson, 2000)。在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的運作中發現，

進行故事的回觀之時協作者會主動的對故事當中的人事物進行思考的程度會因人而

異，擔憂其所促發的成長會有所限制，而運作過程中也發現協作者的反思不足 

於是協作敘事團體的運作從第四次開始，首先是請幼教師書寫和敘說自己的教學

故事和聆聽別人的故事，之後再重看自己和別人的教學故事，藉由「發生什麼事？」

「你看(觀察)到什麼？」、「讓你想到什麼？」、「對你有什麼意義？」、「從這個故事中

你學到什麼？」以及「若這是你的故事，你再次學習了什麼？」的三階段提問來進行

反思， 

 

［素貞］老師後來有像會議議程［反思歷程］一樣，先給我們題目然後讓我們在

家做思考以後，然後到團體討論的時候，除了縮短時間以外，也比較重點式的在

討論方向比較聚焦了（小玲子/20151223/正訪） 

 

［素貞］老師給我們的流程［三階段反思］我覺得是那個省思的能力，我覺得自

己要去反省要去看，想說這個事情為什麼要這樣子做，你的觀點是什麼，那當別

人的時候，你會有什麼樣的觀點，我覺得那個省思能力，對我來講很重要，過去

不會去想。（妹仔/20151223/正訪） 

 

Grimmett 等人(1990)整理出行動調節的反思、教學的慎思反思以及經驗的重建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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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的三種在師培教育的反思觀點（表 4-11）。行動調節的反思主要在解決教師在教學

實務與行動上的問題，其知識來源大部分是來自於外在具有公信力的教育研究理論與

期刊，所獲得的知識是一種技術性的知識形式；教學的慎思反思是對於何謂好的教學

觀來進行慎思與對話，其知識來源是來自於外在的教學同儕和實際的教學情境脈絡而

來，所獲得的知識是一種慎思的知識形式；而經驗的重建反思其知識來源是來自於實

際的教學脈絡、同儕和個人自身的實務知識，所獲得的知識是一種辯證的知識形式。

而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藉由教學故事的敘說，針對教學難題協作者之間彼此進行回觀

與對話，也透過專業文本的閱讀來藉此促發對習以為常的教學現場有再建構與更新的

可能。 

 

表 4-11   

師資培育教育的三種省思類型 

 反思的類型 反思的知識來源 知識的形式 反思的目的 

1. 行動調節的反思 外在權威知識（藉由行動） 技術 直接 

2. 教學的慎思反思 外在權威知識（藉由脈絡） 慎思 報導 

3. 經驗的重建反思 脈絡（藉由同儕和自我） 辯證 理解和轉化 

資料來源：Reflective practice in teacher education (p.35), by P. P. Grimmett, G. L. 

Erickson, A. A. Mackinnon & T. J. Riecken, 1990, In R. T. Clift, W. R. Houston & M. C. 

Pugach (Eds.), Encouraging reflective practice in education: An analysis of issues and 

programs. New York, NY: Teachers College Press. 

 

在目前課程實踐經驗或難題的主題當中，我們請協作者各自進行目前實踐經驗或

難題的書寫，之後於團體中進行分享並將實踐難題於團體中進行討論，接下來請協作

者提供各自的實踐經驗，研究者也提供專業文本或其他經驗教師的實例於團體當中進

行對話。以小汝汝為例，她用目前班上的課程設計與教學實施，準備參加教學演示能

力檢測的內容，她將設計好的課程活動在協作團體中進行分享，她提到對於學習指標

與教學引導之間的對應和活動是否連貫性是她目前碰到的問題，之後其他協作者再各

自提出自己的經驗，研究者則提供專業27和實務28上的文本與協作者進行討論，這樣

所得的知識是技術性和慎思性的知識。 

                                                      
27

 教育部（2012）。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暫行大綱。臺北：教育部。 
28

 教育部（2015）。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手冊（下）。臺北：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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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那兩場課程的討論，跟我之前「單打獨鬥」的學習很不一樣。......雖然我的 

檢測通過了，不過我要說的是那樣的學習歷程，感覺讓我隨時隨地都會回來想，

我設計活動是不是站在孩子的中心，我的引導方式合適嗎？我的教學有扣到指標

嗎（小汝汝/20151216/正訪） 

 

而在幼教典範故事的主題中，請協作者閱讀由幼改會團體出版的由現場的幼教師

的教學故事所組成的兩本專書的篇章，請協作者透過「你看到什麼？」、「讓你想到什

麼？」、「把你的經驗和故事做連結？你想和故事的老師做什麼對話？」、「和你的經驗

作連結之後，你的學習是什麼？」以及「這兩個老師或教室有怎樣的共通性？」的反

思對話，所獲得的知識是一種慎思性與辯證性的知識。 

 

現在在帶孩子的時候，我都會不自主地像我們在團體時［素貞］老師你一直請我

們做的，回到自己的心裏面去想你這樣做的用意是什麼？對孩子的意義是什麼？

我這樣做會不會傷到孩子？我會在心裏面一直轉，有時候轉出來是小的，有時候

轉出來是比較大的漩渦。（小玲子/20151223/正訪） 

 

老師［研究者］你知道我們可能會轉型，我覺得或許在這個團體裡面，我覺得它

有它一定的效果，因為在這樣子改制前的，我因為參加這個團體，我覺得我現在

身心靈還滿健全的，你［研究者］看得出我並沒有很焦慮耶！。......，其實現在

來看其實園長也很難做，但我現在發現自己該做的是扮演自己做老師的角色就好 

，我的責任是照顧好孩子，至於將來由誰接手我相信我都能適應，因為我知道自

己要什麼？（ㄚ頭/20151230/正訪） 

 

二、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促進幼教師專業發展的成效與分析 

協作敘事團體的運作，以促進幼教師致力於教師專業的開展與成長、具備幼兒課

程設計與教學實施能力、規劃適性的學習環境的能力和掌握人際溝通與經營技巧。其

成效將藉由本研究所整理和發展的幼教師專業表現指標，來進行檢視與分析。 

（一）致力於教師專業的開展與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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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於教師專業的開展與成長的幼教專業標準，共有 4 個專業表現指標，本研

究的幼教師分別達到具意識的對自身的教學經驗進行反思，與探究和進行幼教師身分

的覺知，以對幼教生涯有所開展的表現指標。在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的課程安排中讓

幼教師回觀其生命及教學故事，在引發協作者生命的觀看與開啟生命與生涯的的可能

性解構與建構。「［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小組就是好像帶到我們內心的世界裡面去

了」（小玲子/20151223/正訪）「老師如果沒有透過這一次的這樣子的一個活動我們

不會去把它挖出來，就想說過就好了就留在個人的心裡面，但挖出來才知道有她的意

義......。」（ㄚ頭/20151230/正訪） 

以下將分為幼教師身分的觀看與建構、幼教生涯的生成和敘事式知識系統的建

構，來說明幼教師能具意識的對自身的教學經驗進行反思，與探究和進行幼教師身分

的覺知，以對幼教生涯有所開展的踐行情形。 

1.幼教師身分的觀看與建構 

在本研究中發現教師身分是指個人身分、教師身分，及互為形構而成的身分。藉

由生命與教學故事的回觀，「以前參加的研習或其他課程不會這麼深入，在自省的部

分，省思的部分在我們的團體很多......。」（黑支/20151230/正訪）引發協作者重看自

己以及幼教師的身分。 

（1）個人與幼教師身分的重構 

和8位協作者的關係當中，就屬黑支與我認是最早，且接觸最頻繁。黑支因為是

卓越幼兒園教學組長的關係，從2013年我應邀擔任新課綱的輔導學者開始，就和她有

諸多行政上的往來。和黑支互動的過程中發現她是一位很認真且小心翼翼的老師，她

的意見不多，常常都是聽的角色，我發現她不善於拒絕別人，更不會與人辯駁，因而

往往為其行政增加很多不必要業務。在成長史的分享中黑支就提到家裡重男輕女，身

為老大的她從小到大都是做事的份沒有玩的份，加上成績不好，因而小時候就很安靜

和自閉，也有著自卑之心。 

 

像這一次這個團體［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之後我比較敢講話，哈哈哈之前我不 

敢，之前老師［研究者］你一直講我沒自信對不對，因為我第一次分享［成長故 

事］人家一直以為我是妹妹，我妹都很敢講話，所以人家一直認為我是妹妹。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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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團體之後［現在］，那一天亮亮在跟我講......，過去我就會說好好好，現在我 

會敢去弄清楚了。應該是因為現在變得比較有自信一點......。（黑支/20151230/

正訪） 

 

而2015年7月由於園內的人事異動，園長希望黑支能繼續協助兼任教學組長，從園長

的口中得知黑支拒絕了。她表示 

 

我也不知哪來的勇氣，但我只覺得之前在團體中講了行政和教學之後，......我覺

得說［我們班的］孩子好可憐，我覺得那一年我還要適應他們，我又要行政，我

覺得對他們真的很抱歉，沒有很深入去了解孩子的每個狀況......，對欣欣老師［協

同老師］也一樣，常常行政的事務一來，我常常都把班級丟給她......。（黑支

/20150829/協作） 

 

......所以那天輔導時，很不好意思，我才會和妳［研究者］有激烈的討論......。妳

可能會覺得我一直在辯，那是因為我們實際上［教學］做的不是妳講的那樣，我

想要告訴你我們真的實施是這樣子。對呀！就變得比較敢講，比較有自信一點，

我覺得......。（黑支/20151230/正訪） 

 

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運作到後期，我發現跟兩年前我所認識的黑支比起來，現在的黑

支由於其個人的自信感已建構，進而也影響到其教學的我能感。我想黑支的教師身分

之所以能解構與建構，都是因為她能真誠且勇於去分享其生命與教學上的困頓與難題

之外，協作團體的成員總是給她十足的肯定與溫暖的回饋，才能讓黑支找到真實的自

己，更重構自己的身分。黑支的故事讓我們看到身分認同不僅受到個人的過去經驗所

影響，亦為社會脈絡所形塑，是是一個複雜、可移動性和富動態化的一種不斷持續轉

換與多元的認同（Alusp, 2006；Elbaz-Luwisch, 2005）。 

（2）幼教專業的認同 

 

在這次輔導［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中那一連串不想再回憶的事，有一段曾經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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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忘想稀釋的回憶，也不清楚我的蛻變從何時開始，幾年了我的教學開始不一

樣了！今天再清楚的想五年了民國 99 年開始---老師謝謝你［研究者］的提醒，

我沒有白活五年，...... 第一次有機會在幾個老老師面前分享，老師您就是成為我

的後盾，我分享時心裡、聲音還有手指頭都隱約抖動著，我沒有要炫我的智慧我

只想把發現、喜悅、分享給大家或幫大家一些技巧的改變就可讓教學更容易......，

但看似很有自信的我但另一個我又好像很自卑，對自我的價值肯定雖有自己實際

有了認定但面對群體時又想尋求認可才能建立自信......。在突破舊思考後的行為

中更希望自己盡量用孩子的角度去看去想.....。（鴨咪/20150529/省思） 

 

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中因著課程實踐難題，給了一直以來在課程的設計上很有自

己的想法與作為的鴨咪，有了諸多的展現與分享的時間， 

 

因為能靜靜的聽別人講，我才發現過去常常聽同事提鴨咪的角落的事，也去她的

教室看過幾次，但當時沒什麼感覺，現在才真正感覺到她很厲害。」（ㄚ頭

/20151230/正訪談） 

 

而也引發了園所其他老師會主動的去請教鴨咪有關學習區的問題。 

但對於自己教學的堅持與別人的眼光，我也試著協助鴨咪再去對自我有更深入的

覺察 

 

鴨咪：我看到我的盲點，當我希望得到別人，從別人的眼光裡面找到這種榮譽感

的時候，其實我都是失落的。但我為何會這樣失落 

研究者：失落是因為別人沒有給妳妳應得的榮耀嗎？ 

鴨咪：是，因為他們沒發現。可是我不敢去講，可是我覺得這個是給你們進步，

我沒有說我自己很好，可是我要把我自己表現在我自己的標準裡面。但我

也不是因為別人想要看我的東西，我就做給別人看。我是希望我的孩子能

夠玩得快樂......。 

研究者：是啊！妳眼中有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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鴨咪：是，我覺得樂趣對我來講是，我只要看到他們很認真在學習，然後我做的

東西我收集的東西，我給他們東西，他們做得很快樂。玩得很快樂很投入

的時候，你知道看孩子玩東西，跟看別人很專注在做一樣東西時候是享

受。 

研究者：是啊！師者至此，似乎就足夠了。 

鴨咪：對，這才是我啊！ 

...... 

鴨咪：是啊！我很讚嘆自己能成為一個這樣的幼教師，我有不虛此行的想法，妳

知道嗎？（20151216/正訪） 

 

在和鴨咪互動的過程中，發現她對於自己的教學從不藏私，也從不自傲，遇有不

錯的課程與教學論述，她都能與自己的教學有所對話之後，有意識的轉化到教學現場。

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對她而言是協助其找到教學的意義，亦即協助鴨咪檢視其個人身

分之餘，建構並提升其專業的認同，並展望未來。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帶給她更具慎

思的過生活與進行教學，「現在的我，腳步會變慢，比較能去整理再思考一件事情」

（20151216/正訪）。 

而之所以選擇讀幼教的小婷子也談到，考上大學讓家族人另眼相看，是她在就讀

卓越家商的動力，「反正卓越的三年就是我最痛苦的三年......，畢業之後補習了一年

終於考上了」（20140918/協作），師院畢業之後就理所當然得去幼教現場至今，中間

曾考了幾次公幼。提到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讓她最深刻的成長，是一份對幼教專業認

同的成長。 

 

就是我本身的， 應該說態度吧！就是那個，原本我覺得其實我不是很認同自己，

就是一個幼教老師，然後這樣分享之後，其實我回想過來其實我還是覺得幼教是

適合自己的。我是覺得說，可以找到自己的快樂，我並不是為了工作而工作。再

回看發現自己對幼教其實是有熱誠，是一種享受就對了，它不只是一份工作而已。

（小婷子/20151215/正訪） 

 

「有時候我們的存在是來自於我們如何告訴別人我們自己是誰……」（孟樊，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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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21），所以要成為或擁有一個什麼樣的身分，而這個成為或擁有的過程是我們個人

在敘說身分認同之時，在來來回回之間的建構與生成（楊幸真，2009）。協作者似乎

從不曾去意識到幼教師身分的問題，但不管在生命或教學故事敘說當中，我看到她們

開始為自己的身分展開探尋當中，「......就是變成說要怎麼樣成為一個我們盡量想要做

為一個專業的老師......，也去看到自己和肯定自己。」（小玲子/20151223/正訪） 

2.幼教師生涯的開展 

協作者因為對其個人與幼教師的身分有所探尋，而建構了現階段對其幼教身分的

位置與認同，因而引發了對其幼教生涯的開展與其能動性的展現。 

8 位協作者在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運作的歷程當中，因為團體凝聚力的形成，讓

協作者在安全與具信任的團體氣氛之下，能真實的分享自己的生命經驗，由於極其的

深刻與感動，因而敘說生命故事的活動，引發了協作者對目前生活與教學的觀看，而

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的運作是從幼教師的主體出發，亦即由幼教師的生命與教學難題

出發，團體中除了提供協作者之間彼此的觀看與反思之外，也提供與議題相關的各類

專業與實務文本的閱讀與討論，透過三重敘事   反思    對話    建構    行動的

運作，除了提升幼教師的專業知能，以進行現場教學的改革之外，也希望藉以啟動幼

教師具主體性的重製其幼教生涯的路徑。而協作者也因著自己幼教師身分的重看與專

業的提升，因而也都分別在團體運作的這一年半至今，有了一些幼教生涯的開展與行

動，表 4-12 將分別說明 8 位協作者在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的運作期間所開展的行動，

與其未來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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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協作者開展的行動與展望 

協作者 開展行動與展望 

鴨咪 1.參加及通過「104 幼教專班教學演示能力檢測」，獲得幼兒教師資格。 

2.應邀 104 年「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暫行大綱」受輔經驗分享。 

3.應邀大專院校進行「教學演示能力檢測」分享。 

小玲子 1.應邀擔任 105 年「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暫行大綱」研習課程的經驗園分

享講師。 

2.參加教師甄試。 

小汝汝 1.擔任全職的教學組長與園長一職。 

2.參加及通過「104 幼教專班教學演示能力檢測」，獲得幼兒教師資格。 

3.應邀大專院校進行「教學演示能力檢測」分享。 

黑支 1.卸下兼任教學組長一職。 

2.參加教師甄試。 

ㄚ頭 留在卓越幼兒園。 

小婷子 1.參加教師甄試。 

2.參加「104 學年度**縣推動在地文化融入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教案撰

寫計畫。 

亮亮 1.參加及通過「104 幼教專班教學演示能力檢測」，獲得幼兒教師資格。 

2.參加「104 學年度**縣推動在地文化融入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教案撰

寫計畫。 

妹仔 1.參加教師甄試。 

2.參加「104 學年度**縣推動在地文化融入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教案撰

寫計畫。 

 

8位協作者從事幼教工作已經都有20年了，從協作團體的運作可以發現他們擁有非

常多的實務經驗，但因為沒有讓這些實務有分享、整理以及與專業文本對話的機會，

所以對於自己的實務經驗，在幼教現場有一種聲音是「就是自己的東西而已，也沒什

麼值得分享的，搞不好有問題！」，而另一種聲音是「我覺得理論很難用在現場，所

以我覺得這樣做比較好。」。所以，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就試圖將協作者的實務經驗、

專業文本、同儕對話與專家對話作連結。讓幼教師的經驗可以有同儕、理論文本和專

家對話的機會，除了可以讓幼教師重整經驗之外，更可以讓其經驗有修復和成為理論

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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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了，我覺得我一直在努力做我自己要做的，然後整理出來之後，我一直發

現我有階段性的改變，然後還有發現我自己在未來當中，我可以有突破性的方向，

我現在有發現到，我再來可能可以再怎麼做，因為這些不是沒有文章［理論］的，

這些也不是沒有目的的，只是我少了整理。（鴨咪/20151216/正訪） 

 

而這樣的歷程，也讓幼教師因著專業的提升，而對其身分有不一樣的觀看，而帶

出過去在其幼教生涯中未曾去思考和開展的行動。例如，參加教師的甄試「會開始習

慣看一些書，順便準備考試」（妹仔/20151215/正訪），「之前沒那麼強大，現在覺

得很強烈」（小婷子/20151215/正訪），協作者們並不是說是因為目前的環境不好而

選擇出走，而是 

 

我看到了我的工作......，我也看到了我自己［身分］，我覺得幼稚園老師，因為我

們做的不是生產線，我們面對的是人......，我看到我的存在，所以我不會為自己的

以後擔憂，留下來也可以，考公幼也可以，重點是我知道自己為何而做。（ㄚ頭

/20151230/正訪） 

 

因應新課綱的輔導政策，受輔園所通常會受邀分享受輔經驗，在與幼教師互動的

過程當中發現，對於這件事大家都唯恐避之不及，甚至大家會認為這是一種「壓迫」

「......受輔已是萬般不願，還請不要規定老師們要出去分享，而且也要有輪流的機制

才對，不能往往都集中在部分老師身上。」這是當時 102 年新課綱輔導計畫中，園所

受輔成效報告中所提的建議。而因為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對幼教師的專業能力有所提

升，對幼教師個人的身分也有所建構，而鴨咪和小玲子今年又是受輔的班級，於是我

邀請她們擔任《新課綱》研習課程的經驗園分享講師。在提及為何會願意接受這項任

務，她們都表示可以能有專家的協助，把自己已有的東西整理出來並分享，這也是一

種很棒的學習與提升自己專業的方式。在這樣的思維之下，當我大專的專業夥伴需要

有人進行「幼教專班教學演示能力檢測」經驗分享之時，我就和亮亮、鴨咪和小汝汝

聯絡，在確認分享的重點之後，鴨咪和小汝汝將於 2016 年 5 月 21 日至一所教育大學

和科技大學進行分享，她們接受了這項任務。而時值園內接受由妹仔負責的「104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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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縣推動在地文化融入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教案撰寫計畫，而小班的師資群亮

