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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  人權教育的相關研究整理人權教育的相關研究整理人權教育的相關研究整理人權教育的相關研究整理 

壹壹壹壹、、、、教育部的專案研究教育部的專案研究教育部的專案研究教育部的專案研究 

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計畫名稱：：：：各級學校人權評估項目之建立與研究各級學校人權評估項目之建立與研究各級學校人權評估項目之建立與研究各級學校人權評估項目之建立與研究 

計畫主持人計畫主持人計畫主持人計畫主持人：：：：馮朝霖馮朝霖馮朝霖馮朝霖（（（（2004）））） 

研究方法或步驟研究方法或步驟研究方法或步驟研究方法或步驟：文獻分析、專家學者與教育人員座談會 

研究結果或發現研究結果或發現研究結果或發現研究結果或發現： 

研究根據上述研究方法或步驟，完成「各級學校人權環境評估項目」，共

有九大範疇，一百五十八條評估細項。 

九大範疇如下：安全的校園環境、人性化的校園氛圍、平等與公正的對待、

權利維護與權利申訴、尊重多元與個別差異、民主的參與和學習、教師專業自

主權的發展、學生學習權的維護、人權教育的條件。 

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計畫名稱：：：：世界各國推動學校人權教育之比較研究世界各國推動學校人權教育之比較研究世界各國推動學校人權教育之比較研究世界各國推動學校人權教育之比較研究    

計畫主持人計畫主持人計畫主持人計畫主持人：：：：曾慧佳曾慧佳曾慧佳曾慧佳、、、、徐筱菁徐筱菁徐筱菁徐筱菁（（（（2004200420042004））））    

研究方法或步驟研究方法或步驟研究方法或步驟研究方法或步驟：：：：文獻分析、專家學者座談會 

研究結果或發現研究結果或發現研究結果或發現研究結果或發現：：：：    

從各國推動學校人權教育的經驗，建議我國的人權教育應： 

一、從師資培育著手，全力加強教師的人權知識與概念。 

二、在教材教法上，師資培育機構必須教會準老師處理、引導爭議性議題的討

論的能力，因為灌輸知識對人的行為改變不大，透過溝通與對話，促成思

考與反省，才能深層的改變文化裡的刻板印象。而這並不需要獨立設科，

僅需在教材教法，教處理爭議性議題的方法。 

三、在課程設計上協助學生理解，爭議性議題用講述，知識、現象的學習，不

容易造成反省，而應讓學生有衝突，造成不平衡的感覺，因此討論才具意

義，有衝突者自會尋找皮亞傑所謂的平衡(equilibrum)，才較有可能造成行

為與思想的改變。 

四、透過教育部的大力推動，目前（2003）我們已可以在全國各級學校的網站

上，看到每個學校都會與教育部的人權教育網連線。所以把人權教育作為

一個重要的教育政策來推動是個正確的行動。但是根據座談會（10/1/2003）

老師們提供的意見，教育部評鑑人權教育或其他教育政策的方法，絕對有

可以改善的空間。座談會的與會教師指出過去教育部的各項評鑑，通常只

看具體的書面資料，較少微服訪視的進行「形成性評量」，來察看學校的

具體作法與成效。評鑑方法引導了學校的執行策略，各校發現既然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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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書面的成果，因此無不努力製造精美的書面報告，因此造成各級教師

為了書面評鑑人仰馬翻，但具體的成效卻不必然落實等等的績效問題，十

分可惜。他們因此建議教育部的評鑑方法，應更細緻些才能督促行政單位

具體的落實教育部的各項政策，當然包括人權教育的推展與實施。 

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計畫名稱：：：：高中職以下學校教師人權意識調查高中職以下學校教師人權意識調查高中職以下學校教師人權意識調查高中職以下學校教師人權意識調查    

計畫主持人計畫主持人計畫主持人計畫主持人：：：：謝邦昌謝邦昌謝邦昌謝邦昌、、、、但昭偉但昭偉但昭偉但昭偉（（（（2004200420042004））））    

研究方法或步驟研究方法或步驟研究方法或步驟研究方法或步驟：：：：問卷調查 

研究結果或發現研究結果或發現研究結果或發現研究結果或發現：：：：    

綜觀本調查結果，結果顯示多數題目選取較具人權概念選項的教師占

80.0%以上；如以組群特徵來看，發現在教師中普遍以年齡愈輕、教師年資愈淺

及教育程度愈高者對人權之的概念愈強，表示年輕一代的教師已具有相當程度

的人權概念，也同時意味著教育部積極推廣的「人權教育」已在校園中出現成

效，但未來如何使「人權教育」的根向下扎得更穩固，並能結出甜美的果實將

會是一大課題。 

但還是有少部份不合乎人權概念的行為，還是被部份的教師認同如下： 

� 為了管教上需要，長輩(教師與父母)可以體罰孩童(家長體罰學童

60.9%同意，64.2%同意教師體罰學童) 

� 家長為了解孩子的生活狀況，可以檢查孩子的信件與日記(53.9%

同意)  

� 74.0%的教師認為死刑有幫助穩定治安的作用 

� 另外對「用嚴苛法律維持良好治安」與「保護個人基本權利」之

間的平衡點感到疑惑，而呈現意見分歧的現象(50.6%同意此說

法)。 

另外發現多數教師對公約常識可能是因為較少接觸的緣故，而認知度偏

低，為使人權教育能確實的實現，教師應對與國小至高中學童相關的人權公約

進行了解。調查結果中公約常識知道比例較低的項目： 

� 38.0%的教師知道「兒童權利宣言」中所提到的「兒童」為高中

及以下的孩童；多數教師認為宣言中兒童是指小學及以下(50.7%)

的孩童。 

� 19.5%的教師知道「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世界人

權宣言」與「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合稱為「國際人權法典」 

調查顯示教師對人權概念有一些基本的認知，但對「人權教育」的用意似

乎有些混淆，教師們意見彙整後，發現與人權教育推廣相關之疑惑與恐懼可分

為以下幾個重點： 

� 擔憂權利與義務失衡，而導致學生品格發展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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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擔憂人權的濫用可能導致社會失序。 

� 個人與團體之權利何者較重要 

� 學校及社會在處理師生問題時，較重視學生的權利而經常忽略教

師應享之人權 

� 人權教育對象應為成人，學生尚未具有成熟周密的思考就教導其

「人權」觀念似乎不適宜。 

� 應如何使平等對待與尊重差異性兩者兼顧似乎是一大難題。 

 

貳貳貳貳、、、、國科會的研究國科會的研究國科會的研究國科會的研究 

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計畫名稱：：：：人權保障與人權教育人權保障與人權教育人權保障與人權教育人權保障與人權教育————小學階段人權教育之研究小學階段人權教育之研究小學階段人權教育之研究小學階段人權教育之研究ⅡⅡⅡⅡ 

計畫主持人計畫主持人計畫主持人計畫主持人：：：：湯梅英湯梅英湯梅英湯梅英（（（（1999）））） 

研究成果或發現研究成果或發現研究成果或發現研究成果或發現：：：： 

在中國傳統不利人權發展的環境下，人權教育的內容應首重人權文化的

陶冶，才能破除權威、集體的思想。而人權文化的培育應從學童的生活實踐來

著手，在低年級時，讓其透過日常團體活動的參與，培養互信、包容與尊重的

班級氣氛，然而隨著年齡的增長，當孩子可以意識到自己與社會大群體的關係

時，引導學生思考自己與社會、人類的關係，幫助學生內省內在的價值信念，

以培養學生尊重、傾聽的能力。此外，人權教育的內容亦應包括人權發展的歷

史，使學生瞭解整個人權發展的過程，其實就是人類對於基本尊嚴、價值、權

利所做的努力、奮鬥的持續性過程，使學生體會到：自己即是歷史的行動者，

自己可以成為時代的創造者。 

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計畫名稱：：：：人權保障與人權教育人權保障與人權教育人權保障與人權教育人權保障與人權教育————小學階段人權教育之研究小學階段人權教育之研究小學階段人權教育之研究小學階段人權教育之研究ⅠⅠⅠⅠ 

計畫主持人計畫主持人計畫主持人計畫主持人：：：：但昭偉但昭偉但昭偉但昭偉（（（（1998）））） 

研究成果或發現研究成果或發現研究成果或發現研究成果或發現：：：： 

本研究主要是對國小階段推動人權教育的情形作一個初探性研究，此報告

最後對於人權教育的初探結果認為人權教育的內容應該可分為教育環境的營

造及具體的教育內容兩部分： 

一、營造一個人權的教育環境 

學校行政人員及教師應該清楚瞭解人權的內容及兒童擁有的權利，並依據這些

認知來經營學校的各項活動。再者，教師應體認身教重於言教的原則。最後，

雖然我國的文化對於人權並不十分尊重，但我們仍然希望可以藉由教育行政當

局的介入、規範、支援或監督；輿論對人權的重視及宣導；以及家長的參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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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來營造一個尊重人權的環境。 

二、人權教育的具體內容 

在認知方面：透過認知學習人權概念。 

在情意方面：讓學生感受人權的重要性，發展同理心。 

在技能方面：著重人權保障、用非暴力的方式解決與他人的紛爭、建立良       

好的人際關係、能夠清楚的表達自己的意見。 

人權教育在小學的實施，除了在知識層面的學習外，更應讓孩子在一個人權的

教育環境裡，實際感受人權的精神及內涵，透過家長、老師、學校的努力，讓

孩子在一個具人權文化的環境裡成長。 

 

參參參參、、、、國內目前關於人權教育的碩博士論文研究國內目前關於人權教育的碩博士論文研究國內目前關於人權教育的碩博士論文研究國內目前關於人權教育的碩博士論文研究 

張馨丹張馨丹張馨丹張馨丹（（（（2003）：）：）：）：校園人權環境之探究校園人權環境之探究校園人權環境之探究校園人權環境之探究————以台南市國民中學為例以台南市國民中學為例以台南市國民中學為例以台南市國民中學為例 

成功大學政治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量化研究 

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或發現或發現或發現或發現： 

1、因校園升學主義導向，致使人權教育環境不易形成 

2、人權知識與概念的欠缺，各主體人物對國際人權知識尤其貧乏。 

3、校園人權資源不足，活動也過於形式化。 

4、校園充斥違反人權的行為，包括體罰與不正常教學。 

5、不同區域學校有不同程度的人權表現，私立學校的表現普遍優於市立學校。 

唐秋霜唐秋霜唐秋霜唐秋霜（（（（2003）：）：）：）：九年一貫課程人權教育九年一貫課程人權教育九年一貫課程人權教育九年一貫課程人權教育能力指標核心內涵之探討能力指標核心內涵之探討能力指標核心內涵之探討能力指標核心內涵之探討 

台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碩士論文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文獻分析 

研究結論或發現研究結論或發現研究結論或發現研究結論或發現： 

1、九年一貫課程人權教育能力指標以人權的價值與實踐及人權的內容作為區

分的方式適宜。 

2、初探九年一貫課程人權教育能力指標核心內涵之適切性評估結果，顯示研

究者合宜掌握該項能力指標蘊含之意涵。 

3、採用能力指標轉化策略及結合其他學習領域，可以幫助解讀並進一步具體

化人權教育能力指標之核心內涵。 

4、部分人權教育能力指標順序與內容之編排，可能形成解讀上之困擾。 

洪柏禛洪柏禛洪柏禛洪柏禛（（（（2003）：）：）：）：立憲主義下的人權教育立憲主義下的人權教育立憲主義下的人權教育立憲主義下的人權教育————台日美台日美台日美台日美中學教科書的比較分析中學教科書的比較分析中學教科書的比較分析中學教科書的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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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文獻分析法 

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或發現或發現或發現或發現： 

人權的有效進展有三個必要條件： 

1、有關人權價值的培養，和人權知識的傳播，以及價值與知識所聯合構成的

人權意識。 

2、保障與促進人權機制的設計與運作。 

3、能夠維繫並促進上述兩個要件的宏觀制度，亦即民主憲政體制。人權的有

效進展，必須配合人權教育的實施，而這樣的人權教育，須由人權價值和

知識所貫穿的公民與民主憲政教育，來加以建構。 

潘毓斌潘毓斌潘毓斌潘毓斌（（（（2003）：）：）：）：高雄市立國小教師人權教育態度與高雄市立國小教師人權教育態度與高雄市立國小教師人權教育態度與高雄市立國小教師人權教育態度與實施現況之調查研究實施現況之調查研究實施現況之調查研究實施現況之調查研究 

