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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的內容將說明研究者嘗試解答研究問題所採取的途徑，主要分成研究設

計與實施以及資料的蒐集與分析兩個部分詳述。 

 

第一節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採質化研究取向，該取向與傳統量化研究取向最大的差異，在於兩者

對真實（reality）的看法不同。質化取向的研究方法多認為世界上沒有客觀的真

實，所有的事件或感受都是透過當事人的眼光誕生的主觀經驗，且人不能脫離社

會而生，在特定的環境脈絡之下，個人與他所處的文化互動建構出獨一無二的存

在，因此，真實具有個人化與脈絡化的特質，整體來說呈現出多元而豐富的面貌。

質化研究取向雖涵蓋了立基於現象學、詮釋學、象徵互動論等不同理論基礎之上

的研究角度，但對前述核心議題的看法是一致的（胡幼慧，民 85；黃瑞琴，民

80；簡良平，民 91）。在質化取向的信念之下，傳統量化研究試圖將真實理解成

變項間排列組合的方式受到強烈的質疑，被過度切割套用的問題能提供的是人群

行為的傾向，然而，個人／多數人行為背後的影響因素需透過質化的研究方法來

進一步探索，也可以說，兩種研究取向在人類知識累積的歷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逐漸分化。研究者本身看待世界與真實的態度與質化取向的出發點較為接近，因

此將採行該研究取向所衍伸的方法作為解答研究問題的主要途徑。 

 

一、個案研究 

 

是質化研究的一種，Titscher、Meyer、Wodak與 Vetter（Jenner譯，2000）

指出，個案研究是以一或多個主體為對象（研究的主體可以是一個人、一個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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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組織、一個社區乃至一個國家），在真實的情境脈絡之下，針對特定的現象

所進行的探索活動。這個研究策略的主要目的，不在建立理論的代表性或是尋找

普遍性，而是透過具深度而完整的現象描繪，去進行理論的驗證或是作為日後進

一步相關研究的基礎，因此，當研究的主體在研究者感興趣的現象上表現出不尋

常的豐富性或複雜性時，採用個案研究是相當恰當的。Titscher 等人（2000）亦

強調，個案研究所探索的對象不一定僅限於單一的研究主體，以數個主體為對象

的個案研究稱為多個案研究（multiple-case studies），在不同的個案間能夠進行比

較，使研究題材更豐富，本研究則因為時間與經費的拮据，僅進行單一個案研究。 

 

二、研究的程序 

 

Titscher等人（2000）認為質化研究的運作歷程包括六個主要的步驟，包括：

假設的建立、資料蒐集方法與程序的決定、資料蒐集與分析、觀察回饋、詮釋、

系統化與資料的比較。 

 

Titscher 等人的研究歷程提示了幾個重點，一是回饋的重要性，二是不斷互

動的特質，這包括了理論與研究現場的動態關係，以及研究蒐集與分析資料的動

態關係（Lofland & Lofland，1984，引自黃瑞琴，民 80：172）；與 Titscher等人

的想法不同，本研究在研究進行前不建立精確的研究假設，這樣的選擇基於研究

者認同進行質性研究時保有開放心態的重要性（Malinowski，1922／1984，引自

Stake，1995），僅發展出本研究的重要議題（issue），並依據這些議題確立研究

的問題。本研究的程序（圖 3-1）包括： 

1. 選定研究的大致範疇。 

2. 廣泛閱讀文獻，確定研究主題；發展主要議題。 

3. 尋找研究對象。 

4. 確定研究方法。 



 22

5. 以主要議題為基礎，進行資料蒐集。 

6. 觀察來自研究對象的回饋，以確認資料蒐集的方向。 

7. 嘗試對研究資料進行詮釋。 

8. 回答舊議題、發展新議題。 

9. 比較並系統化研究資料。 

10. 確定研究結果。 

 

 

 

 

 

 

 

 

 

 

圖 3-1 研究的歷程。（Titscher等人，2000：14。研究者修改。） 

 

三、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是青水完全中學（假名），研究者選擇這個學校進行研究

的想法，最初是基於對青水中學李校長（假名）的認識。李校長在國內課程改革

的腳步中，不僅扮演第一線的實踐者，也透過許多重要決定過程的參與（例如：

擔任國中基測指導委員會、教育部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九年一貫課程規畫小組

等委員），對國家層級的課程發展方向發揮實質的影響力，這樣的角色與絕大多

數的學校領導者是不同的，且李校長在自己的學校內推動課程改革之積極時有耳

 