亮、小汝汝和小婷子也藉由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的「課程實踐經驗/難題」的主題中，

結合小班目前的課程走向，來進行這個課程教案撰寫計畫。 

3.敘事式知識系統的建構 

敘事式知識是本文在整理幼教師專業知能之時，從教師知識分類的文獻當中，整

理所得，這是藉由敘事途徑所獲得的知識，這樣的知識是形塑於情境當中其之所以能

被建構，主要是透過教師回觀和重說故事的歷程並進行反思而產生。以下將呈現透過

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的運作，幼教師在敘事式知識系統建構的情形，將以本文整理具

有脈絡性、詮釋性、反思性、行動性與生命性的敘事式知識特性來呈現與討論。 

（1）脈絡性 

 

聽了大家這麼多的故事會發現，每個人是那麼的不同......。每個人會受其原生家

庭的影響，教學處事方法或家長的溝通與跟同事的相處。......以前我會跟家長盡

量保持距離，家長是家長，孩子是孩子，我是我，但現在我會試著站在家長的立

場，來看待事情，這樣的相處還蠻不錯的。（小玲子/20151223/正訪） 

 

......想說這個事情為什麼要這樣子做，你的觀點是什麼，那當別人的時候，你會

有什麼樣的觀點，我覺得那個省思能力，對我來講很重要，過去不會去想。是因

為老師［研究者］那時候在帶從家庭成長背景開始，我才會坐下來跟我老公在討

論這個問題，也去了解他的成長背景。（妹仔/20151223/正訪） 

 

我會覺得說，就是不管我再重新看我自己或者是重新再看別人，其實我會覺得說，

我比較能夠同理他人，就是以前會覺得，就是同事做那件事情可能讓你很生氣，

經過她這樣敘述整個的完整的過程，覺得哦原來事情是這樣子，你就能夠知道說

其實他有他背後的原因，那我會試著去調整自己就是說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他為

什麼會這麼做這樣子。......我還會發生在家裡耶！我會把他就是，就是帶著，我

會帶著它，因為我會覺得說，就是真的要很多事情，就是要多站在別人的角度，

可能要多去看很多，背後很多的原因啦！（小婷子/20151215/正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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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絡是認知心理學家在說明人的認知過程時的常用語，說明人們在認知客觀事物時，

對客觀事物所具有的前後、上下、左右等各種背景關係（國家教育研究院，2014）。

因為透過相互觀看故事，幼教師不但向內觀看自己，看見自己可能的面向，向外也會

會開始用不同的視框來看待人事物。 

 

現在再回來看這些事情的時候呢，我就比較能夠多方去看或者是想說可能園長也

怎麼樣，當時的心情也怎麼樣，然後可能整件事情是怎麼樣......會比較冷靜，比

較能夠看得廣。（ㄚ頭/20151230/正訪） 

 

而ㄚ頭的轉變也讓園長提到「似乎在妳們的團體當中，讓她看到了許多人無奈的故事

吧！在開會之時她感覺比較能從上面來看與發表評論了。」（園長/20151223/非訪）。 

（2）詮釋性 

詮釋是對於意義的理解和解釋（劉貴傑，2005），這樣的詮釋會回過頭來影響敘

說者本人，而敘說者更會因著對未來有不同的視界。協作者藉由不斷的重看和互看彼

此的故事，對於原本已存在的經驗有了不同的看見 

 

我現在想想發現我當時並沒有錯嘛！根本不用害怕到躲起來。大家這麼一說，我

才驚覺那時應該堅持自己的立場之外，也要跟大家求救，問大家的想法根本不會

怎麼樣才對。...... 過去我就會說好好好，現在我會敢去弄清楚了。應該是因為現

在變得比較有自信一點......。（黑支/20151230/正訪談） 

 

去整理我的故事時，我就看到我自己其實好像很多故事，可是那個章節都是斷斷

續續的，是零散的。但整理之後我看到了，我一直好像在努力做我自己要做的，

我一直發現我有階段性的改變，然後還有發現我自己在未來當中，我也可以有突

破性的方向，我一直有發現到。我再來可能可以再怎麼做，因為我這些並不是沒

有文章［理論］的，這些也不是沒有目的的，只是我少了整理［重看］......。（鴨

咪/20151216/正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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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觀過去的經驗提供了敘說者重看經驗的機會，而更透過同儕、專業文本與專家的對

話，讓經驗成為學習的內容，進而提升其專業上的成長。 

（3）反思性 

「敘事是一種將生活故事進行回顧、反思、與重新觀看的方法」(Ritchie &Wilson, 

2000, p.23)， 

 

［素貞］老師給我們的流程［三階段反思］我覺得是那個省思的能力，我覺得自

己要去反省要去看，想說這個事情為什麼要這樣子做，你的觀點是什麼，那當別

人的時候，你會有什麼樣的觀點，我覺得那個省思能力，對我來講很重要，過去

不會去想。（妹仔/20151223/正訪） 

 

經過這個團體之後，常常在教學之時，我都會想一下，我說這樣的話做這樣的事，

我這樣有沒有對孩子有傷害.....。我會內省到自己說，怎樣對孩子更好。......甚至

我和我自己的孩子相處也是，不瞞您說，也讓我和我先生的關係有一些些改善啦 

！哈！哈！哈！（黑支/20151230/正訪） 

 

......雖然我的檢測通過了，不過我要說的是那樣的學習歷程，感覺讓我隨時隨地 

都會回來想，我設計活動是不是站在孩子的中心，我的引導方式合適嗎？我的教 

學有扣到指標嗎？......現在我和亮亮也常會在教學過後有這樣的討論。（小汝汝 

/20151216/正訪） 

 

鴨咪提到「現在的我，比較有在思考......，我想我似乎太衝了，沒有給自己坐下來想

一想的時間」（20151216/正訪），是的也就是因為有了反思力鴨咪也才真正體會，琳

瑯滿目的學習區，對孩子的意義與重要，絕對不是一句「我這麼用心布置，也看到孩

子的投入」就認定對孩子的學習有加乘的效果的思維。 

反思性是敘事式知識最重要的特色，它提供一種再詮釋性、再更新以及對我們的

生活有不同眼光的可能性，更是促發教師改變的「行動」之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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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行動性 

因為上次的兩個女人的故事分享，我提到我和蓉蓉老師的搭班問題，團體中素貞

老師請我們將在團體［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中的建議回到現場中去行動。果然，

因為我改變了和她說話的方式......，蓉蓉老師對我的回應和過去也有很大的不同。

看到她的回應，我才驚覺到自己對她造成的壓力......。（妹仔 20150829/協作） 

 

行動力是敘事式知識的精髓與價值所在，協作者由於對幼教師身分有所解構與建構，

因而也在其教學現場或在其幼教生涯中有了有別於過去的開展與行動（如表 5-10）。

因為「敘事使教師覺察到自己所擁有的知識，進一步觀照自己如何使用知識、如何擴

展知識，以成為自己所具有認知力量的主宰者」。（周淑卿，2004，頁 192-193） 

（5）生命性 

由於敘事式知識是來自於生活故事當中，是具脈絡性的對每一個生命個體有所關

注，這樣的知識不是一種技術性的知識，是一種具生命性的知識，是一種教師如何看

待自己工作與生命的知識。是教育是成為一個人的隱喻之下，我認為教師所必備的專

業知識。 

 

我看到了我的工作......，我也看到了我自己［身分］，我覺得幼稚園老師，因為我

們做的不是生產線，我們面對的是人......，我看到我的存在......。（ㄚ頭/20151230/

正訪） 

 

（二）具備幼兒課程設計與教學實施能力 

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對提升幼教師具備幼兒課程設計與教學實施能力的專業標

準的規劃，其專業表現指標涵納了解課程設計與教學實施的原理原則、參照新課綱的

內涵與幼兒的學習特質，進行課程設計與教學引導、以及進行教學省思，以了解教學

的優缺點，並提出改進。而主要以幼教師的課程與教學難題，以解決幼教師現場的實

務問題為導向，並結合幼教趨勢與脈動的議題。因而，本研究有關於課程設計與教學

實施能力的提升主要以新課綱融入園內課程和學習區教學的增能為主。 

《新課綱》從 2006 年開始研擬，2012 年 10 月以暫行大綱的形式公告（幸曼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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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為協助幼兒園執行新課綱，教育部同時規劃新課綱的研習課程，並開始列入

幼兒園輔導計畫案中，供幼教師及幼兒園自由參加與提出申請。卓越幼兒園曾於 2010

年接受新課綱的實驗園，2012 年至今（102 學年度至 104 學年度）由我協助擔任新課

綱的輔導學者。所以 8 位幼教師對於執行新課綱其實不陌生，她們都參加過新課綱的

研習，8 位幼教師都有一年的新課綱受輔經驗，只有小玲子有兩年的受輔經驗。幼教

師協作敘事團體之所以談到新課綱的主題，是因為在課程實踐經驗/難題ㄚ頭提出了她

對於新課綱的疑惑，而鴨咪、亮亮與小汝汝為了準備教學演示能力檢測的內容，而小

玲子和黑支今年是受輔的班級，所以也在團體的討論中提供很多意見與想法。 

我們先請 8 位協作者敘說對新課綱的學習經驗、心得、感想與疑惑，並請協作者

彼此自由的提供想法與意見，我們再將大家共同的理解、經驗與問題記錄下來，之後

我們用鴨咪、亮亮與小汝汝所設計的教案來具體化和聚焦協作者們的討論，在幾次的

對話與討論之後，再檢視之前大家共同的理解、經驗與問題，然後再與新課綱有關的

專業與理論文本對話，最後共構對於新課綱的新學習與領會。以下將分幾個部分的學

習說明如下 

1.對「總綱」的內涵與精神有所掌握 — 探究性活動設計能力的提升 

若深究幼教師為何排斥新課綱，其實都是因為陷入學習指標的泥淖中。因為大部

分的幼教師存有一個迷思就是「以為用了學習指標就是在做新課綱」，而忽略掉總綱

的精神 

 

課程大綱的立基點：是根據以兒童為中心、自由遊戲和（社會）建構論觀點的幼

教發展的理念；強調社會文化的重要、接受社會文化情境中的差異、參與情境中

的個體，有共享的權力，彼此協商課程、動態循環與開放的課程和學習能力的培

養的世界各國幼教課程的發展趨勢；並強調幼教階段的獨特性以及重視幼小銜接 

。而其立論基礎與內涵為以個體與生活環境互動為基礎、形塑幼兒心智能力為核

心、兼顧幼兒全人發展及其所處文化環境的價值體系兩層面、規劃幼兒學習的領

域和能力。藉此培養具覺知辨識：運用感官，知覺自己及生活環境的訊息，並理

解訊息及其間的關係；表達溝通：運用各種符號表達個人的感受，並傾聽和分享

不同的見解與訊息；關懷合作：願意關心與接納自己、他人、環境和文化，並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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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與他人協商，建立共識，解決問題。推理賞析：運用舊經驗和既有知識，分析、

整合及預測訊息，並以喜愛的心情欣賞自己和他人的表現；想像創造：以創新的

精神和多樣的方式表達對生活環境中人事物的感受；自主管理：根據規範覺察與

調整自己的行動六大能力。（教育部，2014d，頁 2-4） 

 

在這樣概念之下的幼兒園課程絕不是「灌輸式」的課程設計方式，強調的是以幼兒為

學習主體，關注幼兒的生活經驗，讓幼兒有透過社會互動、親身參與和體驗活動的學

習經驗（教育部，2014d）。但幼教師往往在汲汲營營於「套指標」之餘，卻忘了新課

綱背後重要的精神與內涵。 

表 4-13 的活動設計內容就是一個選擇了新課綱的領域與學習指標之後，從活動流

程中可看到幼教師在喚起幼兒在校園觀察植物的舊經驗之後，引導幼兒請幼兒將觀察

到的植物畫下來，引導幼兒在蒐集訊息之後，進行訊息的整理。但因為幼教師的教學

意圖是要讓幼兒認識植物的種類和構造，於是在讓幼兒親自去參與和體驗的活動設計

不足的情形之下，幼教師未提供鷹架幼兒的活動，於是就為幼兒所畫的關於對植物的

圖像，逕自將植物部位的名稱介紹給幼兒，至此便開始傳輸式教學。表 4-14 為修正

過後符合總綱精神的探究性活動設計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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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什麼是植物？」活動計畫表修正前 

幼兒園活動計畫表 

班級 中班-蝴蝶組 教學者  

主題名稱 我的幼兒園 主要概念 植物好朋友 

活動名稱 什麼是植物? 活動時間 1天 

 

課程目標 

 

社 1-2  覺察自己與他人內在想法的不同 

認 2-2  整理自然現象訊息間的關係 

 

活動過程 學習指標 

【引起動機】 

上週蘋果老師有帶我們到校園裡走一走，你們看到些什

麼? 

【發展活動】 

一.什麼是植物? 

1.師:想一想，你覺得那些是植物?植物長的是什麼樣子? 

2.請幼兒使用 1/2 的 A4 紙畫下兩種植物(他認為的)。 

3.畫好後，請孩子分享他認為的植物，長得什麼樣?有什

麼? 

4.問問其他的孩子，這是植物嗎?為什麼? 

二、植物的種類與構造 

1. 有樹木、草本、爬藤…等，也有種在泥土、水中，不

同的栽種方法。 

2.利用圖卡介紹植物的種類與結構 

【綜合活動】 

複習 

 

 

 

 

社-中-1-2-1 

覺察自己和他人有不同

的想法、感受、需求 

 

認-中-2-2-3 

與他人討論自然現象特

徵間的關係 

 

資料來源：研究者輔導的園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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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什麼是植物？」活動計畫表修正後 

幼兒園活動計畫表 

班級 中班-蝴蝶組 教學者  

主題名稱 我的幼兒園 主要概念 植物好朋友 

活動名稱 什麼是植物? 活動時間 5天 

 

課程目標 

 

社-1-2  覺察自己與他人內在想法的不同 

認-1-2  蒐集自然現象的訊息 

認-2-2  整理自然現象訊息間的關係 

認-3-1  與他人合作解決生活環境中的問題 

活動過程 學習指標 

【引起動機】 

上週蘋果老師有帶我們到校園裡走一走，你們看到些什

麼? 

【發展活動】 

一.你看到什麼?引導到植物的方向 

1.師:想一想，你看到的植物長的是什麼樣子? 

2.請幼兒使用 1/2 的 A4 紙畫下他看到的植物。 

3.畫好後，請孩子分享他畫的和看到的長得什麼樣?有什

麼? 

4.再到校園中去觀察她們所畫的植物。 

二、我們是誰？ 

1.再請幼兒增加或修補所畫的植物圖像 

2.和幼兒一起把畫的圖像一起進行分類、整理，找出植物

的共同特徵。 

3. 詢問幼兒「我要如何和別人介紹我所認識的植物呢？

（將部位的名稱引入）」、「那我們如何知道這些部位的名

稱和功用呢？」 

三、如何知道植物的部位名稱和功能？ 

與幼兒討論如何知道植物的部位名稱和功能，引發幼兒

去思考，而有了以下的探究 

1.找書（圖書館） 

2.植物館參訪（專家） 

..................................... 

 

 

 

認-中-1-2-3 

以圖像記錄自然現象的

訊息 

社-中-1-2-1 

覺察自己和他人有不同

的想法、感受、需求 

 

認-中-2-2-3 

與他人討論自然現象特

徵間的關係 

 

 

 

 

認-中-3-1-1 

參與討論解決問題的可

能方法並實際執行 

 

資料來源：研究者輔導的園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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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和 4-16 為鴨咪在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對於新課綱實踐難題的討論過後，所設

計的「學校好好玩」的活動計畫，和活動當天的教學紀實。對於和鴨咪有關於新課綱

的互動經驗並不多，卻因為教學檢測能力之故，鴨咪提出了她的需求，這是鴨咪在兩

次的協作團體討論過後所設計的探究性課程設計與教學實施的情況。 

 

表 4-15  

「學校好好玩」活動計畫表  

主題名稱 我的學校 主題進行日數 第 4天 

主概念 我的朋友 活動名稱 學校好好玩 

課 

程 

目 

標 

認-3-1 與他人合作解決生活環境中的問

題 

社-2-2同理他人並與他人互動 

學 

習 

指 

標 

認-中-3-1-1 參與討論解決問題

的可能方法並執行 

社-中-2-2-2理解他人的感受 

和需要，展現同理或關懷的行動 

活動流程 

1.聽聽學校周遭的聲音 

2.弟弟妹妹怎麼一直還在哭 

二、發展活動 

1.如何讓弟妹喜歡學校？ 

2.選出學校哪裡好玩？ 

3.討論如何幫助弟妹的需要？ 

4.安全注意 

三、綜合活動 

1.自創兒歌：哭！哭！哭！ 

2.學習區活動及作品分享 

 

資料來源：鴨咪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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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學校好好玩」教學紀實 

主題名稱 我的學校 主題進行日數 第 4天 

主概念 我的朋友 活動名稱 學校好好玩 

課 

程 

目 

標 

認-3-1 與他人合作解決生活環境中的問

題 

社-2-2同理他人並與他人互動 

學 

習 

指 

標 

認-中-3-1-1 參與討論解決問題

的可能方法並執行 

社-中-2-2-2理解他人的感受 

和需要，展現同理或關懷的行動 

教學紀實 

一、啟始活動－引起動機： 

開學熱鬧的新生適應讓我們在課程上有了許多的回應和延伸，大家討論分辨「哭」

的特徵及分享「哭」的經驗，我們也討論為什麼「哭」在感受中我們常發現孩子對

「我已經長大了」「不哭了嗎？」「不可哭嗎？」狀況界定上模糊，孩子還是會因

其它事件而哭泣，但如何讓孩子發現長大一定不哭嗎？在錄製影片及情緒繪本的表

達，他們也慢慢會看到自己更能清楚知道他們現況所產生的複雜情緒從哪裡與如何

調整表達符合團體周遭可接納的情緒，再進而更能感受、體會弟妹的需要，於是討

論如何讓弟妹更開心的事。 

二、教學實錄 

Ｔ：有什麼方法讓弟弟妹妹喜歡學校？ 

小婷：給他們玩學習區玩具 

小綺：告訴他們學校很好玩 

小程：教他怎麼玩 

Ｔ：學校只有這些好玩的嗎？ 

小潔：可以去玩車車 

小恩：森林遊樂區的溜滑梯也很好玩 

小綺：大溜滑梯 

Ｔ：怎麼讓他們知道學校有那麼多好玩的地方？ 

小芳：不然我們可以帶他們去玩 

小穎：是阿！我們教他們玩 

Ｔ：我們需要兩班一起可以去玩的，想一想？ 

小澄：遊戲室因為那裏有很多車子我們可以玩 

Ｔ：我們去玩的時候會很擠？而且車子不夠弟弟妹妹要玩我們也要讓他們先完，合

適嗎？ 

小妮：森林幼樂區，那裏很大好多小朋友去 

小潔：遊樂區有很多溜滑梯和石頭可以給弟妹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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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的這兩個場所孩子們都各有些意見，但最後在用圓點貼票選下森林遊樂區票

數最多 

Ｔ：玩的時候我們需要注意什麼？要幫他們什麼？ 

小傑：要手牽手排隊牽緊一點 

小茹：可以笑笑臉跟弟弟妹妹說我想要跟你做朋友 

小熏：尿尿要趕快去找老師 

Ｔ：在廁所裡你們怎麼幫他？ 

小亦：要帶弟弟妹妹進去廁所 

小恩：女生要去蹲著的廁所，男生要用站的 

小澄：幫他們拉褲子  

Ｔ：見面時我們需要準備什麼他們會最喜歡？ 

小芳：到學習區做一個項鍊送給他們 

小綺：畫畫送給他們 

小熏：給她們糖果我弟弟最愛吃糖果了 

Ｔ：糖果擔心弟弟妹妹會蛀牙又不會吃 

小程：那送餅乾 

Ｔ：大家覺得如何？ 

舉手反應下都同意帶餅乾 

於是與小班老師確定時間日期後就擬通知單，也期待活動能像孩子討論內容一樣順

利。 

三、綜合活動 

自創兒歌：哭哭哭 

哇啊！哇啊！哇啊！弟弟妹妹哭聲好大喲 

不想上學不想玩玩具，不要老師不要進教室 

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弟弟妹妹你別著急 

我們會細心照顧你，大家都會愛你們喲 

 

