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   論 

兒童成長的過程中需要在生活周遭成人用心呵護陪伴，其身心方能健全開

展。在「幼兒教育」這塊長期以來國家疏於照料的田野中，堅守在第一線工作的

幼師們，默默於滋養幼兒成長的土壤上扮演著這群小小孩的童年守護神，她們的

認真付出尤其令人喝采。隨著時代的變遷，社會集體性幼師圖像也正逐漸移動

中，然而每一位從事幼師工作者的生命經歷裡，不僅存藏著生命主體之「幼師」

社會角色形成與職業專業化的個殊意義，同時也蘊含著社會結構轉變的訊息，它

值得讓每個關心學前教育的人細細品味，並且從而帶給我們一些對於幼教職場問

題的省察與提醒。本研究論文係採用生命傳記研究取向，進行資深幼教專業工作

者之個案分析，闡釋其職業生涯變遷的意義歷程。研究論文的敘寫，總共分為六

個章節依序鋪陳於後，內容包括：研究興趣形成過程、研究個案存在之社會歷史

背景說明、研究流程步驟、分析解讀與詮釋，從而提出幼教生態中公私幼消長議

題的探討及本研究之回顧與前瞻。 

序論這章首先闡述本篇論文的研究背景與動機；其次就本研究所使用之「生

命運轉」進行名詞意涵的界定；繼之說明研究個案選擇的主客觀考量，並提出本

論文的研究目的、研究問題及本論文的研究流程與書寫架構。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對資深幼教專業工作者的職業生命運轉面貌產生探究的興趣，要追溯至