從文獻發展主要議題 

研究資料的系統化及

比較。 

詮釋研究資料。 

決定研究方法，包括研

究對象、資料蒐集與分

析的程序。 

觀察來自研究對象的

回饋。 

進行資料蒐集／分析。

實施 

解釋 

反覆求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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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另一方面，研究者在修習《課程研究》這門課的過程中，有一次到青水中學

參觀的機會，並曾與李校長以面對面的方式會談半個小時，當時的接觸啟動了選

擇這個研究對象的另一個契機，亦即，本研究選取個案時採行的是立意抽樣的策

略，意在深掘由李校長帶領的青水完全中學在課程改革過程中可能表現出的豐富

性，Kuzel（1992，引自胡幼慧、姚美華，民 85）更認為若樣本來自預期之外的

機會，可能為研究帶來非意料中的優點。因此，在本研究決定探索學校層級的課

程決定過程之後，由李校長領導的學校就成為研究者眼中的第一選擇。透過與李

校長熟識的老師，研究者順利地獲得允諾進入青水中學研究。 

 

青水中學位於台北市，1982 年國中部正式招生，1999 年從國民中學改制為

設有高中部的完全中學，至今有三年的時間，現任的李校長 1998 年到任後即著

手籌辦高中部至今。全校共有正式教師 154名（民 91年），其中兼任行政工作者

19 名。班級及學生人數方面，青水中學全校共 62 班，其中國中部 32 班，高中

部有 30班，學生總數達 2439人。 

 

本研究希望透過真實學校現場的探訪，了解課程決定此一抽象概念具體運作

的狀況，而建構研究者理解的主要途徑，是青水中學自然領域中「實驗與實作（後

文簡稱實作課程）」課程發展的歷程。 

 

青水中學的「實驗與實作」課程是該校順應九年一貫課程正式實施的產物。

實作課程由青水中學的教師自行發展，包括教學主題、教學方法乃至教學評量的

工具，都沒有借重任何現成的教學材料，這個課程從無到有花費了一整年的時間。 

 

實作課程從 90 學年度開始醞釀，以校長為首的實作課程發展小組以非正

式、臨時編組的姿態成立，當時這個發展小組甚至還沒有選定實作課程作為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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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標，以最初小組運作的狀況為基礎，「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課程發展小組」

這樣的名稱是比較貼切的。小組的成員由校長邀集，包括理化、工藝兩個科目的

資深教師（後文稱 ST）各一名，小組成員定時聚會，目的在討論九年一貫課程

實施之後，以學習領域為單位的教學應如何有別於長久以來科目間界線分明的型

態。另一方面，為了因應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之後，教師間專業合作的需求，這個

小組成立的另一個目的，是預先尋找一個對話的頻率，讓真正能打破科目藩籬的

合作有機會誕生，校長憶及這段歷程時曾說︰ 

 

李校長：基本上就是說在（小組運作）前半部我們很多的討論，是在建立那個共

識。彼此的語言，彼此的對話方式、彼此對這件事情的看法，那是必要的過程。

（訪校 910917） 

 

因此，在自然與生活科技課程發展小組運作的初期，建立合宜的對話方式比

急躁地指出具體的課程發展方向來得更加重要，研究者雖未及參與建立共識的階

段，但在有限的參與過程中，卻可以感受到小組成員間已然成形的對話默契。 

 

91 學年度開始前的暑假，自然與生活科技課程發展小組正式成為實作課程

發展小組，小組的成員除了 3位資深教師外，透過自由招募的方式，又增加了 4

位剛到青水中學報到的理化科實習教師（後文稱 JT）及 2 位生物科實習教師，

此時，實作課程發展小組的工作任務與工作方式逐漸清楚。利用暑假充分的備課

時間，由校長擔任召集人，2位資深教師帶領著 6位實習教師，約 2週就進行一

次長達 2個小時的討論，到 9月開學之前，實作課程發展小組除了確定第一學期

上課的單元主題及目標之外，也設計出具體的學習單作為評量學生學習成就的工

具，而實際的教學方法的討論亦花去不少時間。 

 

