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杏芬園長個案分析與詮釋 

在這個章節裡，將呈現研究者對於敘說文本分析、理解與詮釋的內涵。第

一節，為本研究個案生命故事的速寫，為讀者簡要摘述個案的生命故事敘說內

容，做為進入敘述文本分析、理解與詮釋前，獲得對此生命故事的概觀性理解。

第二節，旨在說明本研究個案文本敘述結構的特質。第三節，進入本研究個案敘

述文本微觀之結構描述。第四節，則是在敘說文本結構描述基礎下，進行個案生

命流程形塑。 

第一節  生命故事速寫 

建立理想中的幼教國度-永不放棄的築夢之路 

杏芬園長從小生長在一個在她看來幸福美滿的家庭，父母均由從事教職轉而從

商。五歲開始接觸音樂，求學階段更是個愛讀書的孩子，在校優異的成績與順利

的求學過程於一次家庭經濟的危機中有了巨大的轉變。父親經商失敗使得杏芬沒

有辦法完成她想升學繼而成為一位國中教師的夢想，在不願與現實妥協的矛盾

中，她選擇以半工半讀的折衷方式繼續她的求學之路。 

工讀的日子裡，杏芬學會在圖書工作中如何計算紙張、高商的學業裡學會精熟

的珠算技巧與會計知識、在幼稚園助教老師的工作中啟發了她的興趣。幼兒園提

供幼教知識與技能的汲取，讓杏芬並不在意辛苦的幼兒園工作。她在工作中發現

了自己對幼兒的喜愛，此外也在工作中遇到了從事幼教工作中的啟蒙老師，於是

她深深地愛上了這份教職，在畢業的就業選擇之際，她毫不猶豫地留了下來。 

面對挑戰與不怕辛苦的毅力，促使她在工作之餘也參與各種進修學習。從一個

半工半讀的助理老師、到成為正式老師後到師專進修、因為持續付出卻未獲得個

人成長以及宗教信仰的衝突下，放棄高薪工作、一直到任教城石幼兒園一年半後

當上該園園長。身為園長的她為力挽狂瀾，解決幼稚園財務危機，進而為打造自



我教育理念下所形塑的理想幼教國度，她排除萬難並以身作則地朝向開放教育之

路邁進。在這過程中，有家人、教會董事以及信仰力量的支持，有了盡情揮灑的

空間，杏芬得以毫不保留地將熱忱付諸實際，在實踐教育裡時時刻刻吸收新知、

以相互學習的開放態度與業界及學界交流。 

新任董事長交替後，杏芬與新的董事長間在幼教理念上相左，以及現況中幼教

業界為求生存的惡性競爭壓力下，帶來了這段日子以來的情緒低潮。然而面對工

作中的挫折，杏芬園長卻仍奮力不懈地堅守工作崗位，在這兒有她用真心與熱情

深耕下結出美夢成真的轉型果實，以及在自我工作使命感下給出的幼教專業承

諾，面臨生命困境，這位基督徒以虔誠之心向全能的上帝禱告，杏芬期勉自己早

日通過生命中的幽谷，朝往下一個人生高峰邁進。 

 

第二節 文本敘述結構的特質 

對生命故事主角，杏芬園長的生命經歷有了初步的理解後，接下來，我分

別從本研究個案敘述文本形式上與內容上的特質，進行概略的說明。 

文本的形式上 

杏芬的敘述訪談文本整體看來，為生命史長期職涯發展流程的一個完整單

位，具有一個故事敘說從開始到結束的整全性過程。敘述者敘說故事同時，形成

段落的基本形式，並且呈現一個接著一個的敘說段落。它順沿著生命主體從小時

候及長至今的時間序列流程鋪排，從這個以職業史流程為主軸的敘述文本，清楚

地看見以職場轉換與銜接的延展和連結於其間的人事情境所交織成的職業史生

命故事（請參見圖二）。 

 

 



圖二：個案敘述文本的形式結構流程圖 

   童年家庭生活      求學歷程       助理老師經驗 

 

 

正式老師        職場轉換經驗       主任經驗        園長經驗 

 

訪談中，杏芬園長要在相對為短的時間（三小時）內敘說出長達二十九年

職業史生命流轉歷程，其敘說內容很明顯具有濃縮的特性，我們可以看到故事事

件的鋪陳，是有序地隨著生命韻律而一一展現。有趣的是，在此即興式的、未經

過受訪者刻意布局的敘說內容，其故事情節的張力總是隨著對故事報導人的生命

影響程度而被選擇性地加以深入描摹或重點式帶過。敘說者在敘說過程中，對事

件或人物的評論，其觀點常交錯在過去與現在的分辨中。 

文本的內容上 

閱讀過敘述文本內容後，發現隨著傳記主體生命敘述的延展，堆砌出大量

豐富的生命議題可提供探究，例如以心理學角度，審視個案童年生命經驗中家庭

親子互動對日後的影響、青少年階段發展任務與危機或是自我認同；性別議題

上，可以探討父權社會體系，個案（女性）之人我關係建立與影響；從生命教育

的向度，也可以深入探索人生與宗教信仰的關係等等，然研究者面對此一豐富文

本，仍有其關注的問題，我關心的研究命題置焦於生命個體如何在長時期職業工

作歷程的流轉中，如何能夠堅守其幼教職業工作崗位？亦即，研究視角主要置於

傳記主體社會化歷程，對維繫個體發展的機構與所處生存的社會條件，如何提供

機會或限制主體發展，而主體又是如何回應其生活。而此傳記素材資料，可提供

我做為理解幼教工作者職業史歷程意義圖像之研究進路。 



生命故事隨著時間流動，主體成長的經歷依附在不同階段生命經歷之社會

機構流轉中逐一延展。我覺察到杏芬敘說的許多生命片段，均提及類似有關「學

習」或是事件歷程所自我感受到「成長」的內容。這些從資料中獲得的原初印象，

往往為研究者帶著個人偏好涉入對研究命題之關注所在，換言之，此由研究者「凝

視」下而得的訊息，或許有助於隨後進行資料分析時的參考。 

進行個案分析之前，首先將傳記主體隨著機構以及工作角色轉換鋪陳的職

業生涯敘述內容，對照時間流的延展，將初步理解可能相關的台灣幼教發展重要

制度與事件進行對照比較（請參見圖三），目的在對個案及個案置身的社會環境

脈絡，得到整體性的理解。文本內容中提及公幼過去至今約略的敘述樣貌，以及

生命經歷的後段工作期間參與了幼教課程重要轉變的「開放教育」工作，因此這

些涉及杏芬職業發展的早期社會史料，必須共同納入理解傳主生命經歷以協助後

續的分析理解與詮釋。 

早在杏芬進入幼教職業工作發展（1970 年代初）之前，有兩個與傳主職業

生涯經歷有關的社會事件：其一，為 1960 年代末期至 1970 年代初期，政府經費

考量以及因應幼兒入學需求，出現了國小附設「自立幼稚園」，此教育政策與日

後 1987 年普設公幼制度，以及隨後於 1989 年「自立幼稚園」全數更名稱作「公

幼」，員額亦納入編制形成關連（洪福財，1990：126）。其二，是 1970 年代初台

灣幼教界引進一系列新的開放教育思想。此後「開放式學習」的教育推展蔚為風

氣（翁麗芳，1996：248）。此大環境中的幼教課程轉變，在杏芬執教十三年期間，

僅扮演被動的訊息接受者角色，直到 1988 年當上園長之後，在機構授權賦能之

教學自主權提昇之下，轉而成為主動參與者，於經營管理之園所推展此一自我所

認同的教學型態。與傳記主體之幼教專業進修有關的社會制度包括：台灣省教育

廳鑑於當時幼教師資缺乏，於 1977 年起在師專辦理幼稚園教師進修班（簡稱幼

進班），專為招收幼稚園尚未取得合格教師資格之現職教師，利用為期一年夜間

選修學分方式取得合格教師資格（蔡春美等，1996：219）。以及，民國 1978~1987



年期間，師專設置夜間部（三年夜間上課）及暑期部（四年暑期上課）二年制「幼

稚教育師資科」，其主要招考對象為「幼進班」、「托教班」結業生，使取得二專

學歷。另一個與杏芬曾經擔任幼兒園「助理老師」相關之政令轉變，為 1973 年

幼稚園設置辦法Ⅱ修正公布：幼稚園師資分「教師」及「助理教師」。 

主體進入幼教領域職場的生命運轉歷程，順著時間流依序於不同的機構及

職務工作逐漸推向現在，走上幼教職業道路後依序經歷之幼教機構與職場角色中

展開敘說內容。從助理教師無到有的學習，環境中存在的重要他人激勵及合法化

專業進修行動，為杏芬擔任天下幼兒園教師期間的支持動力；因為外在家庭遷移

因素和自我生活適應問題，轉換並確定未來生活發展的居所；嘗試新的主任角色

挑戰中看到私幼職場的經營競爭問題，並於增加「母親」社會角色及自我對工作

內容專業性的質疑下，向外尋找自我所認同的教育機構任職；專業能力受到肯定

而擔任城石幼兒園園長，直到近兩年面臨外在環境競爭和內部人事衝突的生命困

境。工作機構的轉換傳遞出一次次正向或負向生命經驗的轉折，同時點出職涯運

轉過渡階段可能的影響事件脈絡，從杏芬園長敘說行動結束後的職業史發展曲線

自我評估中可作為參照（請參見圖四）。 

  

 

第三節   文本結構描述 

敘事情境導入(1-2) 