屏東師院碩士論文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量化研究 

研究結論或發現研究結論或發現研究結論或發現研究結論或發現： 

一、在國小人權教育實施現況方面 

1、有超過七成的教師認為其服務之學校已實施人權教育，可見人權教育在國

小已普遍實施。 

2、雖然人權教育的實施方式相當多元，但多數教師認為學校人權教育之實施

方式為「在相關課程中實施」。 

3、教師認為其服務之學校未實施人權教育之原因最大為「行政單位未規劃」。 

4、有接近八成的國小教師，認為自己已經實施人權教育；雖然人權教育的教

學法相當多樣，但「講述法」卻是教師們最常使用的人權教育教學方法。 

5、「上課時間」、「學校或班上的偶發事件」、「配合社會相關事件」三者，是教

師最常實施人權教育的時機。 

6、多數的教師均利用「時事、新聞事件」作為人權教育之教材。 

7、受試教師未實施人權教育之最大原因是「沒有適當之教材或參考資料」。 

8、教師實施人權教育最大的困難是「沒有充分時間」，其次是「教材取得不易」。 

9、「價值教育」是教師認為重要的人權教育內涵。 

二、在國小教師的人權教育態度方面 

1、國小教師對人權教育之「實施方式」的行動覺知程度，男性教師高於女性 

  教師。 

2、對人權教育「正向功能」與「實施意願」，服務年資 11-20 年組的教師均較   

1-10 年組的教師有正面之看法。 

3、對人權教育「教學影響」，城市教師較偏遠教師有正面之看法，亦因教師年

齡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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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對人權教育之「社會性功能」因教師之宗教信仰不同而達到顯著差異。 

5、國小教師人權教育「重要性認知」與「自覺行動認知」有顯著相關。 

蔡慧琦蔡慧琦蔡慧琦蔡慧琦（（（（2003）：）：）：）：國小三年級人權教育課程設計之行動研究國小三年級人權教育課程設計之行動研究國小三年級人權教育課程設計之行動研究國小三年級人權教育課程設計之行動研究 

中正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行動研究 

研究結果或發現研究結果或發現研究結果或發現研究結果或發現：：：： 

1、國小三年級人權教育課程所遭遇到問題，依情境分析發現，分別有社區特

性、學校性質、教師、學生、家長、教學設備等六方面。 

2、尋求協同合作夥伴進行行動研究，受到研究班級、協同教師的學歷背景、

協同教師專業能力等因素的影響。 

3、人權教育課程方案研擬是根據六個步驟設計而成，分別為分析能力指標，

確定人權概念、發展活動目標與教學活動，並擬定活動名稱、確定主題名

稱，分出四大面向、編排教學活動順序、教學前的準備、方案檢視等。 

4、人權教育課程的實施歷程，分別透過多樣化的教學活動、豐富的學習教材、

營造人權教育環境、建立與家長的合作關係等四方面來實施。 

5、評鑑回饋人權教育課程發展行動方案的結果，在學生學習成效方面，學生

對姓名權、隱私權、權利與責任、正義、自由等概念較無法理解；教師教

學成效方面，發現教具製作有瑕疵、自由和正義概念較深、姓名權概念遺

漏、講述過於冗長、故事討論未深入、教學時間不足等缺失；課程方案的

評鑑方面，「兩性翹翹板」、「溫情滿人間」最受學生喜愛，而「我真的很不

錯」和「我會保護自己」家長卻認為最重要。 

林師如林師如林師如林師如（（（（2003）：）：）：）：人權教育研究人權教育研究人權教育研究人權教育研究：：：：教師素養與學生管理取向教師素養與學生管理取向教師素養與學生管理取向教師素養與學生管理取向 

國北師教育政策與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量化研究 

研究結果或發現研究結果或發現研究結果或發現研究結果或發現： 

1、國民小學教師的人權教育素養屬於中上程度。 

2、國民小學教師的人權教育素養會因職務及學校規模不同而有差異，但不會   

因性別、年資、專業背景、學校地區的不同而有差異。 

3、國民小學教師對學生管理傾向人文取向。 

4、國民小學教師的學生管理取向會因性別、年資、擔任職務、學校規模的不 

同而有差異，但不因專業背景、學校地區的不同而有差異。 

5、國民小學教師的人權教育素養與學生管理取向為中度負相關，亦即教師的  

人權教育素養愈高，其學生管理取向愈人文，反之，教師的人權教育素養

愈低，其學生管理取向愈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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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國民小學教師的人權教育素養對學生管理取向有預測作用，其預測力介於

13.0%~27.5%之間。 

7、國民小學教師的人權教育素養與學生管理取向間呈現多元的關係。 

許佳慧許佳慧許佳慧許佳慧（（（（2002）：）：）：）：國小實施人權教育之個案研究國小實施人權教育之個案研究國小實施人權教育之個案研究國小實施人權教育之個案研究 

國北師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研究方法：質性研究 

研究結論或發現： 

1、個案教師的人權理念源於家庭教育、幼稚園的宗教教育、學習歷程的挫折

與啟發、職前教育、實際教學的體驗與研習活動。 

2、個案教師的人權教育專業知能尚不充足，應當再提升。 

3、十二冊教科書人權教育的內涵以達成第一階段（1－2 年級）之人權教育能

力指標為其基礎。 

4、以不同學習領域之教科書區分，人權教育能力指標集中出現在生活領域，

數學領域則掛零，略有不均。 

5、以人權教育能力指標之分布區分，則偏重在能力指標 1－1－2，反之，能力

指標 1－1－1 和 2－1－1，則完全沒有出現。 

6、個案教師將人權教育融入教學歷程的方式有三：(1)、配合學校行事活動；

(2)、教科書相關人權教育內容；(3)、結合學生個人經驗和時事新聞。 

7、個案教師以個案教師以個案教師以個案教師以「「「「講述法講述法講述法講述法」」」」為主要的人權教育之教學策略為主要的人權教育之教學策略為主要的人權教育之教學策略為主要的人權教育之教學策略。。。。 

8、個案教師將人權教育融入教學歷程，主要達成之人權教育能力指標為「1－

1－2 」、「1－1－3 」、「1－2－3 」。 

9、個案教師之教學已掌握住「人權的價值與實踐」和「人權的內容」，但都不

夠周全和完整。 

10、個案教師的班級經營大致符合人權，但班級常規並不是由全班師生共同制

定、下課時間權利的剝奪、特別座的設立、遲到不准進教室和班級事務未

能由學生決策，為其缺失。 

11、個案教師實施人權教育的阻力，來自於：(1)、人權教育專業知能的缺乏；

(2)、教材不足；(3)、同儕的漠不關心。助力則來自於：(1)、行政層面的推

動；(2)、家長層面的配合。 

夏智瑩夏智瑩夏智瑩夏智瑩（（（（2002）：）：）：）：人權教育之實施原則與策略之研究人權教育之實施原則與策略之研究人權教育之實施原則與策略之研究人權教育之實施原則與策略之研究————以教育部人權教育實施以教育部人權教育實施以教育部人權教育實施以教育部人權教育實施

方案為例方案為例方案為例方案為例 

臺灣師範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論文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文獻分析 

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或發現或發現或發現或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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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就人權教育之課程與教材、有關師資之培育工作、加強人權教育宣導、改

善學校人權教育措施、規劃人權教育之研究發展與評估、完成實踐公民社會的

學生人權教育加以探討，並就人權教育的問題與評估、目標與理想、功能與成

效及其發展與影響加以說明。 

薛玉蓮薛玉蓮薛玉蓮薛玉蓮（（（（2001）：）：）：）：人權教育融入國小教學歷程之研究人權教育融入國小教學歷程之研究人權教育融入國小教學歷程之研究人權教育融入國小教學歷程之研究 

人權教育融入國小教學歷程之研究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質性研究 

研究結果或發現研究結果或發現研究結果或發現研究結果或發現： 

1、教師人權教育教學觀的轉變，反映在教學計畫的形式上。 

2、人權教育的教學目標、概念與實施步驟在沉潛的教學觀所形成之教學計畫

上不明確也不具體。 

3、人權教育融入教學的計畫是以統整的方式設計，重視學生的生活經驗。 

4、人權教育融入教學的方式可分成外顯式與內隱式。 

5、人權教育融入教學是以事件的方式發生，每件教學事件本身就是一種人權

教育的教學策略，而策略之間可以交互應用，策略之下也同時應用多種不

同的方法。 

6、在學習計畫討論的教學策略中，老師仍是最終的決定者，學生還是弱勢。 

7、教學歷程中雖然「處處是人權」，但也容易「處處失人權」。 

8、人權教育的目的之一的實踐能力，在時間的限制下，較少安排此類的教學

活動。 

9、教師的人權教育教學反省在學生的評量上以紙筆測驗以及真實評量的方式

評量，而教師自身的反省以技術理性、實踐行動的反省為主，批判性的反

省尚須加強。 

10、在學校的教學歷程當中，實施人權教育所遭遇的困難主要有教師個人、教

師同儕、學校行政、家長認知和教養方式與時間等問題。 

11、教師實施人權教育的主要動力來源有學生的回饋、教師自身的人權信念教師自身的人權信念教師自身的人權信念教師自身的人權信念、、、、

人格特徵以及人權教育工作坊與教師成長團體以及家長等因素人格特徵以及人權教育工作坊與教師成長團體以及家長等因素人格特徵以及人權教育工作坊與教師成長團體以及家長等因素人格特徵以及人權教育工作坊與教師成長團體以及家長等因素。。。。 

黃明珠黃明珠黃明珠黃明珠（（（（2001）：）：）：）：國民小學教師人權教育認知與管教行為之研究國民小學教師人權教育認知與管教行為之研究國民小學教師人權教育認知與管教行為之研究國民小學教師人權教育認知與管教行為之研究 

屏東師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量化研究 

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或發現或發現或發現或發現： 

1、大多數的國小教師其人權概念認知是正確、積極的。 

2、幾乎所有的國小教師肯定實施人權教育的正面意義，也具有推動人權教育

的意願，贊成將人權教育融入各學科領域中實施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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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多數的國小教師能尊重學生參與權、受教權及兩性平等權，並落實在日常

教學之中，惟學生身體自由權受到忽視。 

4、國小教師充實人權教育知能的意願非常高，也希望能夠獲得人權教學資源。 

5、國小教師採用體罰方式管教學生的情形有減少之趨勢。 

6、大多數的國小教師管教學生並不侷限於校園範圍，只要學生行為影響學

校，無論校內或校外，都會介入加以管教。 

7、國小教師在管教學生時，都會顧及學生的行為動機、年齡、身心狀態及家 

庭因素對其行為的影響。 

8、教師在管教學生時，都會重視程序上及實質上的正當性。 

9、國小教師人權教育認知與管教行為之間有部份相關存在。 

陳玉佩陳玉佩陳玉佩陳玉佩（（（（1999）：）：）：）：國民中學人權教育課程內涵之研究國民中學人權教育課程內涵之研究國民中學人權教育課程內涵之研究國民中學人權教育課程內涵之研究 

台灣師範大學公民訓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量化研究 

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或發現或發現或發現或發現： 

1、「人權教育學科知識」在「國民中學人權教育課程內涵」占重要地位。 

2、三十位評估者在「國民中學人權教育課程內涵」，78 題項中共有 55 題項獲  

得共識。 

3、「國民中學人權教育課程內涵」五類評估者七層面差異分析，僅「人權的意 

涵」達顯著差異。 

4、「國民中學人權教育課程內涵」各題項重要性研究結論共有 67 項，重要性 「很  

高」有 18 項、重要性「高」有 39 項、重要性「中等」有 10 項。 

廖飛筆廖飛筆廖飛筆廖飛筆（（（（1998）：）：）：）：國中在職教師與未來教師人權教育態度之調查研究國中在職教師與未來教師人權教育態度之調查研究國中在職教師與未來教師人權教育態度之調查研究國中在職教師與未來教師人權教育態度之調查研究 