91 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始，青水中學在國一正式實施實作課程，實作課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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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課程合開，因此隔週會有連排的兩節課時間供教師進行一個實驗與實作的單

元主題，電腦課程則適時與實作課程的內容呼應，以達相輔相成的效果。開學之

後，正式的小組討論會議礙於教師忙碌的教學工作無暇舉行，但成員間的討論仍

在課堂之後、教學研究會中彈性進行。青水中學所規劃的實作課程，長達三年的

時間，91 學年度已實施的課程，只是第一個階段，而校長規劃中的大規模課程

回饋與調整，在完整的實施一輪（三年）之後才會進行。研究者主要觀察的是青

水中學實作課程發展小組在 91暑假密集討論，以及 91學年度第一學期正式實施

實作課程的過程。 

 

本研究的範圍限定在學校層級的課程決定，青水中學的實作課程 91 學年度

正式實施之後，就浮現了許多發生在教室層級中有趣的課程決定，但這不是本研

究感興趣的問題，唯有小組中與課程決定相關的議題，研究者會深入加以討論。 

 

第二節   資料蒐集與分析 

 

資料蒐集與分析是研究者實際進行研究現場（field）之後的作為，在某個程

度上表示了研究從計畫走向實踐的過程，因此資料蒐集與分析方法的選擇，決定

了研究得以落實的程度。 

 

一、資料的蒐集 

 

如前所述，本研究的實施並未採行建立假設—驗證假設之程序，而是從廣泛

但相關的前設性問題出發，進入研究現場獲得初步資料之後，在資料與研究議題

之間不斷相互進行修正的歷程。因此，研究者在閱讀並整理相關文獻的工作告一

段落之後，於民國 90年七月初進入青水中學開始進行資料的蒐集，至 92年二月

完全退出現場。主要採取以下的方法蒐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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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與觀察法。 

 

Gold 將參與觀察者分成四種，包括：完全的參與者、參與者一如觀察者、

觀察者一如參與者、完全的觀察者；Patton（1990）也有類似的看法，他認為除

完全的觀察者和完全參與者之外，還有一種研究者屬於部分觀察者，而不論是哪

一種的觀察者，進入團體的目的都是理解甚至實地體會團體的風格與成員身處其

中的感受，但因為參與者與團體距離的不同，研究者可能在觀察的結果方面有不

同的傾向，舉例來說，完全的觀察者對團體成員感受的體會必然較完全的參與者

低，相對的，完全的參與者常面臨角色混淆的問題。 

 

參與觀察法能夠幫助研究者在較短的時間內看到連續性脈絡的現象

（Boddewic，1992，引自嚴祥鸞，民 85），這樣的特質對本研究來說是重要的，

透過參與觀察法的應用，較容易掌握學校主要課程決定者間的互動型態脈絡，作

為進行訪談前準備時的重要參考因素。 

 

本研究選擇青水中學實作課程的發展會議作為主要的觀察對象，其他與自然

領域的課程決定相關性較高的會議，包括：課程發展委員會、自然領域教學研究

會等亦在研究者參與的範圍內，總計研究者共參與自然科實作課發展會議七次、

自然領域教學研究會及課程發展委員會各一次。研究者在取得校長同意後以完全

觀察者的角色參與會議，而學校成員對研究者通常採取的態度是先是投以疑問的

眼光，接下來則多視而不見。 

 

（二）訪談法。 

 

訪談的目的是理解受訪者內心深處的信念、夢想、動機、判斷、價值、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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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情緒（黃瑞琴，民 80），不同於參與觀察的發現屬客觀描述或詮釋的結果，訪

談法得到的資料是受訪者親口說出的想法，成功的訪談能使受訪者卸下心防，向

研究者吐露表面可觀察的行為之外更深更廣的想法，相對的，不成功的訪談可能

蒐集到許多經過刻意扭曲或隱瞞的訊息，應如何保持敏銳釐清受訪者的說法，對

研究者來說是另一種挑戰。 

 

1. 訪談的對象與內容。 

 

本研究的目的，在瞭解學校層級課程決定的內涵、方式、影響因素、困難及

解決策略，而青水中學的校長在實作課程發展過程中扮演主要的領導角色，且本

研究以會議內容作為分析的主要來源，因此選擇李校長作為核心的訪談對象；訪

談的內容以具體的研究目的為核心，向外延伸擬定，總計研究者共訪談李校長三

次。 

 