   

我心目中的好玩地方 兒歌教練：哭哭哭  票選學校哪裡好好玩 

資料來源：鴨咪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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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對於培養「幼兒能力」的看見(seeing) 

對於幼兒的學習，新課綱不強調知識的獲得，它強調的是「獲得知識的方法」，

是「幼兒能力」的培養（教育部，2015a）。若藉由實例可以這樣說「在『動物』的主

題中，我們常常會設計認識動物名稱的活動，我們會安排看動物的活動，不論是現場

觀察或是透過影片和圖片的觀察，之後我們就會教各種動物的名稱讓孩子知道，而活

動就結束。」「動物有哪些及其名稱」這就是知識的獲得，而「知道怎麼去知道有哪

些動物及其名稱」這就是獲得知識的方法。 

對新課綱有接觸的幼教師，對於這樣的說法並不陌生，甚至都能朗朗上口，它可

以說是在敘說新課綱之時一個很重要的口號。但實際在現場觀察會發現說是一回事，

但做又是一回事，理論較難轉化成實務現場可用。小玲子提到「想到新課綱之時會很

自然地想到能力這個詞，但實際在設計活動之時就會卡住......」（20161019/協作）。因

而我們就請協作者帶自己的教案到協作團體中來討論。表 4-17 是妹仔設計的活動，

從她所選用的領域和活動目標看來，她是想要藉由「身體動作」的學習面向，培養「覺

察與模仿」的能力（表 4-18
29），但從活動流程來看她並沒有提供充分的教學引導，讓

幼兒去經驗模仿和察覺的學習歷程，她所設計的重點是幼兒能模仿 PPT 檔內的上廁所

的方式，但對於培養覺察能力的教學引導是缺乏的。我們和理論文本做了對話 

 

覺察與模仿是指幼兒能意識到身體與動作的關係，覺察空間、方位、時間、物件 

與身體位置、活動方向、動力及速度關係；能探索環境並模仿與測試力氣、對稱、 

不對稱、平衡、流暢與安全的動作與行為。（教育部，2014d，頁 11） 

 

之前在輔導中教授也會請我們去注意到領域能力，但不知怎麼的我們就只是看看

而已，沒有多大的感覺經過我們這幾次的討論之後，我才比較能體會。（黑支

/20151230/非訪） 

 

                                                      
29

 縱軸代表領域能力，橫軸代表學習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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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就像鴨咪講的一樣 

 

去年我有參加新課綱［的輔導］，其實我覺得它的精神我都知道並不難做。但我

覺得輔導是針對教室的整個課程，而我們［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是針對個人......，

是從自己身上的課程來看，和輔導計劃就是不同。（鴨咪/20151216/正訪） 

 

當團體的討論讓協作者們覺知到領域能力的關鍵之後，我們請協作者提供相關的意見 

。在這樣的課程意識啟動之後，幼教師對於轉化到教學現場的能力似乎開始提升當中。

黑支就是因為在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的討論過後因為有所學習，才和我在輔導時的小

組討論中有了一番激烈的辯論 

 

對於［輔導］教授所說的話常常都是唯命是從的她，今天很不一樣，很高興看到

她因著對自己所設計的活動有所覺知之後，與我爭辯我所看到的是片面，她一直

在將她設計活動的始末，以及轉化成教學的實際行動，一直一直很激動的敘說......

（20151204/R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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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  

「我會上廁所」活動計畫表修改前 

幼兒年齡層／班別：3-4歲，小班 教學者姓名： 

單元／主題名稱：我的學校 

活動名稱：我會上廁所                                

活動目標：身-1-2 模仿操作各種器材的動作 

活動流程 學習指標 

一、引起動機： 

故事：是誰嗯嗯在我的頭上 

二、活動過程： 

1.廁所在哪裡？想上廁所怎麼辦？  

2.可以舉手跟老師說：「我要上廁所！」 

3.預先製作男生和女生上廁所的 PPT檔 

（1）女生上廁所的方式： 

   上廁所的口訣 

雙腳兩邊跨，對準正中央 

褲子脫下來，衣服要拉高 

慢慢蹲下去，開始上廁所 

A.上完廁所使用衛生紙擦屁股 

B.按下沖水開闢，把馬桶沖乾淨。 

C.把手洗乾淨再離開廁所 

（2）男生上廁所的方式： 

  上廁所的口訣 

面對小便斗，靠近站好。 

先把上衣拉高，再脫下褲子。 

開始上廁所 

A.按下沖水開闢，把小便斗沖乾淨。 

B.把手洗乾淨再離開廁所。 

三、綜合活動： 

老師再提醒上完廁所後的注意事項，如沖水、

女生用衛生紙的方式、穿脫褲子、洗手等。 

 

 

 

 

 

 

 

 

身-小-1-2-2 

模仿簡易的生活自理動作 

 

身-小-1-2-1 

察覺器材操作的方式 

 

 

資料來源：妹仔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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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  

身體動作與健康領域內涵架構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4d）。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暫行大綱（頁 12）。臺北市：教育

部。 

 

表 4-19 是妹仔修改過後的活動計畫，除了修改活動內容之外，增加「語-2-3 敘說生活

經驗」其是透過「口語」面向來培養「表達」的能力（表 4-20）的目標。妹仔從分享

上廁所的繪本引起幼兒對上廁所的注意，接下來引導幼兒去回觀自己上廁所的方式，

並將其敘說出來，讓幼兒覺察到自己上廁所的方式；再透過撥放 PPT 的內容以連結幼

兒經驗的方式，討論 PPT 內的上廁所方式，並透過兒歌的念誦，鼓勵幼兒模仿上廁所

的重要流程，之後因應例行性的上廁所活動，最後請幼兒再分享。而表 4-17 的重點

在直接告訴幼兒如何上廁所的標準答案，表 4-19 的活動從表面上看來也是要讓幼兒

學會上廁所，所以表 4-17 的活動設計似乎無多大問題，但深究新課綱的內涵就會發

現，讓幼兒學會上廁所並不是主要的重點，其目的在讓幼兒透過「上廁所」這個熟悉

的生活經驗（事件），帶出「覺察與模仿」的能力，但這種透過直接告訴幼兒答案之

後，僅是要幼兒模仿實作的教學方式，有關於「覺察」力的教學引導與設計幾乎是沒

有。另外，新課綱也強調只有單一活動是不足以建構相關能力，是需要設計一系列相

關的活動來深化建構這些能力。 

甚且，這樣的「覺察與模仿」能力的建構，最終要帶出的是新課綱六大能力中的

「覺知辨識」能力，幼教師需針對例行性活動、多元學習活動和全園性活動，運用六

大領域的課程目標與學習指標，規劃合宜的統整性課程，並且以各種形式的活動使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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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親身體驗，而逐漸擁有各領域的領域能力，為幼兒的六大能力奠下基礎（教育部

2015a）。因而若以妹仔這次所設計的上廁所活動為例，是屬於身體與動作領域中的

「覺察與模仿」能力的活動，之後也會以幼兒的經驗與興趣為課程主軸，設計培養有

關於社會領域中「覺察與辨識」能力、美感領域的「探索與覺察」能力，以及情緒領

域的「覺察與辨識」能力的相關活動（新課綱六大能力與各領域能力間的關係如表

4-21）。亦即並非透過單一的活動來建構領域能力和六大能力，領域能力和六大能力

是透過課程規劃與實踐後的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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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9  

「我會上廁所」活動計畫表修改後  

幼兒年齡層／班別：3-4歲，小班 教學者姓名： 

單元／主題名稱：我的學校 

活動名稱：我會上廁所                                

活動目標：身-1-2 模仿操作各種器材的動作 

          語-2-3 敘說生活經驗 

活動流程 學習指標 

一、引起動機： 

故事：是誰嗯嗯在我的頭上 

二、活動過程： 

1.詢問幼兒故事當中的主角發生了什麼事？  

2.請幼兒說說自己是如何上廁所的 

3.呈現男生和女生上廁所的 PPT檔 

（1）女生上廁所的方式： 

   上廁所的口訣 

雙腳兩邊跨，對準正中央 

褲子脫下來，衣服要拉高 

慢慢蹲下去，開始上廁所 

A.上完廁所使用衛生紙擦屁股 

B.按下沖水開闢，把馬桶沖乾淨。 

C.把手洗乾淨再離開廁所 

（2）男生上廁所的方式： 

  上廁所的口訣 

面對小便斗，靠近站好。 

先把上衣拉高，再脫下褲子。 

開始上廁所 

A.按下沖水開闢，把小便斗沖乾淨 

B.把手洗乾淨再離開廁所 

三、綜合活動： 

1.請幼兒上廁所。 

2.請幼兒分享他剛剛是如何上廁所 

 

 

 

語-小 2-3-1 

敘說包含三個關聯事件的生活經驗 

身-小-1-2-1 

察覺器材操作的方式 

 

 

 

 

 

身-小-1-2-2 

模仿簡易的生活自理動作 

 

資料來源：妹仔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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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0  

語文領域內涵架構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4d）。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暫行大綱（頁 45）。臺北市：教育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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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新課綱六大能力與各領域能力間的關係 

 

資料來源： 教育部（2015a）。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手冊（上）（頁 25）。臺北市：

教育部。 

 

3.釐清學習指標在課程設計與教學實施的位置 

對於現場的幼教師只要談到新課綱一定會馬上想到學習指標，「齁！想到有那麼

多指標要對就覺得很累......。」這個是我今年第一年輔導的幼教師所提出的抱怨，這

常常是新課綱的初學者會發出的聲音。但原本對於學習指標很不以為然的ㄚ頭，卻因

為透過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的運作方式，而不再對學習指標有所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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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藉由團體中大家實際的例子開始討論，我覺得學習很多，過去我很討厭所謂

的「學習指標」，但現在我才能真正知道它的重點是什麼，以前我常在想為何麼

要去對指標？但實際上是我的誤解，現在我才知道他其實可以讓我的教學目標變

得很清楚，就是妳［研究者］說的「很有方向」（20151019/正訪） 

 

以下是亮亮在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對於新課綱實踐難題的討論之後，在她的教學演示

能力檢測資料中，對於學習指標運用在教案中的省思 

 

社-小-2-2-2 理解人的感受，展開關懷的行動，［是希望］透過觀察教室哪些聲音

是大聲，並分享聽到的感受，怎麼做是讓大家覺得舒服的聲音，並利用鈸和碰鐘

的聲音讓孩子再次了解大聲和小聲，大家感受是什麼？［但實際的教學時］我只

有帶理解人的感受之經驗，展開關懷的行動沒有帶到，未來課程中可以設計相關

活動［的］（20151021/教案） 

 

這幾年在對新課綱的宣講和輔導的經驗中發現，「套指標」和「對指標」是很多幼教

師對運用指標的詮釋，而這都是對於學習指標的身分有所誤解之故，就其緣由會發現 

因為要讓幼教師學著將學習指標融入現有的課程當中，因而對於課綱的初學者我們會

建議從幼教師現有設計好的活動，來練習找指標或對應指標；而「學習指標是用來檢

視幼教師的教學」所用，當你選用了這個學習指標在教學的過程當中就要有適當的教

學引導、教學提示或鷹架活動。就以表 4-17 妹仔設計的教學活動為例，她選用了「身

-小-1-2-1察覺器材操作的方式」的學習指標，但從其活動流程當中並未見她對於「覺

察」所作的教學引導為何，亦即她並未設計相關的活動或引導幼兒去覺察到自己是如

何上廁所的。這就是所謂的學習指標是在檢視教師的教學，也就是在這樣的活動設計

當中，妹仔是沒有達到「身-小-1-2-1 察覺器材操作的方式」的目標，但在表 4-19 的

修改中就出現「請幼兒說說自己是如何上廁所」的活動，是一個跟著學習指標的目標

而來的活動引導。 

新課綱著重「能力」的培養內涵，不但給一直進行傳統讀寫教學的幼教師一個警

訊，也給總是很辛苦的設計了很多好玩的活動，但活動的內容與能力和學習的連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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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的幼教師一個提醒，是有關於學習指標的另一個目的，學習指標可以讓我們的活動

設計更具方向，亦即有了學習指標的指引幼教師會很清楚的知道要把孩子帶到哪裡去。

以下（表 4-22）是參加教學演示能力檢測的貞貞將她的活動計畫表與ㄚ頭討論，文字

有下標的部分是ㄚ頭的建議，是讓貞貞的教學能有清楚方向的建議。 

 

表 4-22  

「員林好玩的地方」活動計畫表 

活動目標或學習指標 活動內容及過程 教學資源 

要檢查看看指標是在

看妳的教學有沒有做

到，所以妳所選的指

標，在活動流程中要看

到你做什麼 

 

 

 

 

 

 

 

 

 

 

語-大-2-3-4 以不同的

話語、語氣和聲調描述

生活經驗中的對話 

你的指標和你的活動

對不到，看看要不要修

改活動 

 

 

 

 

 

 

 

認-大-1-3-1 觀察生活

物件的特徵 

活動一：員林好玩的地方 

 

一、啟始活動/引起動機 

    藉由繪本我的臺北帶領孩子一同來探

索我們每天都會從四面八方、齊聚在一起

的地方~員林。怎麼讓人家認識員林有什

麼好玩的地方？有什麼好吃的東西？有什

麼特別的地方？有什麼…？因此希望藉由

孩子的舊經驗來發表對員林的認識。 

二、發展活動 

 (一) 以繪本我的臺北說故事讓孩子聆

聽，當孩子聆聽完故事後， 

師：住在臺北的娃娃想邀請住在北極的阿

荳來臺北玩，他寫卡片邀請他來，並帶領

好朋友認識他所居住的臺北好玩的地方。

如果你也想邀請住在別的地方的好朋友、

外公外婆、或叔叔阿姨來找你玩，你們最

想帶他們去哪裡玩呢？ 

(二)小朋友你們住在哪裡呢？想帶你的客

人去哪裡玩？ 

三、綜合活動 

1.創意彩繪-員林好玩的地方 

欣賞我的臺北後，讓孩子將自己覺得員林

最好玩的地方畫出來。 

活動二：員林最好玩的地方在哪裡？ 

一、 啟始活動/引起動機 

發現孩子對於好玩的經驗大部分是

旅 

遊經驗，較少聚焦在員林好玩的景點，於

是利用學習單與爸爸媽媽討論過後，期望

繪本-我的臺北 

 

 

 

 

 

 

 

 

 

 

 

 

 

圖畫紙、蠟筆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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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到活動中對特徵

的引導 

 

小朋友對於員林的風景名勝、設施景點能

夠更加清楚細說。 

二、發展活動 

(一) 分享發表親子學習單「員林好玩的景

點有那些呢？」。 

1.請幼兒一一發表與爸爸媽媽共同討 

論後所畫出的學習單。 

2.怎麼知道員林好玩的地方，哪一個是孩

子最喜歡的呢？ 

 

 

圖畫紙、蠟筆 

膠水、大海報 

 

 

資料來源：貞貞提供 

 

幼教師們雖以正名了學習指標在課程設計的位置，但對於每一個學習指標的內涵還是

需要有更多幼教師在現場的實踐以及有同儕與專家之間的對話。 

接觸新課綱第四年，協助幼兒園實施課綱今年邁入第三年。而因為與幼教師們一

同經驗以協作敘事促進幼教師專業成長的取徑，使我常常將之與目前的輔導作連結。

其實與其說「輔導」我倒認為用「共學」來得更貼切。因為輔導讓我常常需要回到新

課綱論述的文字原點，細細咀嚼箇中會發現新課綱內含的教育哲學觀，新課綱所欲培

養「覺知辨識、表達溝通、關懷合作、推理賞析、想像創造與自主管理」的六大能力，

它是「成為一個人」的教育。從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的運作經驗讓我對進園的輔導有

不同的看見，我深刻地感受到進園輔導的歷程也是我和幼教師共構一個「成為一個人」

的成人教育歷程，而這樣的成為一個人的教育輔導方式，絕非透過幾次的進園觀察、

討論與實作就會有成效，從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的經驗中讓我意識到，只有在凝聚力

的一個安全與信任的團體當中，以幼教師的教學關懷出發，才能讓幼教師發出真實且

具生命性的發聲，才能啟動幼教師的學習想望。 

在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中我們安排了兩次的新課綱敘說，小婷子提到 

 

課綱基本上內涵很多理論，參加研習或輔導的學習總是和我們團體［幼教師協作 

敘事團體］不同，怎麼說呢？課綱的內容需要消化，不是直接聽了就會......。直 

接這樣的分享自己的困難，好像比較學得到。當然也需要先對課綱的內涵有所了 

解啦！但就是覺得在妳帶我們的團體［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中，我才真的有學 

到......。（20151215/正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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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的經驗，也讓我思考到身為一個課程輔導學者的身分（見於本

節次貳、研究者身分的解構與建構）。 

（三）規劃適性的學習環境與發揮班級經營的效能 

規劃適性的學習環境與發揮班級經營的效能的專業標準中，本研究以幼教師是否

能規劃適性與安全的學習環境，與營造友善關懷的學習氛圍的表現指標來進行檢視。 

1.以學習區為主，主題課程為輔的小班課程取向之探究 

由於協作者當中有幾位帶小班的幼教師，而因為園所的課程取向為主題＋學習區，

但真正在進行課程設計之時，都只著重在主題課程的設計，學習區常常是主題課程實

施之後進行的活動而已。但由於小班幼兒的學習經驗和能力有限，於是主題課程的實

施常常成為教師主導的教學，在春天來了的主題當中，觀察到幼教師設計並進行「蝴

蝶飛啊飛的活動！」 

 

幼教師帶幼兒到校園尋找蝴蝶，回到教室之後老師打扮成蝴蝶的造型，配合「蝴

蝶蝴蝶」的歌謠唱唱跳跳。之後，幼教師打開電腦將預先從網路上蒐集的各類蝴

蝶照片撥放給幼兒看，並教幼兒各類蝴蝶的名稱以及進行蝴蝶身體結構部位名稱

的認識。最後，用遊獎徵答的遊戲方式複習蝴蝶的種類和結構部位名稱。（小班

20150929/教觀） 

 

和幼教師討論之後，她們表示也會想要聽聽幼兒對主題的想法並進行討論，但往往幼

兒的想法不多，常常離題、跳躍和不聚焦，造成活動無法進行。在這樣的教學難題之

下，在團體中我們提到自發性學習環境的概念，提醒幼教師在小班落實學習區教學，

因為學習區的設置就可以成為幼兒學習的起點（蘇愛秋，2003），小班課程應轉向以

學習區為主，主題教學為輔的課程設計，而主題的探究方向就可以是與小班幼兒環境

適應有關的常規活動。 

 

課程設計緣起： 

小班的孩子剛從家庭生活步入團體生活，缺乏團體生活的經驗，所以開學的重點 

就著重於生活自理、認識環境…等方面，我們也利用孩子自由探索時間予以引導 

 



213 

 

使用及收拾的規則。在孩子漸漸適應學校生活後，鼓勵孩子探索其他學習區的機 

會，而建立學習區常規。豐富的學習區活動，讓孩子成為教室的主人，在學習區 

的情境中，依照班級狀況調整步調來學習，也藉由在學習區與其他孩子互動中， 

調整及修正自己，學會輪流、等待、尊重與欣賞的好習慣，並建立提供機會讓孩 

子學習以合宜的情緒對自己及他人，學會與他人環境的相處；進而提升自己的競 

爭力。（小汝汝/20141002/教案） 

 

而以下是這學期（104 年度上學期）小班30的四位協作者所規劃的主題活動課程設計

（圖 4-3）。 

 

圖 4-3  小班主題活動概念網 

資料來源：妹仔提供 

 