訪談者以一般禮貌用語「請(1)」字開場，邀請對面這位林杏芬園長，在接

下訪談時間裡道出「個人的生活的歷程…為什麼會選擇幼教這條路 以及一路走

來 至今的種種經歷(1-2)」，其內容不僅只敘說個人生活經驗歷程故事，同時訪談

者也請求探尋其選擇邁向幼師職業道路的原因，以及在該職業生涯從開始到目前



所經歷的種種遭遇。 

在敘述的行動上，「從小時候或打從有記憶開始(1)」訪談者提示受訪者敘事

思考的入口，期待能從成長之初，或從個人生命經驗記憶的起點開始回溯。訪談

者的啟始語企圖開啟敘述者敘說其由童年到選擇幼教此工作行業和持續性發展

至今的轉變內容。 

經由訪談者的提述引導，敘述主體在有意識的檢選下，以「其實(3)」承接

回應起始問句，思考的線索於是便在過往生命經驗中所尋求對應的脈絡下開展，

為訪談者開啟了那個歷程的種種面貌。 

童年成長的家庭(3-21) 

敘述者的生命故事從童年成長的家庭場景揭開序幕，童年視框以家庭為敘說

核心，首先標記出原生家庭的特質「其實 我出生在一個基督徒的家庭(3-4)」。「其

實」傳遞出敘述者站在現在的立場關照過往生命歷程，主體意識到與宗教信仰的

連帶關連而脫口說出。順延開展的描述內容尚包括有家庭組成成員、家庭經濟狀

況，以及父母親從事的行業。 

民國四０年代，小杏芬誕生於具有基督教信仰的家庭裡，若以杏芬為中心，

除了父母外的家庭成員還有兩個哥哥、一個姊姊及一個弟弟。 

整體來說，杏芬對於記憶所及童年的家庭圖像感到滿意「我們的家庭是一

個很美滿的(11-12)」。這美滿的意向乃指向社會對於家庭社經地位的衡量，即家

庭經濟狀況和受教育程度的社會指標上。以五歲起就開始學鋼琴為例，凸顯出相

較於當時普遍一般家庭經濟條件而言，這樣的家境算是不錯，並且父母均擁有高

教育程度。 

杏芬對於童年歲月裡，父母親曾經「都是老師(4)」印象深刻，帶著不確定

的語氣「可能(12)」，猜測或許是經濟因素的考量，父親改行做了生意「那時候

做生意的好像會比較好(14)」，而母親則由於父親生意的擴大與忙碌的緣故，選



擇放棄(20)原本教書的工作，在家照顧孩子並且協助父親從商。 

生命轉折(21-120) 

以「那我記得(21)」連結接下來的話題，敘說的回憶畫面從童年家庭移轉

至求學歷程描述。生活中突如其來的意外，衝擊整個家庭生活，同時改寫了承載

者的生命劇本。 

小學以來學業優良，杏芬順利地通過升學考試關卡，並且以第一志願之姿

考取家鄉女中，初中求學期間同樣維持不錯的學習表現(21-27)。好景不常，相較

於向來順利(24)的求學歷程，伴隨加重語氣所匡定出的時間座標「那就是在我在

初三的時候(27)」，凸顯主體的生命流程在此時間點前後生活狀態的強烈對比，

它向訪談者預告了一場戲劇性生命故事轉折即將上演。 

杏芬就讀初中的第三年，父親經商失敗導致家庭財務狀況瀕臨破產地步，

家庭經濟條件的轉變，擾動原有的生活秩序，不僅直接影響到家庭中老四的求學

進路，對杏芬而言更是扭轉個人未來命運的重要時刻「這是一個轉捩點 我人生

的一個轉捩點(28)」，若拿兄姊們求學過程的順利相比較，更凸顯其際遇的不幸

「為什麼到我 剛好就是我(33)」。 

接下來的敘事情境，敘述者透過父親與女兒角色對話形式，呈現彼此對杏

芬升學此事迥異的想法。若將敘述內容依時間歷程來區分，則涵蓋三個階段： 

一、就業或就學之間(35-48)  

即使面臨財務困窘情形，受教階段孩子的教育問題仍待解決，而經濟資源

有限的情況下，則可能產生資源分配上的問題。家庭權力結構中扮演一家之主角

色的父親，在客觀現實的考量下，主張兩個大學求學中的兒子繼續完成學業

(43)，並且提議小女兒畢業後即加入就業行列「你不要去考好不好你就去工作

(35)」，或者念夜校以減輕家庭經濟負擔(40)。面對父親的提議，那個處於懵懂年

紀的女孩，並不全然能夠理解父親力絀心窮的困境，從個人的需求出發，小學以



來在學業上獲得的學習成就(38)，女孩理所當然地迎向普遍社會價值中對好學生

的期待，朝著升學進路層層而上。發自主體內在持續運作的意向「我一直想要唸

書(36)」，渴望升學的初中生除了向父親表達內心的不滿(36)外，同時以爭取升

學機會的行動來傳達個人清楚的升學意圖。 

二、兩條求學進路選擇(49-84)  

生命主體從家庭進入學校機構的社會化過程，或多或少地會嘗試建構自我

未來的圖騰。杏芬學生時代對於未來的理想，或許是童年生命經驗裡雙親曾經都

是老師的感知，或許來自受教過程中師生互動而形成的理解，年少杏芬將自我對

「教師」角色的崇拜(54)，內化為個人未來所欲成就的職業角色形象「那時候我

就一直想我要當老師(52)」。敘說一再出現「一直」，強調了主體帶著那一份強烈

而執著的想望，「當老師」此被生命主體確認以作為未來的職業志向，非是一時

興起的說詞，而是一種在想法上持續醞釀著的、並且不斷地被深化的生命意向。

「但是(54)」的轉折語，則進一步說明「當老師」的志向其實是有選擇性的，求

學期間優異成績表現，主體對於自我能力抱持肯定態度和高自我期許，她將未來

自我所欲扮演的教師角色置入相對受教程度較高的教職層級中「我是要當國中的

老師/初中的老師 我不要當小學的老師(54-55)」。欲達成此理想是需要需符合外

在制度條件-大學畢業-的師資要求，這樣的認知導引生命主體為自己的將來作計

畫，並且致力於付諸實現(60-64)，「一定要讀大學(52)」成為杏芬自我設定的求

學目標，而首先將面對的便是要通過高中考試關卡，將自我推向升學主流體系

(64-66)。皇天不負苦心人，杏芬如願地以第一志願考取省女中，然而受到外在家

庭因素的影響，使得這個於求學通道中循序漸進的生命節奏嘎然變調。身為家庭

中的小女兒，杏芬聲稱升學受阻係受到外在情境因素所致，認定父親的想法一如

時下台灣社會裡重男輕女的傳統價值觀念而被束縛(66-68)，然而實質上家庭經濟

環境的不允許(80)—父親必須在有限經濟資源中做有利的分配—可能更是主要

的外在因素。 



父親在經濟考量下評估可行的升學方案，在父女間往來對話中具體地被提

出「我爸爸他就跟我講說 如果說你要繼續念的話 初中畢業 那你就是 你有兩條路可

以走一條路就是說 你去讀那個 高中的夜校 或者是說你去讀師專(49-50)」。雖然志

不在當小學老師(55,69)，杏芬仍依了父親的意思去報考五專，但是卻在師專口試

場合裡選擇沈默以對，用行動回應了她想讀高中的決心，主動放棄師專此升學途

徑(71-78)。從現在的觀點，敘述者帶著不確定的口吻「可能」，猜測或許出自青

春期叛逆特質使然；或是升學意願受阻下對家庭權力結構的抗拒(78)，為此過往

升學事件提出合理化的歸因。 

敘說內容凸顯出杏芬在初中時，因現實生活中的家庭因素限制，所持續開

展出生命自主與力爭升學高中機會的意向，然而隨著時間的流動，父親並未改變

想法、而生活中也沒有其他轉圜餘地下，排除了師專入學機會的選擇後，小杏芬

求學途徑已清楚地指向了夜校一途(86)。 

三、 妥協於現實的求學途徑(84-117) 

帶著百感雜陳的語氣，敘說者陳述此生命片段之升學協商過程即將落幕「後

來我會去讀高中我會讀夜校 夜間部 我是讀商的喔(84)」。家庭中的女兒向父親爭取

升學機會的場景，從主體原本期待置身於主流升學通道，最後卻移向高商職校的

求學定點上。  

為人子女的杏芬很難理解家境拮据，要供應孩子教育經費，已超出父親能

力所及(80)，放棄師專升學機會後，想要唸書，僅能選擇次一個較少負擔的夜校

就學之途。父親代為報名了最慢舉行的夜校考試，面對這個沒有商量餘地的就學

選擇「我爸爸說你如果再不去考 你以後就都沒有讀書的機會(90-91)」，令這位

初中生感到沮喪，而家人從旁勸說之下，「犧牲(97,107)」個人利益以顧全家庭大

局彷彿已然成為小女孩不得不接受的現實。其後，杏芬雖以榜首之姿考取家鄉最

好的高職學校，然而其內心卻仍糾結在就讀與否上掙扎不已。當此之際，教會—

此一與主體生活頻繁互動的社會場域(108)，在杏芬遭遇生命困惑時成了家庭之

外的重要支持，教會牧師適時扮演撫慰者角色，平息此成長中個體困頓不安的心



靈。最後，杏芬決定與現實生活妥協，順從父親的意思去念了夜校。 

這段家境遽變的經歷，對主體內在建構之世界觀產生實質的影響。杏芬切

身經歷到真實社會中人情冷暖的變化，當家庭遭逢變故之際，生活中唯獨有教會

姊妹們願意真心接納，並且給予精神上的支持。對杏芬個人而言更是如此，與教

會的人事互動，撫平女孩未受家庭支持的求學創痛，過去因原生家庭父母的信仰

關係，杏芬自小便接觸基督教世界，而此段生活體認更無形中拉近了杏芬與教會

群體間的社會距離。 

走上幼教之路 

從工讀機會接觸幼教領域(121-293) 