2. 訪談的形式。 

 

本研究擬採半結構式訪談，取得受訪者信任之後，選擇溫暖、安全、寂靜的

環境進行訪談，以事先擬定的大綱作為訪談進行的主軸，隨時留意受訪者情緒的

變化，適時追問或是退出話題，讓受訪者「現聲」，並重視訪談階段的發展性。 

 

（三）相關文件的取得。 

 

主要的目的是補受訪者記憶之不足，包括：相關的會議記錄、研習資訊、課

程表、學期行事曆等，至於公文等機密資料則不易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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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者的現場札記。 

 

現場札記記錄的是在研究現場發生的事件、出現的人物、人物間的對話、座

位的安排，或是在訪談中受訪者出現的表情、動作、細微的反應（Bryman 與

Burgess，1999），這些無法用錄音機記錄下來、卻可能是含有分析線索的重要資

料；另外，則應包括研究者在現場時最直接、快速、靈光一現的感覺。這些來自

研究現場記錄應盡量做到精確，以增加研究者進行資料分析時的豐富性。 

 

二、資料的建檔與分析 

 

（一）資料的轉譯與建檔 

 

將所有資料依來源形式、取得日期、對象等重要資訊編以不同的檔案號，如

91年 11月 25的會議資料轉錄後就編成會 911125，其他重要代號的說明見表 3.1。

資料轉譯的過程則務求仔細、正確，以利於研究內部效度的建立。 

 

表 3-1 資料歸檔代碼 

資料來源 代碼 資料取得日期代碼 

會議內容 會 

訪談 訪 

相關文件或檔案 文 

研究者札記 札 

前二碼表民國年，三、四碼表月份，五、

六碼表日期。 

 

（二）資料分析:：詮釋性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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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研究目的的差異，研究者在資料分析過程中採取的立場也各自不同。

Tesch（1990）認為，質化研究的資料分析策略，至少可以區分出兩大方向：結

構式的分析與詮釋性的分析，而後者又包括以詮釋／描述為目的的分析取向及以

建立理論為目的的分析取向兩部分（見圖 3-2）。 

 

 

 

 

 

 

 

 

圖 3-2 資料分析的類型（引自 Tesch，1990，p.99） 

 

從圖 3-2 的第一個層次開始看，Tesch（1990）指出結構式的分析與詮釋性

的分析最大的不同點在於：結構式的分析者認為資料的結構已經存在於雜亂無章

的未分析資料裡面，研究者進行分析的目的，是把資料一一歸位，讓被隱匿起來

的結構重現；詮釋性的分析者則主張，大量而雜亂無章的資料所呈現出的結構，

是在研究者苦心的分析之後才慢慢發展、建立起來的，在資料的背後沒有一個固

定或既有的結構存在。在這樣的信念之下，唯有詮釋性的分析者才能夠期待研究

的結果帶來與過去文獻相異的創新觀點，甚至是理論的建立，本研究雖未以理論

建立者自居，但仍期待研究的結果足以激發出相關領域的新觀點，因此將採用詮

釋性的角度來進行資料的分析。 

 

1. 以詮釋／描述為目的的資料分析，包括以下的程序（Tesch，1990）： 

 

結構式的分析 詮釋性的分析 

以建立理論為目的的分析 以詮釋／描述為目的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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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割資料 

 

不管是由觀察、訪談的內容轉譯成的文本或是相關的書面文件資料，都必須

先經過分割的過程才能逐漸看出意義，透過當時情境脈絡所提供的訊息以及研究

者本身對理論的認識，研究者將從原有的完整文本中取出有意義的分析單位

（meaningful segment），這些分析的單位就是整個資料分析過程的根本，而研究

者在這個階段面臨的挑戰，是將有意義的分析單位從情境脈絡中抽離出來的歷程

（de-contextualization）。分割資料的例子：以下的會議對話片段，被分成六個有

意義的分析單位。 

 