2.學習區的規劃 

在學習區實踐難題的主題中，在協作者敘說其難題之後，我們邀請對學習區教學

很有經驗與心得的鴨咪，與協作者進行分享與難題的對話。表 4-23 是鴨咪在新課綱

實踐難題的敘說與學習之後，融入學習區教學的課程設計。 

                                                      
30

 小班的班級名稱是用水果來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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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新課綱融入學習區課程之設計 

學習區規劃緣起與理念 

以孩子興趣為本位的學習區教學及杜威：「做中學」來滿足幼兒生活，學習區進行

方式是採自由的方式。班級規劃七大區-益智區（大、小動動腦、地毯區）、語文區

（小書家、小故事）、美勞區（小畫家）、娃娃區（娃娃家、愛漂亮、小勇士）、日常

生活區、積木家、大肌肉遊戲區以外，運用區與區間隔的和教具櫃背面及牆壁壁面

和教室外走廊空間做小學習區的延伸，讓學習區不單介於教室規劃出來的空間內，

更讓孩子去探索發現教室內一角及室外空間的不同學習視野，一星期進行最多四天

學習區活動，進行前先分兩組在短暫引導進學習區規則，活動開始以輕音樂帶入讓

孩子根據自已的自由意志選擇角落，依自己有興趣的角落活動從事獨自遊戲或與人

合作遊戲中探索、操作、實驗，因自主選區在區中會設計記錄表統計孩子進入的次

數，選區時無角落牌讓孩子選擇學習區，是依學習區區域牌上的數字讓孩子自己點

數或觀察數量多寡，來辨別或決定可進入區內，活動時間以 60分鐘活動中一切動作

都以輕聲不干擾他人為主，活動中至結束都撥放輕柔音樂來調節孩子的心情及緩和

環境氣氛，學習區有設計等待區，讓孩子自主思考等待即是機會和練習排隊的耐性，

更可讓孩子思考有更多的機會可選擇的想法。 

學習區規劃內涵與學習重點 

積木家 4人： 

積木區配件：原木積木、海綿積木、人偶、海陸交通玩具、動物、植物模型、 

教學重點：1.培養創作、增進想像力 

          2.學習社交技巧、解決問題能力 

          3.促進大肌肉及手眼協調發展 

課程目標： 

身－3－2樂於善用各種素材及器材進行創造性活動 

社－2－3調整自己的行動，遵守生活規範與活動規則 

美－3－2欣賞藝術創作或展演活動，回應個人看法 

 

 
 

娃娃區 4人：（娃娃家、愛漂亮、小勇士） 

娃娃區器材、配件：娃娃人偶、推車、水果、蔬菜模型、廚房模組、烹飪鍋碗、背

包、小被子枕頭、玩具寵物、電話、小餐桌、椅、飾品、裝扮道具、...等 

教學重點：1.透過角色扮演學習社會性行為 

    2.學習待人接物和分工合作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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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經自編劇情及扮演的角色設計而提高想像及創作力 

課程目標： 

語－2－3能敘說生活經驗 

社－1－5探索自己與生活環境中人事物的關係 

身－3－2樂於善用各種素材及器材進行創造性  

                                       

 

 

語文區 4人：（小書家、小故事） 

語文區器材、配件：書籍、序列圖卡、絨布板、圖章、圖片、偶戲台、文字配

對、耳機、故事筆、手偶、 等 

教學重點：1.促進語文組織發展能力 

    2.學習收集整理資料 

          3.培養閱讀樂趣與習慣 

課程目標： 

語－1－4理解環境中的圖像與符號 

認－2－3整理文化產物訊息間的關係         

身－1－2能在生活情境中，模仿操作各種器材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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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習區的規劃與布置 

  

 

圖 4-4 小班教室與學習區規劃平面圖 

資料來源：亮亮和小汝汝提供 

 

而圖 4-4 是亮亮和小汝汝教室31的整體環境和學習環境規劃平面圖，表 4-24 是她們教

室的語文區、美勞區、積木區和益智區的規劃重點與布置情形。 

 

 

 

 

 

 

 

 

 

 

 

 

                                                      
31

 亮亮和小汝汝帶同一個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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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  

學習區規劃重點與布置情形 

 

 

 

 

 

 

 

 

 

 

 

學 

習 

區 

規 

劃 

與 

布  

置 

設計緣起：為了兼顧孩子各方面的均衡發展，我們將小班教室區分為五個學

習區，分別為語文區、益智區、美勞區、積木區與娃娃區，剛開始也依新生

剛入學時的情況與適應後而增加學習區中情境與教具的布置共五區。 

語文區（看書區）規劃→提供孩子溫馨環境，每週一本好書介紹，培養孩子

喜歡閱讀的習慣。 

◎開放人數→放人 

◎語文區規劃理念→最主要希望藉由佈置舒適及孩子喜愛的圖書環境，來引

起孩子對閱讀及語文的興趣。語文區書的資源包含常規

類、動物類、立體書類…等等，歡迎孩子自由欣賞閱讀。

小葡萄孩子剛接觸團體生活之際，對於每位孩子的聽與說

都有不同的經驗，因此，想營造安靜、自由的閱讀氣氛，

希望培養幼兒閱讀的興趣。 

◎素材與工具→紙、色鉛筆、蠟筆、彩色筆、繪本、遊戲書、偶 

等。 

 
 

積木區規劃→提供不同大小積木讓孩子搬拿抓握放等粗、精細 

動作的發展。 

◎開放人數→放人 

◎積木區規劃理念→此區是班上孩子很喜歡的學習區之一，最主要是因為積

木具有挑戰性，孩子可以依照自己的方式去操作，對孩子

來說沒有對錯，孩子可以藉由不斷搭建，克服困難而擁有

成就感，在積木區中我們因為是小班，所以我們先用簡單

的軟式積木做為考量後，加入小動物、車子、空心積木等

配件，滿足孩子搭建的創作的樂趣。 

◎素材與工具→空心大積木、配件-車子、人、動物、積木、水管、積木建構

圖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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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娃區規劃→佈置有家的感覺，家庭扮演、烹飪等穩定孩子上學情緒。 

◎開放人數→放人 

◎娃娃區規劃理念→娃娃區一開始我們呈現都是和孩子生活經驗貼近的物

品，例如：手機、包包、碗、鍋子…，在學習區常規建立

完成後，孩子更加適應團體生活後，配合討論，再加入更

多元的學習資源，以增加孩子的學習經驗，透過與同伴的

互動學會照顧與同儕溝通，進而關心周遭的人。 

◎素材與工具→矮櫃、小床、娃娃、皮包、電話手機、眼鏡、量杯、鍋子、

瓦斯爐、大小鏟子、碗、盤子、體重計、烤箱、蔬菜水果模型、

刷子等。 

 

  
 

美勞區規劃→提供多元素材鼓勵孩子運用小肌肉進行畫畫、撕、剪、貼、穿、

打洞等，作品展示區讓孩子把自己完成的創作展示出來與大家

分享。 

◎開放人數→放人 

◎美勞區規劃理念→提供豐富的工具和材料，讓孩子有自由創作學習的經

驗，滿足孩子們愛畫畫、撕貼、剪、打洞、穿、拼湊及塗

鴨的慾望，透過多元的素材，引導孩子與材料對話，發揮

孩子的想像力，透過我們的尊重、鼓勵與欣賞，讓孩子的

創造力可以無限延伸。 

◎素材與工具→提供多元素材鼓勵孩子運用小肌肉進行畫畫、撕、剪、貼、

穿、打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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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智區規劃→提供孩子探索環境培養空間概念、邏輯、序列、配對、數理等

操作教具。 

◎開放人數→放人 

◎益智區規劃理念→益智區的教具分為兩個部分，一為操作性教具，另一個

則是組合性玩具，在操作性教具，期待透過反覆性操作，

培養孩子的穩定性及專注能力，並藉由適當的引導方式，

讓孩子在操作過程中發現不同的問題，及解決策略。 

◎素材與工具→雪花片、幾何圖形、數概念 1-5、拼圖、序列、豆子分類、

軟骨積木等。 

 

  

 

資料來源：小汝汝提供 

 

這都要感謝我們在團體中的討論......。像剛開始語文區的入口我和亮亮就覺得怎

麼看怎麼怪，而那天妳［研究者］一進［教室］來馬上也發現問題，和妳［研究

者］討論過後，才有現在的樣子。也要謝謝鴨咪對我們各區素材與教玩具的提供

意見和指導。（小汝汝/20160216/電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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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別於過去她們兩個人的班級的學習區規劃，也有別於前兩年32（102 學年度）

的小班課程和學習區規劃，當時小班的幼教師們堅持要進行主題課程，因為她們認為

這樣比較有在上課的感覺，因而對於學習區的規劃較無感。或許就像小玲子所言 

 

輔導和我們的團體比較不一樣，雖然都是在談新課綱，但我覺得在輔導的時候大

家似乎比較不會提出問題，比較多都是妳在說而我們在聽，雖然妳也問我們有沒

有問題，但......。我覺得我們在團體的討論才會把真正不懂的地方和妳討論。......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可能我們很熟了吧！那樣好像才有真正的學習。（小玲子

/20151223/正訪） 

 

3.學習區的教學引導 

4 位小班幼教師具意識的將學習區的常規融入主題課程當中，表 4-25 和 4-26 是其

學習區常規藉由主題課程的探究之教學實施情形。 

 

 

 

 

 

 

 

 

 

 

 

 

 

 

                                                      
32

 102 學年度我擔任卓越幼兒園的新課綱輔導學者，對於當時的小班課程，我也提出相同的建議，以

學習區為主主題課程為輔的課程取向。也請當時在帶幼幼班的鴨咪在教保會議分享學習區的規劃與布

置，但成效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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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5  

學習區教學活動紀實 1 

班級 小葡萄班 教學者 小汝汝.亮亮 

主題名稱 可愛小葡萄 日期 104.10.02 

活動名稱 這樣的人數對了嗎？ 活動時間 9：00~11：30 

課程目標  

認-1-1蒐集生活環境中的數學訊息 

 

活動目標或學習

指標 

活動內容及過程 教學 

資源 

 

 

 

 

 

 

 

 

 

 

 

 

 

 

 

 

 

 

 

 

 

 

 

認-小-1-1-3 

覺知生活環境中

的數字符號 

 

一、 啟始活動/引起動機 

    (一)兒歌-5隻猴子盪秋韆 

    (二)亮亮玩積木 

    (三)討論亮亮為什麼玩積木生氣了 

 

二、 發展活動（T是幼教師，S 是幼兒） 

T：上一次說一個故事，記不記得？ 

S：記得，亮亮上學去。 

T：對，是小亮跟小綠去學校積木角玩積木的故事(故

事回顧)。 

S：小朋友把它破壞掉。 

T：他不是把它破壞掉，是不小心！ 

T：積木區太多人，不小心把它踢倒，再把它蓋好就

好了！ 

S：小綠與小亮與小葡萄教室都一樣(積木、畫畫區…) 

T：我們教室比亮亮的教室多了魔術區。 

在上週進學習區後，老師發現有很多小朋友會拿著玩

具(教具)到別區去操作，有孩子發現人太多了，座位

不夠了，老師發現有些地方人很少，位置很寬，有些

位置太少了？ 

  (一)為什麼會這樣呢？ 

S：但是沒位子餒！ 

T：等一下。 

S：等一下會受傷。 

T：我們有討論積木區、娃娃區、畫畫區、書書區、6

個人去 

T：哎呀，怎麼辦？S：積木區？有幾人？ 

S：唱歌，唱出積木區？有幾人？ 

(二)怎麼數，都數不清楚。小朋友動來動去，要數 1.2.3

木頭人？怎麼知道滿了，有幾個人？怎麼知道幾個

人？ 

兒歌及繪

本 

加上自編

故事 

 

 

 

 

 

 

 

學習區情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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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因為 6個人 

T：怎麼數？ 

S：因為那裡有 6個葡萄，有貼 6個小葡萄 

T：超過 6個小葡萄就不能進去了。 

(三)教室除了積木區有葡萄還有哪裡有？ 

S：娃娃區 6個人 

T：你從哪裡知道有 6個人 

S：因為積木區和娃娃區有 6 個葡萄 

T：那我要找圖書區，怎麼進去？ 

S：那裡有 6個人(手指桌子)數 1.2.3.4.5.6共有六個位

置 

 

 

 

 

 

 

  

 

(四)我只能坐這裡嗎？可是老師有放墊子也可以坐？

這裡也可以？那裡也有人？這樣我會數不清楚。 

S：可是有人去上廁所。 

T：回來時我的位置不見了。 

S：就去(別區)哪區玩？ 

T：我先選的！想看巫婆書，我不想換區有什麼方法

更好？ 

三、 綜合活動 

(一)荷花荷花幾月開？ 

(二)小豬搬家大風吹-熟練認識 6以下。 

 

 

 

 

 

 

 

 

 

 

 

 

墊子 . 呼

拉圈 

數字卡 

 

資料來源：小汝汝和亮亮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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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6  

學習區教學活動紀實 2 

班級 小葡萄班 教學者 小汝汝.亮亮 

主題名稱 可愛小葡萄 日期 104.10.05 

活動名稱 我的牌牌會排隊 活動時間 9：00~11：30 

 

課程目標 

 

 

認-1-1蒐集生活環境中的數學訊息 

 

活動目標或學習指

標 

活動內容及過程 教學 

資源 

 

 

 

 

 

 

 

 

 

 

 

 

 

 

 

 

 

 

 

認-小-1-1-1 

覺知數量的訊息 

 

一、 啟始活動/引起動機 

故事~小豬咕嚕不見了—怎麼數都少了一隻…運用了

排隊方式老師好算人數了！ 

T：如果我們也像排隊一樣會不會比較好算人數。 

S：就像積木區和娃娃區一樣 

二、發展活動 

    孩子在參考了積木區及娃娃區的葡萄控制人

數，發現孩子較不會排錯！ 

(一)為什麼積木區及娃娃區的人都不會有排錯，要六

個人就有六個人？ 

S：因為地上有葡萄？排滿了就不可以進去了 

 
(二)是不是跟積木與娃娃一樣， 

小朋友就不會排錯？ 

S：跟著葡萄排就好了 

T：畫畫區有葡萄嗎？聰明區、畫畫區沒有葡萄？只

有 2區有，有 3區沒有怎麼辦？ 

S：把它跟積木區一樣都貼葡萄？大家都可以去。 

S：因為這裡很髒不能貼葡萄，因為地板很髒，沒有

鋪墊子。 

T：哲說有葡萄是好方法？老師想另外一個方法，有

葡萄的位置又有位置可以貼上。 

T：是要貼葡萄？還是不一樣的。 

S：因為地上沒有鋪墊子？脫鞋會受傷。 

T：那是不是可以貼在櫃子上？就知道這裡有人？ 

S：像積木區和娃娃區 

S：是綠色葡萄和紫色葡萄 

繪本 -小

豬咕嚕不

見了 

 

 

 

 

 

 

 

 

 

學習區情

境 

 

 

 

 

 

 

 

 

 

電腦及單

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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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那我們要用什麼圖案？ 

S：花花圖案？ 

T：顏色是顏色，它不是圖案 

老師利用電腦圖檔來找適當的圖選出了 

蕃茄、蘋果、花…共 3種 

S：圖片要有 123才會看 

二、綜合活動 

進學習區及介紹教具 

 

 

 

 

學習區教

具 

資料來源：小汝汝和亮亮提供 

 

（四）掌握人際溝通與經營技巧 

因為在教學難題主題當中，有協作者提出搭班老師的問題，在敘說該難題之時激

起了不少的對話與討論，而且幼兒園中兩個女人的話題常被提及與關注。協同教師的

議題也藉由協作敘事團體的運作方式與架構，並在敘事式知識系統建構的同時，幼教

師似乎較能易地而處的站在彼此的立場，開始有意識地試著透過不同的視框來看待搭

班的老師。 

 

因為上次的討論大家有提醒我或許蓉蓉老師不是偷懶，而是有可能不太有自信，

於是回去以後我找到機會跟她說，關於課程的進行，妳要什麼協助妳要跟我講，

都可以提出來討論。像這個禮拜我發現教室最近的秩序都有進步，我就跟她說

「很不錯喔！」。只要她跟我提到課程之後的走向，我都會持正面的肯定，我

真的真的就開始放手，讓她試試......，我發現我因此看到蓉蓉老師很不錯的地方。

（20150731/協作）  

 

這個事再經由團體分享與建議後，我學會用不同角度來看待事件的發生，事件

的起因也許背後有許多的因素......。（小婷子/20150718/省思） 

 

若用「與同儕建立良好之人際關係，互助合作共同推展園務與教學」的專業表現指標

來檢視妹仔和小婷子的行動，協作敘事團體的運作方式算是有初步的成效。 

貳、研究者身分的解構與建構 

我和 8 位協作者共同經歷一段長達一年半的敘說旅程，我們說自己的故事，也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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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人的故事，在生命經驗的相互關照與感染之下，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啟動幼教師在

專業發展的開展與行動力。而我也在這樣的歷程當中，因為探見在她們生命當中我駐

足的角色與意義，由此也引發我對自己身分的跨越與解構；更為協作是共享、互惠和

交互影響的學習歷程(Hord, 1987)提出證成。 

一、「研究者」身分的解構 

本研究的目的有二：一是探究以協作敘事取徑促進幼教師專業發展的歷程，二是

探究以協作敘事取徑促進教師專業發展的成效。而論文形成的最初衷是希望透過協作

敘事的方式來提升幼教師的專業成長，但若對兩個研究目的進行檢視，會發現第一個

目的會是本研究主要的運作重點，而第二個研究目的似乎是附加的產物，這似乎隱含

著幼教師是服務本研究的身分。我不知道在我的意識中真正存有的研究關懷為何？在

徵詢協作者要成立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之時，因為怕團體無法成行，而違背了研究參

與者的「自願性」。但在「互為主體」的研究取徑之下，協作者主體性的問題首先衝

撞著我，讓我開始有所覺知。由於團體關係會影響到團體的成效，因而幼教師協作敘

事團體運作初期的重點在團體關係的建立，本研究借用了 Martin (1987)的關懷、關注

和連結作為團體關係建立的指引，而因為徵詢協作者之時讓我意識到協作者主體性的

關注，因而常常提醒著我自己的研究者角色，直到「教師兼任行政影響幼兒安全事件」

和「雙輔導案」的事件，讓我驚覺到如果我和協作者的關係沒有產生真正的連結，那

樣的關懷與關注都只是表面上的，是無法引發出真實且深刻的團體關係。亦即我和協

作者們之間所產生的連結關係是不對等的，是一條虛線而不是實線，我覺醒到我所真

正關心的是我的研究，但研究歷程中我經過不斷的具批判性自我反思與對話之後，我

的研究者身分開始有了移動，我也將我的研究從原本的敘事轉向行動敘說，於是一條

紮紮實實的連結線把我和她們牽引起來，不僅拉近了我與協作者之間的關係，也讓團

體的關係升溫並邁向穩定，而建立出團體的凝聚力。 

本研究因為研究者身分的解構和研究方向的調整之後，讓我更能領略到質性研究

取徑的真正意涵，因為我實際的在體現當中，且質性研究的「互為主體」對我而言已

不再只是口號而已，它可是真真實實的在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的運作當中踐行著。如

今我再對兩個研究目的進行檢視之時，兩者的重要性很自然的是趨於平衡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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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專家」身分的重看與建構 