1997-1999 年期間跨入幼教領域的生命經驗談起。從地質學門求學背景跨入教育

領域，希望未來從事教職工作的我，於 1997 年夏天，以一般大學畢業者身份報

考師院開設的教育學程班，在未達國小師資錄取標準下，抱著既然考上就去試試

的想法下，進入了幼教學程班進修。在這一年求學期間，獲得了關於幼教專業的

基礎課程培育，課堂討論中提及幼教實務現況問題時，老師們有人認為從事幼兒



教育是個令人感到快樂且具高成就感的工作；也有人提及幼師的工作勞累與壓力

是其它教育階段教師角色極少面臨的。在這些生活對話與觀察間逐漸形構出我對

幼教工作的社會職業圖像，它是一份有意義的工作，但是卻充滿著「問題」的職

業。對於此圖像存有的諸多疑惑一直放置在心裡，直到進入幼教現場實習工作之

際，才逐漸領略此游移在理想與現實間，看似矛盾但並不衝突的「幼教實務哲

學」，即一位幼師如何在高教學成就與低薪資報酬的工作中取得平衡。 

就讀幼教學程期間曾參觀幾家公私立幼兒園，它們在課程與教學活動上均

屬於符合開放教育理念的優質幼教機構，然而為我留下一深刻的印象，即是教師

工作環境與待遇方面，公幼相對明顯優於私幼。學程進修結業後，基於現實經濟

因素以及對公幼抱持好感的想法下，我選擇了離家不算太遠的國小附幼做為實習

場所，在教學資源充裕、與學校師長和諧共事，以及可以感受和家長間良性互動

的教學環境中學習如何扮演幼師角色，實習期間得到正向工作經驗，加上希望尋

求「穩定而有保障」的工作環境條件，當我具備幼師資格後，也不例外地參加幼

教界每年暑期的盛事「公幼教師甄試活動」，在錄取率不到 4%的激烈競爭中敗

北，隨後才轉向私幼界謀職。記得正式進入幼教職場的首份工作，是經由報紙媒

介而得。幼師角色的工作內容除教學外，尚包括跟車接送幼兒、執行招生及宣傳

活動，教學以外的事務繁多；從同事口中得知，工作之餘能參加校外研習活動的

機會並不多。此與過去實習期間對於幼師工作的認知以及相較之下，公幼教師研

習進修活動具彈性與選擇性的情形迥異。我深刻體驗到公、私幼幼教職場工作中

對於教師角色抱持不同的期待，而不同私幼間對教師的要求與待遇也存有極大的差

異，特別在美語教學風潮中，幼兒園對於中籍教師與外籍教師的工作內容及薪資待

遇的差異更具明顯。除了新手上路，對教學工作能力未臻精熟外，我對於進入私

幼環境工作的心理準備亦是不足的，帶著檢核的心態進入私幼職場，我將公幼實

習的經驗做為參照依據，逐一比較檢證私幼機構提供教師的工作環境條件，並且

質疑過去所學能否運用於此由園方主導的工作情境中，幾番衡量後在對工作中人



事環境不甚滿意的情形下求去。 

在非計畫性的機緣裡陷入幼教領域，與幼兒接觸的教學經驗中也自認蠻喜

歡並且適合這個職業角色，然而卻在為期不長的私幼工作中主動喊停。回想那一

段工作經驗，我發現主要還是因為自己面對從事幼教工作環境抱持的預期與實際

差異過大，面對職場中的負向經驗感到徬徨，得知幾所大學院校成立幼兒教育研

究所的消息後，在不確知未來將如何於此教職之路走下去的情況，以及感到所學

尚不足以形成專業而鼓勵自我朝學理知識深探想法下，決定暫時擱置眼前適應教

職的困境，著手準備研究所考試，並於隔年順利考取政大幼教所。 

研究興趣的產生 

進入研究所求學期間，學習過程裡擴充了我對幼兒教育各個面向更進一步的

認知，對於社會文化背景也有了深入的探討。我逐漸意識到過去以來，幼兒教育

在整個教育體制中，是被忽視的一個環節。以國編之「教育資料集刊-師資培育

專輯」為例1，相關的師資培育文獻中未見有關幼師培育的探討。另外與教師權

利息息相關的幼教行政政策研究，過去 10 年來總計發表 48 篇論文，每年平均

4~5 篇，在整體幼教研究類別中的比例不高，包括國科會專案研究(35.5%)、教育

部或教育局（北市教育局，20.8%）以及碩士論文及自行研究(18.8%)。其數據背

後隱藏了學界對幼教制度與政策層面的無力感，同時顯示國內教育行政當局對幼

教行政人力、物力的付出實為短缺不足的（盧美貴，1999：18）。由之，著手展

開幼兒教育學理和實務領域的深入探究，在增設成立大學院校幼教研究所的此

際，便顯得重要且刻不容緩。 

身為幼教學門領域的研究生，同時具備「準幼師」工作角色的我，更為關

注職場中各種人事情境的動態發展，我希望能對這個與自我切身相關的教育職場