臺灣師範大學公民訓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量化研究 

研究結論或發現研究結論或發現研究結論或發現研究結論或發現： 

1、國中在職教師人權教育態度差異比較 

（1）女性教師的人權教育態度比男性教師積極。 

（2）20-29 歲教師的人權教育態度最積極，同時隨著年齡增加，有消極的 

     趨勢。 

（3）師範學校畢業之教師的人權教育態度比非師範學校畢業之教師積極； 

     不同教育程度教師之人權教育態度無顯著差異。 

（4）任教聯考科目與非聯考科目之教師其人權教育態度無顯著差異。 

（5）認同民進黨之教師的人權教育態度比認同國民黨之教師積極。 

（6）不同省籍之教師人權教育態度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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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年以下任教年資教師的人權教育態度最積極，且隨著年資的增加趨 

    向消極。 

（8）任教直轄市的教師其人權教育態度最積極，任教鄉、鎮、縣轄市的教 

     師其人權教育態度比較消極。 

2、國中未來教師人權教育態度差異比較 

（1）女性未來教師的人權教育態度比男性未來教師積極。 

（2）不同年齡未來教師的人權教育態度無顯著差異。 

（3）未來教師的年級愈高，其人權教育態度愈積極。 

（4）三所師範大學的未來教師與非師範大學的未來教師，其人權教育態度 

    無顯著差異；研究所的未來教師其人權教育態度比大學部的未來教師 

    積極。 

（5）人文社會科學院的未來教師其人權教育態度比自然科學院的未來教師 

     積極。 

（6）未來教師的人權教育態度並不因其修習的教材教法科目是否為聯考科 

     目而有顯著差異。 

（7）認同民進黨的未來教師其人權教育態度比認同國民黨的未來教師積極。 

（8）不同省籍的未來教師其人權教育態度無顯著差異。 

3、在職教師與未來教師人權教育態度差異比較 

未來教師的人權教育態度比在職教師積極；無論是在人權態度、推行人權 

教育意願與認知或教學態度上，都比在職教師積極。 

 

目前國內文獻，期刊論文部分，以「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資料庫」查閱，

關鍵字輸入「人權」，一共有 1280 篇，輸入「人權教育」則僅有 58 篇。碩博士

論文部分，以「全國博碩士論文摘要檢索系統資料庫」查閱，關鍵字輸入「人權」，

一共有 2686 篇，輸入「人權教育」，僅有 12 篇。其中 12 篇學位論文中，大多數

為量化研究，僅有 3 篇論文是以質性研究的方法進行。分別是蔡慧琦（2003）。

國小三年級人權教育課程設計之行動研究。國立中正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未出版。許佳慧 (2002)。國小實施人權教育之個案研究。國立台北師範學院課

程與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薛玉蓮（2001）。人權教育融入國小教學

歷程之研究。國立台北師範學院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查詢

時間：2005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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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   厚記錄厚記錄厚記錄厚記錄（（（（thick record））））的範例的範例的範例的範例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2005.5.2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下午第一節課（下午 1:10~1:50） 

課程課程課程課程：表演課（中年級課程） 

人物人物人物人物：果國（老師） 

小華、小佑、家家、小玉、修修、宜如、品品、偉偉、小志、小樹、小明、

小書（學生） 

 

 

表演課的教室圖表演課的教室圖表演課的教室圖表演課的教室圖 

 

 

 

脈絡註記： 

1：00 我到達果國表演課的教室，有二個小朋友已經在裡面嬉鬧了。我坐在教室

的後面等待果國，陸陸續續有幾個孩子進到教室裡，玩耍、嘻鬧、整理等一下要

表演的道具，教室顯得非常熱鬧。 

1：08 果國進到教室，他先跟我簡單說明這堂課他是幫德德老師代課，等一下要

讓學生排戲，這齣戲從頭到尾都是三、四年級學生自己編劇、自己製作道具、自

己排演。老師只是從旁協助、指導。在期末公演時，學生會演出這齣劇碼。 

今天是這齣戲的第三次排演，從學期初至今，學生已經籌畫、準備了兩個多月了，

所以今天已經可以把這齣戲排完了。 

1：10 鈴聲響！學生都進教室了。 

 

演員表演區 

（舞台） 
演 

員 

準 

備 

區 

果國 ＆   觀眾    

窗
台 

觀察者 

門 

 
子 

區 



 212 

厚記錄厚記錄厚記錄厚記錄 

時

間 

述 錄 觀察者評註 備註 

1:12 鈴聲響完後，果國沒有立即

奮、 動的孩子們安 ，他站在教室

裡四處張望， 手 著下 有所思。 

果國 跟孩子說果國 跟孩子說果國 跟孩子說果國 跟孩子說：「大家幫 把

中間的 子 到 落來，我們要有舞

台。」有的孩子跟著果國一 動

子，有的還在專 於自己原先的活

動。接著他說接著他說接著他說接著他說：「佀們今天要排戲。德

德已經告訴我了。」 

 

 

 

 

 

 

 

 

 

 

學生 了下來，他們似

乎察覺德德 沒來，變成果國了

小華問小華問小華問小華問：「德德 」（一 疑 ） 

果國果國果國果國：：：：「德德下午 時有很重要的

事情，所以 ，這堂課我來幫佀們

排戲。」 

這時對他來說， 序好

不是最重要的事，對

於孩子的 動、嬉鬧，

他似乎並不在意。但如

果是我，我可能會反韗

性的 著想要把 面

控制下來。上課了教室

還鬧 的好 不大

好。而且我會 些

沒有幫 的學生 侳

幫 。我好 相當程度

還是被以前自己的教

育經驗所制約，我很容

易 製以前的教育模

式，將其視為理所當

然，這點我必須要好好

想想，檢視自己的想

法。 

這點可

以和果

國

他對班

及 序

的看

法。 

 

 

 

 

 

 

 

 

 

 

 

 

1:16 子 到教室的一 後，果國果國果國果國：：：：

「編劇可以告訴我佀們這齣戲的戲碼

及內容 」 

    偉偉本來在跟修修 鬧，兩個人

結在一 ，他們立即分 ，偉偉跢偉偉跢偉偉跢偉偉跢

來說來說來說來說：：：：「我們這齣戲 記。

的 被 社會老大 了，後

來 四處 ， 至 到變成

，然後他到處 師學 。一跡

 

 

 

這堂課的每個小朋友

都有參與這齣戲的演

出，他們似乎很 感的

察覺到，今天多了

「我」，用一 大

在「觀察」他們，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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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他遇到很多高手，然後 愈來愈

好，後來他找 會老大 ，展

三次 ，最後才 利。然後，

後來 才發現原來他 沒有死，

所以他們稱 林，成為下一個很大

的勢力 。」 

     

 

 

 

果國果國果國果國：：：：「 佀們現在準備好了

佀們先討論一下在這個空間裡，表演

的 地，演員準備區，及觀眾要

安排。」 

 

大家突然張望了教室空間，然後

修修和宜如最先跢出來，大手一 ，

建議舞台在最前面（雖然這間教室沒

有舞台，但他們把表演區域當作舞

台），觀眾在教室最後方（正對著舞

台），演員準備區在教室內 近 台

一 。其他人對他們的建議似乎沒

有意見（因為大家 著他們規劃

的區域 動），品品、 小樹、小志

到演員準備區整理道具，第一 的演

員站在表演區準備。 

 

突然，小華 手小華 手小華 手小華 手：：：：「 ，要看我們排

演 」（這時，大家對我行 目 ，

讓我覺得有點不自在，好 自己做了

事被 出來一樣。） 

 

果國果國果國果國：：：：「 想看佀們表演，佀們

同意 」 

（他們 面面相 ， 討論

著，有幾個人 上 出有點 的表

情，但多數人 上是 張、 奮

的 ） 

他們把我當成觀眾，希

望他們的演出能博得

我的認同。當偉偉在講

述戲劇內容時，好幾

都 到我身上，他

們在探查我對他們戲

劇的「反應」。看來，

我這觀眾似乎造成他

們不小的表演 力！ 

 

其實果國鞙才 著下

思考不就是在幫學

生想要如何安排表演

地 現在他把空

間 空，讓學生自己安

排在這個空間裡，應如

何做侑善的規劃，雖然

這根表演沒有直接相

關，但學生從中亦可學

會安排表演 地應考

量鞯些重點。 

 

 

 

 

 

 

小華，佀不會是不

我看佀們演出你！

，我 有點

張。 

 

 

 

 

 

 

 

 

 

 

 

 

 

 

 

 

 

我可以

問果

國，如

果學生

討論出

來的空

間使用

方式很

差，他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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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國果國果國果國：：：：「尊重演員意願，佀們有人

不同意 看得 ， 手 」 

（大家 侙的 了 ，但沒有人

手。） 

 

 

 

果國果國果國果國：：：：「 就 當觀眾 ！」 

 

 

 

 

 

果國 我找個 服的位子坐，接

著，演員們 著道具， 動了

來 。 

果國果國果國果國：：：：「 佀們可以 演 ！」 

偉偉 的 大家各就各位，然後大

家 著找到自己的定位。 

 

看果國這個處理方

式，如果有人 手，

我不就要被 出去了

， 不很 （我

突然韐 自己被 絕

的感覺 ） 

 

好 ！我可以 下來

觀看。（雖然 幾個

出 表情的孩子，著

時讓我 了把位 ，我

他們會俈反對 ，把

我 出去。） 

 

我應該

和果國

討論如

果學生 

不

我觀

看，

他該如

何處理

我受

的情

 

 

1:27 偉偉偉偉偉偉偉偉：：：：「第一 記

Action。從前，有一個 年 做 ，

他 。（省略）」 

接著幾個演員家家、小明、小佑、

品品、小玉陸續上 。他們演的很認

真，也很俈入，但這齣戲由於是

記，所以有很多 、互 的

。學生或 、或 、或 、或 ，

面 的 熱，果國在後頭看得很認

真。 

 

 

 

 

 

 

 

 

 

 

 

這次參與演出的演員

多數是男生，三、四年

級這個年齡對英雄

、 、稱 似乎很

有 ，看他們

enjoy、俈入的模樣，

好 演的很 心，但讓

學生表演這樣

的畫面好 之前

是德德 著他們編劇

和排戲的，果國也是第

一次看這齣劇，不知道

果國 想 但他似

乎沒有想和學生討論

這個問題的意思，他似

 

 

 

我可以

問問果

國對

劇情的

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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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樹 演的 社會老大，這時和

演 的品品正在 ，突然，小小小小

樹小聲的說樹小聲的說樹小聲的說樹小聲的說：：：：「 ，佀 小力一點好不

好，這是演戲， 不是真的 ，很

！」（ 著 頭，有點 的 氣） 

 

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好 ！我會輕一點。」 

 

果國 意到他們的互動，這時他

專 的看著正在表演的小樹和品品，

著 ，好 想到 似的。但他

並沒 他們的演出。 

 

但品品的力道小樹似乎仍然不滿

意，他 更大聲的說：「 ，品品，佀

再 用力我不演 ！否則我也要很

用力的回 佀。不然，我要到法庭告

佀 ！」（ 氣 、 ） 

 

這時一旁擔任旁 的偉偉偉偉偉偉偉偉，突然

進舞台，他說他說他說他說：：：：「品品，佀跟小樹道

，然後佀要 很用力，但不是真

的用力好 ！」 

 

看得出來品品不是故意的，因為

他的表情似乎已經很努力改進了。他

點點頭， 續認真演出，這次他把動

作 ，力量變小很多，但看 來卻

顯得十分造作不自然。 

 

偉偉偉偉偉偉偉偉 跢出來， 的說的說的說的說：「品

品，佀這樣演很 ！」接著他接

過品品的道具 ， 模作勢的對著小

樹 一通。 

一旁的小志和小華也侱不住跢出

來，「指導」品品的演出。舞台現 有

乎看得很專 。 

 

 

 

 

 

 

 

 

 

如果是我可能會跢出

來幫學生調解紛爭，但

果國並沒有這 做，他

還是 本分的俇演

他的「觀眾」。 

 

 

 

 

 

 

 

 

 

 

 

 

 

 

 

 

 

 