教育部開始於 2006 年推動「幼兒園輔導計畫」，希望藉由輔導人員（學者或資

深幼教人員）進入幼兒園，協助幼教師解決教學問題，發展園所教學特色，促進教師

專業成長，並藉以提升幼教品質。此計畫今年邁入第十年，歷年來有不少的討論，而

為了提升幼稚園輔導計畫的成效，教育部也委託一群研究團隊，戮力輔導計畫的落實，

並作績效的評估，幾年下來因而有不錯的成果，除了逐步建立輔導績效的資料庫，也

逐步建構了完整的幼稚園輔導模式，如今整個輔導計畫的實施、作業原則、與相關的

辦法，已臻具完善（全國教保資訊網，2015a）。目前幼兒園輔導計畫也因應《兒造法》

的公布與《新課綱》的公告實施，分為「基礎輔導」、「專業發展輔導」及 「支持服

務輔導」（教育部，2016b）。幼兒園輔導計畫的特色之一是希望「發展在園輔導模式」

便於幼教師兼顧實務工作及進修，可提供幼教師專業成長的選擇。輔導人員開始在幼

兒課程發展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從校外課程專家支援幼兒園學校課程的推動工作

開始成為重要的助力。 

我也於2007年開始應邀擔任輔導人員，協助幼教師解決課程與教學的相關問題，

藉以促進幼教師的專業成長；2014年也曾為文對自己過去五年的輔導經驗進行回觀與

省思。而本研究是以協作敘事的方式來協助幼教師進行專業的成長，我在當中所扮演

的角色，和輔導計畫中輔導人員的角色有很多相通之處，都是以校外課程專家的身分，

協助幼教師提升專業的發展。而這一年半因為和8位幼教師共同經歷這一場專業發展

的饗宴，我也對自己作為「課程專家」的身分有所解構。 

（一）「課程專家」的意涵 

對於校外的課程專家，在國外的文獻有稱之為「課程工作者」 (curriculum 

worker)(Harris,1967; Toepfer,1977)、「課程諮詢者」(curriculum consultant)(Maxwell, 

1991)、「課程督導」(curriculum supervisor)( Harris, 1967; Mason, 1970; May, 1991; 

Toepfer(1977) )和「課程專家」(curriculum specialist)( Eisele & Wootton, 1971; Mason, 

1970; McIntyre, 1979)，而國內學者周淑卿（2004）和簡楚瑛（2009）以「課程專家」

稱呼之，為便於在學術上溝通的便利性，本文也以課程專家33來指稱。Toepfer(1977)

                                                      
33

 雖然 Mason(1970)中，指出“supervisor”與“specialist”兩者之間的意義存有些許的差異，但不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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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課程專家的工作內涵有：課程計畫和課程發展的協調、課程理論的定義與應用、

課程研究的設計與實施、提供在職的進修與研習。亦即課程專家是指擁有與課程相關

的知識、技能、資源或從事課程相關研究，並能提供教師對於教學現場相關問題的協

助與解決，以進行課程與教學相關問題的解決與革新的人。 

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運作的目的，在促進幼教師具備幼兒課程設計與教學實施能

力、規劃適性的學習環境與發揮班級經營的效能、掌握人際溝通與經營技巧和致力於

教師專業的開展與成長；在整個過程當中我身兼研究者和團體引導者的雙重角色，不

過在整個歷程當中以擔任團體引導者的課程專家角色為主要的身分。而教師主體性的

關注是團體運作的重要精神，因而我不以強調決定、控制和灌輸重點的直接取向

(directive approach)( Harris, 1967))或購買模式(purchase modle)( Goodman, 1995)，而以

民主取向(democratic approach)的強調是以啟發、促進、協作和溝通的課程專家角色自

居。團體運作之初，因為「以協作者主體性居上位」的意識，怕干涉到協作者的主體

性，我並未對協作者敘說的內容，和對話的方式進行過多的干預，使得團體的敘說流

於表面「團體運作至此我發現因著故事的敘說而引發的學習力似乎不夠。......我怕幼

教師協作敘事團體如果繼續用這種方式下去，恐怕帶不出什麼專業上的成長......。」

（研究者/20150206/ROA）。我思考到所謂的啟發和促進的專家身分，並不是一味的尊

重和寬容就能神奇的讓幼教師的專業有所成長，小玲子也提到「成長總是要付出代價

的」（小玲子/20151223/正訪）。於是我轉變團體的運作方式，諸如敘說與書寫並重、

三階段反思和行動力的分享。 

但現在看來因為不想讓自己成為「技師」的課程專家(張素貞，2014；McIntyre, 

1979)，卻因為對自己課程專家身分的定位未具真正的覺醒，而影響幼教師專業的成

長與本研究的結果。以下是我因著本研究而對自己課程專家身分的重看與建構。 

（二）我的課程專家定位 

Habermas 的《知識與人類旨趣》在談不同的知識理論，Maxwell(1991)和 May(1991)

兩個人同時借用其知識論，提出三種課程專家的取向與衍生的方式，因為不同知識論

假設隱含著不同的價值體系與意識形態，就會衍生出不同的課程專家的定位，而在協

                                                                                                                                                                  
響本文用詞上的意義。 

 



228 

 

助教師進行專業的成長與發展之時，因而產生不同的諮詢角色而和團體的成員產生不

同的關係。  

技術(technical)取向：將知識視為一套規則和既定的程序，是獨立於人類經驗之外。

課程專家的角色在協助教師符合既定的規範與政策，課程專家提供明確的處方來指導

教師進行課程與教學的革新，這類的課程專家較是以「專家」的角色自居，和教師之

間所產生的是一種指導或監督的關係。實務/詮釋(practical/interpretative)取向：認為知

識是人與人在文化、歷史和社會情境中透過互動而主動建構，其強調知識是在一致/

共識(concensus)中的建構；這類的課程專家會關注幼兒園的文化脈絡、幼教師個人的

生活世界以及教室中的實務困境，並協助幼教師對於自己的課程有更多的理解，這樣

的思維之下所產生的是一種諮詢或共構的關係。而解放/批判(emancipatory/critical)取

向：認為學習者擁有知識真確性的絕對主權，而非來自專家或教科書擁有此主權；著

重在促進幼教師的反思行動及批判探究的意向，並強調幼教師和輔導人員都有機會，

與權力進行知識的建構與批判，的一種增能的關係 。 

若用這三種課程專家取向來檢視我在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運作當中的角色，實務

或詮釋取向和本研究的立論基礎是一致的；而技術取向是我在研究規劃之初就一直有

著避免有此思維的覺知，但我卻沒有去驚覺到它會是在我的團體運作當中有時要存在

我和幼教師之間的關係取向；而對於解放或批判取向所帶出的增能的關係是我的研究

重點，但在運用之時卻是用實務或詮釋的取向來達成這樣的學習關係。在團體關係建

立的章節中有提到我因著研究者身分的移動，才真正打開觀視幼教師生活世界的視框 

，所以才將本研究朝向一種「研究即實踐」的開展，但在運作之時似乎沒有真正去引

發協作者對相關的議題有所探究與辯證，例如，在新課綱的議題當中，因為在忙於對

新課綱的精神能真正有所學習，並在現場運用之時能有所掌握，但之後卻沒有引發協

作者進行思考與討論「新課綱」的身分，以對新課綱的身分有所辯證之。例如，從新

課綱產生的背景脈絡開始談起、讓幼教師與新課綱「對話」和新課綱中所內涵的知識

權力問題，這樣的目的不是去否定和批判新課綱，而是透過這樣的辯證歷程可讓幼教

師對新課綱的學習更深刻之外，更重要的是幼教師在現場運用之時，能在新課綱的內

涵之下轉化並走出符合其幼兒園的特色來；解放或批判取向在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的

 



229 

 

運用比較多是我和幼教師彼此各自抗拮組織文化的計畫而已。 

在這樣的思考之下，我發現課程專家的角色不是「這個」或「那個」，但也不是

折衷過後的四不像的身分。後殖民理論學家 Homi Bhabha 的「第三空間(Third Space)」

的概念，給了我在上述三種取向之下，可以保有的課程專家身分的定位。第三空間源

於文化的認同觀論述， Bhabha 因質疑本質論的認同觀而提出「混種(hybridity)」隱喻，

混種強調的是「在 ...之間(inter)」是不同文化之間的轉化與協商，是一種「游移

(in-between)的空間」，能保有各該文化的重要意涵。」(Bhabha, 1994, p. 38 )而第三空

間的概念也被應用到課程的研究上（歐用生，2010）。我的課程專家定位應是游移在

這三個取向之間（圖 4-5），而產生的第三空間的課程專家身分。 

 

 

 

圖 4-5 課程專家定位 

 

參、協作敘事取徑啟動教師專業發展的關鍵力量 

一、教師主體性的關注  

2006 年開始因為擔任幼兒園的輔導學者，讓我有機會再次近距離的走入幼教師的

生活，而引發對幼教師專業發展有所關懷。文獻指出以教師為基礎的教師專業發展取

徑，是教師專業發展成功的一個很重要的成分 (Putnam & Borko, 2000)，是一種「能

對教師個人背景、經驗和所處角色的情境脈絡有所回應」的專業發展(NAEYC, 1994)，

是對教師生活世界和生命經驗的主體性關注的發展方案。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的課程

規劃便是以此為根基，規劃從幼教師生命與教學故事為主的相關議題，透過相互敘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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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去探查幼教師潛藏的教學經驗，並加上協作者、研究者、專業文本甚至是和

社會脈絡的對話，讓幼教師隱晦的知識被看見、重整與重構。 

而「教師主體性關注」這句話看起來簡單，但實際上在運作之時若研究者沒有在

整個研究的歷程當中對此有所反思，常常會有違背教師主體性的行為出現。記得剛開

始在徵詢協作者的歷程當中並不順遂，我急著要讓此團體成行，而在閱讀與反思當中，

才發現我走在違反「互為主體」的邊緣。而也因為在研究之初的這個發現，讓我之後

在引導協作團體的歷程都能隨時對此有所檢視。而也因著這樣的覺醒，團體不但成行，

關係也隨之暖化接下來也升溫。另外，Thayer-Bacon(1995)提到個人聲音它是主體與

自我的展現，是知識形成的重要開始，而協作敘事議題的規劃，都是從幼教師生活而

來的故事。是以對教師主體性的關注是啟動教師專業發展的關鍵因素之一。 

二、團體凝聚力的建立 

在具有凝聚力的團體氛圍當中，團體成員在團體中會感覺到溫暖、自在與安全

(Yalom,1995)，「我知道在我們的團體中我可以想說什麼就說什麼」（亮亮/20151225/

私 Line），「當在講園內的問題之時，剛開始會有顧忌，但後來發現老師妳是和我們站

在同一邊，我才敢講很多事情。」（ㄚ頭/20151215/私 Line）因而在團體中我們才能聽

到教師真實的聲音(Clandinin,1993a)，並引發協作者能真誠的面對處境與反思，也才能

進而彼此影響和產生改變，其是團體運作的根基。而反思為協作團體運作的重點，一

個反思性思考的人要擁有開放的心、全心全意和責任心的態度(Dewey, 1933)，而團體

凝聚力關係的建立就會影響到協作者是否能擁有一顆開放、全心全意和責任之心。另

外，團體凝聚力所帶出的互信氛圍，更是協作敘事團體能進行真實性對話的關鍵(Freire, 

1970/2003)。 

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的凝聚力是由於研究者身分的解構，與協作者身分的移動的

運作所形成與建立。前面提及研究者和協作者兩者之間就好比是齒輪的關係，兩齒輪

緊密咬合和互相驅動之下，也帶動了團體凝聚力的第三個齒輪轉動。而在幼教師協作

敘事團體的運作歷程當中，我們也發現齒輪的關係也存在於凝聚力和專業發展之間，

亦即團體凝聚力是帶動教師專業發展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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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幼教師自我（身分）的覺知與建構 

Goodson 跳脫「教師角色」的概念，強調每一個教師的生命經驗和背景脈絡各有

不同，都會影響其教學和實務，以「教師為一個人」的隱喻再概念化教師的專業發展。

因而協作敘事團體從幼教師自我的故事開始敘說，要讓幼教師去回觀其成為教師

之路。我們從協作者小時候開始談起，家庭、學校、求學和在職的經驗，都是我們敘

說的重點。讓幼教師去回溯過往的關鍵生命經驗，將其和成為幼教師進行連結，更透

過教學故事的回觀，讓幼教師去建構自我的知識(Henderson, 1992)並找到「我是誰？」，

這個我包含著個人與幼教師的身分。透過「敘事認同」的歷程，協作者覺知到了自己，

解構了過去所認為的自我，而這樣重製的自我身分，也影響到其幼教師的身分。 

在黑支的故事中我看到她就像一隻破繭的蝴蝶一樣，昂首闊步的努力在家庭關係

的經營和幼兒園事務的處理。鴨咪也因為戴著不同的視框來看待與父親的關係，並連

結到自己為何能在教學上充滿創意的小時候生活；而原本認為精疲力竭的幼教工作，

也因為這樣的回觀而有了過去幼教師生涯的整理，找到了對自己專業的肯定。而小婷

子和小玲子也都在這樣的自我相互敘說之下，找到了對幼教師身分的認同。因而，協

作敘事團體之所以能啟動幼教師專業的發展，我認為是幼教師經歷了一趟身分探尋之

旅。 

四、反思性思維的運作 

敘事的學習重點在教師的反思 (Ritchie & Wilson, 2000)，Dewey(1933)提到最好的

思考方式是一種反思性的思考，是一種將事物持續的進行有意識和深思熟慮的一種思

考方式。在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中協作者回觀其生命與教學故事，是一種藉由將經驗

的包裹打開之後，讓幼教師所存有的內隱知識和個人理論被揭露和進行檢視，而形成

公共理論的可能(Day, 1993)，而能否從個人理論轉化為公共理論的重點就在反思性的

思考，因為教師自我是決定自己是否學習和改變的主要能動者，因而自我反思對於教

師專業發展有極大的價值（陳美玉，1999）。 

Henderson(1992)指出對自我的關懷、建構學習理論和具藝術性的問題解決是三個

反思實務的要向；其中自我關懷的重點在說明一個好的教學要從關懷自我開始，能對

自我有所關注進一步就能檢視自己的生活，可透過傾聽自己深層的慣習、關鍵事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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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觀和自我對話來建構專業的知識。在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的運作中，不管是自我敘

說或相互敘說，會請協作者藉由三階段省思的方式，讓幼教師將經驗進行反思，也鼓

勵協作者將團體的反思帶回現場之後，進行行動後反思的方式，如此反覆讓個人理論

能修正成為公共理論的可能。例如，對學習區教學一直很有心得的鴨咪，也透過反思

性思考與實務的運作，整理出一套「如何開學習區和學習區常規」的專業實踐知識與

理論。而其他協作者雖沒有像鴨咪一樣有實踐理論的產出，但也都在敘說之後因為讓

個人聲音變成公共聲音，而使得他們所存有的實務知識有被檢視與修正的機會，在經

過反思性思考之後轉化並運用於現場當中。 

因之，反思性思考在教師專業發展中佔有核心的關鍵，是師資養成教育中備受關

注（林育瑋，1996；Gipe & Richards, 1992; Kelly & Cherkowshiw, 2014; Posner, 1996），

而也是在職教師需要提升和發展的關鍵能力。 

五、協作者、研究者和專業文本三方視域的對話與交融 

「對話(dialogue)是 A 和 B進行溝通以及再交相溝通......，只有對話才能產生力量

與意義。......只有對話才能有真正的溝通 」 (Freire, 1973, p.45)，它是透過聽者和說者

在特定的情境互動之下進行交互作用，是教師知識建構和促發教師專業發展的要項

(Florio-Ruane,1991; Gitlin, 1990)。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的運作都是藉由協作者事先書

寫自己的故事，之後在團體中敘說，再來請協作者之間先採一對一，接下來是彼此之

間，再加入研究者進行對故事的討論與重看，也會提供相關的實務和專業文本的視框。

對話就在這樣的歷程當中啟動，首先協作者在進行自我敘說之時，在其內心會出現一

個我在跟自己對話，就會有「某個我」出現因為「『我』在敘說之時，就被創造了」

(Denzin, 1995, pp.11)，接下來再藉由同儕彼此的再看(peer review)(Goodson, 1994)或同

儕促進同儕(peers helping peers) (Hord, 2004)的運作，也加入研究者與專業文本的對話 

，透過這樣多重的對話方式，是經驗能有所意義化的主要關鍵。 

Thayer-Bacon(1995)從建構思維的觀點來談知識的建構，強調認知要從知者的已

知開始，並認為個人經驗之所以能形成知識的關鍵就在對話，亦即知識是藉由統整自

我與專家、私我與理論、主體和客體之間的統整而產生；是教師個人聲音和多重的公

共聲音彼此對話與交融而建構的知識。協作者、研究者和專業文本之間的觀點是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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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的對話與辯證的過程，其產生的意義是多重建構的結果，也促進教師專業發展的

主要關鍵。 

肆、協作敘事促進幼教師專業發展的難題 

同樣的協作敘事取徑對促進幼教師專業的發展也有其限制所在。幼教師協作敘事

團體的運作在帶領幼教師進行專業的成長與發展之時，存在著部分的難題，茲將這樣

的難題提出，以供未來欲進行以協作敘事取徑促進教師專業發展的參考。 

一、部分幼教師的成長有限的問題 

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的運行將近一年半，從研究結果發現確實有它一定的成效在。

不過若對 8 位幼教師進行比較與檢視，會發現他們之間存在著些許差異，而這樣的現

象其實在團體運作的中期就可以發現，因而在團體的運作之時，我會針對這幾位幼教

師與之進行更多的引導與對話，但所呈現的結果還是有限。 

經由團體運作而對其專業有所提升的幼教師，我發現她們具有一些特質，對於分

享的內容可以侃侃而談，尤其能真誠的分享其教學上的難題，也踴躍參與議題的討論

與對話；對於所敘說的主題都能盡可能事前書寫成故事文本，或以重點摘要的方式，

事先對所要分享的故事進行回觀；對於所書寫的省思與心得都能與自己生活/教學現場

的問題或處境相呼應。 

若對照上述的說明，在團體當中有兩位協作者分別在課程與教學知能，和自我開

展能力的提升是不足的，教學難題與課程實踐困境可說是協作難題運作的重點，但會

發現這兩位教師的教學難題並不多，如果有的話在敘說之時發現內容常常是短短的，

不但交代的脈絡訊息不足，有時會發現似乎不是一個難題，或許是抱怨而已。在訪談

8 位協作者當中，大家都不約而同地提到「心房」，若心房未能打開使得分享有所保留，

那麼對經驗就無從解構與進行意義化。而這兩位協作者當中有一位協作者就跟我分享

「因為我自己也不太主動去跟別人談起自己，我覺得這些事都是稀鬆平常的，沒有什

麼特別值得一提的，可能是我自己的個性的關係。......這應該是自己的挑戰吧！」我

想這是協作敘事團體的限制之一，亦即並不是每個人都習慣於在大家面前發聲與揭露

自己。而另一位協作者的個性就較為外向，雖能盡情在別人面前揭露自己，但較少深

刻的去談論自己的限制與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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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想要去歸納什麼樣的人格特質無法真正的在大家面前真正的揭露自己，似

乎不太容易。過去會認為內向、不多話的人可能不適合用這種方式來進行成長，但不

然，在團體中有一位協作者，平常就是沉穩不多話的人，但她的作業常常是最準時繳

交，在團體當中的對話精簡，但總是能一鳴驚人，每每從其省思札記的內容中，都可

以發現其深刻的反思與學習歷程。 

不過對於這樣的困境，有三位協作者建議 

 

有一次老師您來我的教室看，就指出了我一直以來沒有辦法突破的問題，讓我有

豁然開朗的感覺。我就想到其實透過私下的方式和這樣的老師互動可能較

好......。 

 

有人不習慣在大家面前讓人指指點點，如果私底下去找她談，我想她會接受的。 

 

有人確實私下比較好溝通，我想老師您在團體中適時的提點之後，再去個別找她，

但就不要再到團體中講，讓她較自在。 

 

三位協作者的建議真是一語驚醒我這位夢中人，我自己身為研究者卻忘卻了「協作敘

事」的意義，而拘泥於一定要在「團體」當中運作，忘了我跟協作者之間也是一種協

作的組合。 

二、成長是否引發行動的問題 

Bruner 提到敘事是由行動和意識兩個架構組成(Lyons & LaBoskey, 2002)，亦即教

師藉由敘事的歷程所引發的意義創塑與學習，之後會在教學現場有所行動與展現。因

為唯有透過實作，才能產生真正的學習(Vella,1995)。「作中學」也是協作團體的運作

重點，因而團體當中會規劃幼教師在團體中的學習，要運用到現場之後再做實作的分

享。不過在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中會出現幼教師的成長與行動之間的比例不對等，例