有更深入的瞭解，不僅只是能獲得專業上的學習，同時期待能釐清自己未來將如何

                                                 
1參見：教育資料集刊-師資培育。22 輯，1997 年，國立教育資料館發行。 



能在幼教職業工作上持續發展。回想自己過去的幼教工作經歷，以生手教師身份

進入私幼職場，並且發現工作環境與自己期待相去甚遠之際，而開始遊移徘徊在

職業十字路口。自問「我為什麼會走向幼教這一條路」，這份心中的疑惑，在學

習的歷程中轉化成為對他者的理解興趣，就是說對他人之所以成為現在的幼師抱

持著強烈的好奇心。在認識生命傳記研究取向的論述後，即希望能透過探究資深

幼教工作者生命經驗歷程的理解，來豐富認知自我的需求，並且更進一步理解在

這樣一個社會地位以及薪資福利待遇普遍不高，而工作量又大的幼師職業，她/

她們遭遇了哪些經歷以及採取什麼樣的態度與作為去面對。 

我之所以選擇生命傳記研究 

所上於 89 學年度期間舉辦數場質性研究研討會，並且在 90 學年度 3 月份

下旬，與教育系合辦「質性研究法理論與實做對話」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參與這

持續進行的研討會過程中，讓我有機會一覽質性研究的基本面貌，並且從德國學

者 Rainer Kokemohr 帶來關於傳記研究方法的介紹中，初步獲知以傳記作為社會

科學之研究取向應用於德國學術界行之有年，其特色在藉由分析個人的生命故事

敘說，以瞭解人們如何藉由意義的連結而建構他們的社會世界(Kokemohr, R.，馮

朝霖譯，2001：25)。此外，Kelchtermams 等人以傳記學觀點理解教師專業的發

展，認為欲瞭解教師的專業行為及成長，需要從長期的生涯脈絡來看，教師的生

活史內容則提供了重要的訊息（Kelchtermans, G & Vandenberghe，1994：54）。

由是，我開始思索自身對於幼師工作角色的關注，或許可以透過生命傳記研究的

形式，讓我理解個人生命歷練的過程，其中所藏存一位幼教工作者的「誕生」、「形

塑」與「轉變」等種種面貌。 

除了為自己所關注的幼教議題尋求解惑出路外，對於傳記研究、生命史所獲得的

理解，誠如熊同鑫在其〈窺、潰、餽：敘述我對生命史研究的理解〉一文中引述

Bertaux 在 1981 年所言：『對欲發聲的團體而言，生命史研究是一個重要的基本

方法，它能有系統地陳述、宣傳其欲追求轉變的原由，從團體本身的角度呈現其



所處之困境為何。』，並且指出「當公眾能瞭解到發聲團體的訴求時，生命史就

不只是再重建有關他們團體的知識，更成為重建社會的重要工具。」（熊同鑫，

2001：110）。我從幼教相關研究整理中發現，過去對於幼教工作者的生涯研究議

題並不多見2，幼師的「教育工作者」角色可以說是沈默的並且鮮少受到注意。

基於欲對幼師工作角色和此切身相關的幼教職場面貌有更多的瞭解，以及對幼教

工作者職業生涯有深入探究的必要，因而決定以生命傳記研究取向來探究幼師職

業生命運轉的面貌。 

第二節 「生命運轉」名詞意涵 

國內應用於教師角色之生涯研究，早在 70 年代因成人心理學有關於成人心

理研究，以及生涯發展理論的蓬勃發展，逐步開拓其研究空間與途徑。然而綜觀

教師生涯研究發展迄今，一般仍傾向以階段性的發展模式，來界定並歸因教師在

不同生涯發展區段中所表現出不同的行為與特質3，對於個體生命發展階段間的

過渡，特別是生命轉折中重要的生命經驗事件等內容的論述，於相關研究中並不

多見。 

從傳記研究取向中，可以發現研究者因研究旨趣的不同而有所區別，有傾

向於社會環境層面的研究，如：生命流程；或者像是生命循環、生命史等著重於

個體生命發展及主體經歷的研究。從不同的面向進行與生命關聯的內涵探究，我

們不僅單一關注於主體內在或經日常人際交互連結所發展出的傳記性行動，同時

也注意到個體與外在生存社會環境脈絡的關係。德國學者 Theodor Schulze 認為

特別是在傾向社會學的傳記研究，更應置焦於理解社會的框架，理解生命個體在

社會文化環境中成長的條件及形式，Schulze 稱此為生命軌道(Laufbahnen)、職涯

                                                 