 

 

 

 

 

 

 

 

 

 

 

 

 

 

 

我想

問：「果

國，這

時佀為

不

出 幫

調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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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混 ，已經看不出來究 演員是

了。 

 

果國果國果國果國：：：：「 問佀們還在 續演

我 覺得 有點看不 佀們在演

了 可以 不是 上演員的人，

先 舞台好 」 

 

 

 

 

 

班上的聲靦除了來自 上的表演

者，還包括在演員準備區的學生。修

修、小玉、宜如現在玩得很 心，當

台上演員 時，他們似乎自顧

自的發展出另一個活動來的，因此演

員準備區傳出另一個和舞台上世界完

全不相 的聲靦。（他們玩了將近十分

了，果國 還任意讓他們玩

即使我看見果國 有 意到這群玩

鬧的孩子。） 

 

 

另外，從一 家家就是個在整

間教室裡飛舞的小孩。 到他演出

時，偉偉會 把他從其他 落 回

台上，但其他時間他就在教室裡各個

落穿 。 

 

 

 

 

 

這時，他飛 了你！他 在果國

身旁依在果國身 韵。後來他 了

果國幾下， 是在跟果國玩。果國輕果國輕果國輕果國輕

聲跟他說聲跟他說聲跟他說聲跟他說：：：：「家家，不要這樣，天氣好

 

 

 

終於，果國「動 」了，

真佩服他的 心， 能

侱這 我是 種

不 能侱受 面失控

的人，但我 覺得果國

是有 心 的觀

察學生如何處理，他似

乎不 主動觀察學生。 

 

這些孩子自己玩 來

了，這樣好 不是很

好，我覺得現在的局面

好 有點「分區發展」 

了，不 在上課了。 

 

 

 

 

 

 

 

對於家家，我是不會容

許上課時有人不 的

在教室「飛舞」，我覺

得 樣看 來好 ，如

果每個人都 他

樣，大家有樣學樣，

老師 上課 不

能說家家有特權，只有

家家可以這樣你  

 

學生 老師 我有點

被這畫面 到了。我有

點 疑家家是不是特

兒童。我想，如果有

 

 

 

 

 

 

 

 

 

 

 

 

我想問

果國，

為

不處理

這些孩

子  

 

 

 

 

 

 

我想和

果國討

論家家

這個個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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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佀 著我很不 服。而且佀不能

我，這樣很 ，而且不 。」

家家似乎 了點，但一會兒他

果國了。果國 跟家家說：「家

家，佀這樣我真的很 ，我已經跟佀

說過一次了，佀 意聽，不要再 我

了。」（ 氣輕 ，但這次果國表情嚴

一些，而且態度也很 定）家家似

乎感受到果國的不韼，他不 造次

了。現在他 多了。 

一天，我被學生 ，我

會 樣 我應該

會 有點生氣， 有

點錯 你！ 

1:40 小書是六年級的學生，這節課他

空堂，在校園 的他從 看見教

室裡正在排戲，他 足於 觀 裡

面的好戲上演。小志、小玉、宜如發

現了，他們大聲地說他們大聲地說他們大聲地說他們大聲地說：：：：「小書佀 ，

我們在上課，佀不要站在外面看 」 

其他學生聞 大家立即群而俍之，對

著小書說：「我們在上課，佀不要站在

！」 

小書對著果國說小書對著果國說小書對著果國說小書對著果國說：：：：「我可以進來看

」 

果國果國果國果國：：：：「 ，他們不願意佀就

不要 強他們了，我們尊重演員意

願，小書等期末公演再看好了。」 

小書有點難 且失落的 了。 

，三個五年級的女生對著果國

：「果國，佀 人（一種路戲）紙

靺我。」 

果國果國果國果國：：：：「在我教室 子的 上 。

用完要記得 回去」 

我有點同情小書，這樣

被圍 ，感覺應該不

好，也許他們可以用更

好的方式對待小書。

（ ！如果鞙才我被

這樣圍 ，我應該會很

不 服，有點被「排 」

的感覺。） 

 

 

 

 

 

 

 

 

 

 

這幾個五年級女孩是

否 擾到果國上課

這應該是基本生

活 不是  

我想和

果國討

論是否

應該事

後安

小書失

落的心

情。 

 

 

 

 

 

 

 

 

 

 

我想問

果國為

沒

有立即

告訴他

們這樣

擾到

他上

課  

1:47 果國果國果國果國看了看 ，他說他說他說他說：「好了，今 果國的建議實在很中 我想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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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先排演到這裡，有幾個建議想提供

佀們。佀們可以再和德德討論。佀

們的道具用報紙做一看就 是 的，

這樣戲劇效果不好，佀們可以 一

點的樹 ，然後 上 的 ，這

樣看 來比較 。不會做可以問

我，我再教佀們。然後，演員表情可

以再 張一點，例如：被 的時鞅

要 在一 ， 這樣（示範 表

情），然後聲靦要「鞭佱」或「佢」，

要 氣 在 很 一樣，這樣觀

眾才會覺得佀被 的很 佱！ 對方

的時鞅動作要大， 這樣（示範），但

不要 用力。然後 位要記得演員不

要 到對方，要讓觀眾看到佀們的

和表情。好了，下課了，把 地

原狀，等德德回來，佀們再和德德討

論。」 

肯，而且他的表達也很

清楚，的確，這些孩子

都很 於表現自己，但

他們的表情確實有待

加強，而且的確常常會

互相 到對方的 。 

果國，

為

他選在

最後才

建

議，而

不是當

下就

建議  

 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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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  記記記記(field journal notes)的範例的範例的範例的範例 

 

日期：2005.4.25 

時間： 上 9:00-10:00 

地點：種 學 圖書 前的長  

人物：種 學 可由長 上觀察到的所有人物 

 

                     

長 上可觀察到的位 圖長 上可觀察到的位 圖長 上可觀察到的位 圖長 上可觀察到的位 圖 

 

 

 

 

                           記記記記 

時間 述 錄 我的評論 備註 

9:00 學生一到學校後，進到各自的導師班

教室，然後 著自己的 地工具

的 。負責 圖書 的小朋今天 ，

所以美美（老師） 與他負責相同區域的

小均幫小朋 。（這時小均已經完成他

自己 區域的工作，回到自己的教室

裡。」 

美美美美美美美美：：：：「小均，不好意思，佀 好了

小均是一年級的學

生，美美 細的跟

他解 狀況，讓他

清楚瞭解為 要

他幫小朋 地的原

因。而且也公平的

明天會讓小朋

幫 小均 一天。

問美

美：「

平常和

孩子相

處都是

這 顧

到孩

子的感

 

電
腦
教
室 

圖

書

 

長 

 

 

 
空地 

教  室   區 教 

 

 

 

室 

 

 

 

 

區 



 220 

對不對。但是小朋今天生 了，他沒來上

學，佀可以幫 他負責的 一 我

們之前去 校外教學一個 ，學校都

沒人 ，現在很 ，所以很需要佀的幫

。可以 」（美美看 來真的很需要

小均的幫 ） 

小均點點頭， 回教室 自己的

具， 進圖書管理 。美美美美美美美美很感謝的感謝的感謝的感謝的

他的頭說他的頭說他的頭說他的頭說：「謝謝佀小均，明天小朋來，

我在 他幫佀 一天。佀真是幫學校一個

大 。」 

（美美感謝的樣子，好 小均真的幫了

天大的 似的，小均看 來很 心。） 

我覺得美美會跟學

生講道理， 氣

和，而且尊重孩子

的意願，他不會用

的方式 孩子

做 ，而且孩子

會認為自己的 出

是很有價值的。 

受

是

原因影

響他尊

重孩子

的教育

觀 」 

9:20 時間結俑，第一節課 。有的

學生進教室上課，但有的學生這堂課空

堂。小 向我說：「 ，佀在 」

我說：「我在 記佱！我在記錄坐

在長 上，看到的種 是 樣子 然後

我把這些都記錄下來。」 

小小小小 ：「 佀會 到我 」我

的說：「會佱！我會把佀 進去 ！」他

頭說：「可以我沒在做 ！佀要

我佱！」 

我說我說我說我說：「佀在 ，在和我講話只要

活著就有在做事佱！連 佫都可以 錄

鞪！」 

他 得很大聲說他 得很大聲說他 得很大聲說他 得很大聲說：「佀好無 ！

生 做這些無 事，佀不會覺得這

樣很 時間 」 

我說我說我說我說：「我在 論文佱！我要 集很

多資料才能 續 ，而這些記錄就是資料

的一部份，所以這是很重要的事，不會

時間佱！」 

他說他說他說他說：：：：「這樣也可以 論文 ！我

以前 論文的時鞅也沒 佀這樣要

錄 ！ 只是把自己關在 間裡，告

訴我們 要讀很多書，教我們不要佭 ，

才能思考。」 

我已經很習 會跟

孩子解 我做任何

事的目的是 。

我想我在這裡「 」

了，似乎被種

的老師「潛 化」

了。這裡的老師習

跟孩子講很多，

他們願意 時間解

一些事情。以前

我 以為孩子還

小，很多 的事

他們不 ，不必跟

他們解 ，但來到

種 後，我發現

只是大人 的推

。其實孩子是很

好溝通的，只要讓

他們瞭解狀況，師

生互動可以比較融

，孩子會比較願

意配合。同時，這

也是一種機會教育

和尊重孩子的作

法。其實把孩子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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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我說我說我說：：：：「 論文可以有很多方法，每

個人方式不同。」 

他說他說他說他說：「有 我看佀每次來都很

的樣子 論文好 很無 」 

我 地說我 地說我 地說我 地說：「 ，我表現的有

很明顯 被佀發現了。」 

我靸相視大 。 

他坐在我身旁， 著我佩靨、發佡。 

朋友，而不要當作

是無知的幼童，孩

子突然變得 明

了。他們其實可以

理解大人的世界，

同時，我也覺得他

們的 伴，對大人

而言也是一種

。我 享受跟

孩子 天的侳 。 

9:35 張的神情被我發現，他 來

去，一個人發 。其實我鞙才就發現他一

直在二年級的教室前面 來 去。他經過

我面前，我問我問我問我問：：：：「 ，發生 事了 」 

一年級的他 著小小的 ，我問我問我問我問：：：：

「佀這節課沒課 」 

他小聲地說他小聲地說他小聲地說他小聲地說：：：：「我要上 文一的課，

但我侮了。」 

我說我說我說我說：：：：「在二年級的教室上 」他

點點頭。 

這時熱心的小小小小 著 的手說說說說：：：：

「 ，我 佀去上課。」 

回來時，我問小我問小我問小我問小 ：「 去上課了

老師有 他 」 

小 說小 說小 說小 說：「沒有佱！ （老師）只

有說 侮記了。這是第二次了。他

大家下次要提 。」 

 

 

 

 

 

 

 

 

 

 

好在，我為

了一 氣。我來到

種 的這些日子，

還沒看過老師

人，這實在很難

得。這裡的老師真

的很有 性和包容

力。 

 

9:42 果國從我面前 過，他說他說他說他說：：：：「佀在記錄

佱！」 

我說我說我說我說：「是佱！佀在 」 

他說他說他說他說：「我在找資料備課。我先 。」 

我說我說我說我說：：：：「我下午可以跟佀約時間

」 

他說他說他說他說：：：：「下午我有表演課。空堂跟佁

約了要指導他畢業製作，今天可能比較不

行 。等我 玩了還有空 時間我再找佀

好 」 

在這裡被 絕似乎

不會 不 服，

因為佀會覺得對方

的態度是很

的，他會跟佀講明

理由。由於我是突

然跟果國約，所以

他才 絕我，但他

也說有空 時間再

找我，我喜 這種

我想跟

果國討

論上次

的

記記

錄，有一

些問題

想 教

他。對

了，下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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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點點頭。 

他 向 教室，看來是要去上網查

資料你！ 

直來直 的互動模

式。這樣比較自

然。種 的老師通

常都是態度真 、

有話直說，不

情、不 強。我好

習 ，而且

喜 這樣的互動模

式。但說實在，鞙

來種 的時鞅的確

有點不習 。 

可以訪

問佁

畢業製

作的心

跡歷

程。 

9:46 三年級的小華、六年級的小書、一年

級的原原，他們在空地上 路的

。原原有點 ，小書不時地 意原

原，有時還會教原原 樣保持平衡。 

 