敘述者以「那白天呢(118)」引言啟始，預備敘說進入商校夜間部就讀後的

工讀生活(121-122)，經由這樣的生命歷程敘說，切入主體與幼教職業工作接軌的

過程。敘說首先提及第一年工廠工作經歷。 

高一工廠工讀(121-195) 

家庭經濟因素使然，杏芬展開了半工半讀的高中生活。第一年是在書局工

廠當女工(124)，以計算紙張為主的工作經驗，為杏芬日後從事幼教工作，像是

紙本的發放上，仍能派得上用場(128-131)。 

工讀生的生活型態帶給這位中學生疲累感(132)，生命運轉至此，若將自己

的求學際遇和家庭手足相比較，不免產生父親偏心的猜想「可能爸爸不喜歡我 可

能爸爸比較疼姊姊跟疼兩個哥哥…所以要讓我去(133-138)」，杏芬對於自己的生

命際遇感到不平而陷入情緒低潮狀態。然而，外在環境限制雖然對個人產生影

響，但是個人仍是有能力做改變。敘說文本中披露了生命主體欲透過努力，以突

破生命現狀的能動性，在「很喜歡唸書(140)」興趣驅策下，杏芬為自己製造生

活的重心與方向，勤奮向學，優異的學習能力不僅帶給個人成就感，並且得到師

長的關注(142-143)。 



不期而遇的幼教工讀機會(156-195) 

「到了高一的那個暑假(156)」，時間框定接下來的敘述內容。生命運轉中

的一個偶然機緣「剛好(156-157,171-172)」，這位中學生的生活時空與幼教出現交

會。主體有意識選擇下進入了幼教領域，同時成為開展其傳記性幼教職業生涯的

起點。 

回溯跨入幼教行業的記憶源頭，敘述者描述了父親與牧師同為杏芬交通安

全考量而間接得知東美教會附幼「助理老師」職缺的經過(158-171)。 

幼兒園工作「只有半天(187)」，工作時數相對工廠為短的外在誘因，讓平

日經常抽空唸書的杏芬毫不猶豫地答應接受此份工作。另一方面，出自個人對教

師工作角色的興趣，也為促成工作轉換的因素。台灣社會層級化的學歷結構中，

早期師資培育均來自師範院校體系，杏芬在幼教職場中發現(192)「老師」此一

角色，使其過往生命中汲營卻無法成就「當老師」的志向，獲得伸展的出口「我

在想說 耶 當老師也/一個助理 它是助理老師這樣子 我說也不錯 有老師/老師兩個

字出來了（笑）(190-191)」、「既然國中的老師當不成 來當幼稚園的助理老師也不錯

(193)」。 

執行「助理老師」例行工作(195-293) 

生命中非計畫性機遇經由主體有意識地加以掌握，個人命運的典型亦隨之

有了不同的伸展樣貌。敘說內容隨著主體工讀場域轉向幼兒園機構，繼而承接以

下在此幼教職場中擔任「助理老師」的歷程描述。 

民國 61 年 8 月，杏芬開始進入東美幼兒園擔任助理老師1工作。從訪談當時

的敘述者上揚語調「啊真的(195)」，意味著此將揭述的助理工作實況令之印象深

刻。敘說中清楚地點出「助理老師」工作內容：「第一個 它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要掃地

所以要掃教室…早上開始掃地 然後 還要洗小朋友的手帕 所有的毛巾/小毛巾 嗃甚至還要掃

                                                 
1民國 62 年幼稚園設置辦法Ⅱ修正公布：幼稚園師資分「教師」及「助理教師」。 



廁所 這個工作你都要做…那還要替小朋友煮點心(197-198,202-204)」。對過去很少接觸家

事(196)的杏芬來說，要執行助理老師例行工作並非輕鬆之事，她需要費時摸索

和學習。五年的工作經驗累積，帶給杏芬個人很大轉變，從過去「就齁命（台語：

好命之意）」的孩童形象，蛻變為做事幹練的工作助手(208-215,266-267)，也為日

後從事幼教工作奠定紮實的基礎「其實也可以說在東美那邊 讓我訓練出來 我今

天才能夠這麼一個成績(205-206)」。 

啟蒙階段陶養幼教工作興趣 

接連詞「然後(215)」銜接，以職場中重要他人為接下來的敘述主軸，敘述

者開啟此段跟隨著示範楷模—季老師的學習歷程。 

對杏芬來說，擔任東美幼兒園園長的季老師可以說是對自己未來生涯具有深遠

影響的重要他人「是我從事幼教工作 我一個啟蒙的老師(216)」。敘說中簡介了季老

師的專業背景：民國六０年代的台灣社會中，家鄉神學院設立幼教系培育幼教專業

人才，其學校體系因宗教色彩而不為政府所承認，而神學院培育之人才，多數回流

教會體系中服務，季老師即是一例(222-227)。具幼教專業背景的季老師留日歸國後，

即受聘為東美教會附幼園長兼任帶班老師，並於神學院幼教系授課(217-219,263)。 

與經驗教師互動的潛移默化過程，季老師這位杏芬心目中的重要他人，在

日常工作上提供了此職場新手「如何成為一位幼師」具體示範，從而逐漸內化為

主體自我形塑之幼師圖像。 

「我在季老師那邊我學到很多 無論是做人的 或是說在幼稚園裡面的課程 

一個技巧還有手工(221-221)」 

有別於現在的便利性，過去教學所需的教具皆須由教師親自製備。跟隨季

老師學習手工技藝過程，杏芬體驗了製作拼圖教具的全貌，包括木工和油漆工技

術。從職場工作學習中，她察覺到幼師工作的趣味性「說蠻好玩的(243)」；與職

場共事人際的互動和諧，也令之感到滿意(254-255)。學習帶班教學的過程裡，杏

芬觀察季師如何與幼兒相處互動，漸漸地對學前階段的孩童產生了好感與喜愛



(261-262)。 

長期工作經驗的累積，增進杏芬的工作精熟度，在季老師的建議下，利用

工作之餘到神學院旁聽幼教課程，並且有了發展律動、唱遊等能力的機會。自小

喜歡音樂的興趣，更提昇其持續學習的意願，下午修習幼教專業課程，成為杏芬

生活作息的一部份(270-271)。 

由興趣出發所開展出來的學習狀態是較為持續的，它能夠帶給主體較大的

成就感與自我能力的增進。以高中生的身份於學院修課中獲得好成績，對杏芬而

言不啻為對自我能力的肯定(275-286)；在幼教領域裡一方面吸收理論知識，一方

面與現場實務相印證，無形中精進其幼教專業能力，也拓展個人生命視野「我覺

得我很成長(293)」。 

兩年期間幼教工讀生活，穿梭在助理老師、學院旁聽生和高商學生角色之

間，這樣的生活型態雖然不免疲累(293)，但卻帶給杏芬實質的學習收穫(291)。

跟班教學、教具製作以及幼教課程的學習過程中，杏芬在幼教這一行的工作興趣

逐漸萌芽「越來越喜歡幼稚園的工作(273-274)」。 

生命主體在最初進入的幼教職場中，開始建構自我對幼師職業世界的社會

認知，包括職務角色之工作內容；透過職場中重要他人-季老師的楷模學習歷程，

獲得實質上與職業有關之技巧與知能的專業能力。在職場中覺察「幼師」此職業

角色工作的趣味性，主體對幼教職業工作興趣逐漸萌發，工作過程中的訓練與陶

成，有形無形地為其模塑之幼師圖像產生影響，並為未來選擇幼教職業以及日後

之職涯運轉奠定基礎。 

幼教職業工作定向(293-348) 

就業路口的選擇(293-304) 

高中求學生活的尾聲，杏芬以全校第二名的學業成績畢了業，優異的商科

能力，從通過高階珠算檢定(294-298)以及學校老師主動推薦工作(298-302)足以說



明。站在就業路口，杏芬並未以自身優異商科能力而順理成章地投身商業界，在

沒有外在限制的情況下，以「興趣」為考量，幼教工讀期間的正向經驗以及工作

中帶來的樂趣，讓這位社會新鮮人選擇繼續停留在熟悉的幼教場域工作。此時算

來，已是杏芬邁入幼教這一行業工作的第三個年頭(303-304)。 

接受神學院幼教專業養成(304-348) 