那我們這一年呢，我們都在把，生活科技和自然，是不是可以融合在一起這

件事情，我們在做一些努力，在這個努力的過程當中，當然就是在配合九年一貫

在做一些課程規劃（分析單位 1），今年馬上國一進來了對不對，我們就要在這段

時間決定，我們的九年一貫在自然與生活科技裡頭，這個孩子進來三年當中我們

做的規劃是什麼。這個高老師呢，有規劃了一個時數，跟那個，你那個是全部的

教材內容嗎（分析單位 2）？那你有沒有看一下，他們選擇了光復的書，有沒有看

到？因為他們選擇了光復的書之後，有一些他們背景的東西，我們應該利用這個

暑假就可以把他做進去，我去把光復的書拿來給你們看。因為我們選書也是都來

選、有沒有寄來沒有？叫他 mail 到我那邊是不是？那開了沒有？我們慢慢地就

要把我們的教材本身，跟我們的選書去配合，去配合（分析單位 3），那這個暑假呢，

我們希望能夠開個課，來作我們將要做的東西的一個，一個整合（分析單位 4）。

光復書拿來好久了，我都沒有把它打開來看，這是樣書，等一下我們看看呴，光

復書他的優點在他的文句，但是他往後寫他要怎麼寫？這是我比較擔心的（分析

單位 5），那我是這樣想，學生是下個禮拜就來上輔導課，那如果我們課程在下個

禮拜之內，包括實驗室，我們都能夠準備好，那我們就是從 23 號開始來上這個

東西（分析單位 6）……（會 91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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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發展組織資料的系統 

 

在這個階段研究者必須指出每個有意義的分析單位所指向的主題（topic），

這個步驟也被理解為有意義資料的命名，眾多的主題將會凝聚出組織資料系統的

雛形，在研究者不斷獲得新的資料的歷程中，這個資料組織系統也逐漸修正，直

到建立起一個令研究者滿意的系統為止。發展組織資料系統的例子：繼續找出六

個有意義的分析單位所指向的主題，並為之命名。 

 

那我們這一年呢，我們都在把，生活科技和自然，是不是可以融合在一起這

件事情，我們在做一些努力，在這個努力的過程當中，當然就是在配合九年一貫

在做一些課程規劃（分析單位 1：自然與生活科技科目的統整），今年馬上國一進來了對

不對，我們就要在這段時間決定，我們的九年一貫在自然與生活科技裡頭，這個

孩子進來三年當中我們做的規劃是什麼。這個高老師呢，有規劃了一個時數，跟

那個，你那個是全部的教材內容嗎（分析單位 2：學習時數的規劃）？那你有沒有看

一下，他們選擇了光復的書，有沒有看到？因為他們選擇了光復的書之後，有一

些他們背景的東西，我們應該利用這個暑假就可以把他做進去，我去把光復的書

拿來給你們看。因為我們選書也是都來選、有沒有寄來沒有？叫他 mail 到我那

邊是不是？那開了沒有？我們慢慢地就要把我們的教材本身，跟我們的選書去配

合，去配合（分析單位 3：教科書與教學需求的搭配），那這個暑假呢，我們希望能夠開

個課，來作我們將要做的東西的一個，一個整合（分析單位 4：暑假開課）。光復書

拿來好久了，我都沒有把它打開來看，這是樣書，等一下我們看看呴，光復書他

的優點在他的文句，但是他往後寫他要怎麼寫？這是我比較擔心的（分析單位 5：

教科書的內容特色），那我是這樣想，學生是下個禮拜就來上輔導課，那如果我們課

程在下個禮拜之內，包括實驗室，我們都能夠準備好，那我們就是從 23 號開始

來上這個東西（分析單位 6：開課前需準備的事項）……（會 91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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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將資料歸類（編碼） 

 

研究者指出許多個有意義的分析單位，並依據主題為之命名之後，研究者嘗

試將相同主題的分析單位放在一起，通常也開始用固定的縮寫來指稱每個主題，

這個步驟也稱為編碼。特別需要注意的是，這些從原有的情境脈絡中抽離出來的

分析單位，經過歸類以後，不僅包括平行的資料移動，也可能垂直向下發展出次

主題或向上發展出涵蓋數個主題的上層主題，而因為主題相近而歸類在一起的分

析單位，也將發展出屬於特定主題的脈絡（re-contextualization）。將資料歸類的

例子：將命名後的分析單位，依主題的相關程度，歸成數個大類。 

 