2以歷年有關幼教工作者碩士研究論文為例共計 52 篇，其中依年代分類，「幼教工作者」相關研

究數量有快速增加的趨勢，然而研究核心多關注於幼師教學實務議題，幼教工作者職業生涯的探

究是很少被注意的，有待學術領域進一步深耕。 
3 參見：孫國華(1997) 。國民中小學教師生涯發展與專業成長之研究。高師大教育系博士論文。 



(Karrieren)和歷程(Curricula)（Schulze，1995/2002：6），而職涯歷程在生命傳記

研究中，即顯現出「時間流」動態發展的核心觀點。 

1983 年 德 國 學 者 Fritz Sch ü tze 於 其 發 表 的 〈 傳 記 研 究 與 敘 述 訪 談

Biographieforschung und narratives Interview〉一文中，批判宏觀社會科學的生命

傳記研究，例如弱勢團體研究方案，僅於像是在時間序上提出「生命循環」、「家

庭循環」等可結構性的論述，卻不著重於個人命運的探討，無法說明關於個體生

命階段與過渡期這樣的內容是如何運轉的。他認為進行個體生命運轉歷程之研

究，對於社會學的理論建構也是同樣的重要，並且提出假設：個體生命運轉基本

的歷程結構是個有系統的組合，而且可以說是個體命運的典型，社會重要的意義

即藏存其中，因此，要理解個體生命是如何運轉的，必須掌握生命承載者的生命

史時間及序列結構(Schütze，1983/2001b：1；Marotzki，1999/2001c：5)。本研究

在 傳 記 研 究 取 向 下 ， 參 照 Sch ü tze 對 此 所 提 出 之 「 生 命 運 轉 過 程 結 構

（Prozeßstrukturen des Lebenslauf）」的分析概念，來說明傳主生命史的時間及序

列結構外，同時關照主體生命轉折期間的歷程內容，及其整體生命運轉的意義模

式探究，做為與一般採用階段性發展的生涯研究取向或生命歷程探究做區別。 

第三節 研究個案的選擇 

在研究意圖及研究取向確定後，研究對象的選擇便是接著要考慮的問題。

與生活周遭從事幼教工作者接觸的經驗裡，我察覺到以往幼兒園園長角色多半具

有資深的現場教學經驗，因此在研究個案的選擇上，我從過去幼教經歷的交往對

象中選取一位幼教工作經歷達二十九年的幼兒園園長—林杏芬園長作為本研究

的研究個案。除了由個人主觀直覺出發，並且也考量了個案選擇上的客觀條件，皆

說明於下。 

1986 年 Mishler 提出在不同類型的訪談中，訪談者與受訪者之間的關係會有

不同的動力產生，因此主張在進行分析訪談資料時，也必須把訪談雙方的關係、



訪談情境、過程等列入說明範圍，使我們能夠對受訪者所說的話有一個更完整、

更充分、更適當的解釋(Mishler,1986；引自李燦如，1997：4)。質言之，當選擇

使用訪談法來蒐集個案資料時，研究對象的選擇、訪談者與受訪者之間的關係，

將成為對資料取得的合宜性以及進行詮釋分析時的一個重要考量因素。以下先交

代我怎麼與受訪者相識的，以及研究對象的選擇考量。在第三章第三個部分的訪

談歷程描述，也將呈現訪談情境與互動過程說明，以作為資料解讀上的參考依據。 

回想與杏芬園長相識過程的原由，是過去我在師院求學時因參觀見習幼教

機構的機會而結緣。初次接觸「城石」幼兒園，得知其為一所具有悠久歷史的教

會附設幼兒園，其整體教學環境予人小巧而質樸、整潔有序的感受，加上園內師

生和教職員間和諧融洽的相處氣氛，我對於這所幼兒園不論在教學環境上或是人

際互動上，均存有好感。 

因「幼兒園教室環境規劃」報告的需要，杏芬園長同意我們進入教室探究，

同時主動提出要求，希望我們在報告完成之際，能夠找時間與共同進行內容討

論。從園長在報告旁寫下的密麻註解眉批，看出其嚴謹認真的態度以及對於我們

學習報告的重視，這樣的討論進行了數次。就在一個夕陽餘暉的傍晚，當我與同

學抵達幼兒園門口時，杏芬園長正站在小板凳上粉刷油漆，她修繕園內斑駁剝落

的牆壁，堅持不假手他人，其仔細工作的神情態度映入我眼簾，心頭一股莫名感

動剎時湧現，也自此在我的記憶中烙下了對杏芬園長深刻的印象。 

在幾經往返討論過程裡逐漸地與園長熟稔起來。談話中，她總是不厭其煩