接下來的敘事情境，敘說從杏芬從事幼教工作的第三年展開，描述在其後

成為正職「助理老師」工作期間，所展開個人傳記性學習進修歷程。 

早上作結束之餘，杏芬延續過去的生活模式繼續到神學院修習幼教課程。

對於正從事幼教工作的杏芬來說，透過此社會學習管道作為增進個人幼教專業內

涵的來源(315)。若從高中時期算起，杏芬以五年的時間完成幼教課程學習。由

於未依規定選修宗教教育課程，最後以結業生身份參加了畢業典禮(324-325)。 

擔任助理老師期間，其工作能力上的勤奮與熟練，備受季園長肯定

(331-333,335)，當季園長即將卸任出國進修時，向杏芬提出換工作的建議(331)。

在神學院附設東美幼兒園的人事制度中，要擔任「幼師」工作角色，必須符合正

式神學院畢業生身份「一定要帶那個方匡的(338)」，在此客觀條件限制下，杏芬

的神學院結業生身份是無法於此職場中獲得晉升機會。於是在接受了季老師的建

議與幫助下，杏芬順利地轉換跑道進入天下教會附幼當老師。 

在不受外在環境因素限制下，個人的主體性得以自由開展。在此段從學校

機構學習轉而進入社會機構工作的敘說內容裡，敘述者說明了助理工作期間，選

擇於神學院幼教課程進修作為涵養個人專業知能內涵的途徑，並且以個人志趣出

發，揀選幼教行業作為職業生涯起點。 

成為合格幼師(348-407) 

進入幼教場域工作第五年，首次職涯變遷結構，不僅是工作機構的改變，

並且轉換成為「幼師」角色。此幼教機構間的轉換經歷，非關教學困擾或人際問



題，而是涉入制度的層面—主體擔任機構（神學院附幼）幼師工作的合格性問題，

而同樣地，此問題若置入社會體系的大框架中，其幼師角色的「合法性」也必須

被正視，並且影響後續之工作發展。 

接下來，於「在職進修」主軸下，敘說從「那時候你要當幼稚園老師 一定

要合格(349)」啟始，說明生命主體為符應「幼師」職業工作角色之外在社會制

度條件而展開個人傳記性學習歷程。 

在杏芬園長的印象中，過去從事幼教工作的那個年代（民國七０年代），機

構 聘 用 幼 師 資 格 不 限 的 情 形 非 常 普 遍 「只要你高中畢業就可以當老師

(358-359)」；而神學院培育之幼教人才，受到社會客觀條件的限制，文憑不被政

府承認亦等同於不合格教師(350)。 

站在個人生涯考量，以及或許受過去轉換職場經驗的影響，杏芬意識到欲

朝向此教職道路前行，獲得社會認同之合法性地位是必備要件「既然我要走這條

路 我一定要拿一個合格證(366)」，有了一年在職教師資歷的條件，她把握住環

境中適時出現的機會「剛好(350)」，參加了師院舉辦之幼師進修考試2，並且順利

地脫穎而出，考上後於夜間進修一年取得教師合格證；接下來，具備合格幼師身

份的杏芬，隔年再度搭上另一幼教考試進修列車，利用四年暑期進修，取得幼二

專3學歷(371-372)。 

天下幼兒園任教六年期間，以在職進修的方式通過了幼師專業認證成為合

格教師，進而取得二專學歷(387-388)。對杏芬個人而言，幼教工作一路走來，經

歷了許多的苦與累，此時也不例外(385)，然而只要一有困難，主動尋求周遭經

驗教師和專家協助，成了杏芬做中學的良方，從實務工作裡逐漸累積專業知能。

敘述過程中提及與扮演幼教啟蒙角色的季老師的師生互動描述(339-343、380)，

                                                 
2台灣省教育廳鑑於當時幼教師資缺乏，於民國 66 年起在師專辦理幼稚園教師進修班（簡稱幼進

班），專為招收幼稚園尚未取得合格教師資格之現職教師，利用為期一年夜間選修學分方式取得

合格教師資格（蔡春美等，民 85:219）。 
3民國 67~76 年期間，師專設置夜間部（三年夜間上課）及暑期部（四年暑期上課）二年制「幼

稚教育師資科」，其主要招考對象為「幼進班」、「托教班」結業生，使取得二專學歷。 



再度說明了季師在杏芬建構自我「幼師」職業角色圖像的塑模歷程中，具有重要

且深遠的影響。 

隨著敘說時間脈絡的開展，可以看出敘述者從以幼教行業作為進入社會工

作起點，從最初擔任助理教師而成為幼師角色後，確定以幼教作為生涯發展方向

之職業認同的漸進歷程。幼教職業定向後，為合於社會制度中幼師任用標準之應

然條件，生命主體展開傳記性行動，主動報考師培機構開設之在職教師師資進

修，取得立足社會認證之合法幼師角色地位。 

職業道路上的遷移(388-486) 

轉赴北部工作(388-407) 

敘述者以時間標的「那個時間(388)」啟始，伴隨生命經歷之「結婚」事件，

敘說隨著外在情境的改變而轉換工作職場的經過。 

杏芬於天下幼兒園工作的第六年年底結了婚，並決定隨同先生一起移居台

北。受到教師職業倫理觀影響，在工作角色裡內化了「盡職」成分的教師形象「一

個學年度還沒有完 我不能說把那些小朋友丟下(391-392)」，故選擇了將學年度帶

班教學工作完成後，才離職北上展開新的生活。 

民國七十二年八月，杏芬進入具有規模且負盛名的菁英教會附幼當老師。

工作之餘，對於新環境緊張的生活形態以及人際疏離感到無法適應(400)，與先

生商量的結果，同樣在結束一年教學工作後返鄉定居。 

職場角色轉變—當主任(407-486) 

返鄉後重新謀職的杏芬，透過與過去工作舊識—天下幼兒園吳園長的聯

繫，得知了家鄉郊區新興的小太陽幼兒園有一主任職缺。起初，杏芬對於自己是

否能勝任這個全新經驗的管理者角色感到擔心，然而，基於個人特質「很喜歡挑

戰(413-414)」，杏芬欲將此工作視為自我挑戰的生涯機會「這個挑戰 等於是也 



是給我一個磨練一個訓練(414-415)，於是接下此工作職務。 

敘述者以時間和地點「這時候 到小太陽去的時候(415)」匡下敘說段落，啟

動進入新工作環境擔任「主任」角色之工作歷程敘述，從描述內容中顯示包含一

正向經驗以及兩個負向經歷事件。 

從草創初期的小太陽幼兒園園長參加幼二專進修，杏芬以主任的身份包辦

了全園籌備成立事宜(426-427)，足見見得已累積十二年幼教經驗的杏芬，其展現

於幼教專業工作的能力自是無庸置疑。 

在小太陽幼教機構裡，學習如何「招生」一事，回應了杏芬視之為挑戰的

工作任務(419-420)。因為招生工作對杏芬來說，是一個全新的經驗，是過去於非

營利的教會附幼機構中未曾觸碰的。兩年半期間，這份工作除了擴展杏芬個人的

學習經驗外，幼兒園也呈現快速成長，從幼兒人數激增可為說明，同時亦襯托出

杏芬是有能力完成此角色任務的，對她個人而言是一種自我能力的肯定「都做得

很好(440)」。然而，全心投入於教學和招生工作狀態下，工作所需而必須每天早

上六點半到園，緊湊的工作行程佔據杏芬生活時間的大半「我在那兩年半完全都

沒有休息 連星期六…是整天 星期天也沒有休息(437-438)」，這樣的工作型態帶

給杏芬疲倦感。接下來，敘述者開始說明此疲倦形成其生涯變遷的推力因素。 

在小太陽職場裡，工作帶給主體正向的學習，並且經歷到不愉快的負向事

件。緊湊忙碌的工作品質帶給杏芬疲累感(442)，增加母親角色的杏芬，由於工

作的忙碌，只得將孩子交由娘家照顧。面對這樣的處境下，為了兼顧家庭「有多

一點的時間陪我孩子(485)」、「對孩子要有一個交代(448)」，讓這位職業婦女產

生換工作的念頭。 

家庭因素之外，對於工作環境的不適應(464-465)，為杏芬欲離開小太陽幼

兒園的另一個原因。進入小太陽幼兒園後才得知此機構的特殊性「它是一個佛教

附設的(417)」，具體規定全園統一吃素(418)，杏芬面對此工作環境的特殊性而

感到害怕(419)。敘說至此所傳達出主體對職場感受到「害怕」的訊息，在後續



的訊息脈絡中，敘述者以「(笑道)…真的不是人過的日子(+)(450)」回應了這個

害怕的感受，凸顯出此幼教機構中任職幼師的權益並未受到經營者的尊重

(451)，以吃素為例，杏芬主任以「均衡營養才有體力工作」的想法對經營者提

出放寬教師飲食限制，卻未得到同意。職場中制式化的規定，加上與經營者之一

王小姐在經營管理上形成人事衝突「鬧得很僵…她不懂但是什麼都要查

(470-471)」，均讓杏芬感到無法適應，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留任的意願(469)。 

家庭和工作的雙趨考量下，杏芬萌生轉換工作的意向。因緣際會「剛好

(465)」，外在環境正巧提供了一個工作機會—城石教會附幼幼師職缺，將杏芬推

向轉換工作職場的行動中。考慮到身為教師職務角色之工作倫理，杏芬持續帶班

到一個學期結束，並且依照經營者要求，在不對外張揚的情況下離開小太陽幼兒

園，於第二學期開始展開城石幼兒園職涯生活。 

透過過去工作伙伴的介紹是杏芬尋得小太陽幼兒園主任工作的媒介。她看

待為自我磨練的成長機會而選擇接受這份工作，同時也符應了其本身「喜歡挑戰」

的人格特質。在這個職業角色垂直變遷結構中，帶著「主任」身份展開職場生活，

不同於過去教會非營利工作環境，從小太陽私幼機構中學習並增長招生能力此一

新經驗；然而，緊湊工作型態下所帶來的疲累感間接形成職場推力，基於對此職

場工作環境的特殊性以及於家庭中增加母職角色的因素考量而再度形成生涯轉

換。 

當園長(486-500) 