表 3-2：原始資料歸類編碼方式示例。 

九年一貫課程

改革的實踐 

那我們這一年呢，我們都在把，生活科技和自然，是不是可以融

合在一起這件事情，我們在做一些努力，在這個努力的過程當

中，當然就是在配合九年一貫在做一些課程規劃（分析單位 1：自

然與生活科技科目的統整） 

學校本位的課

程規劃 

今年馬上國一進來了對不對，我們就要在這段時間決定，我們的

九年一貫在自然與生活科技裡頭，這個孩子進來三年當中我們做

的規劃是什麼。這個高老師呢，有規劃了一個時數，跟那個，你

那個是全部的教材內容嗎（分析單位 2：學習時數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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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有沒有看一下，他們選擇了光復的書，有沒有看到？因為他

們選擇了光復的書之後，有一些他們背景的東西，我們應該利用

這個暑假就可以把他做進去，我去把光復的書拿來給你們看。因

為我們選書也是都來選、有沒有寄來沒有？叫他 mail 到我那邊

是不是？那開了沒有？我們慢慢地就要把我們的教材本身，跟我

們的選書去配合，去配合（分析單位 3：教科書與教學需求的搭配） 

選擇教科書的

準則 

光復書拿來好久了，我都沒有把它打開來看，這是樣書，等一下

我們看看呴，光復書他的優點在他的文句，但是他往後寫他要怎

麼寫？這是我比較擔心的（分析單位 5：教科書的內容特色）， 

那這個暑假呢，我們希望能夠開個課，來作我們將要做的東西的

一個，一個整合（分析單位 4：暑假開課）。 實施正式課程

前的先探性課

程 

那我是這樣想，學生是下個禮拜就來上輔導課，那如果我們課程

在下個禮拜之內，包括實驗室，我們都能夠準備好，那我們就是

從 23號開始來上這個東西（分析單位 6：開課前需準備的事項） 

 

2. 以建立理論為目的的資料分析程序（Tesch，1990） 

 

以建立理論為目的的資料分析，在前半段的程序上與以詮釋／描述為目的的

資料分析方法相似，先分割資料、發展組織資料的系統、再將有意義的分析單位

加以編碼歸類，不同的是，前者在發展資料組織系統時需要更加慎重，並且在完

成資料歸類之後，多了一個探索關聯性的過程。 

 

(1) 發展組織資料的系統 

 

以建立理論為導向的研究者，在發展組織資料的系統時，需要特別敏銳的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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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研究者應多次重新定義各主題的範圍，且不能僅僅滿足於精確的描述出各個

主題，而應該嘗試建立新的概念（concept）。 

 

(2) 探索主題類別間的關聯性 

 

以詮釋／描述為目的的資料分析，通常在歸類資料之後便嘎然而止，但試圖

建立理論的分析方式，進一步強調探索各類別間關聯的重要性，透過簡單的數量

分析，研究者可以得知哪些類別間的關聯性是比較強烈的。 

 

縱然 Tesch（1990）將詮釋性的資料分析又區分出兩種取向，但從具體的實

施程序來看可以發現，這兩種取向的差別，僅在於研究者本身進行分析時抱持的

嚴謹程度，若研究者願意更加自我要求進行資料的分析，理論的建立就緊跟在資

料的描述與詮釋之後，成為一個可及的目標，這也是本研究的挑戰之一。 

 

（三）增進可信度的方法 

 

1. 三角檢證（Triangulation） 

 

三角檢證方法意圖從一個以上的角度檢視事件或概念，具體的作法則包括：

資料分析方法的併用、資料來源的擴充、從多重角度審閱同一個事件等，然而，

質化研究的本質，使三角檢證的方法到頭來仍不能為研究的信效度做出絕對的保

證。Fielding 與 Fielding（1986）認為真正能為研究增加可信度的關鍵是研究者

本身，唯有研究者能用批判但是恰當的角度去檢驗他自己所蒐集的研究素材，所

以，三角檢證並不能直接為質化研究提升可信度，只能透過三角檢證建立研究者

的自信，進而推出具說服力的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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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尋求來自研究對象的回饋意見。 

 

在相信受訪者瞭解研究主題下的真實更甚於研究者的前提下，將訪談逐字稿

送交受訪者校對，確認其中可能的含糊想法，並在分析進行了一個段落之後，與

受訪者討論分析的結果，不僅能藉此引發彼此更深入的想法，且能夠使研究對象

成為研究發現信賴度的把關者（Miles & Huberman，19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