 

 

 

 

 

 

 

 

 

 

如如（老師） 著長長的 子 過我

面前， 著小 的手 著天。此時旁

圍過去幾個小女生， 們問如如今天下

午的佴 課要教 新  

如如說如如說如如說如如說：：：：「下午佀們就知道 ！」 

這裡學生的互動是

不分年級的。他們

認識所有的人，學

校感覺 是整體。

我想這只有小學校

才做得到你！大學

校很難能認識全校

每個人。但我覺得

種 的學生互動方

式很不錯，母

小 的模式，小的

跟大的學，大孩子

會 顧小孩子，感

覺很溫馨。 

 

老師和學生的互動

如此 密，讓我回

想以前小時鞅也

想跟老師 近的，

但在學校 ，年

級 大，就 來

老師了。如果我

以前的老師能 如

如這樣 切該多

好！ 

 

10:00 ，觀察 且到此告一段落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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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附件四附件四附件四   反思 記範例反思 記範例反思 記範例反思 記範例 

20050402（摘要部分） 

來到種 已經有好一段時間了，現在我已經能夠適應在這裡我該做 ，因

此我熟 這裡的人、事、物，雖然來這不到一年，我是我 覺得我好 待了很

了，我 至有時覺得，自己是這裡的一份子。 

以前以前以前以前，，，，常常感到衝突常常感到衝突常常感到衝突常常感到衝突。。。。我的想法 是無法得到平衡我的想法 是無法得到平衡我的想法 是無法得到平衡我的想法 是無法得到平衡。。。。我常常覺得威權這東我常常覺得威權這東我常常覺得威權這東我常常覺得威權這東

的人們好的人們好的人們好的人們好 。。。。我想我想我想我想 ，，，，但 知無形中我自己也是威權的 製者但 知無形中我自己也是威權的 製者但 知無形中我自己也是威權的 製者但 知無形中我自己也是威權的 製者，，，， 至 習至 習至 習至 習

用威權來生活的用威權來生活的用威權來生活的用威權來生活的。。。。 

就 今天看果國上課就 今天看果國上課就 今天看果國上課就 今天看果國上課，，，，我 覺得這樣的課程好 不夠完美我 覺得這樣的課程好 不夠完美我 覺得這樣的課程好 不夠完美我 覺得這樣的課程好 不夠完美，，，， 了些了些了些了些。。。。學學學學

生沒有 律生沒有 律生沒有 律生沒有 律，，，，在 個空間裡在 個空間裡在 個空間裡在 個空間裡，，，，存在自由存在自由存在自由存在自由，，，，但少了 序但少了 序但少了 序但少了 序。。。。我觀察時不 察看果我觀察時不 察看果我觀察時不 察看果我觀察時不 察看果

國的反應國的反應國的反應國的反應，，，，但其實我似乎是期望果國能對孩子做出但其實我似乎是期望果國能對孩子做出但其實我似乎是期望果國能對孩子做出但其實我似乎是期望果國能對孩子做出 「「「「 動動動動」。」。」。」。但果國面對孩但果國面對孩但果國面對孩但果國面對孩

子的佭鬧子的佭鬧子的佭鬧子的佭鬧、、、、做自己的事做自己的事做自己的事做自己的事、、、、在教室隨意 動在教室隨意 動在教室隨意 動在教室隨意 動，，，，他好 很習他好 很習他好 很習他好 很習 ，，，，他不覺得這他不覺得這他不覺得這他不覺得這是 不是 不是 不是 不

好的事好的事好的事好的事，，，，我從他 上沒有看到 不韼我從他 上沒有看到 不韼我從他 上沒有看到 不韼我從他 上沒有看到 不韼，，，，但坐在一旁的我但坐在一旁的我但坐在一旁的我但坐在一旁的我，，，，卻比身為老師的他還卻比身為老師的他還卻比身為老師的他還卻比身為老師的他還

要 動要 動要 動要 動、、、、還要 不住性子還要 不住性子還要 不住性子還要 不住性子！！！！ 

為為為為 我反問自己我反問自己我反問自己我反問自己。。。。我所要求的 序究 是我所要求的 序究 是我所要求的 序究 是我所要求的 序究 是 。。。。安安安安 、、、、坐在定位上坐在定位上坐在定位上坐在定位上、、、、全全全全

班全神貫 的做老師規定的事班全神貫 的做老師規定的事班全神貫 的做老師規定的事班全神貫 的做老師規定的事 我記得之前果國曾提到我記得之前果國曾提到我記得之前果國曾提到我記得之前果國曾提到，，，，在種 他們不跳孩子在種 他們不跳孩子在種 他們不跳孩子在種 他們不跳孩子

一定要做一定要做一定要做一定要做 ，，，，在有限度的範圍內在有限度的範圍內在有限度的範圍內在有限度的範圍內，，，，他們讓孩子自己決定他們讓孩子自己決定他們讓孩子自己決定他們讓孩子自己決定。。。。但這個限度究 有多但這個限度究 有多但這個限度究 有多但這個限度究 有多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 的察看果國是否採取我 的察看果國是否採取我 的察看果國是否採取我 的察看果國是否採取「「「「行動行動行動行動」，」，」，」，但他的 性似乎讓我 測但他的 性似乎讓我 測但他的 性似乎讓我 測但他的 性似乎讓我 測

不到他所謂的限度不到他所謂的限度不到他所謂的限度不到他所謂的限度，，，，究 有多究 有多究 有多究 有多  

家家 果國的 動，我實在有點 到。三年級的他有點用力的 著果國，

但果國只是言 上的 ，家家再 ，果國更嚴正的告訴家家，果國的不 服，

我看到家家似乎瞭解果國的意思，但我很想知道果國是 樣看這孩子的。下課時

我問果國，他處理家家這件事的理由。他說：「孩子 錯，我會先 設他是不知

道的，他不知道這樣做是不好的，所以我會告訴他， 他不要再 ，並告訴他為

這樣做不好。」但他再一次 到我時：「我會 設他是侮記了。因此我再

提 他一次，我們 願這樣相信孩子， 孩子機會，畢 他們還在學習，老師同

時也在學習如何說服孩子，跟孩子講道理，讓孩子 佊 同樣的錯。」 

對於五年級 幾個小女生在課堂中，突然從 大 要靺 人紙 的事，我

問果國，他的看法。果國說：「這樣當然是會 擾到我上課佱！所以我會選 下

課時間過去告訴 們，以後要靺紙 要等到我下課後，不然會影響到我及上課的

學生。為 我沒有當 就跟 們說，是因為教室裡人很多，這樣他們會覺得不

好意思，會很 ，反正我的目的就是要讓學生學會尊重上課的老師和學生，所

以下課再私下去告訴 們就好了，不必 於現在處理。這不是 大不了的

事，我覺得學生的感受是最重要，他們 然是學生，就是在學習，就有 錯的權

利。」其實我是認同果國的說法的，他的想法同時也讓我反省我自己的思維模式。

我以為對學生好的方式，其實有時鞅只是方 我自己。例如全班安 ，我可以講

話小聲點，不 力，但也許有的學生被剝奪 說話、表達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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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附件五附件五附件五   訪談 整理範例訪談 整理範例訪談 整理範例訪談 整理範例（（（（正式訪談正式訪談正式訪談正式訪談）））） 

原則原則原則原則：：：： 

1、以 字 的方式整理資料。 

2、以括 的方式 錄情 、 調。 

3、研究者會將 分析的部分以 體字標示。 

 

果國老師果國老師果國老師果國老師 2005.3.21正式訪談正式訪談正式訪談正式訪談（（（（一一一一））））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2005.3.21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下午 2:00~3:00 

訪談地點訪談地點訪談地點訪談地點：果國的導師班教室 

原先的訪談大原先的訪談大原先的訪談大原先的訪談大 ：：：： 

 

 

 
訪談內容整理訪談內容整理訪談內容整理訪談內容整理：：：： 

想當老師小時鞅就想過，但大學時從來沒想到自己會當老師，後來大學畢業

時就找工作 ， 時鞅家裡會覺得 ，我自己在 時鞅大概三十歲了，也想找

一個穩定的工作，我 時覺得想當老師還要考試修完學分，取得教師資格然後

試才能當老師，這樣好 很這樣好 很這樣好 很這樣好 很 （（（（ ））））， 鞙好我有一個朋友就告訴我說有個

學校好 在徵老師，德德的 美美在 裡在當行政 書，可以去問他。我和德

德是高中同學。我 時覺得自己好 教育我 時覺得自己好 教育我 時覺得自己好 教育我 時覺得自己好 教育，，，，因為在 之前我 讀大學 五年因為在 之前我 讀大學 五年因為在 之前我 讀大學 五年因為在 之前我 讀大學 五年

當中當中當中當中，，，，我們 堂就有 夏 營我們 堂就有 夏 營我們 堂就有 夏 營我們 堂就有 夏 營，，，， 也是跟國小也是跟國小也是跟國小也是跟國小、、、、國中的同學接觸國中的同學接觸國中的同學接觸國中的同學接觸，，，， 我是負責我是負責我是負責我是負責

活動或講課 的活動或講課 的活動或講課 的活動或講課 的，，，， 時就發覺我好 可以 輕時就發覺我好 可以 輕時就發覺我好 可以 輕時就發覺我好 可以 輕 、、、、自在的自在的自在的自在的 孩子孩子孩子孩子、、、、跟他們跟他們跟他們跟他們相處相處相處相處，，，，

自己覺得自己有一鞽和孩子相處的方式自己覺得自己有一鞽和孩子相處的方式自己覺得自己有一鞽和孩子相處的方式自己覺得自己有一鞽和孩子相處的方式，，，，可以有一些活動可以有一些活動可以有一些活動可以有一些活動，，，，當然這些想法後來在當然這些想法後來在當然這些想法後來在當然這些想法後來在

我接觸種 後都被我推翻 了我接觸種 後都被我推翻 了我接觸種 後都被我推翻 了我接觸種 後都被我推翻 了，，，，因為 時鞅認識的小孩是一個群體的概念因為 時鞅認識的小孩是一個群體的概念因為 時鞅認識的小孩是一個群體的概念因為 時鞅認識的小孩是一個群體的概念，，，，但到但到但到但到

這 我覺得孩子不再是孩子們這 我覺得孩子不再是孩子們這 我覺得孩子不再是孩子們這 我覺得孩子不再是孩子們，，，，而是每一個人而是每一個人而是每一個人而是每一個人，，，，每一個個體每一個個體每一個個體每一個個體，，，，只不過是小孩還沒只不過是小孩還沒只不過是小孩還沒只不過是小孩還沒

一、為 會願意擔任我的研究夥伴  

二、佀對我的研究議題目前理解的內容為何  

三、 談談當初為 為接觸教育 為 為想當老師  

四、 樣的因緣下來到種  

五、在種 有沒有遇到一些特別印象深刻的事  

六、佀認為教育是 佀覺得大人應該 樣對待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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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到大人而已長到大人而已長到大人而已長到大人而已。。。。 

我當初要來應徵時，我 時還在 我要穿 來應徵，結果朋友說佀穿得

正式會被人家 ，所以我穿著 就來了。 

我是一九九七來的，我在這 教了八年我在這 教了八年我在這 教了八年我在這 教了八年，，，，主要是 文和表演主要是 文和表演主要是 文和表演主要是 文和表演，數學數一只教

了一學期後我就沒有再教數學了。 文教過低年級和高年級的，另外我 課另外我 課另外我 課另外我 課

佱佱佱佱、、、、網靧課網靧課網靧課網靧課、、、、說故事課說故事課說故事課說故事課、、、、童童童童 、、、、 法法法法、、、、表演表演表演表演、、、、 術這些 的東術這些 的東術這些 的東術這些 的東 。。。。我這個人我我這個人我我這個人我我這個人我

已是到這個學校才瞭解自己的個性和已是到這個學校才瞭解自己的個性和已是到這個學校才瞭解自己的個性和已是到這個學校才瞭解自己的個性和 ，這個真的很有 ！（ ， 喜的樣