進入城石幼兒園接任中班教師職缺，隨即擔任並完成該年度幼兒園教學觀

摩活動任務。工作能力受到園內教師的肯定，民國七十七年八月園長人事交替中

被推選當上了「園長」4(497-498)。 

                                                 
4
 《幼稚教育法》第十條規定，私立幼稚園園長由董事會遴選合格人員聘任；未設董事會者，由

設立機構、團體或創辦人遴選合格人員聘任，並均報請所在地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備。 



回首此一職場轉換際遇，杏芬視重返教會附幼機構的環境工作為一命定的

安排「我都是想說是上帝的意思叫我回去(492)」，職業工作角色轉變，將杏芬的

幼教生涯帶入不同的工作境界。對扮演「園長」角色的杏芬而言，可以說是其專

業能力上另一階段的提昇「等於一個再成長(493)」，職場中將面臨多面向幼教實

務問題與挑戰。 

從傳統到開放—幼兒園轉型挑戰(500-742) 

敘述者以「那就是這樣子整個的 一個歷程裡面(498)」開場，預備展開敘說

任職城石幼兒園園長期間的種種經歷。敘述者提示了那將不僅會是一個完整的內

容，而且將是一個逐漸變化的歷程—即杏芬園長如何將城石幼稚園從傳統教學改

變為開放教育的歷程(499-500)5。 

在接下來的敘述情境裡，透過文本中接連出現的引導指示句「事先我要怎

麼轉換(501)」、「那我要做這個轉換的時候(540)」、「我想要轉的時候(662)」、「那

我要轉的時候(693)」，敘述者欲傳達出身為城石幼兒園園長，杏芬推動幼兒園轉

型工作期間，依時間進程推前所採取之行動策略，包括改變教師工作型態

(501-532)、充實個人專業知能(533-560)、持續溝通行動(661-693)、由種子教師帶

動，落實園內轉型工作(693-738)等。 

改變教師工作型態 

要使傳統教學轉換到開放教學，園長不僅要得到董事會的支持，同時還需

要獲得老師們的配合。首先，杏芬談到了從園內教師工作型態開始著手進行改變

的過程。 

初任園長的第一年，杏芬不僅要處理行政工作，為了要替幼稚園還債(505)，

                                                 
5 「開放教育」與「角落教學」—民國 59 年開始，中國幼教學會聘請台灣師範大學客座教授英

籍 Mrs. Hrne Borke 進行一系列有關英國幼教改革的演講，新式開放教育(Open Education)思想，對

台灣的幼教界過去傳統式的教學型態造成相當大的衝擊。而後「發現式學習」、「啟發式教學」演

講觀摩活動，使得「開放式學習（教學）」的教育推展蔚為風氣（翁麗芳，民 85：248）。 



而經歷到同時也要帶班的勞累(508)。除了累之外，新園長也面對另外一個苦

(513)，對於城石幼兒園來說，當時杏芬園長可以說是一位新人，面對一群年紀

比她都大而且已習於固定工作模式(510)的資深老師，要想改變她們，讓這位園

長感到不知所措「整個我根本沒有辦法(509)」。在杏芬園長的印象裡，當時老師

們只上班半天(511)，下午的時間則共同輪流帶全日班的小朋友，將近一個月才

輪一次。面對當時園內老師這樣的工作型態，在新園長看來是不夠積極的「好像

在混日子的(512)」、「也是蠻那個 蠻輕鬆的這樣(518-519)」。 

新園長面對根本無從著力的情況(509)，在接下來的第二年，她採取實際的

行動，從董事會與教師兩方面著手。在平日教學工作作息中，除了全日班的輪值

外，園長要求老師們固定每個禮拜多一天下午留園進行教材研討(516-517)；換言

之，老師們必須每週要有兩天下午留園教材研討(522)。杏芬園長欲採取漸進的

方式，以避免教師們的反彈(523)，然而這樣的措施出乎她的意料之外，其結果

還是招致老師的不滿「（笑道）那時沒想到說 人家講說在鬥一批嘛(+)(523-524)」。 

在這一年當中，杏芬園長獲得董事會的支持，她慢慢地向園內老師們提出

幼兒園將有所改變的訊息(527)，同時強調其本人對幼兒園的改變意向「如果說

不改變的 總有一天我們一定會被淘汰(528)」，以及其對教師角色的期望「我說

我們老師本身也是要成長 你沒有成長的話你一定會被淘汰(528-529)」。 

從「社會現實」的觀點出發，杏芬園長握持「不成長一定會被淘汰」的看

法(530)，貫徹在工作職場上，則是讓那些無法適應的老師自行離開，以任用新

聘教師遞補缺額(532)的方式，開啟推動幼兒園轉型的可能性。 

充實個人專業知能 

欲推動轉型工作，身為園長本身也要對開放教育理念有所理解(540)。抱持

「不成長一定會被淘汰」的觀點「我自己也要成長 不能停頓在那邊(554-555)」，

工作之餘參加研習進修的方式(545)，是杏芬增進自我專業知能的主要途徑。轉

型初期參加理科出版社舉辦之「開放教育環境規劃」研習，當幼兒園經營趨於穩



定之後，方延伸在職進修的觸角，參與各種相關研習活動以充實個人專業知能，

民國八十七年出國參加寒暑期蒙氏教育研習即為一例(550-552)。隨著工作角色的

移轉，杏芬園長所參加之研習活動內容，從過去關注於課程教學，擴展到教學以

外的園務經營議題上，例如人際關係以及招生(556-559)。站在私幼界的立場，近

年來面臨集體性經營困境「我們幼教這幾年 真的實在很難經營(560)」，城石幼

兒園也不例外。業者不乏「為求生存而用盡手段」(564-566,592-593,612-616)的

方式進行招生。面對這一波招生競爭，身為園長，杏芬欲藉著招生相關的研習深

入了解，以尋求因應對策。 

 

持續溝通行動 

欲轉變幼兒園既有傳統教學模式，與各方進行觀念和意見的交流是必要

的。著手展開轉型工作以來，杏芬園長持續與董事會、教師及家長三方面進行溝

通(502,661-664)。 

首先，杏芬園長必須得到董事會的支持，認為園方具有明確的教育方針，

才能夠避免教師及家長的反彈(674-676)。她向董事會分析幼兒園轉型的利弊得失

(690-691)，並且解釋因應轉型工作所需之經費支出(689)。 

長時期轉型溝通的歷程，對杏芬園長而言並非一件容易之事「起先真的很

累 真的好辛苦(678)」，面對轉型初期來自家長的微詞「怎麼都沒有教寫字(679)」

以及教師的不諒解「被老師罵(678)」，身為園長，她採取積極回應方式，透過蒐

集教育相關資訊、通信、以及出版園刊等途徑，期待藉此讓家長理解幼兒園經營

動向(679-682)。信仰支持成為最佳的動力來源「我都會事先禱告(692)」，長期持

續溝通行動，園務的推展也都能夠順利進行(693)。 

種子教師帶動全園 落實教學轉型 

早期城石幼兒園的傳統教學型態「都是排排坐(534)」、「一個老師帶四十幾



個(536)」，經過七年多來的努力，民國八十四、八十五年間，城石幼兒園呈現新

風貌，教室裡開始有了學習區/角落教學布置(533-534) （註）。 

透過種子教師的轉型策略—「先培養一個老師 由一個老師慢慢帶動整園裡

面的老師(704-705)」，園長本身則扮演協助者角色提供教學資源(710)。落實教學

轉型之初，園長帶領園內有心學習(698)的劉老師，共同參加「開放教育環境規

劃」研習活動(542-543,695-696)，從劉老師的班級開始作轉變(701-703)，進而藉

著教師同儕的觀摩學習，漸進達成轉型目標。 

當教師們逐漸熟悉新教學型態後，園長接著展開安排教師專業進修的活動

(711)。當時民間幼教機構—信誼基金會為國內幼兒園轉型開放教育提供許多人

力與教材上的資源。園長邀請幼教學者專家以及資深經驗園長到園指導

(711,716-719)、以基金會出版教材「教師手冊」作為教學研討內容(715)、開放幼

兒園提供準教師教學實習，以增加理論與實務間的交流。向來好問多學的園長

(736)，經常主動請教資深幼教前輩，一來以解決工作上遇到的問題，同時也為

個人增進自我專業能力的途徑之一(380-383,735-738)。 

站在現在的立場，雖對目前的教學是否已達成客觀「完全開放(501)」仍沒

有十足的把握(500,738)，但是身為城石幼兒園園長，帶領幼兒園朝向擬似方案教

學(741)的開放教育之路邁進則是肯定的。 

對於「園長」角色類型的看法(593-660) 