如在教學難題－學習區的主題中，經過敘說、討論、閱讀與對話之後，發現幼教師對

於該主題有所成長，進現場觀察會發現，大部分教師確實會將所學的學習區相關知能，

轉化在現場的學習區環境布置當中，但也有部分教師的教室並未因著自己的增能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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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上的改變。但因為行動敘說的研究取徑，著重在學習之後的行動與再反思，之後

再行動，於是未有行動的教師也「被動」的有所行動。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雖已結束，

但因為還與卓越幼兒園有著輔導的關係，因而今年的下半年我還常有機會到園所，都

會找時間去問候她們34，有時她們也會針對目前的教學與我交換意見，今年的下學期

初我入園輔導，推估時間正值學習區已經布置好，我也撥空去看 7 位協作者，就會發

現其中一、兩位協作者的學習區回到當時未進行改善的樣貌。 

成長之後是否必定會引發行動的問題，似乎也顯現在其他的專業成長取徑當中。

這樣的困境有協作者提到，如果這個難題對當事者而言是「很重要、一定要解決、勢

在必得」（鴨咪/20160203/非訪），亦即個人要有很強的動機，那樣的成長才會持續和

發生。 

三、團體進行耗時的問題 

協作敘事所耗費的時間和傳統的研習相比，簡直無法估量。所有協作者都肯定這

樣的學習方式所帶來專業上的成長，更感動於藉由這樣的方式生命因此被開展。但團

體運作時間耗時的問題，是我和協作者共同的提到的難題。但若視「教師是一個人」

的隱喻，我們就不難去體會「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這句話的意涵，所以小玲子就提

到「成長總是要付出代價」的。 

四、以引導者的意見與建議為團體依歸的問題 

在「協作敘事對教師專業發展的限制」的文獻探討中，我對本研究中「引導者與

協作者之間主體性的位置思考」的提醒，亦即身為協作敘事團體的引導者要能去平衡

在促發幼教師專業成長的同時又要尊重教師的主體性。但我發現實際運作之時，在某

一些情況之下還是有難度產生，因為幼教師常常還是習慣把我當作是課程專家的角色 

，尤其在談論課程與教學的議題之時，她們往往還是會習慣把我的意見當作主要參考

的依循，有時會陷入協作關係中難以跳脫上對下關係的困境（顧瑜君，2007）。例如

在學習區難題中，我邀請對學習區教學很有經驗與成效的鴨咪在團體中分享，事後鴨

咪表示「大家還是都把你當作是教授，所以你講得大家比較聽得進去，我講的她們都

是聽聽而已，除非你特別把我說的部份再做肯定......。」（20160304/非訪）。 

                                                      
34

 雖然只有一位協作者參與輔導計畫，但我每次都一定會去看看其他七位協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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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man(1995, p.72)在與教師間互動的經驗中也提到類似的狀況 

 

在與現場的教師協作進行專業發展方案之時，雖然我們會不把自己定位在專家的

角色，......。但常常會有的情形是，教師在分享他們的課程內容、教學活動方式、

與學生的關係或親師之間的問題之後，都會期待我們給予回饋。我們發現我們扮

演著將教師觀點「合法化」的角色。因為如果我的回饋是支持教師他們的話，就

會增加他們的信心，但如果我提供較批判性的意見，他們通常會對其思考或行動

有所調整，以符合我所建議的方向。(p.72) 

 

為避免上述的情形，他提出「開放的思想體系」(openly ideological)的觀點，認為在這

樣的「由下而上」的專業發展方案中，不僅是要去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更重要的是

去分享具開放性的觀點和價值，從對話與行動中去逐步的引導教師，避免給予答案和

直接引介相關的理論和事實，如此容易框架住教師的視框。 

Goodman 的觀點讓我反思到，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中對於提升課程與教學知能的

規劃與運作中，因為「協作」雖有知識建構和社會建構的元素，但若引導者的開放思

想體系的行動不足，團體就容易出現另類知識傳輸的學習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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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協作敘事取徑的幼教師專業發展之地景 

 

本章將根據研究發現，提出結論與建議。第一節為在職幼教師專業發展取徑再概

念化；第二節為協作敘事取徑促進幼教師專業發展之成效與展望；第三節呈現身為幼

教人的研究者與幼教師專業發展的故事。 

 

第一節  在職幼教師專業發展取徑再概念化 

本研究的形成是希望在目前的在職幼教師的專業發展方案中，再概念化幼教師的

專業發展取徑，本研究稱之為「協作敘事的幼教師專業發展取徑」（圖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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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協作敘事的幼教師專業發展取徑 

 

一、以關懷和開展生命為根基 

《地球上的天堂》一書在闡述說明華德福的教育內涵，文中提到「孩子是由生命

對自身的渴望而生的。」（徐明佑譯，2012，頁 vii），身為照顧者要找出能讓孩子被感

動的方式來回應生命。回觀我在博士班的學習，以及在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的運作歷

程中，發現若能進行對生命的探尋，大人也會如同孩子一樣，當其內在的生命被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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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化與學習就能啟動，那是一種因為生命被關懷，而引發出主動關懷生命的一種內在

學習力。在本研究的協作敘事團體中，幼教師藉由回觀自己的生命故事，有意識的經

驗自己在原生家庭的位置，更看到這樣的位置如何為社會脈絡影響，而有不同的看見；

求學經驗的敘說讓幼教師經驗求學時期曾經缺少的關懷，而獲得撫慰。Goodson(1991)

將「教師視為一個人」的教師專業發展觀，說明著教師不是一個規約性的角色，而是

自我與教師身分的交融所形成。而透過本研究更發現那樣的交融是在自我的生命被關

照之時而有所展開。個體的生命一旦被開展，幼教師的身分就會被連結，專業也會被

提升，這是一種「由內而外」的專業發展觀。 

由內而外的專業發展強調在尊重、支持、信賴、開放和愉快的氣氛當中，人們更

能產生新的行為、態度和觀念的轉化與更新，因為那是來自主體內在的動力，而非外

塑的方式來進行學習。在協作敘事團體中幼教師因為經驗到生命被關懷與開展，而成

為自己專業發展的主人，雖然同在一個團體當中進行學習，但本研究的 8 位幼教師都

各自為自己量身訂做了符合自己目前專業的提升，與對幼教身分及專業生涯的開展，

這是目前現有的幼教師專業發展方案當中，較缺乏的專業課程發展取徑。 

二、「教師    學習者」身分的跨越與混種 

一般教師專業發展方案的規劃，較是認為因為教師有不足與缺乏，因而規劃課程

使教師獲得不足與缺乏的專業知能。亦即在整個教學的過程當中，教師被認為是擁有

專業，而學習者是缺乏專業等待著教師把專業傳授給他的一種傳統的教學觀（圖5-1）

(Fenstermacher, 1986)。在這樣的教學觀中教師所扮演的是教的角色是主體，而學習者

所扮演的是學的角色是客體。而在以關懷生命和開展生命為根基的協作敘事教師專業

發展中，其強調每一個生命都有被學習的價值之概念，因而若將引導者視為教師的角

色而幼教師是學習者，那教師和學習者之間的界線是很模糊，因為在學習的歷程當中

引導者是學習者而幼教師也是引導者，亦即教師和學習者的角色已交融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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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2 「教師    學習者」的傳統角色 

 

另外，「教師即陌生人」(Greene,1973)的隱喻，提醒著我在協作敘事團體運作歷

程當中，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我也思考到我和幼教師之間也要像陌生人般相遇，要把

我自己這個「課程專家」的身分放入括弧，視我和幼教師彼此是「校內課程專家」和

「校外課程專家」（周淑卿，2004）之間的邂逅，亦即彼此之間是互為主體的關係，

就如Buber所言是一種「吾與汝」(I-Thou)的關係，因為彼此都是獨一無二的生命個體，

教師和學習者是一種教學相長的關係(Greene,1973)，教師和學生同時是學習者也同時

是老師的身分(Freire, 2003/1970)。 

而後殖民理論學家Bhabha提出的身分「混種(hybridity)」和「第三空間(Third Space)」

的隱喻，它說明的是一種不同文化的接合、變形和轉化的文化混種現象，能給予新文

化和身分進行交融、磋商與生成的一個新的空間(Bhabha & Rutherford, 1990；Bhabha, 

1994)。若用混種的隱喻來說明協作敘事取徑的引導者與幼教師的身分，它不再是以

「教師」和「學習者」的單獨身分自居，是一種「吾與汝」關係之下的一種「教師即

學習者」或「學習者即教師」的混種身分，是如Freire (2003/1970)「教師－學生」和

「學生－教師」，那樣的身分不但已脫離傳統教學觀的教師與學習者的角色，也變形

和轉化成在關懷和開展生命的學習氛圍之下的新身分，本研究稱之為「教師    學習

者」，是一種動態、生成並彼此關聯的角色（圖5-2）。 

   

教師 學習者 

注入（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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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3 「教師    學習者」傳統角色的跨越與混種之「教師    學習者」的身分 

 

A圖它代表的是教師教和學習者學的教師和學習者的傳統角色，而協作敘事取徑

的概念本已脫離教師和學習者的傳統角色，亦即協作敘事團體中的引導者不認為幼教

師是不具專業知能的個體，引導者肯認幼教師個人的實務知識，肯定教師的主體性，

教師具有自我開展的學習能力。協作敘事團體中因為協作者的生命被關懷，因而激起

協作者對教學處境的反思，更在藉由敘說者、協作者、研究者和專業文本的對話與審

慎反思的運作之下，因而啟動協作者自我教育和學習的能力。B圖不但在說明幼教師

協作敘事團體踐行初期引導者和協作者的位置關係，是處於團體關係暖化期，也說明

著協作者在進行自我教育的多寡，重疊的部分代表是學習者也是教師的範圍。而C圖

是團體關係進入升溫期時，教師和學習者身分交融的情形，D圖是團體關係的穩定期

A 

B 

D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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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和學習者的身分位置樣貌，它代表著兩種思考，一是學習者是從事自我教育的教

師，一是學習者和教師之間是一種教學相長的關係，教師是學習者而學習者也可以是

教師。 

三、透過多重回觀、反思與解構將經驗意義化 

在每一個生命都有被學習的概念之下，協作敘事取經的教師專業發展方案，其課

程內容主要規劃與幼教師生命與教學相關的故事來進行學習。Dewey(1963)提醒並非

所有經驗都具有教育價值，有些經驗是會妨礙或扭曲學習，因而協作敘事團體的主題

主要集中在幼教師生活世界的難題敘說，諸如當前的課程實踐的困境、過去和目前的

教學難題、協同教師的配搭難題、以及幼兒園組織文化的難題。 

藉由對存在於幼教師生活世界的難題敘說進行學習，亦即協作敘事取徑的課程是

經驗文本和敘事文本的概念，較是Bruner(1985)提出人類認知形式中的敘事式認知，

這樣的認知是發生在人類的行動和意識當中。在協作敘事團體中，協作者敘說那些發

生在其生活世界的經驗，透過書寫前的回觀、書寫、團體中的口說與對話的歷程，使

協作者再現經驗之後對經驗有所覺知與意識，而創塑意義並於行動中開展。這樣的對

經驗回觀、反思、解構、重新建構與產生行動，就是敘事式認知的關鍵所在。 

而協作敘事團體中的書寫前的回觀、書寫、團體中的口說與對話的歷程，都是對

有意義經驗進行多重的回觀，而對於經驗的每一重回觀，不是一種隨意和空思冥想的，

是為了對問題獲得掌握與解決的一連串、縝密與審慎的思考歷程，這樣的審慎省思也

才是Dewey(1933)所言之反省性思維。因為Schutz也曾指出「意義並不在於經驗中，經

驗之所以有意義，是因為它們被反省的掌握」（范信賢，2005，頁2）。在「兩個女人

的故事」難題當中，協作者敘說著和搭班老師之間的不協調而影響教學品質，但因為

這一段故事被多重的回觀與反省，才使得協作者移動了原本觀看搭班老師的視框，也

在協作團體的多重對話與建議之下，引發有別於過去與搭班老師的相處模式，這就是

一段經驗被反省的掌握之下所產生意義化過程，讓協作者對原本個人所存有的視框進

行解構與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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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從對話中學習 

 

只有透過溝通，人類的生命才能產生意義。教師不能去為他的學生來思考，也不 

能強加他的思考於學生身上。真實的思考與現實有關，他不是發生於象牙塔之 

中，而是發生於溝通之中。（Freire, 2003/1970, 頁113-114) 

 

「對話是成人學習的根基，Dia是『彼此』(between)之間，而logos是『字』(word)

的意思，因而Dia+logue＝『字在我們中間』(the word between us)」(Vella, 2002, pp.3)。

另外，Freire也提到教育解放行動的本質是對話，而對話不是發生在行動之前，是和

行動同時進行，若要將人們從傳統的教育束縛當中解放出來，對話就必須持續一直進

行著（方永泉譯，2003）。而「協作敘事」之義是「相互說故事」其運作是鼓勵幼教

師發聲，對發生在她們過去或現在生活世界當中的故事，進行多重回觀與審慎的省思，

而這樣的多重省思與回觀即是藉由自我對話、協作者之間的對話、協作者與引導者的

對話、協作者與文本的對話以及彼此重重交相之間的對話。而對話的重點與內容為對

彼此故事疑義的澄清與提問，有因著經驗回溯而引發情緒之時所給予的關懷、支持與

肯定的語言，也有因著不同的視框而產生的專業與立場上的激辯論述，但也會有激辯

論述之後共構暫時性結論的協商。 

協作敘事團體運行之初，我們敘說著「我們各自的故事」，剛開始有著「我－它」

的關係氛圍，因為凝聚力的產生，轉變成「吾與汝」的關係而變成了說「我們的故事」，

因為彼此重重交相之間的溝通與再溝通，使得對話產生力量與意義。就以幼教師協作

敘事團體共9個成員而言，對話的運作簡直是層層套疊而來，而經驗被反省就是藉由

層層的對話，交相溝通與交互作用所運作，就在這樣的動態且相互學習之下促進了團

體成員的成長。 

五、課程是經驗文本/敘事文本 

因為有著成為一位好老師的套裝課程，所以教師所擔任的角色，就是忠實的將這

一份套裝課程傳授給學生，這樣的教學所具有的涵義是教師擁有一套知識，而這些知

識是學生所缺乏的，所以教師把這些知識傳授給學生之傳統的教學概念

(Fenstermacher,1986)，在這樣的概念之下教師就會使用講述式或直接教學來傳輸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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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目前大部分的幼教師專業成長課程，有著「課程是產品」的觀點，總是有固定的

「套裝課程」。而協作敘事團體引導者所扮演的角色已跳脫「知識載體」的課程專家

角色，他（她）時而是指導者時而是諮詢者甚至是增能者，在這樣的概念之下，幼教

師不是沒有知識也不是沒有能力的「容器」。因而協作敘事團體所規劃的課程主題著

重在以幼教師的教學經驗為團體的課程內容，是從教師實務中學習的一種以教師為基

礎的學習取徑。除了有生命故事和教學故事的經驗文本之外，也提供專業的理論文本，

而這樣的理論文本是與經驗文本做對話與辯證而用。 

六、多元方法的運作方式 

協作敘事的專業發展取徑在團體的運作中，為了讓經驗能意義化而設計多元的方

法，以提升幼教師在專業發展的成效。對經驗的回觀與敘說之所以能創塑意義，而對

個人的世界觀進行解構與建構，本研究在踐行的歷程中，發現是需要透過多元的運作

方法才能有所成效。其方式如下： 

1.口說與書寫並重 

故事的敘說原本僅透過口說的方式，但在運作之時發現由於協作者尚未對所要敘

說的內容進行初步的回觀，致使在敘說之時內容顯得雜亂與模糊，也連帶的使得討論

的方向失焦；因而為了讓協作者的敘說與團體討論更具焦點與方向，於是請協作者事

先書寫故事文本，事先梳理故事的三度空間。如此雖增加協作者的負擔，但卻使得協

作者在團體口說之時，因為更具意識性而能在口說之時，產生和書寫之時對經驗的不

同看見，而團體的討論也因故事內容的聚焦更具方向與節省時間。 

2.相互閱讀書寫文本，相互對故事進行反思 

為了讓反思的運作更多元且深入，也為了讓協作者對於所評論的內容不流於表面 

，聚焦在真正的問題上。第四次的團體運作進行協作者兩兩一組事先相互閱讀敘說文

本，並於團體運作之時對所閱讀的故事進行三階段的反思。 

3.閱讀幼教人的故事文本與專業文本 

為了引發協作者的共鳴，也為了讓協作者經驗敘事的共振效應，除了閱讀8位協

作者的故事之外，也提供幼教圈的故事文本請協作者閱讀並進行省思與討論。而也加

入理論文本的閱讀與對話使協作團體的論述更能形成公共化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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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團體陌生人」加入討論與對話 

團體運行的後期為了翻轉團體既定的論述文化，因而在「幼教師身分敘說」的場

次中邀請協作者共同且還在幼教界服務的朋友，加入協作團體的敘說活動，讓團體的

論述能激盪出有別於團體既定的文化模式。8位協作者在幼教師身分的主題當中，因

為兩位陌生人敘說著卓越幼兒園以外的故事，也分享了卓越幼兒園以外的幼教難題，

因而引發出對於現階段幼教師身分的解構與開展。 

5.多元與多層次的對話 

對話的運作也藉由自我對話、一對一對話和集體對話的方式；而對話的對象除了

團體中的協作者，也邀請協作者團體以外的幼教人，而也透過後設認知的概念設計省

思單，讓協作者於團體運作之後進行對話與反思，也可敘寫不能於團體當中敘說的真

相。 

6.幼教師擔任講座的方式 

團體的運作也會因著主題進行的不同，邀請對該主題有經驗的協作者擔任該場次

的主要分享人。分享人要對團體當中所提出的難題進行事先的準備，並於團體當中分

享與提供其他協作者難題的諮詢。 

7.難題的討論、解決方法的提出與行動 

團體中期運作主題的規劃，主要以幼教師課程與教學的實踐難題為主，在難題的

敘說之後再藉由團體當中多元與多層次的對話，以共構出此難題相關的解決方式，最

後也鼓勵幼教師將合適的解決方案帶到現場當中實踐，再於團體當中進行分享與討

論。 

七、知識是藉由三重敘事    反思    對話    建構    行動建構而來 

藉由協作敘事團體的運作方式，知識就在敘事、互動、反思、對話與辯證當中產

生，而並實踐於行動當中。因而知識是藉由三重敘事    反思    對話    建構 

行動的架構建構與共構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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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協作敘事取徑的幼教師專業發展之成效與展望 

本節根據本研究的結果與發現，呈現幼教師專業發展的成效，並提出幼教師專業

發展轉向，以及進行協作敘事取徑的幼教師專業發展與研究方法的建議。 

壹、幼教師專業發展的成效 

本研究在促進幼教師專業發展的課程，乃根據文獻所整理的 6 大項幼教師專業發

展標準中的內涵來規劃，而其成效係以本研究所發展的專業表現指標來進行檢核。以

下將呈現幼教師在幼教專業發展標準中，所達到的專業表現指標的情形，打✓為本研

究幼教師達到的專業標準與指標，而幼教師專業發展的學習情形在說明本研究的幼教

師在專業表現指標的表現情形，如表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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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協作敘事取徑促進幼教師專業發展的成效 

專業標準 專業表現指標 幼教師專業發展的學習情形 

具備幼兒

發展、學習

與觀察評

量的知能 

了解幼兒發展階段與學習的特性。  

了解幼兒觀察與評量的相關知識。 

依據幼兒的發展與學習特性，進行觀察

與評量，並進行妥善的安置與輔導。 

✓具備幼

兒課程設

計與教學

實施能力 

✓了解課程設計與教學實施的原理原

則。 

◎新課綱內涵與精神的掌握 

◎探究性活動設計知能的提升 

✓參照新課綱的內涵與幼兒的學習特

質，進行課程設計與教學引導。 

◎新課綱融入主題與學習區的

課程設計與教學實施 

進行教學省思，以了解教學的優缺點，

並提出改進。 

 