子） 

！我 過一個 畫課，跟 畫有關的 二十世 少年 ，我也 過紙

課，不單只是 佉 ，是一些 上路戲。我現在都還在成長當中我現在都還在成長當中我現在都還在成長當中我現在都還在成長當中，，，，我希望我自己我希望我自己我希望我自己我希望我自己

的人格特質可以不 變化的人格特質可以不 變化的人格特質可以不 變化的人格特質可以不 變化，，，，我的人格特質我的人格特質我的人格特質我的人格特質（（（（想很想很想很想很 ，，，， 約約約約 15 ）））），看過

少年的 之 他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天 ， 我在這個學校才 的我在這個學校才 的我在這個學校才 的我在這個學校才 的

瞭解自己的天 是瞭解自己的天 是瞭解自己的天 是瞭解自己的天 是 ，這也跟我在外面上一些戲劇表演課 持的一些想法一

樣，就是分享就是分享就是分享就是分享，，，，把佀這個領域或佀自己想到的分享把佀這個領域或佀自己想到的分享把佀這個領域或佀自己想到的分享把佀這個領域或佀自己想到的分享 別人別人別人別人。 

至於為 會願意成為 的研究夥伴至於為 會願意成為 的研究夥伴至於為 會願意成為 的研究夥伴至於為 會願意成為 的研究夥伴，，，，我覺得佀 的東 跟我所想的很類我覺得佀 的東 跟我所想的很類我覺得佀 的東 跟我所想的很類我覺得佀 的東 跟我所想的很類

似似似似，，，，我之前也曾經整理過我之前也曾經整理過我之前也曾經整理過我之前也曾經整理過、、、、看過看過看過看過、、、、探索過探索過探索過探索過，，，， 我覺得這方面的經驗我可以分享我覺得這方面的經驗我可以分享我覺得這方面的經驗我可以分享我覺得這方面的經驗我可以分享

佀佀佀佀，，，，我覺得就是做一些分享的動作我覺得就是做一些分享的動作我覺得就是做一些分享的動作我覺得就是做一些分享的動作。。。。佀講到人權的部分有觸動我的心。這學期我

在做一個人生整理的部分， 如我結 ，所以我整理了很多人際，當然結 這件

事整理了我的感情和生活， 這八年來，因為教育讓我重新回想自己家裡因為教育讓我重新回想自己家裡因為教育讓我重新回想自己家裡因為教育讓我重新回想自己家裡、、、、自己自己自己自己

成長背景的關係成長背景的關係成長背景的關係成長背景的關係，，，， 我覺得佀用這樣的方式去看我覺得佀用這樣的方式去看我覺得佀用這樣的方式去看我覺得佀用這樣的方式去看、、、、去去去去 ，，，，是我 有 的是我 有 的是我 有 的是我 有 的。。。。佀的佀的佀的佀的

研究方式有點 是 小說研究方式有點 是 小說研究方式有點 是 小說研究方式有點 是 小說、、、、 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我喜 這個方式我喜 這個方式我喜 這個方式我喜 這個方式，，，，很有生 力很有生 力很有生 力很有生 力。。。。（（（（微微微微 ，，，，表表表表

情面 期待情面 期待情面 期待情面 期待 ）））） 

在種 鞙來教得第一年挫折 深的在種 鞙來教得第一年挫折 深的在種 鞙來教得第一年挫折 深的在種 鞙來教得第一年挫折 深的，，，，就一直都還看以前自己表演的錄影 ，

就覺得 回去劇 好了。但我其實到現在都還不是很瞭解 才 一個真正的但我其實到現在都還不是很瞭解 才 一個真正的但我其實到現在都還不是很瞭解 才 一個真正的但我其實到現在都還不是很瞭解 才 一個真正的

教育教育教育教育 因為每個人的不一樣，很少有統一的教法。我也是來到這個學校不 的在我也是來到這個學校不 的在我也是來到這個學校不 的在我也是來到這個學校不 的在

學習該用 方法教孩子學習該用 方法教孩子學習該用 方法教孩子學習該用 方法教孩子，，，， 伴孩子成長伴孩子成長伴孩子成長伴孩子成長。。。。 去其他老師的課堂看其他老師跟小去其他老師的課堂看其他老師跟小去其他老師的課堂看其他老師跟小去其他老師的課堂看其他老師跟小

孩之間的互動孩之間的互動孩之間的互動孩之間的互動，，，，然後 學習然後 學習然後 學習然後 學習。。。。 我們有法庭 ！我每次要去當法 我都覺得很

心 ，因為我是 種 不 強的人，可能是因為我學戲劇你！因為戲劇 遠都戲劇 遠都戲劇 遠都戲劇 遠都

是在創造各種可能性是在創造各種可能性是在創造各種可能性是在創造各種可能性，但是我當法 有時需要推論，因此我是看別的老師 當看別的老師 當看別的老師 當看別的老師 當

法法法法 ，，，，我自己才 學這樣的我自己才 學這樣的我自己才 學這樣的我自己才 學這樣的東東東東 。。。。 

在種 每個學生可以自己選課每個學生可以自己選課每個學生可以自己選課每個學生可以自己選課 我們最 種 學校都沒有指修，都是選修，

但 時我還沒有經過，但後來經過一些因素，所以 文、數學就是指修。 

至於會不會有人只修指修，然後其他都空堂 會，會有這樣的情形， 因

為在學校學生必須很真實面對同儕學生必須很真實面對同儕學生必須很真實面對同儕學生必須很真實面對同儕、、、、朋友間的相處朋友間的相處朋友間的相處朋友間的相處，，，，我們這個學校是 學習我們這個學校是 學習我們這個學校是 學習我們這個學校是 學習

的的的的，，，，我們會 量找出學生的缺點我們會 量找出學生的缺點我們會 量找出學生的缺點我們會 量找出學生的缺點，，，，然後在平常生活中然後在平常生活中然後在平常生活中然後在平常生活中，，，， 他他他他，，，，然後 量 他然後 量 他然後 量 他然後 量 他

上課上課上課上課，，，，但不強 他但不強 他但不強 他但不強 他。。。。但其實如果他的朋友都去上 一類的課如果他的朋友都去上 一類的課如果他的朋友都去上 一類的課如果他的朋友都去上 一類的課，，，， 他自己一個人面他自己一個人面他自己一個人面他自己一個人面

對空堂的時鞅對空堂的時鞅對空堂的時鞅對空堂的時鞅，，，，也都 單的也都 單的也都 單的也都 單的。。。。而且其實一些非必修的課其實都 有 的而且其實一些非必修的課其實都 有 的而且其實一些非必修的課其實都 有 的而且其實一些非必修的課其實都 有 的。。。。因此因此因此因此

孩子通常都會選課孩子通常都會選課孩子通常都會選課孩子通常都會選課，，，，他們自己會思他們自己會思他們自己會思他們自己會思考 樣在這個學校裡過自己想要的生活考 樣在這個學校裡過自己想要的生活考 樣在這個學校裡過自己想要的生活考 樣在這個學校裡過自己想要的生活，，，，不然不然不然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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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上課就 無 了都不上課就 無 了都不上課就 無 了都不上課就 無 了，，，，我們希望孩子是真的有我們希望孩子是真的有我們希望孩子是真的有我們希望孩子是真的有 、、、、有動機才去學習的有動機才去學習的有動機才去學習的有動機才去學習的，，，，所以大所以大所以大所以大

人不會做人不會做人不會做人不會做「「「「強強強強 」」」」的動作的動作的動作的動作。。。。 

我沒有相關教育背景我沒有相關教育背景我沒有相關教育背景我沒有相關教育背景，，，，也大概是因為這個學校也大概是因為這個學校也大概是因為這個學校也大概是因為這個學校，，，，才能容 我這樣的 術人才能容 我這樣的 術人才能容 我這樣的 術人才能容 我這樣的 術人

你你你你！！！！因為我們不 教育背景知識因為我們不 教育背景知識因為我們不 教育背景知識因為我們不 教育背景知識，，，，所以有些方法跟學生所以有些方法跟學生所以有些方法跟學生所以有些方法跟學生 ，，，， 我覺得這裡的我覺得這裡的我覺得這裡的我覺得這裡的

小孩很 就是因為他們真實小孩很 就是因為他們真實小孩很 就是因為他們真實小孩很 就是因為他們真實，，，， 真實的小孩就會有一些真實的反應真實的小孩就會有一些真實的反應真實的小孩就會有一些真實的反應真實的小孩就會有一些真實的反應。。。。 和我們和我們和我們和我們

以前的教育是很不一樣的以前的教育是很不一樣的以前的教育是很不一樣的以前的教育是很不一樣的。。。。我們以前在遇到老師不合理的要求時我們以前在遇到老師不合理的要求時我們以前在遇到老師不合理的要求時我們以前在遇到老師不合理的要求時，，，， 是 子一是 子一是 子一是 子一

就跟著做就跟著做就跟著做就跟著做，，，，也不會去想也不會去想也不會去想也不會去想，，，，說為 或 樣說為 或 樣說為 或 樣說為 或 樣。。。。 我自己在 有跟一些體制內的我自己在 有跟一些體制內的我自己在 有跟一些體制內的我自己在 有跟一些體制內的

小孩上表演課小孩上表演課小孩上表演課小孩上表演課，，，，他們的反應就跟這他們的反應就跟這他們的反應就跟這他們的反應就跟這 的反應不一樣的反應不一樣的反應不一樣的反應不一樣。。。。這 的小孩雖然有時鞅比較這 的小孩雖然有時鞅比較這 的小孩雖然有時鞅比較這 的小孩雖然有時鞅比較

佭佭佭佭、、、、比較鬧比較鬧比較鬧比較鬧、、、、比較不比較不比較不比較不 、、、、比較愛講話比較愛講話比較愛講話比較愛講話、、、、比較不合作比較不合作比較不合作比較不合作、、、、比較不合群比較不合群比較不合群比較不合群，，，，但是他們的創但是他們的創但是他們的創但是他們的創

意意意意、、、、俈入表現其實是非常好的俈入表現其實是非常好的俈入表現其實是非常好的俈入表現其實是非常好的。。。。但是體制內的小孩但是體制內的小孩但是體制內的小孩但是體制內的小孩，，，， 他們過來集合他們過來集合他們過來集合他們過來集合，，，，一下子就一下子就一下子就一下子就

集合了集合了集合了集合了，，，，但有時鞅 個反應沒有很侳但有時鞅 個反應沒有很侳但有時鞅 個反應沒有很侳但有時鞅 個反應沒有很侳！！！！俈入的程度俈入的程度俈入的程度俈入的程度 我覺得他們想俈入我覺得他們想俈入我覺得他們想俈入我覺得他們想俈入，，，，但卻顯但卻顯但卻顯但卻顯

得有點 的得有點 的得有點 的得有點 的，，，，我覺得有時鞅跟體制內的小孩上課我覺得有時鞅跟體制內的小孩上課我覺得有時鞅跟體制內的小孩上課我覺得有時鞅跟體制內的小孩上課，，，，我老是覺得要把他們外表一我老是覺得要把他們外表一我老是覺得要把他們外表一我老是覺得要把他們外表一

個 名 例的外個 名 例的外個 名 例的外個 名 例的外 ，，，，我很想看看他們內在的 些東 到 會是我很想看看他們內在的 些東 到 會是我很想看看他們內在的 些東 到 會是我很想看看他們內在的 些東 到 會是 。。。。他們比他們比他們比他們比

較容易恐懼較容易恐懼較容易恐懼較容易恐懼。。。。排 每個人都好侳排 每個人都好侳排 每個人都好侳排 每個人都好侳，，，，他們都 好大的看著佀他們都 好大的看著佀他們都 好大的看著佀他們都 好大的看著佀，，，，我講 他們就點我講 他們就點我講 他們就點我講 他們就點

頭頭頭頭，，，， 他們 個心得報告他們 個心得報告他們 個心得報告他們 個心得報告，，，，他們每個都是他們每個都是他們每個都是他們每個都是 感謝老師感謝老師感謝老師感謝老師，，，，今天今天今天今天上這堂課 很多上這堂課 很多上這堂課 很多上這堂課 很多，，，，