敘述者從親身參與幼兒園教學轉型，以及輔導他園轉型的經驗，歸納出個

人對於園長角色的看法，主張雖然幼教組織的層級結構中，「園長」之上還有機

構經營者，但是關乎幼兒園能否順利轉型的園長角色，卻扮演了重要關鍵。 

接下來杏芬園長從「園長與經營者關係結構」(641-661)的角度提出個人對於

園長角色的看法，將園長角色劃分為三類，包括具決策行使權以自主管理幼兒園

教育行政事務之專任型園長(624-625)、為實踐發自內在的教育理想而扮演經營者

間管理者園長角色(632)及「可憐(634)」足以形容受支配之園長類型(656-658)。 



敘說從幼兒園「園長」角色的歸類說明，回歸自我工作環境上，園長對於

教會附幼之董事會組織，賦予園長專業發揮的空間(642-643)給予極高的評價；敘

說中更進一步凸顯城石教會組織的健全形象，同時意味著杏芬園長對自我工作能

力抱持自信與肯定態度「有的教會附設幼稚園也不見得說像我的幼稚園這麼好

(643)」。 

輔導他園轉型的經驗，讓杏芬園長體認私幼營利導向的一面，加上過去於

小太陽私幼機構工作二年半的負向經驗事件，逐漸深化了杏芬對於一般私幼抱持

著營利導向的觀點。長期幼師工作後轉而成為園長角色的杏芬，對於第一線幼師

工作者處境有較多的同理，她察覺到幼教界中教師專業進修並不受到機構的重視

614-617)。杏芬園長設身處地考量教師的求知需求，不僅提供機會鼓勵園內教師

進修，並且開放城石幼兒園，提供它園幼師一個觀摩學習的場所。 

生態變遷下的幼兒園經營挑戰(561-661,742-1019) 

擔任城石幼兒園園長以來，杏芬以持續漸進的方式帶領幼兒園轉型走向開

放教育之路。接下來，延伸「當園長」之敘事主軸，敘述者以時間標記敘說位置

「現在」(561,742)，開啟以下的敘說。 

透過對社會變遷中之幼教生態環境，由「競爭」所形成之集體性問題的背景描

述，敘述者開展了工作職場中參照團體—「公幼」，與所處「私幼」生態環境兩相

對照比較的視框。不僅呈現出兩種不同幼教職場發展樣貌，同時說明隨著生態環境

的改變，處身其中之事件承載者—杏芬園長—所必須面對的幼兒園經營挑戰，包括

園內面臨的招生壓力、如何回應幼師進修問題，並且從外在情境的描述，回歸檢

視自我之職業生涯內外在處境，園長期待能從工作低潮中尋求突破。 

面臨招生壓力 

環顧外在幼教生態結構的改變，杏芬園長對於現今身處幼教領域工作的感

受，僅能以疲累(743)來形容，並且將癥結指向職場競爭白熱化(743)，衍生出集



體性的招生問題(744)。對私幼經營者而言，一個既存的社會事實是：幼兒園收

托學生數量決定了機構生存的空間「你沒有學生等於說 你沒有機會了 那你怎麼

生存(746)」。由是，業界以招生包裝的手段互競情形相當普遍「每一家幼稚園 它

都會耍很多花招 然後包裝得很好(747)」，這樣的幼教經營模式，雖然不是杏芬

所樂見(748)，然而身為領導角色，杏芬園長置身於此社會情境脈絡中，也無可

避免面對招生問題。近年來城石園內學生數呈現不穩定成長情形。以民國八十九

年暑假為例，受到社會經濟面不景氣的連帶影響，許多家長基於經濟考量而將孩

子轉學就讀公幼。面對幼兒流失的現象，杏芬園長必須對此問題做出回應 (749)。 

鼓勵園內教師進修 

隨著社會變遷，業界「競爭」壓力高張的結果，不僅直接反映於招生手段

上，同時間接衝擊幼師專業進修的權利。 

敘述者以「現在在競爭的時候(791)」為敘事前提，透過過去和現在的幼教

情境描述，對照比較「公立」和「私立」幼教職場，對於教師進修做法上的轉變

情形；進而站在一個私幼園長的立場，說明個人所採行的因應之道。 

杏芬園長意識到幼教界的生存競爭趨勢，已演變為幼教界的集體性現象，

不僅私幼如此，公幼也不例外「也是蠻競爭的(762)」。在她看來，早期的公幼機

構並未提供教師學習成長的空間「公立根本只是說過一天算一天(790)」，近年來

隨著政府逐漸重視幼教，反映在對教師素質的要求上，開始大幅改善幼師在職進

修問題(763-764)，政府介入幼教師資的監督管理，特別於公幼教師的進修制度上

明顯獲得改善，例如在研習時間的設計上，包括平日週三或週六研習(766-772)、

暑期研習的規劃(772-773)；以及保障教師研習名額(781-784)。相較之下，私幼老

師的進修機會仍是不多(768)。園長解釋一般私幼所提供教師進修的機會不若從

前(793-794)，不僅請假不易而無法參與校外研習活動(769)，暑假期間也受制於

招生活動(774-775)而無法參加。由此顯示，整個幼教生態中的教師研習進修，是

處於公、私幼機構差別待遇的結構中。 

期許教師工作者能夠提升自我專業能力的園長，經常鼓勵教師們儘可能地



參與研習活動(586)，不但安排例行性園內教學研討活動，同時也時常留意校外

相關研習訊息，為教師爭取研習機會以提昇教師專業。 

自我期待從突破工作低潮(813-1019) 

敘述者以「目前台灣整個一個幼教 的一個過程(814)」開場，提示了敘述者

將站在現在的立場，敘說台灣社會之整體性幼教生態的轉變，此變動牽繫著處身

於此社會環境脈動下，事件承載者杏芬之幼教職涯發展，敘述者由外在幼教環境

描述回歸到個人職涯思辯，進而細述所欲尋求突破之工作低潮事件。 

現今幼教生態景況可以「亂(815)」字來形容，而這個亂源又與業界為求生

存不擇手段的常態有關(816)。轉變中的幼教生態已不似園長過去印象中的單

純，而今幼教界複雜(836)與生意化(836)傾向，遠取代幼兒本位的受教需求

(837-838)，這些亂象從坊間幼教研習內容（由教學轉變為招生技巧指導）

(828-834)、業界「削價競爭」商業手段(816,818)，和營利目的的經營作為「重包

裝(836)」、「強調才藝課程(837)」等現象可以說明。面對幼教生態的變遷樣貌，

杏芬園長感到難以接受(842-843)。自詡喜歡接受挑戰(824)的個性，杏芬欲將目

前的園長職務視為生涯中的再挑戰；然而以個己之力面對大環境的惡質生態「可

說是整個幼教的一個病態(844)」，幾乎令她失去信心(825-826)，痛心之餘萌生退

休的想法。 

幼教職業生涯的悔與不悔 

描述了外在幼教環境的轉變後，敘述者回歸到個人幼教職涯上思考，以一

般性的想法「我們每個人如果說遇到什麼困難 遇到一個挫折什麼 就會想到說 

唉呀怎麼我以前沒有想到說(846-848)」傳遞出敘述者目前的工作近況。杏芬園長

想像未曾踏足的公幼世界，如今公幼職場的環境與制度優勢「比較有保障

(849)」、「可以學習到那麼多(850)」成為她心中反覆比較與思索的議題。 

敘說鑲入敘述者自我內在評估省察的辯述歷程中，對於幼教職業工作本質



的思考，則是游移於「外在福利待遇的安全感」與「內在自我學習成長的成就感」

兩端，順沿「過去」與「現在」、「公幼」與「私幼」兩條思考脈絡，敘述者開始

對個人以往的生涯選擇進行思辯，並且嘗試著以能夠讓對面這位訪談研究生能夠

理解的方式，道出心中的想法「我不知道你懂不懂我這個意思(860)」。 

隨著時空的轉變，站在私幼界面臨的生存競爭困境(576)反觀公幼制度化

(578)以及教師進修情況的改善(585)，這位早期曾放棄進入公幼，而選擇停留於

私幼場域(572-573,580-581)的杏芬園長萌生悔意(577)。細究此「後悔」置入的情

境脈絡，它可說是生命主體觀照自身所處私幼界—這個與生命主體過去所憧憬之

教職生涯道路相去甚遠、如今可謂「病態(583)」生態環境—的失望(567-568,584)