✓規劃適

性的學習

環境與發

揮班級經

營的效能 

✓規劃適性與安全的學習環境。 ◎學習區的規劃、布置與教學 

✓營造友善關懷的學習氛圍。 ◎適性且適齡的學習環境營造 

掌握教室學習狀況，適當處理班級事

件。 

 

✓掌握人

際溝通與

經營技巧 

 

與幼兒積極互動以建立良好之師生關

係。 

 

主動與學生家長分享幼兒行為輔導的

知識與技巧。 

與學生家長及社區人士建立良好關

係，合作致力推展校務與教學。 

✓與同儕建立良好之人際關係，互助合

作共同推展園務與教學。 

◎協同教師關係的建立與生成 

善盡教育

專業倫理

與責任 

展現教育熱忱，關懷幼兒的學習權益與

發展。 

 

遵守教師專業倫理及相關法律規範。 

關心幼教政策趨勢。 

調整個人情緒，維持教學與健康的教學

及生活品質。 

✓致力於

教師專業

的開展與

成長 

積極參加各項進修研習活動，以持續精

進教學促進幼兒學習。 

 

參與專業學習社群與專業發展組織，持

續促進專業的成長。 

✓具意識的對自身的教學經驗進行反

思與探究。 

◎敘事式知識系統的建構 

✓進行幼教師身分的覺知，以對幼教生

涯有所開展。 

◎個人與幼教師身分的重構 

◎幼教師生涯的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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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具備幼兒課程設計與教學實施能力 

因為 8 位幼教師園內課程的運作是採主題＋學習區，而由於新課綱融入園所課程

是目前教育部極力在推動的幼教政策，也是 8 位幼教師目前園內課程運作的方向，而

幼教師也提出新課綱和學習區教學實踐的難題，於是在具備幼兒課程設計與教學實施

能力的部分，幼教師的學習表現有新課綱內涵與精神的掌握、探究性活動設計知能的

提升、與新課綱融入主題與學習區的課程設計與教學實施。 

團體中藉由協作者提出的問題，並請協作者提出課程設計表（教案），於團體當

中對於協作者的教案加以抽絲剝繭的進行討論與對話，最後聚焦出對於新課綱的課程

融入較流於學習指標對應，但忽略總綱的精神與內涵，亦即對於將實際的內涵與精神

融入於課程當中的知能不足。於是我們從園所的主題課程設計切入討論，我們提到了

探究性活動設計的概念，也將新課綱總綱中的以兒童為中心、自由遊戲和課程發展的

立論基礎，藉由目前園內所進行的主題課程進行連結與討論。引導幼教師去經驗探究

性活動設計、主題課程設計與總綱內涵之間的相關性，在多元且多層次對話之下，再

請協作者與所提供的教案再行連結與討論。最後，團體當中共構出的發現是不管是主

題課程、統整性課程甚至是學習區教學，都是以兒童為中心、自由遊戲和（社會）建

構為根基所進行的課程設計活動。並在這樣的概念之下，引發對幼兒能力培養的看見

與釐清學習指標在課程設計與教學實施的位置。因而協作者在具備幼兒課程設計與教

學能力的部分，達到了了解課程設計與教學實施的原理原則，和能參照新課綱的內涵

與幼兒的學習特質，進行課程設計與教學引導。 

在具備幼兒課程設計與教學能力的專業標準之下，尚有「進行教學省思，以了解

教學的優缺點，並提出改進」的表現指標，因為本研究的 8 位協作者並未提出這個部

分的學習需求，因而團體中並未針對這個指標進行相對應的活動設計。 

二、規劃適性的學習環境與發揮班級經營的效能 

因為協作者園所的課程模式是主題＋學習區，而團體當中有四位協作者是小班

的老師，而有協作者提出在小班進行主題教學的難題。於是團體進行學習區環境規劃

與教學的討論學習，在學習區常規的討論當中，對學習區教學很有經驗的協作者，更

提出教學習區常規透過主題課程設計的概念來落實與實施的論述，並與小班進行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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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難題進行連結，在多元方法與多層面對話的進行之下，團體探尋出屬於小班幼兒的

課程與教學樣貌，發現配合幼兒的學習特性，以提升幼兒自主的學習能力，應落實學

習區教學於小班的教室中，如此不但解決主題課程無法在小班進行深入探究而往往流

於知識內容傳輸的難題，也讓小班老師找到了適合的主題與活動設計的方向。藉此協

作者提升其學習區的規劃、布置與教學的知能，以達到適性且適齡的學習環境營造。 

在規劃適性的學習環境與發揮班級經營效能的專業標準之下，尚有「掌握教室

學習狀況，適當處理班級事件」的表現指標未在本研究當中達成。但深究之就會發現，

因為幼兒階段的身心都還持續在發展當中，因而在幼兒園一整天的生活當中，有關於

幼兒生活與行為的相關問題層出不窮，此時此刻迫切性的問題多如牛毛，幼教師有時

處理到常常會將這樣的情形視為常態而習以為常，對於自己的處理方式也變成習焉不

察而理所當然。其實回觀整個協作敘事團體運作的歷程，會發現因為幼兒行為問題而

影響班級學習的情形，團體當中有協作者曾經提出這個難題，並進行相關的討論與建

議，但並未引發團體的熱烈討論，因而這部分的學習並未深入。 

三、掌握人際溝通與經營技巧 

在掌握人際溝通與經營技巧的專業標準，原不再本研究促進幼教師專業發展的規

劃中，唯因在教學難題的敘說當中，有協作者提出搭班教師的問題，而也引發了團體

當中熱烈的討論與對話，於是規劃「兩個女人的故事」主題敘說，解決目前存在於部

分幼教師身上的協同教學難題。 

掌握人際溝通與經營技巧的部分有，與幼兒積極互動以建立良好之師生關係、主

動與學生家長分享幼兒行為輔導的知識與技巧、與學生家長及社區人士建立良好關係 

，合作致力推展校務與教學和與同儕建立良好之人際關係，互助合作共同推展園務與

教學等四項表現指標。協作敘事團體藉由幼教師敘說與搭班教師的協同經驗，並針對

現階段的難題於團體當中進行討論，除了三重敘事的啟動和自我與協作者之間的對話

與反思運作之外，也提供針對幼兒園協同教師相關的專業期刊，供協作者進行閱讀與

討論，而協作者也因著團體的運作慢慢建構出敘事式的知識系統，讓協作者覺知到人

際之間的溝通與經營的問題，而意識到自己存有對搭班老師的視框，而產生與協同教

師關係的解構與重建，達到與同儕建立良好之人際關係，互助合作共同推展教學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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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指標。而其他三個指標在本研究的團體當中因為沒有相對應的課程規劃，因而並沒

有這方面的成效。 

四、致力於教師專業開展與成長 

致力於教師專業開展與成長的專業標準之下有，積極參加各項進修研習活動，

以持續精進教學促進幼兒學習、參與專業學習社群與專業發展組織，持續促進專業的

成長、具意識的對自身的教學經驗進行反思與探究與進行幼教師身分的覺知，以對幼

教生涯有所開展等四項表現指標。本研究的幼教師在協作敘事團體的運作之下，表現

出能具意識的對自身的教學經驗進行反思與探究，並進行幼教師身分的覺知。由於協

作敘事的專業發展取徑是以關懷和開展生命為根基，因而規劃以貼近幼教師生活世界

的故事敘說，透過多重回觀、反思與解構的歷程將經驗意義化；而敘事式知識是形塑

於情境當中，其之所以能被建構，主要是透過教師回觀和重說故事的歷程並進行反思

而產生，都是具意識的對自身的教學經驗進行反思與探究的專業表現。 

對於能促進協作者進行幼教師身分的覺知，以對幼教生涯有所開展的專業表現，

是本研究在規劃協作敘事促進幼教師專業發展取徑的歷程當中，一直保有的意識與覺

知，而也可以說是促發本研究產生背後的最主要的原因。成長史的回觀當中，我們讓

協作者重遊過往的生命故事，因為對自我的身份有所探尋，在團體運作之下解構了對

自我所存有的視框，教學故事的敘說也讓幼教師重塑教學的視框，在自我與幼教師身

分移動與交融之下，重構了 8 位協作者的幼教師身分，提升其專業身分的認同。而因

著對自己幼教師身分的重看與專業的提升，協作者也都分別在團體運作的這一年半到

現在以及其未來，有了一些具主體性的幼教生涯開展與相關行動，諸如參加教師甄試、

參加並通過教學演示能力檢測、應邀擔任教學經驗分享講座、課程與教學檔案的整理、

過去在其生命與幼教生涯當中未曾去覺醒與付出行動的開展。 

貳、幼教師專業發展取徑轉向 

對於教學研究發展雖有強調教師效能的過程－結果研究、關注學生認知作用的認

知中介研究和重視教室互動的教室生態研究（林佩璇，2005）。但師培課程的規劃似

乎往往還是受「過程－結果」研究的影響，認為只要設計一套完善的「教師專業」課

程，其包含教育專業的知識、技能與具系統的教學方法，來對師資生加以傳輸與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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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生就能成為「好老師」，就是有效的教學（甄曉蘭，1997）。而我也是在這樣的課

程設計當中被養成，因而過去的我對於教學存有的信念是，只要我能將課程設計與教

學實施活潑和生動化，而學生肯聽也肯學，一定會有學習上的成效的。而研究所畢業

之後開始有機會接觸現職的幼教師，也開始擔任在職的專業成長課程的講師。回觀過

去對於擔任在職課程講師的經驗，我發現職前師資生和經驗教師對我而言似乎是一樣

的，因而在課程的設計與教學的實施上差異並不大。直到我進入博士班的學習，由於

過去對課程與教學的學習，都是在以幼兒教育為主軸的科系裡養成，而課教所是在以

課程與教學理論根基之下，來探照各個階段的教育。因而不但擴大了我對幼教課程與

教學的視野，也讓我能更深入的去探究所學，並與我過去的學習與經驗進行辯證，而

開始有所解構與建構。 

協作敘事的專業發展取徑，強調以「教師個人」和「教師是一個人」的隱喻為出

發，尊重並肯認教師自我，這種具生命性的專業發展取徑，能為教師的生活世界帶來

養分；這樣的取徑更結合協作的概念，在團體當中協作者和協作者之間、引導者和協

作者之間以及共同之間的共構學習。本研究雖是以在職幼教師的專業發展為範圍，但

不論是在職、職前或目前居於主流的幼教師專業發展課程，本研究所發展出的教師專

業發展取徑，其精神、內涵、運作方式與相關策略，都可提供教育主管機關、師培機

構、師培工作者和擔任專業發展的講師，在規劃與進行幼教師專業發展課程的參考與

依循。其說明如下： 

一、職前師資生的專業發展 

目前國內主要培育幼教師的機構有各教育大學幼教系及技專校院的幼保系，若將

各校的課程架構對照本研究所整理的6大幼教師專業發展標準，可發現大都集中在具

備幼兒發展、學習與觀察評量的知能、具備幼兒課程設計與教學實施能力、規劃適性

的學習環境與發揮班級經營的效能和掌握人際溝通與經營技巧等4項有關專業知識與

技能的標準。對於善盡教育專業倫理和責任與致力於教師專業的開展與成長的有關專

業態度的標準，若進行課程與科目的檢視，會發現大都以「專業倫理」的科目來對這

兩大專業標準來進行學習，但若深究專業倫理的課程架構會發現還是以幼教相關的專

業和倫理守則為課程主要的內涵，對於幼教專業態度的建立稍嫌不足。鑒於職前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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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課程有其規範性，若藉由本研究的協作敘事取徑來運作課程有其限制，建議可採

部分的課程可以利用幾堂課的時間，來進行以下兩個部分的課程融入。 

（一）幼教專業的建立從關懷生命經驗開始 

和其他階段的教師相比，幼教師的地位在現階段的社會當中較不被尊重，根據我

曾是幼教師資生和目前是幼教師資培育者的經驗，有關幼教師地位的問題，因為怕學

生心靈受傷和流失，這類的問題有時是課堂上的禁忌，但殊不知對身分的困惑與疑慮，

會間接的造成對自我身分的不認同。但我從接觸生命經驗開始，到本研究的開展和結

果，我發現若能主動關懷學生的生命故事，提供學生對自我身分觀看與凝視的經驗，

在敘事能創塑意義功能的發揮之下，從對生命故事的回觀而引發對生命與自我身分的

思考，使得學生對自我身分的認定將有被解構與轉化的可能。 

建議針對一年級的師資生，可透過「幼兒教保概論」科目中融入幼兒教保行政議

題中有關教保人員知能與素養的課程設計當中，規劃兩到三週的授課時間，採書寫故

事的方式，進行師資生的生命經驗敘說，並將之與幼教師的身分進行連結。另外，我

在擔任師資生的導師班級中，會利用班會的時間請師資生敘說為何選讀幼保科，對幼

教師身分的想像與自己身分的連結，並引導學生讓自己與幼教師身分對話。說故事的

另類學習方式讓師資生覺得很新鮮之外，對師資生生命的關注與肯定，讓師資生常覺

得備感溫馨，也有師資生的心靈因而被觸動而引發對生命的不同觀看與開展。因而主

動關懷職前師資生的生命經驗，讓師資生有回觀過去生命故事的機會，我認為也可以

達到和本研究的 8 位經驗幼教師一樣，對幼教師生涯有所開展的成效。 

（二）幼教專業的建立從師資生對幼教師身分的認同開始－生命史的回溯和幼教師身

分的連結 

根據我的經驗，當問及學生為何選讀幼保科系，不少學生會認為是自己成績不理

想的關係，但深究之會發現也是他們自己的興趣使然，而且從本研究的8位幼教師身

上也發現，不管在高中職或大學階段的學習，她們之所以會選讀幼教（保）科系的原

因，大都是認為自己適合也喜歡幼教師這份工作。因而高年級的師資生可藉由「教保

專業倫理」科目，系統性的作生命史的回觀與幼教師身分的敘說，來增強學生自我和

幼教師身分的覺察並產生初步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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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從過去的授課和本研究經驗發現，這樣的學習方式與歷程要具持續性和深化性 

。因為那樣的學習所建構出的即是敘事式知識，這樣的具脈絡性、詮釋性、反思性、

行動性和生命性的知識，是無法藉由短時間或一門課就可以養成和建構之。之前曾討

論幼教師職前的課程規劃中，幼教師專業知識與技能的課程為主要的規劃重點，有關

於幼教專業態度培養的課程大都僅有專業倫理一個科目，因而還是建議將師資生自我

和幼教師身分的觀看成為建立幼教師專業的開始，納入幼教師職前的課程規劃中，成

為幼教專業態度養成的科目。 

二、在職幼教師的專業發展 

目前提升在職幼教師專業發展的主流方式為短時間、以大學教授擔任講師、和較

傳輸式的運作方式，以下將針對這個主流方式進行相關的建議。 

（一）增加幼教師身分探尋主題的研習課程 

對於在職幼教師的專業發展規劃，目前規定幼教師每年要參加至少十八小時的研

習課程，而「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教育部，2014b）內提供幼教師一個在職進修資

訊交流平台，幼教師規定要至資訊網上，選擇自身有興趣的研習課程，是目前在職幼

教師進行專業成長的主要管道。但若檢視其課程規劃的範圍會發現大都是有關於幼教

師專業的知識和技能的課程，較少是有關於態度養成的課程。因而在這樣的課程規劃

之下，幼教師似乎較難達到幼教師能具意識的對自身的教學經驗進行反思與探究，和

進行幼教師身分的覺知以對幼教生涯有所開展的表現指標。沒有相關的課程供幼教師

學習，是無法使幼教師能致力於教師專業的開展與成長的專業標準。但從本研究中發

現對幼教師自己的身分有所探尋，和對自身的教學經驗進行反思與探究，不但可藉以

提升幼教師的專業態度，也可促進其專業知能。建議目前的在職專業課程應將這個部

分的學習內涵納入課程的規劃中。 

「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中的課程，大都規劃以至少三個小時為單位的研習時間，

若以三小時為主的研習內容，其實就可進行幼教師身分探尋的活動，在時間有限的情

形之下，可採分組進行的方式，讓幼教師在小組中去經驗故事的回觀、意識流的流動、

內在私語的產生、反思和對話的運作；最後講師再用一個小組的實例，來進行幼教師

個人與幼教師身分的連結。也可進行教學難題的敘說主題，同樣以小組的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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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參與者經驗回觀、敘說、對話和共構的歷程學習，最後講師再透過一個現場實際的

例子，去分析這樣的學習方式的意義與內涵。 

（二）研習講師應對自己的身分有所覺知，並進行敘事式認知方式的課程規劃 

協作敘事的專業發展路徑，其背後存有每一個生命都有被學習之價值的信念，學

習者在被尊重和肯定的學習氛圍之下，能激起從事自我導向的學習。雖然這樣的學習

歷程需具持續性與深化性，恐無法在目前大都以提升專業知能的內容和短時間演講的

在職幼教師專業發展的課程中踐行。但從本研究的經驗中發現，幼教師在協作敘事團

體的運作當中，能具敏感的察覺到引導者對於這段學習歷程所存有的信念，亦即幼教

師能洞察引導者的課程與教學觀。因而，本研究建議擔任研習課程的講師，事前若能

先對自己的講師身分和幼教師的學習身分有所覺知，亦即講師若自身能建立敘事式知

識系統，那麼就會對老師教，學生學的課程與教學觀有所解構。 

另外，不管研習的內容與主題為何，講師應該除了藉由例證式的認知方式(Bruner, 

1985)帶領幼教師進行學習之外，也應該藉由敘事式認知的方式，從現場幼教師的教

學難題或教學故事出發，將現場幼教師的經驗與例證式的論述有所聯結，亦即讓研習

中的理論和現場幼教師的經驗進行串聯，如此才能引發參與的幼教師與自己不斷進行

對話。也建議每一場研習的開場都可以從關懷幼教師的生命經驗出發，讓幼教師先感

受到講師對她們的關懷與對其經驗的肯認，那麼整個研習的會場會出現一個關懷、尊

重與共學的學習氛圍。我在擔任研習課程講師的經驗中發現，當研習會場瀰漫著這樣

的學習氛圍，那會是一場具生命且教學相長的學習饗宴，其所引發的學習是極具成效

與深刻性。 

參、對協作敘事取徑促進幼教師專業專業發展的建議 

一、4C（連結、關懷、關注與凝聚力）是團體關係建立的要素 

協作敘事取徑是一條以關懷生命和開展生命的教育路徑，其著重在團體關係和關

聯的建立與產生，但實質關係的建立在實踐上實屬不易。而從本研究的經驗發現，一

旦團體成員和引導者彼此之間的關係有所連結，才有真實的關懷與關注的情懷產生，

實質的關係就會建立而團體就會產生凝聚力。而高凝聚力的團體成員自我袒露的程度 

、成員的出席率、參與程度、彼此的影響和改變也會升高，是團體的運作能提升幼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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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專業成長的根基。 

二、成長史的敘說應著重在與成為幼教師的連結 

教師是一個人的概念其突顯的是教師角色的形成不是一夕之間，亦即教師自我或

身分的形成是包含自己、他人及其外在環境互動之下，所組成的自我內在世界。因而

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在初期所規劃的主題為成長史與生命故事的敘說。但由於當時團