老師 了老師 了老師 了老師 了 之類的之類的之類的之類的，，，，可是看 了其實每個人都這樣 佱可是看 了其實每個人都這樣 佱可是看 了其實每個人都這樣 佱可是看 了其實每個人都這樣 佱！！！！當然不是說以偏當然不是說以偏當然不是說以偏當然不是說以偏

概全概全概全概全 ！！！！還是有一些表現優異的還是有一些表現優異的還是有一些表現優異的還是有一些表現優異的，，，，也是有也是有也是有也是有，，，，只不過我更感覺到他們的只不過我更感覺到他們的只不過我更感覺到他們的只不過我更感覺到他們的 。。。。他們他們他們他們

要還原成內在要還原成內在要還原成內在要還原成內在，，，，然後在從內在出來要跟世界做應對的時鞅然後在從內在出來要跟世界做應對的時鞅然後在從內在出來要跟世界做應對的時鞅然後在從內在出來要跟世界做應對的時鞅，，，，這本身就是 的這本身就是 的這本身就是 的這本身就是 的，，，，

再加上他們現在要用一個恐懼再加上他們現在要用一個恐懼再加上他們現在要用一個恐懼再加上他們現在要用一個恐懼、、、、 名其例的 護名其例的 護名其例的 護名其例的 護 ，，，，我的觀察結果我的觀察結果我的觀察結果我的觀察結果，，，，他們不是一他們不是一他們不是一他們不是一

個小孩子個小孩子個小孩子個小孩子，，，，是一個活生生的人是一個活生生的人是一個活生生的人是一個活生生的人，，，，是人就會感覺到是人就會感覺到是人就會感覺到是人就會感覺到 、、、、感覺到不安全感覺到不安全感覺到不安全感覺到不安全，，，，所以每個所以每個所以每個所以每個

小孩 生出來的生存方式小孩 生出來的生存方式小孩 生出來的生存方式小孩 生出來的生存方式，，，，我真的覺得是生存我真的覺得是生存我真的覺得是生存我真的覺得是生存，，，，因為小孩其實是很無力的因為小孩其實是很無力的因為小孩其實是很無力的因為小孩其實是很無力的，，，，經濟經濟經濟經濟

無法獨立無法獨立無法獨立無法獨立，，，，所以有時鞅必須仰 父母所以有時鞅必須仰 父母所以有時鞅必須仰 父母所以有時鞅必須仰 父母 ，，，， 父母 的管教態度如果有時鞅是我說父母 的管教態度如果有時鞅是我說父母 的管教態度如果有時鞅是我說父母 的管教態度如果有時鞅是我說

了了了了 ，，，， 他也必須要有一個對應的生存方式他也必須要有一個對應的生存方式他也必須要有一個對應的生存方式他也必須要有一個對應的生存方式，，，，講這 嚴講這 嚴講這 嚴講這 嚴 ，，，， 在這個學校我在這個學校我在這個學校我在這個學校我

覺得是讓孩子覺得覺得是讓孩子覺得覺得是讓孩子覺得覺得是讓孩子覺得 大人也跟他們生活在同一個 域裡頭大人也跟他們生活在同一個 域裡頭大人也跟他們生活在同一個 域裡頭大人也跟他們生活在同一個 域裡頭，，，，這裡願意用一個比較這裡願意用一個比較這裡願意用一個比較這裡願意用一個比較

容的態度容的態度容的態度容的態度，，，，讓孩子 許他們把自己的內在呈現出來讓孩子 許他們把自己的內在呈現出來讓孩子 許他們把自己的內在呈現出來讓孩子 許他們把自己的內在呈現出來，，，，至少他們感覺這裡是安全至少他們感覺這裡是安全至少他們感覺這裡是安全至少他們感覺這裡是安全

的的的的，，，，做錯事沒 可做錯事沒 可做錯事沒 可做錯事沒 可 ，，，，但是佀得知道佀做錯了但是佀得知道佀做錯了但是佀得知道佀做錯了但是佀得知道佀做錯了。。。。 

我對教育我對教育我對教育我對教育 有有有有 持持持持，，，，我不喜 孩子一切都很整我不喜 孩子一切都很整我不喜 孩子一切都很整我不喜 孩子一切都很整 、、、、 一樣一樣一樣一樣，一 人覺

得他們希望孩子長大就是要這樣 規 、整 。 我覺得為 上 要 孩子一我覺得為 上 要 孩子一我覺得為 上 要 孩子一我覺得為 上 要 孩子一

個活個活個活個活 、、、、探索探索探索探索、、、、好好好好 、、、、容易 的一個習性容易 的一個習性容易 的一個習性容易 的一個習性，，，，我覺得 是讓孩子利用這段時間去我覺得 是讓孩子利用這段時間去我覺得 是讓孩子利用這段時間去我覺得 是讓孩子利用這段時間去

整理整理整理整理、、、、 一些經驗一些經驗一些經驗一些經驗，，，，我告訴他們整我告訴他們整我告訴他們整我告訴他們整 、、、、 序的重要序的重要序的重要序的重要，，，，但我但我但我但我不要 變成一種樣不要 變成一種樣不要 變成一種樣不要 變成一種樣

版版版版，，，，我不要因為別人要看我不要因為別人要看我不要因為別人要看我不要因為別人要看、、、、別人要 分數別人要 分數別人要 分數別人要 分數，，，，所以每個孩子看 來都要向天使所以每個孩子看 來都要向天使所以每個孩子看 來都要向天使所以每個孩子看 來都要向天使 。。。。

天使 的孩子天使 的孩子天使 的孩子天使 的孩子，，，，長大未必變成天使長大未必變成天使長大未必變成天使長大未必變成天使；；；； 的孩子長大未必變成的孩子長大未必變成的孩子長大未必變成的孩子長大未必變成 。。。。 

這是我自己感知到的東 。我老覺得大人們對孩子的要求反而是一些外在我老覺得大人們對孩子的要求反而是一些外在我老覺得大人們對孩子的要求反而是一些外在我老覺得大人們對孩子的要求反而是一些外在

的的的的、、、、行為行為行為行為、、、、小孩子一定得小孩子一定得小孩子一定得小孩子一定得 ，，，，其實 些部分只是因為大人其實 些部分只是因為大人其實 些部分只是因為大人其實 些部分只是因為大人 ，，，，省略 種教育省略 種教育省略 種教育省略 種教育

的過程的過程的過程的過程，，，，我覺得教育還有另外一件事就是我覺得教育還有另外一件事就是我覺得教育還有另外一件事就是我覺得教育還有另外一件事就是 伴伴伴伴 ，，，，我覺得 伴很重要我覺得 伴很重要我覺得 伴很重要我覺得 伴很重要。。。。 

至於面對孩子的無 ，如何應對 我覺得這就是教育難的地方我覺得這就是教育難的地方我覺得這就是教育難的地方我覺得這就是教育難的地方，，，，因為當一個因為當一個因為當一個因為當一個

老師和一 大人不一樣老師和一 大人不一樣老師和一 大人不一樣老師和一 大人不一樣，，，，今天孩子如果做了一些不適當的事情今天孩子如果做了一些不適當的事情今天孩子如果做了一些不適當的事情今天孩子如果做了一些不適當的事情，，，，我覺得任何事情我覺得任何事情我覺得任何事情我覺得任何事情

都有他討論的空間都有他討論的空間都有他討論的空間都有他討論的空間，，，，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們學校比較會看到這個孩子成長的背景或孩子成長的脈們學校比較會看到這個孩子成長的背景或孩子成長的脈們學校比較會看到這個孩子成長的背景或孩子成長的脈們學校比較會看到這個孩子成長的背景或孩子成長的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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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絡絡絡，，，，今天他說了一個話今天他說了一個話今天他說了一個話今天他說了一個話，，，，別的老師可能會覺得別的老師可能會覺得別的老師可能會覺得別的老師可能會覺得，，，， ！！！！為 他之前沒說過為 他之前沒說過為 他之前沒說過為 他之前沒說過，，，，是不是不是不是不

是家裡出了 事情是家裡出了 事情是家裡出了 事情是家裡出了 事情，，，，或者今天發生 事或者今天發生 事或者今天發生 事或者今天發生 事 他必定有個原因他必定有個原因他必定有個原因他必定有個原因。。。。 細去問才知細去問才知細去問才知細去問才知

道說原來是他不知道這個話是不好的或 樣道說原來是他不知道這個話是不好的或 樣道說原來是他不知道這個話是不好的或 樣道說原來是他不知道這個話是不好的或 樣，，，， 這個時鞅老師就會告訴他這個時鞅老師就會告訴他這個時鞅老師就會告訴他這個時鞅老師就會告訴他，，，，我我我我

覺得處罰也是因為不要讓他講這個東覺得處罰也是因為不要讓他講這個東覺得處罰也是因為不要讓他講這個東覺得處罰也是因為不要讓他講這個東 ，，，，或者讓他記 深刻或者讓他記 深刻或者讓他記 深刻或者讓他記 深刻，，，，但是我覺得講原因但是我覺得講原因但是我覺得講原因但是我覺得講原因

老師其實自己會因為需要說老師其實自己會因為需要說老師其實自己會因為需要說老師其實自己會因為需要說、、、、因為需要說服因為需要說服因為需要說服因為需要說服，，，，所以他就必須要去明 一些正確的所以他就必須要去明 一些正確的所以他就必須要去明 一些正確的所以他就必須要去明 一些正確的

道理道理道理道理，，，，而不是去 得來的而不是去 得來的而不是去 得來的而不是去 得來的，，，，他就必須要對這個社會他就必須要對這個社會他就必須要對這個社會他就必須要對這個社會、、、、世界世界世界世界、、、、 更瞭解一些更瞭解一些更瞭解一些更瞭解一些，，，，

更多一點自己的探索或瞭解更多一點自己的探索或瞭解更多一點自己的探索或瞭解更多一點自己的探索或瞭解，，，，就可能知道人的社會就可能知道人的社會就可能知道人的社會就可能知道人的社會可能出現這樣的行為可能出現這樣的行為可能出現這樣的行為可能出現這樣的行為，，，，會造成會造成會造成會造成

樣的後果樣的後果樣的後果樣的後果，，，，所以 佀不要這 做所以 佀不要這 做所以 佀不要這 做所以 佀不要這 做，，，，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來這裡任教的新老師都會面 一個 就是來這裡任教的新老師都會面 一個 就是來這裡任教的新老師都會面 一個 就是來這裡任教的新老師都會面 一個 就是，，，，我覺得這樣做不好我覺得這樣做不好我覺得這樣做不好我覺得這樣做不好，，，，但是但是但是但是

我說不出來我說不出來我說不出來我說不出來，，，， 這個就是一個很真實的探索這個就是一個很真實的探索這個就是一個很真實的探索這個就是一個很真實的探索，，，，也跳 著我回過頭去看一些很簡單也跳 著我回過頭去看一些很簡單也跳 著我回過頭去看一些很簡單也跳 著我回過頭去看一些很簡單

的道理的道理的道理的道理。。。。為 我不能 學生過來為 我不能 學生過來為 我不能 學生過來為 我不能 學生過來，，，，他就一定得過來他就一定得過來他就一定得過來他就一定得過來 到 是他不到 是他不到 是他不到 是他不 ，，，，還是還是還是還是

我根本就不應該這 做我根本就不應該這 做我根本就不應該這 做我根本就不應該這 做，，，，如果我們是一 共同來面對學習這件事的話如果我們是一 共同來面對學習這件事的話如果我們是一 共同來面對學習這件事的話如果我們是一 共同來面對學習這件事的話。。。。所以他就所以他就所以他就所以他就

其實還 到每個人成長背景的經驗其實還 到每個人成長背景的經驗其實還 到每個人成長背景的經驗其實還 到每個人成長背景的經驗。。。。 與神對話 這鞽書裡面談到我們其實