下相映而生。然而，若從個人本身是否從工作中獲得專業成長的角度加以省視，

杏芬假想自己早期進入公幼工作，也許在時移境遷的今日，自己可能無法承受外

在環境競爭所帶來的苦。順沿思路至此，杏芬園長檢視個人從過去到現在所開展

的生涯樣貌「我現在整個這樣子(861)」後提出了自我評論，她對於個人生命經

歷的私幼職涯之路抱持肯定態度(854-855)，對杏芬個人而言，選擇走上私幼教職

之路的「不後悔」(860-861)乃跨越了薪資、報酬等外在回饋，而是內在自我成長

的需求得到滿足與成就感。 

從事幼教工作近二十九年來的生涯歲月，近兩年來，杏芬園長感受到職業

生涯中的第一個工作低潮(865)，接續說明此工作低潮之前，園長以「股票」隱

喻點出其人生觀「像說股票一樣有高標跟低標 不管我們做什麼事都是這個樣子

(868-869)」。對這位資深工作者來說，生活中所遭遇的挫折不過是人生起落中的

自然現象，若能突破低點，就有推向人生另一個高點的可能(870)，她期勉自己

能夠從人生低潮中尋求突破(869-870)。同時也仰賴信仰的無形力量支持，以禱告

(872)方式將遭遇之難處交託上帝，杏芬期許自己勇於面對困難挑戰。 

幼兒園內的人際衝突 

在接下來的敘說中，敘述者開始傳遞出個己切身經驗的創傷性事件訊息



(865)，而事件發生時間距離接受訪談之時還很近，透過細節化描述(874-1019)，

呈現事件內容的完整性。此一目前遭遇之工作低潮事件，主要與其角色處境的改

變有關。城石教會機構組織人事異動，管理者角色的園長與具經營決策權的新任

董事長間，對幼兒園經營績效的觀點立場不同而產生人際衝突困境。 

民國八十九年七月，城石教會董事長人事異動，退休老董事長的職務由姚

董事接掌。要與這位具有高中教學背景、反對推動幼園轉型(884-885,890-892)的

異性新任董事長共事，觀念上的溝通不良帶來了杏芬園長情緒不安(893)，唯恐

十二年來努力推動幼兒園轉型工作的成果，將因董事會人事更迭後「要想辦法怎

麼去賺錢(939)」經營意向主導下功敗垂成(893-895)。 

與新任董事長處遇事件敘述背後，逐漸凸顯出園長的教育立場，即對幼兒

教育本質的看法，園長引述前任董事長所言藉以點出個人的工作價值觀：『我們

教會附設的幼稚園 並不一定要賺錢 最主要就是要 要傳福音 要對小孩子有愛

心 還有要服務我們這個社區(909-911)』。不僅在價值觀上認同前任董事長的理

念，基於個人過去互動頻繁的情感因素牽引(933-934)，也讓這位駐足城石職場

十三年的杏芬，不計較薪資待遇(921-936)並視如己出地深耕這塊幼教天地「我就

把城石幼稚園當作是我自己的幼稚園哪(932-933)」。 

一個幼兒園園長的經營理念，無形中影響著園內教師的工作態度。不僅園

長抱持奉獻的精神工作付出，園內工作的教職員也是如此(919-920)。從敘說中看

到前任董事長的教育觀帶給杏芬的影響外，她以信仰的踐行角度，肯定自我在工

作中的付出與努力「以基督的愛來回饋這個社區 這個地方 我想是很值得的

(918)」。 

長期為幼兒園努力付出，卻未得到新任董事長的肯定(936-938)，為杏芬園

長此際面臨的困境，其癥結主來自於園長與經營者迥異的經營理念與作為。增加

園所營收或提昇教學品質，欲兩相兼顧對杏芬園長而言，並非簡單之事(940)。

例如杏芬園長重視幼兒餐點的營養食物採購(941-942)，也不惜斥資教學活動資源

(942-960)，等作法皆不被新任董事長認同(974-975)。 



距離訪談前一個半月遭遇了職務去留間的為難處境(980-1018)，因未如往年

收到續聘通知，一度帶給園長內心壓力與憂慮，在宗教信仰的支持力量走過不安

困境。與新任董事長互動不良，處於適應階段欲藉由加強彼己間人際互動來改善

(979-980)，並期待此工作低潮能夠及早過度。 

「園長」職業生涯回顧整理(1020-1126) 

順延時間的推進，敘述者在述說擔任城石幼兒園園長以來至今整個的一個

過程，及至目前距離訪談時間還很近的工作低潮事件後，接下來，以「剛開始當

上園長的時候(1020)」為生命經歷回顧整理的起點，展開傳記性職業生涯整體性

自我評論。 

敘述者道出對目前工作狀態的期望「我也希望說我這個低潮能夠趕快過去

(1019)」。參照與前後任董事長共事經驗，反思過去能順利過渡工作中遭遇的難

題，推動自己「繼續的往前走(1023)」的動力來源來自於上層經營者支持，即前

任董事長的肯定與鼓勵(1022)。而眼前遭遇之工作處境，除必須面對機構之外，

社會經濟及惡質幼教生態(1024-1025)衝擊之經營挑戰「第一個我要面臨到招生的

一個壓力了(1024)」，也必須化解與新任董事長間的衝突危機「然後我又要面對

新的董事長的 他這樣的一個觀念(1026)」。敘說披露出園長對獲得新任董事長肯

認的期待，說明了機構組織內部的支持系統，是主體能夠勇於面對工作困阻，並

持續朝向職業道路前行的影響因素。面臨工作挫折的杏芬，將苦悶寄託於個人的

宗教信仰中，「禱告」儀式則為杏芬生命運轉過程中重要精神依靠與身心安定的

無形力量(1030-1032)。存在於外在幼教界亂象叢生及幼兒園內缺乏支持力量，萌

生生涯移動的想法再度浮現「再繼續 或者說要換一個環境(1027-1028)」。 

沿著生命經驗所鋪陳至此，敘說從工作角色回歸到個人身上思考，不論未

來生涯動向為何，選擇以研習途徑作為持續自我成長的行動模式卻是確定的。從

經歷幼教這個行業的經驗中，杏芬體認到這份工作不僅帶給個人學習成長，並且

也有其實用性功能，即是能夠實際應用於家庭教育上。從社會型態的轉變，看到



環境對個體的影響力，根植於杏芬園長內心的教育觀即強調成人有提供兒童生長

環境的任務「要讓孩子有一個很成長的童年(1042-1043)」，除此之外，過去童年

成長的經驗-那一段家庭經濟危機的生命轉折期，讓杏芬意識到提供孩子學習生

活危機事件處理態度(1048-1049)同樣是教育工作不可忽視之事。 

敘述者站在訪談此刻的時間點，回首過去整個的人生經歷，帶著不確定的

口吻「可能(1056)」，主體約略覺察宗教信仰對本身形成的影響，有了信仰泉源

的無形支持，自我得以不斷地發揮內在潛能(1055-1057)。除了信仰，任職園長

角色歷程中更重要的支持力量，則指向教會董事長此一重要決策者。敘述再度移

轉至職場工作上，有別於一般私幼營利取向，這位資深園長自省個人能不受外界

影響而持續踐行自我「園長」角色，有其外在條件配合「今天我在這個園裡面是

教會附設的(1065)」，不僅組織環境的支持，同時也必須取得上層經營者工作共

識才能辦到(1065)。「給孩子一個成長的童年」(1042-1043)的教育理念，反映於

幼兒園經營上則是杏芬園長強調對教學品質的堅持—「最主要的在教學上…我們

絕對不能讓家長來左右我們的教育理念 我們最主要 我們教學理念一定要站得穩 要

站得住 喔那至於說他們要求學費要那個 我們也要堅持 因為我們不是在開店

(1081-1085)」。而此堅持實有別於其他以包裝宣傳手段的機構經營模式，並採提

供優質教學以建立口碑，達成招生任務「如果說我們做得很好 家長告訴家長 家

長會幫我們招生(1120)」。「但是」的轉折語氣，反映出大環境集體性生存問題

(1071)，招生影響著機構的生存。然而杏芬園長並未以商品化方式招生行銷，反

更重視教學品質的維護。反對「讓家長牽著鼻子走(1082)」並且堅持教師教學自

主的背後，凸顯了杏芬對教育工作專業的重視。以從教者的立場「我們一定要站

得穩(1089)」說明了兩個概念，其一是園長（經營者）必須提供教師足以安身立

命的工作環境(1089)，其二則是教師工作者也必須自發性地不斷地追求專業精進

(1089-1090)。 

敘說至此，敘述者再次覆述社會現實下「不成長就會被淘汰」(1091)的觀點，

它代表著生命主體在長期生命運轉過程中不斷地追求自我成長的行事準則，同時



也說明主體發自內心對教師工作角色者的深切期許。幼兒園內教師的認真與積極

(1092-1098、1098-1099)，園長對幼師福利的重視(1107-1108)、園內教師低流動

(1105-1107)的場景描述，傳遞了幼兒園人事和諧的一面。 

 

依訪談時間為依據「現在(1109)」—離開學還有約半個月的時間來看，距

離本年度設定的招生目標尚有二十幾人的差距(1112-1113)，面對這樣的情形，教

師群的配合與鼓勵，園長有信心能夠達成目標。在這個由杏芬帶領的幼教團隊

中，組織分工各司其職，教師用心盡職於教學工作上(1125)，園長則統籌負責幼

兒園的教學及行政各方面整體營運(1121)。 

最後，訪談者以「整個的一個情形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1128)」作為此職業

史訪談的結語，提示了訪談者此訪談歷程至此將暫告一段落。 

 

 

 

 

 

 

 

 

 

 

 

 

 

 

 



 

 

 

 

第四節  職業意向基調—「不成長就會被淘汰」 

「不成長就會被淘汰」的生命信念清晰地浮現自杏芬園長的職涯敘說內，

且反應在主體「勇於接受環境挑戰，從工作中追求成長」的生命實踐意念內。 

一、 進入軌道前—職前生命流轉歷程 

杏芬園長的生命故事在其童年成長的家庭場景中揭開了序幕。鋪述出童年

生命經驗及其後人際互動關係所帶來的影響，它形塑出其內在世界觀的轉化，同

時有也形構出杏芬獨特的人生命運。家庭環境經濟的限制，杏芬在國中階段偏離

了順勢發展的升學軌道，失去選擇自主生命開展的途徑。然而，能動的主體在接

受生活現實後，力圖突破命運現狀從而展開再進修行動，萌生出生命自我完成的

積極性意義。 

家庭場景中的故事主角杏芬，生長於雙親具有基督教信仰和高教育程度，

和物質生活不虞匱乏的中產階級家庭。生命成長經驗中對「老師」角色的崇拜，

在優異學業成績帶來自我肯定與高期許的推助下，生命主體自我構築了那想當

「初中老師」的職業意向，期許符應主流升學系統，在考試機制篩選中層層而上，

以逐步移向理想我的實踐行動。 

生命的未確定性，如此當初中老師的職業意向，在生存家庭中經濟結構因

父親經商失敗而鬆動，面臨國中畢業學業告一段落，杏芬的生命發展在父親全盤

重新估量家庭生計處境下，成了犧牲者，無法繼續順沿著社會的升學階梯向上爬

升，而需與父母一起負起支撐家庭經濟的角色，也形成了杏芬生命流程中一個重

要的轉捩點（21-34）。 

然而在求學的生命意向推動下，杏芬仍向所處父權結構家庭中力爭己身的

受教選擇權，最後在別無選擇地妥協現實中進入夜校求學。這一場因家庭經濟結



構改變而牽動生命主體的創化，生活中人我關係的改變，重組了主體內心建構的

世界觀，教會為杏芬成長過程中頻繁接觸的場所，教會中的牧師則扮演一重要他

人角色，予與成長中個體除家庭之外的生活指引。 

 