體運作的重點主要在團體關係的建立，再加上自己對於團體的運作還在摸索當中，因

而對於將成長史的敘說內容與「成為幼教師」之間作連結的規劃不足，造成敘說自我

與專業發展的連結薄弱。透過自傳的方法對自身的家庭成長史進行敘說的精神，著重

在協助個人發現過去的個人歷史，這樣的歷史對於「成為幼教師」產生了什麼影響？

以及讓幼教師去看到過去個人的歷史怎樣具體化為現在的教學行為。因之，成長史和

生命故事的敘說，對幼教師的專業提升有其意義與必要性。建議未來協作敘事團體的

運作應加強讓幼教師在回觀其成長故事之後，協助他們與其目前身分進行各個面向的

對話，與系統性的設計連結。 

三、事先敘寫故事文本的必要性 

團體運作之初由於考量到不想造成協作者的負擔，而影響參與的意願，因而前幾

次的敘說並未要求協作者事先書寫故事文本。但因為在運作的過程中發現，由於協作

者對於要敘說的內容未先行準備，因而造成敘說內容冗長不聚焦，時間耗時之外也影

響到之後的討論與對話。因為怕影響到專業發展的成效，於是之後團體的運作也啟動

事先書寫故事文本的方式，讓團體的敘說與討論更有方向與節省時間。而事先書寫故

事文所產生的三重敘事歷程，也因而讓幼教師的省思更具深度。 

四、團體的引導者可採協同的方式進行 

團體引導者可採協同的方式進行，由兩位引導者一起透過協同的方式來帶領團體，

如此才能更讓協作敘事團體真正發揮出協作的精神，團體中不但可見協作者與引導者

的對話，也有引導者和引導者之間的對話。採協同的方式進行，也可避免團體僅有一

位引導者可能會出現的偏頗論述或規劃不周全的情形，更可彼此於團體運作的過程當

中發揮診察彼此的功能，讓團體的運作不致淪於「一言堂」。若說參與者是團體中的

第一雙眼睛，而引導者是第二雙眼睛，那麼另一位引導者就是第三雙眼睛，我想三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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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所看到的視野應該會更全面與完整。 

肆、對研究方法的建議 

教育的成功與否端視學生的學習，而學生學習的成效與教師的品質有著高度的相

關性，有效的教師專業發展為的是促發教學實務，藉以提升學生的學習。亦即教師專

業成長的目的在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而本研究對於幼教師專業發展的資料佐證，是

以觀察幼教師的現場教學、教學檔案、同儕意見、幼教師的行動力、幼教師的學習成

果與幼教師自身的觀點，並未對幼兒的學習表現進行觀察與比較。建議後續的研究可

以將幼兒的學習表現列入研究的重點。 

另外，本研究的參與對象原本並未鎖定在女性的幼教師，惟男性幼教師在整體幼

教師人口的比例上原本就不高，以美國而言在幼教師的人數分布上，男性僅占了 5％

(Seifert, 1988)，因而本研究含我在內皆為女性。因自我反思是女性主義的知識論

(Messer-Davidow, 1985)，是一種以聲音和關係為中心的研究取徑，而自我揭露與反思

也是協作敘事團體運作的重點，說故事成為女性得以建構知識的有力途徑(Clandinin, 

1993c)。因而我便思考到，協作敘事取徑之所以能有效的提升幼教師的專業成長，會

不會是本研究我和 8 位幼教師皆為女性的關係。建議未來的協作敘事團體可加入男性

幼教師的觀點，除了避免讓本研究的論述流於女性教師的觀點之外，也不讓以協作敘

事促進教師專業發展的取徑被誤為是專為女性教師所設置。 

 

第三節 研究者和幼教專業發展的故事 

楔子 1  

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運作以來，敘事式認知讓我和 8 位幼教師，常常會因著團體

的運作，而有著對生命的看見與生成，每每與指導教授興奮地分享這份感動之時，她

常常提醒我，這是一個促進幼教師專業成長與發展的研究，不是一個心靈成長的團體。

每每聽到指導教授這樣的提醒，當下的我馬上會如遭當頭棒喝似的，理性地將似乎是

情緒化的情感馬上埋藏起來，而回到研究的現實問題「本研究促進了幼教師什麼成長

與發展？」，其實對於指導教授的提醒，有時我的心裡會出現不是很贊同的雜音，但

我又提不出論點與佐證來與指導教授對話。當隨著團體的運作步入中期，我也因著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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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書寫而有了稍具系統性的資料，有一次的論文指導中又出現上述的情景，但這次

我硬著頭皮和指導教授「爭辯」，我提到協作敘事的取徑之所以能帶出幼教師專業的

成長，是因為幼教師的生命先被開啟與感動......，而這次指導教授似乎是認同了我的

觀點而停頓和思考了一下，但接下來她還是要我從幼教師專業發展的方向去思考與作

為論文的著力點。 

楔子 2 

論文書寫到結論與建議的章節，不知怎麼的我卻像洩了氣的皮球一樣無力振起，

由於已經和指導教授討論了兩次，我卻還是抓不到書寫頭緒，尤其最後指導教提醒我，

這樣的一個幼教師專業發展的研究，與我這個已經當了 34 年的幼教人的連結為何？

當下的我對這樣的提醒並不以為意，且正愁於這樣的書寫有難度。之後我們結束了論

文指導的談話，臨走之時指導教授似乎感受到我的挫折，而說一些鼓勵與肯定我的話。

以下是我們的對話 

 

指導教授：妳很不錯了，已經算快了，加油就快了，......而且寫的不錯啊！ 

我：哪有快，我知道自己幾斤幾兩重，我是留職停薪了二年半來讀餒！我知道自

己很笨的......。 

指導教授：妳為什麼常常都說自己很笨。 

我：本來就是啊！......我才要感謝您和歐老師對我的啟發與提攜。還有在曉蘭老

師的課堂中所經歷的學習震撼......，我來師大讀博士班是我這輩子永難忘懷

的學習經驗。這一段學習可以說改變了我的人生，我從沒想到自己在這個年

紀還有這樣深刻的學習......。包括寫這篇論文，這都要感謝來師大讀書......。 

指導教授：妳自己很認真......，其實妳不笨的，不要再說自己很笨......。 

我：老師妳知道嗎？我的求學歷程其實坎坷......，在幼師專的學習經驗並不好，

我常常覺得自己和同校的國小師資生相比，矮他們一截......。 

指導教授：妳有這些故事啊！很好喔！這些都可以放在反思，一定很精彩......。 

 

與指導教授的討論過後，回新竹一個多小時的路程中，我一直想著最後和她的對話，

也為最後那個有難度的書寫建議方向所苦之時。突然我如茅塞頓開似的將最後和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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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的對話與那個有難度的書寫建議進行連結，亦即將這個曾經是幼教師資生、幼教

現場的教師和目前為幼教師資培育者的我、博士班的這段學習經驗和這篇論文進行交

織與連結。而楔子 2 的思考也引發了我在楔子 1 當時無法為自己的說法進一步闡述的

立論。以下是我因著博士班的學習和這份論文，對自己身為 34 年的幼教人的身分的

探尋故事。 

我是誰？ 

當老師是我從小的志願，加上家中的經濟不優渥，且國中時期成績並不算優秀的

我，高中聯考的那年我選擇了師專和高職進行報考，因為師專落榜於是我轉往選擇公

立高職，進入職業學校的幼保科就讀。而高職畢業之後，當時僅有九所師專（現為教

育大學）設立的二年制幼兒教育師資科（當時俗稱幼二專，以下以此名稱簡稱）可供

升學，但因為高職生要和高中生競爭，因而並不好考取。但 1989 年有開放保送甄試

名額給高職幼保科應屆畢業生報考，於是我進入省立臺北師範學院（國立臺北教育大

學的前身）幼二專就讀，能保送進入幼師專實屬不易它是榮耀的象徵，但進入師專就

讀讓我接觸到了曾經是我第一志願的國小師資生，因而原本所存有的榮耀之心立即蕩

然無存，我羨慕他們是公費生以後有一份穩定和還算優渥的收入，即使當時我的大部

分同學都在準備公幼的考試，希望有一個穩定的教職生涯，但我的心裡還是一直有著

聲音「我要考公幼嗎？我當幼稚園老師嗎？」。因而當時有自卑心的我，兩年的幼師

專生活過得不開心。現在看來是我對自我與幼教師身分的不認同所產生，那兩年我試

圖在現有的身分之下再建構出另一個身分，於是我想著要取得學士學位，因而在幼二

專的學習之餘，準備插班大學是我當時學習的另一個重心。1990 年幼二專畢業，因為

插班大學落榜，我進入幼稚園工作也曾服務於安親班，由於私立幼稚園和安親班的收

入不多，更堅定我插大的決心，於 1993 年插班大學至輔仁大學生活應用科學系－人

生發展組（兒童與家庭學習的前身），而在 1995 年搭上師資培育法師資多元管道的第

一班列車，之後取得中等教育學程幼兒保育科教師的資格。輔仁大學畢業並取得中等

教師資格之後，1998 年我到高職幼保科從事培育托兒所師資的教職工作，而因應學校

將於 2005 年改專，於是 2003 年我以在職進修的方式畢業於國立臺北護理學院的嬰幼

兒保育系碩士班，為因應將來學校繼續升格，我也開始準備博士班的考試，直到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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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進入台師大的課程與教學研究所博士班。 

我想著我到底是誰？我不想當幼稚園老師，卻一直持續不斷的專研幼兒教育的專

業，難道我真的只是不想當幼教階段的老師嗎？  

我是幼教人，我喜歡當任何階段的幼教老師 

「生命經驗」、「敘事探究」、「身分認同」、「教師即陌生人」和「教育是成為一個

人」的論述，是我過去所未曾接觸過的學術語言。博士班的這段學習經驗使我永難忘

懷，我永遠忘不了每每在踏出師大的校門之時，我的內心都有著「重生」的悸動與感

動。因著這些語言我有著端視世間萬物的不同眼光，因著它們也讓我的身分有了不同

的組合與拼貼，它們讓我的生命進入一個更新且全新的旅程。 

在「課程理論專題研究」和「教師專業發展研究」中我認識了 Maxine Greene，

她的「教師即陌生人」的論述深深的吸引著我。「陌生人」的隱喻，引領著我去看見

我身上所存有和踐行的教育哲學，是我過去的教師生涯中未曾有的素養與意識。2013

年，我回到教學現場，當在處理學生的問題之時，它常常召喚著我回到自己裡面，將

自己陌生化和距離化我對學生問題的處理，由於跳脫出角色就不易陷入泥淖當中，而

就有不同的視域出現，過去從不曾有那樣的心境，一個活生生的「存在的教師」的心

境。 

現象學對生命經驗的關注，以及敘事探究中對過去活過的生命故事的回觀與敘

說，不但讓我有意識的去關懷與覺察存在於學生生命中發生過的故事之外；我也看到

幼師專那段不堪回首的學習經驗，身分認同的論述讓我覺醒到那是一種對自我和幼教

師身分的不認同。這樣具系統性的回觀過去發生在我生命當中的故事之後，我看到我

對幼兒的喜愛、進幼教現場的熱忱與共同和現場幼教師為了幼教理想而堅持的作為。

在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幼教師身分敘說的主題中，我看到幼教師們本就對幼教工作

的喜愛，但因著敘事認同更對幼教師身分引以為傲並對未來有了開展，對她們 8 位幼

教師故事的參看，也再次引發我對自己幼教師身分的敘說，我將幼師專那段學習經驗

與協作者分享，最後我們更共構出我們九位幼教人對幼教身分的展開之路。 

因為這一段博士班的學習，也因為這篇論文的完成，我看到「過去那個我」已

然被解構，而建構出「現在的我」。我這才發現我是實實在在的幼教人，我喜歡當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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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學習階段的幼教老師。因而隨著學位的取得，我也思考到轉換工作跑道，我主動向

兩位幼兒園的經營者提出自己願意進幼教第一現場服務的意願。除此之外，也為自己

立下了今後持續在幼教現場與幼教師共同為維護幼兒權力，和確保幼教品質而努力的

盟約。 

幼教專業的建立從關懷師資生的生命經驗和建立幼教師身分的認同開始 

對於幼教師的培育，我何其有幸經歷幾個最關鍵的時期。以我這個本科生來說，

高職幼兒保育科畢業之後，就有幼二專的學制讓我做最直接的專業提升，而雖然未能

經歷了四年制直接養成的幼兒教育系，但也讓我經驗到不同於師院體系的教師養成歷

程，之後到醫護職業學校的幼保科任教，也到醫護類的大學取得幼教的碩士學位。對

於幼教師資格的取得與專業的成長，我都是透過正統的學校體系養成，但在我身邊的

同事或不少幼教人，都是透過各式的學分班，也就是當時有所謂的幼進班和幼教專班，

來藉以「正名」幼教師的身份並進行專業的成長。但回觀台灣從 1987 年到目前（2016

年）這一段幼教師的培育與專業成長史，似乎較缺乏藉由關注幼教師資生和幼教師的

生命經驗，來促進幼教師專業的成長取徑。 

博士班的學習讓我經驗到，若在師培階段有人曾經關懷我的生命經驗，讓我有敘

說生命故事的機會，並連結到成為幼教師和對幼教師身分地位的討論與覺察，我想我

會想當幼稚園老師的，我不會迷失了 34 年之後才看到了自己真正的身分。因為，自

傳和生命史的取徑說明個體與生活世界的交互影響，會影響主體是否成為幼教師。因

而，回到師培現場持續關懷學生生命經驗的同時，我會讓學生做自我與幼教師身分的

對話與連結。我認為幼教專業的建立要從關懷師資生的生命經驗開始，提供幼教師進

行幼教師的身分探尋，是職前和在職的幼教師專業課程中應納入的學習內涵與重點。 

「心靈成長」是促進幼教師專業發展的前奏與催化劑 

對於楔子 1 中指導教授所提醒的問題，因為論文的書寫終告結束，而我也有了這

一節的省思，我現在可以很明確的正視與回覆指導教授的提問。 

關於「這不是一個心靈成長的團體，而是一個專業成長的團體」的問題，從本研

究的結果發現，生命故事的敘說其背後存有關懷幼教師生命經驗的信念，而這樣對生

命經驗的回觀通常能引發學習者因著感動而軟化心房，而也對自我的生命有了轉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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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看見，這段歷程就是指導教授所謂的心靈成長。而當在團體凝聚力建立，協作

者卸下心房之後，才能促發協作者真誠的面對處境與所遭逢的教學難題。幼教身分的

敘說更深化幼教師對幼教的使命感，於是對於協作敘事團體所規劃的幼教專業知能的

提升，就會如顧瑜君（2007）所言的，教師不是被教而學會的(taught)，而是他們自己

攫取到的(caught)。因而，協作敘事這樣的一種以關懷和開展生命的學習取徑，心靈

的成長是團體會出現的前奏，也是促進幼教師專業發展的催化劑，亦即是專業成長團

體的奠定基礎。因而將「敘事」和「專業成長」之間取得平衡，是團體和論文身分的

定位。 

一個生命和專業交織的專業發展的地景－具持續性成長的幼教師專業發展取徑 

在楔子 2 那天指導教授有問我「如果別人問起妳，這樣的專業成長和別的專業成

長方式有什麼不同？它的價值何在？如果藉由研習的方式，也能帶出妳論文中的專業

成長，那為何我要花這麼長的時間來透過這種方式進行成長？妳如何能說服別

人？......」。指導教授提問之後，我幾乎是愣住了，我心裡想著「對齁！如果用一般研

習的方式也能促進幼教師具備課程設計與教學實施的能力，也能增強幼教師進行學習

環境與班級經營的知能，更能學習到人際的溝通與技巧，而這個團體花那麼久的時間

但所獲得的成效是一樣的，那我在做什麼？」，我內心的 OS 讓我捏了一把冷汗，頓時

之間我無法回答指導教授。但現在我卻有話要說...... 

雖然 8 位幼教師同樣可以藉由短期的研習方式獲得課程與教學、學習環境規劃、

班級經營效能和掌握人際溝通與經營技巧的知能，但那較是藉由傳輸的方式習得。經

由協作敘事取徑所促進的幼教師專業發展的成效，那些專業知能是來自幼教師的課程

困境與教學難題，這些知能的獲得是藉由協作者、研究者和專業文本的對話共構而來，

是極具反思性與深化性。而對於幼教師身分的建構與幼教生涯的開展，雖也可以藉由

教會幼教師去回觀與建構幼教身分的方法，但協作敘事取徑是在肯定每個人都有被學

習的價值之信念，和在肯定幼教師的生命與教學經驗觀點的學習氛圍之下，幼教師從

敘說生命故事開始，因為對生命的回觀激起了思想起的情懷，引發幼教師對自我與幼

教身分的觀看、建構和引發對幼教生涯的開展。若說這是一種心靈的成長，但我卻認

為就是因為心靈被感動，才引發幼教師進行專業的發展與開展。那是一種因為生命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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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而有的開展，不是被動和外塑式，而是一種主動性由內而外所引發的成長，這樣

的一種具主體性的教師專業發展才能持續，也是本研究所強調的一個主動且持續性的

專業發展。而這樣的具生命性和專業性交織的學習地景，我認為唯有藉由協作敘事取

徑方能達成。 

最後，「教育是成為一個人」的隱喻，是目前我認為對教育所下最經典與深刻的

隱喻。協作敘事的運作是對教育是成為一個人的隱喻所開展的幼教師專業發展取徑。

因而其一方面可以持續提升幼教師專業的知能，在引領幼教師做自我與幼教身分的探

尋之旅，除了是促進幼教師的專業態度之外，也是對生命的覺察與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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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以協作敘事取徑促進幼教師專業發展歷程之探究」研究同意書 
 

您好： 

 素貞為台灣師範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博士班學生，目前正在進行「以協作敘

事取徑促進幼教師專業發展歷程之探究」的研究論文撰寫。本研究希望能在現有的幼

教師專業發展方案之下，以「協作敘事」的方式，提供另一種促進幼教師專業發展的

取徑。目的有三：探究以協作敘事取徑促進幼教師專業發展的歷程、探究以協作敘事

取徑促進教師專業發展的成效，以及再概念化在職的幼教師專業發展取徑。因此，本

研究將邀請您加入「幼教師協作敘事團體」，並進行一次的個別訪談和視需要進行非

正式的訪談，以及在您的同意之下提供課程與教學相關文件。團體預計運作的場次、

敘說主題與進行方式如下： 

場次 主題 運作方式與內容 書寫 

1-2 我的成長故事 

 

1.引導者分享成長故事 

2.協作者分享成長故事 

 

3 經典生命/教學故事 1.協作者重點及摘要的再敘

說故事 

2.協作者分享所閱讀故事的

心得與看見 

書寫故事 

 

4-5 教學難題 

 

1.引導者分享教學難題和省

思 

2.協作者敘說故事的內容 

 

6-7 我看我的教學 敘說與對話 省思札記 

8 幼教典範的故事（來!說我

們的故事 /開往夢想的列

車） 

1.省思札記分享 

2.教學故事的分享與對話 

3.專業幼教師行為 

 

9 幼教師身分敘說 1.幼教師身分自我敘說 

2.協作者相互敘說「我認識

的妳、我看到的妳....」 

省思札記 

10 目前課程實踐經驗 /難題

的敘說 

省思札記 

當前課程實踐敘寫 

當前課程實踐經驗

分享 

11 課程改革的關懷：新課綱

的輔導與實施 

反思之後的行動 分享與對話 

 

倘若您願意參加此研究計畫，為確保您的權益也讓研究的進行符合學術倫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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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為與您相關的權益，還請您詳細閱讀，並簽署此同意書。 

一、在每一次團體進行的對話、討論或個別訪談的過程中，您有不想參與或拒絕回答

的權利，亦有退出或終止本研究的權利。 

二、基於研究的需要，團體的進行與個別訪談的過程，將採全程錄音的方式，並轉譯

為文字稿，所得的資料僅作為本研究的資料分析之用。 

三、經錄音檔所轉譯的逐字稿，會請您檢視並確認資料的正確性與可用度。 

四、所有的錄音檔和逐字稿將會於研究結束後進行銷燬。 

五、保護您個人的隱私與權益，研究報告將以您所選用的化名呈現之。 

六、也為尊重並保護團體成員的隱私與權益，對於在團體中出現的討論與對話，還請

不要在團體進行之外的時間進行討論與散播。 

 

 

再次感謝您參與與支持，在此致上我最大的敬意。若您還有任何研究上的疑慮與

建議，都歡迎您隨時賜教。 

 

 

敬祝    教安  

 

 

 

 

 

 

                                     參與者：                （簽名） 

                                     研究者：                （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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