地為我解答幼教田野中的種種疑問，諸如：教學課程設計及活動作息的安排、教

師工作內容與未來願景等問題，同時也搜尋園內現存之相關書面資料以提供我進

一步瞭解；交談互動過程中，亦不時勉勵我不論外在環境如何變化，當學業完成

後，要學以致用地走向「幼教」這一條路。 

與杏芬園長建立的師生關係，在這樣的課業討論裡有了延展，也因為有了

持續接觸的機會，我開始陸續地在城石幼兒園內進行與學校課程有關之教學觀摩



與試教活動。園長對幼兒，或是師院參訪的實習學生親切和善的態度，以及對從

事幼教工作的熱情與用心，成為我日後看待「幼師」角色時，腦海中浮現的一個

清晰圖像。 

杏芬園長過去求學階段即擔任幼兒園助理教師工讀工作，自此就一直待在

幼教領域中。隨著生命的歷練，期間曾當過將近九年的教師、二年主任以及十三

年之久的園長職務。在長達二十九年幼教工作資歷中，穿越了台灣幼教生態中關

於師資培育與幼教政策的許多重大轉變。面對社會變遷，杏芬園長勢必學習面對

環境中的各種變化並調整自己做事的方法。站在資深幼教者的立場，她的教育理

念為何？她是如何看待自我幼師的角色，以及她如何看待她所處社會脈絡變遷？

在其獨特的年資及經歷條件下，決定以杏芬園長做為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期待藉

由她的職業生命故事引發我對幼兒教育內涵更深層的思考。 

第四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企圖以生命傳記史觀進行資深幼教專業工作者職業生涯變遷歷程研究，本

研究的目的即著眼在希望藉由資深幼教經歷個案的生命故事研究，深入瞭解一位

幼教工作者如何在長期所處的社會情境脈動中，朝向自我選擇之職業道路推進；

同時探究個體經由一個長時間脈動的縱向歷史回顧中，所透露出重要的社會結構

變遷訊息。準此，研究中所欲探究的問題是： 

(1) 探討資深幼教專業工作者，如何走上幼教職業之途？ 

(2) 資深幼教專業工作者的職業工作角色轉變過程為何？ 

(3) 在幼教職業生涯中，資深幼教專業工作者曾經面臨過哪些遭遇？而她又

如何回應這些生活中的轉折？ 

 

 



第五節 研究流程及書寫架構 

整體而言，整個研究進行的流程，首先為研究興趣的形成與提出研究問題；

第二步驟為選擇本研究個案訪談對象；繼之以德國社會學者 Fritz Schütze 所創之

敘述訪談法進行敘說資料採集；個案口述資料經轉錄為文本資料後，運用 Schütze

和其學生 Werner Kallmeyer 所發展出來之理論建構分析方案進行文本資料的理解

分析，先進行文本結構描述，詮釋建構出傳主的生命運轉歷程，從而抽譯出抽象

結構之間的關係，完成該個案之「生命整體形塑」（倪鳴香，2003：28）。最後針

對文本理解歷程所認知之重要社會變遷訊息作進一步探討。 

當研究興趣形成以及研究問題確立後，直到研究歷程結束的整個過程裡，

相關文獻的探討均是本研究邊做邊形成的歷程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工作。茲將本

研究流程以圖示之，請參見圖一。 

本研究最後所呈現之書寫架構分為六章進行探討，第一章緒論部分，主要

在談我的研究動機、目的；研究對象的選擇，和研究者角色定位。第二章是透過

歷史—社會背景的角度，回顧幼教生態變遷中的幼師角色面貌。第三個章節為研

究方法與研究歷程，說明傳記研究之理論基礎、如何使用敘述訪談法進行資料蒐

集與整理、以及文本資料分析與理解詮釋流程。第四章進入資料分析的部分，從

文本解讀過程呈現文本結構描述，進而據以書寫分析詮釋結果。第五章為相關議

題討論，即經文本分析、理解與詮釋所透露出的社會結構變遷訊息進行探究，其

一嘗試參照 Csikszentmihalyi 以生物演化觀點研究創造力所提出之系統論觀點，

對影響本研究個案幼師職業生涯歷程之可能因素進行探究；其二探討公私幼生態

變遷下幼師的工作生存處境。第六章則為本研究歷程的回顧與前瞻。 

 

 



圖一：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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