中學時期的半工半讀，使主體身兼「工人」與「學生」兩種社會身份。現

實生活間存在的兩個差異世界，形成主體具以思索與衡量人生方向的參照。面對

未來的不確定，「喜歡唸書」的個人特質對應於其學生角色上，勤奮向學成為其

意欲達成目的的必然途徑。 

在高中工讀的時空場景內，生命中的偶然使主體有了轉向幼教場域的機

緣。透過教會牧師的協助，「幼兒園助理老師」的工作，為杏芬開啟進入幼教領

域的大門，而可以成為幼兒園「教師」角色的可預期性，與杏芬早年理想職業意

向「當老師」有了連結。 

二、接軌—走上幼教之路 

順著求學生活際遇的流轉，偶然的工讀機會中，杏芬走上了幼教之途，生命

機遇中與幼兒園的「邂逅」6，能動主體從家庭經濟結構改變下的犧牲者之局限

性，因此一邂逅而翻轉出職業定向，說明了主體在現實環境條件限制下，有其能

動的向上揚升力量。 

工讀期間幼兒園「助理教師」一職帶給杏芬諸多啟發，包括對工作性質、環

境以及幼兒園組織的瞭解。重要的是這個場域相較於其在工廠單調的工作過程，

更突顯出一種活生生的、向前進步的成長可能性。而幼教職場中，「季老師」成

為其人生與工作中的重要學習認同的楷模，在學習興趣的形成，接受幼教專業課

程及經歷幼教現場的和諧氣氛等等因素交織下，主體存在的未定性，逐從工廠打

工的處境向前移動，顯現出一種希望朝向更好與突破現狀「踰越」的本質。具體

來說，杏芬順著此一邂逅選擇了可使自己成長又能獲得成就感的可能職業進路—

                                                 
6 根據學者 O. F. Bollow 所提出的概念，他認為「邂逅」意味人面臨出乎意料之外的實在，它

逼著人作一種「決斷」，作一種「跳躍」，作一種新的開始。在教育上有其特殊的、存在的意義。 



「幼教老師」遷移。當杏芬決定留在幼教職場中發展後，其生命流程運轉至此可

以說與幼教職業正式接軌，而選擇進入幼教行業後，主體開始發展出持續性幼教

專業進修的傳記行動模式。 

三、進入幼師職業軌道— 

積極進取的幼師形象 

 民國 60 年代初期台灣社會的師資培育機構，尚處於幼師培育的空窗期，政

府所提供之幼師專業學習的機會管道，僅止於師專中的「幼教組」。杏芬透過神

學院幼教系，利用工作之餘完成其專業課程訓練，建構了其個人幼教專業知識內

涵的基石，並經由實務經驗累積個人專業資產，增長了專業知能。 

 縱使在民國 60 年代期間，幼教界幼兒園工作現場普遍非專業幼師任教情形

下，杏芬在季老師的協助下，以選修生身份，於教會附屬的幼兒園取得幼師工作。

或許受到青少年前期階段即已認知教師專業角色有其社會性規範的影響，杏芬清

晰的意識到欲朝「幼師」職業道路邁進，獲得社會認可取得合法性地位是必備條

件。而在外在社會環境的「巧合」，即師專開始辦理「幼進班」，提供在職幼師進

修以取得合格證照，因而能掌握環境中所提供之幼教師資培訓機會，並順勢完成

「幼二專」的進修課程，穿越層層柵欄順利取得幼教工作的社會通行證。 

 杏芬以積極的態度參與師專所提供之幼師在職專業培訓，並且採取多學的策

略，形塑出其自我持續成長積極進取的幼師形象。生命中的必然與偶然交織出職

業角色間的移轉過程，成為「幼師」後專業形象的再建立，乃植基於主體持續參

與社會系統中師培行動歷程所帶來的轉變。獲得合格幼師資格，為杏芬的職業生

命形成一股向上流動的職業生涯結構基礎，亦對未來的職涯發展提供了合法性基

礎。證照的取得，說明能動的主體對己身所處的職業機構所需的條件具有某種前

瞻的危機意識，同時亦代表著主體清楚意識其未來職業的走向。 

「主任」工作角色挑戰：職業場域的再確定 



 從助理教師、教師到主任的職涯角色變遷，一方面展現了主體向前行，接受

挑戰的人格特質，另一方面，角色的轉變亦代表著工作內容可能的轉變。移轉至

不同性質，即不同以往任教的教會附幼的私幼工作，擔任主任職務的杏芬，將新

職務視為一挑戰，由教學角色移轉至行政角色，其學習「如何招生」以及掌理行

政事務，成了職業內涵的核心關懷。主體的意向性在遭遇新情境參照辯證過往生

命經驗的同時，卻也逐漸發現自我實傾心「教會附幼」職業場域的習氣，那是主

體生命成長過程中所熟悉且互動頻繁的社會化場所。 

 從一般私幼轉換到城石教會附幼的工作過度中，「招生」問題凸顯出私領域

機構間存在的互競性，並且點出了幼師於朝向專業之途精進與停擺受制於機構營

利發展之途的兩難困境，帶著過往工作經驗及追求成長的意向，主體選擇了轉換

職業場所，同時也萌發出對教會附幼工作場域的認同。 

超越理想與現實的拔河 

 杏芬能力得到園內教師們的肯定，並且被推舉擔任園長工作。隨著新角色的

遷移，涉入角色本身所注入的價值觀、教育信念亦對原有組織產生影響。 

 民國 60 年代初期，台灣幼教界在學者推廣下，「開放式學習」的理念落實蔚

為風氣。一般而言，組織中園長角色的專業性是否能夠充分發揮，往往取決於經

營者的意向。城石教會附幼董事長充分授權賦能，提供園長發揮專業的舞台，杏

芬在握有教學自主權的工作條件下，在城石深埋開放教育理念的種子，多年後有

了萌芽成長的機會。 

 隨著社會變遷，幼教生態也產生集體性轉變。幼師的生存場域顯著地被劃分

出「公立」與「私立」兩個世界。在期間形構的「生存競爭」結構中，「招生」

與「教師進修」雖為實務問題的核心。但具體而言，「招收」的成敗卻也是決定

機構有無立足之地的重要社會現實關鍵。 

身為私幼行政主管，面對幼兒園生存中理想與現實拔河的杏芬園長，在「不

成長就會被淘汰」的意念引領下面對此一職業困境，她主動規劃研習活動並且協



助教師爭取外在可能的在職進修機會，激勵教師專業能力。但同時卻也不違背自

身所持之專業信念，「提供兒童成長的學習環境」，不跟著商業利益及市場走向來

發展。 

而宗教的信仰「基督的愛來回饋社區」，杏芬將工作價值擴大至個人生命意

義層次之上，在利他的基礎上，以奉獻精神達成教會附幼組織「非營利、傳福音、

教育愛」的目標，轉化在實際教育工作行動上，形塑出杏芬園長對幼教專業品質

的堅持。 

大環境的轉變，迫使處於其中的人也必須有所因應，每一次的改變皆是一次

突破的可能性，從杏芬園長的行動策略，清楚地展現了能動主體不會僅是被動地

為環境所左右，那種一來順應情勢，二來從情勢中捍衛自己理念的努力所營造出

的張力，超越的可能性展露無疑。 

自我完成的可能性——待續 

 面對業界惡質競爭、組織人事異動，與新任董事長經營觀上的衝突，在在使

得杏芬園長的挫折感與日遽增，並陷入自我內在的辯證，即「外在福利待遇」和

「內在學習成長」間思辨現實與理想的角力，考驗著人性的兩個不同面向，停滯

狀態為其傳記性發展歷程寫下過渡時期。過渡意味著，通過了將持續於此職涯路

的延展，否則可能將形成幼教職業發展的中斷。 

從杏芬的敘說時間流中，「時間」7因其特性呈現超越的或超出自我的無限

性，而它決定著人的「去向」。「去向」的形成，也形成了人在此的有限性；另一

方面卻在自我保留中，人尋求一種揚升的可能性翻轉，形成踰越自我的力量。主

體因環境或自我本身的未確定性，雖帶來了限制，一方面順應著此去向，卻也在

                                                 
7 此處所指的「時間」是海德格觀念下的時間意義：並不是將時間當作一與我無關的客體，我們與

時間的關係恰巧支撐我們居處於這世界。詳細解釋可參考：汪文聖（1996）。一解海德格之《何謂形

上學？》。哲學與文化 23 卷第 5 期。以及 Heidegger, M. ed. by Medard Boss (2001).  Zollikon Seminars: 

Protocols, Conversations, Letter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被決定的去向中超越自己，設法尋求一種平息「憂慮」—個人於社會結構關係中

「不成長就會被淘汰」信仰—的安身立命居所；縱使這條道路並不平順，正如同

此刻邁向自我完成的杏芬一般，是個待續，同時亦充滿無限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