都還沒有學到如何說服人的方法，我覺得 有道理的，因為他必須自己想清楚

後，然後才能跟別人談。 

佀講人權只有我一次跟公視的合作，他們來學校討論體罰，我只有這個概

念。 佀講的人權我覺得基本上生活在這個世界上該享受到的自由，他有一些權

利是與生鞂來就背負的。我不 去想到，生活中會思考，但要概括性的講我不

會講。人權的概念是種價值觀，從內在出發。在我們學校其實整個學校都在這個在我們學校其實整個學校都在這個在我們學校其實整個學校都在這個在我們學校其實整個學校都在這個

人權的氛圍下人權的氛圍下人權的氛圍下人權的氛圍下。。。。 

佀不必 的擔心會 到我的時間或 ，如果佀有任何問題都可以

直接問，如果我有困難會跟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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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附件六附件六附件六   訪談訪談訪談訪談 整理範例整理範例整理範例整理範例（（（（非正式訪談非正式訪談非正式訪談非正式訪談）））） 

 

原則原則原則原則：：：： 

1、 錄情境脈絡 

2、 錄我問的問題及果國的回  

 

果國果國果國果國老師非老師非老師非老師非正式訪談正式訪談正式訪談正式訪談（（（（一一一一））））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2005.3.25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上午 10:37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空地前 

情境情境情境情境：：：： 

二年級的 在空地上 步時不小心 靼了，果國經過看到鞫到不行的

身旁的朋友 他到行政室找小 （種 的行政人員），果國看 來一點都不

擔心，好 沒發生 大事一 ， 續 他的事。 

 

問問問問：「果國不擔心 為 不 自 他去 」 

果國 地說果國 地說果國 地說果國 地說：「 一定覺得我很 心對不對 佀來種 了就會發現這裡的老

師或大人們對孩子 靼這件事是不會大 小 的。人都會 靼， 不會 如果

一看到孩子 靼就 著幫 的，老師比學生還著 ， 孩子反而會更

韐 ，他會覺得自己好 遇到 不 的大事一 ，大人的情 反而會 到孩

子。但我們必須讓孩子 面對生活中的每件事，大人必須告訴他們處理的方

法，但至於如何處理可以讓孩子自己學習。其實 來 了就會瞭解，在種 靼

了不是 大事，不需要大 小 的，這不代表大人不愛孩子，而是連大人都會

靼了，更何況孩子 」 

 

反思反思反思反思：：：：「是佱！其實感覺上我好 很心 ，但說穿了只是我不相信他能

夠把自己 顧好，我不信任他的能力和 氣。但看 完 的 ，一 一 的

出行政室， 上 著 的 ，他的 就 了。現在的他， 生 活

的跟著小 向運動 ，看來他 有新活動了。我的擔心，其實是來自於我對孩

子的不 心，我不相信他們是 的侱住 ，我不相信他們能夠 顧自己。原

來，我孩子被自己大人的形象所俿俿的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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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附件七附件七附件七    工作摘要表工作摘要表工作摘要表工作摘要表 

日期 集資料

方式 

重點 摘要 

20041103 觀察、閱

讀相關資

料 

第一次進

入研究

域 

1、在校 上，遇到 宣和 宣 ， 們是

第二次來參觀種 的， 考 要將 宣

轉到種 就讀。 

2、 會 長，與 長討論 的研究計畫，

並初步確定以種 學 作為研究 域的

可能性。 

3、 長 我自由參觀學校。 

4、於種 的行政室閱讀種 子通 及校

史、報 資料。 

5、於種 校園間進行第一次 觀察。有些

人問我： 佀是 有些人則是事自己

的事，並沒有刻意 理我。 

20041106 觀察 瞭解孩子

們在學校

的生活方

式並感受

種 的文

化氛圍 

1、今天交了幾個好朋友： 、小 、小 ，

終於有伴了，我們一 在 中觀察 ，

並且討論出 是如何變 的，和這些

七、八歲的孩子一 ，我發現知識其實是

布在生活環境中的；但要發 知識，必

須有一 感、好 、主動的心。 

2、在種 了一天，今天跟種 的孩子們相

處的很融 ，中午 過來 我 ，我

們十二點 ，一 到大樹 下聽安安

說 兩個月 的故事。 

20041129 觀察 瞭解法庭

的運作方

式及過

程、 

1、修文 天小愛在教室 板上， 了 修文

是大 、修文很愛講話 的字 ，修文

回教室後看到非常不韼，將這件事一狀告

上法庭，這件事在今天中午 庭。 

20041130 非正式訪

談 

訪問當事

人感受：

意每個

人的切入

點為何 

1、法庭判決小愛必須當庭道 ，因此事後我

訪問了當事人小愛和文修，並且訪問了學

生法 小 和明安，及主 法 （教師）

宜華。 

20041112 觀察、非

正式訪

談、錄靦 

瞭解種

學 的空

堂制度及

1、今天我仍然坐在圖書 前的長 上，用

、 和心，來感受種 的一切，此外，

我將種 的 聲靦 錄下來，希望記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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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集資料

方式 

重點 摘要 

學生如何

運用空堂

時間 

一時間裡，人們的對話和發生的事件，這

些聲 ，可以幫助我 出活生生的圖

。 

2、 的 聲，也一 被 錄於錄靦機

內。 上他只有一節 數學一 的課，其

都是空堂時間，本來他是坐在長 上玩

皮 的，但不知何時，他就 大 了。 

3、非正式訪談 和小 。鞙才他們在小樹

上 下的，今天下午他們空堂，有一

整個下午的自由活動時間，我想瞭解他們

如何安排自己的空堂時間，順 瞭解一下

學校的制度。 

20041220  確定研究

夥伴及建

立夥伴關

係 

1、確定研究夥伴：果國老師的現身與決定參

與。 

2、建立夥伴關係：向果國老師介 整個研究

過程的進行方式與細節，並與果國老師進

行第一次的非正式訪談（這次訪談，

也跟果國 到 這篇論文對我生 歷程

的意義，果國老師也分享了他對人權教育

議題的看法，並透 出他對這篇論文的期

望：他覺得，藉由研究，他可以對自己的

生 經驗有所整理及反思）。 

3、 觀察：特定地點（圖書 前的長 上）

觀察種 學 師生的互動狀況 

20050321 觀察、訪

談 

學生法

庭、課堂

觀察 

1、在校 及校園裡做 觀察及非正式訪

談。 

2、學生對法庭的看法為何。 

3、果國的課堂觀察。 

20050323 正式訪談 瞭解果國

是如何成

為一位另

類學校教

師的 

1、 對果國來到種 學 ，並決定成為種

學 教師的歷程進行正次訪談。 

20050325 觀察 生活討論

會 

觀察生活討論會進行實況 

20050326 正式訪談 生活討論 學生及教師對生活討論會的看法及生活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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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集資料

方式 

重點 摘要 

會 會對種 的意義。 

20050328 觀察 學生法庭 觀察法庭實際狀況：小 告 宣將

排且 不聽。 

20050331 正式訪談 瞭解果國

成長歷程

中的教育

經驗對他

的影響 

1、 對果國過去的教育經驗，進行正式訪

談。這次訪談以果國家庭及學校的教育經驗

為主 ，沒有設限任何問題，讓果國自然的

說。 

20050406 正式訪談 瞭解果國

過去的教

育經驗，

對其人權

觀的影響 

1、根據上次的訪談結果，進行第二次的正式

訪談。這次訪談重點 在求學經驗中，感受

到學校的校園文化為何 是否有感受到人權

文化的氛圍 過去的教育經驗對自己後來擔

任教職有何影響  

20050408 觀察 生活討論

會 

觀察利用生活討論會決定校外教學的進行方

式及地點。 

20050409 正式訪談 生活討論

會 

訪問學生及老師學校重大事由決定過程用生

活討論會來決定有何好處 靨 為何  

20050411 正式訪談 學校制度

蘊含人權

教育的設

計 

果國談談種 是如何進行人權教育的；並

介 學校制度並談談他對學校制度的看法。 

20050414 正式訪談 果國在種

教書經

驗的感受

及事例。 

對果國來到種 後的教學經驗，或作為一

位另類學校教師，他的體認為何、改變為何

做一次正式訪談。 

20050415 觀察、非

正式訪談 

空堂時間 1、六年級的名偉利用空堂時間進行畢業製作

排演，幾個在校生一 幫 他，因為他們

也是演員之一。 

2、畢業製作對名偉的意義 製作過程遇到的

困難與  

20050418 正式訪談 選課制度 訪談學生對選課制度的看法。 

20050420 觀察 畢業製作 果國和學生討論畢業製作的進度。 

20050422 觀察 空堂時間 小 和小 利用空堂時間在 、 天，後

來一 建造 密基地。 

20050425 正式訪談 學生法庭 訪問學生對法庭的看法及他們覺得法庭對種

的意義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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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集資料

方式 

重點 摘要 

20050426 觀察、非

正式訪談 

畢業製作 1、果國實際 學生排演畢業製作，並 指

導。 

2、非正式訪談果國在指導畢業製作時的感

想、遇到的困難、想 學生 。 

20050428 觀察、非

正式訪談 

畢業製作 1、幾個六年級學生在圖書 製作畢業製作表

演道具。 

2、訪談學生製作畢業製作的心跡歷程。 

20050429 正式訪談 生活討論

會、訪談

安安  

訪談安安 ，擔任說故事 的心得，及

為 把孩子 在種 、孩子在種 的學習

情況如何、及安安 的教育理念。 

20050502 觀察 

訪談 

課堂觀察 

正式訪談 

1、觀察果國上中年級的表演課，這堂課 佭

。 

2、 對鞙才的上課情形，我和果國進行了一

次正次訪談。 

20050505 觀察、 

非正式訪

談 

課堂觀察 

教師情

管理及學

生人權 

課堂觀察德德上二年級的數學課。今天德德

在課堂上發了 氣， 對這次事件下課時我

對德德及幾個孩子做了簡單的非正式訪談。 

20050506 非正式訪

談、正式

訪談 

教師情

管理問題

在師生心

中的感

想、導師

制度 

1、訪談德德、小 、 心、亦平對 天上課

的看法。 

2、訪談修文、書方對導師制度的看法。 

3、對果國的教育理念進行正式訪談。 

20050509 正式訪談 自選導師

制度 

1、訪談修文， 對他轉學到種 後，對自選

導師制度的看法及感受、轉來種 的原因

等，做一個正式訪談。 

2、訪談書方， 對他轉學到種 後，對自選

導師制度的看法及感受，做一個正式訪

談。 

20050510 資料分析 自選導師

及選課制

度 

跟學校行政室靺調文件資料 

20050511 正式訪談 書方自己

無法明確

說明自己

訪談書方 ， 對書方轉學來種 的原因

及在種 學習的狀況做一正式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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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集資料

方式 

重點 摘要 

轉學來種

的原

因，他建

議應該問

他 。 

20050513 觀察 校園生活

樣  

、大樹 、說故事  

20050516 正式訪談 自由選課

制度、空

堂制度 

訪談小 ， 對他一到六年級的選課情形，

及他對自由選課、空堂制度的感受，做一個

正式訪談。 

20050517 正式訪談 自由選課

制度、空

堂制度 

訪談 心， 對他一到二的選課情形，及他

對自由選課、空堂制度的感受，做一個正式

訪談。 

20050518 觀察、非

正式訪談 

學生法

庭、果國

導學生

的方式 

果國今天 了十五分 跟育 談話，育 態

度有點輕 ，結俑後我問果國鞙才發生

事，以及他如何讓育 態度由 轉 ，最後

育 點點頭，是同意了  

20050520 正式訪談 生活討論

會 

1、訪談果國心中的教師形象。 

 

20050523 觀察 空堂時間 觀察種 老師空堂時間在作  

20050524 非正式訪

談 

學生法庭 訪談 偉對 學生法庭制度 的看法。 

20050525 正式訪談 學校文化 小安 說著種 對孩子的影響 

20050527 觀察 生活討論

會 

生活討論會討論圖書 使用規則及學生上課

態度 

20050530 觀察、非

正式訪談 

社團活

動： 法 

1、 學前訪談時 果國 細 遺的 述他今

天的生活。 

2、下午觀察果國 的社團活動： 法。 

20050531 觀察 課堂 宜如老師的說故事課 

20050602 非正式法

庭 

學生法庭 種 老師對法庭的看法 

20050603 正式訪談 生活討論

會 

討論生活規則、畢業 會工作分配 

20050604 觀察 劇 表演 觀 果國的劇 表演:劇碼是關於生 教育的

演出，我很喜 「侳 」。 

20050605 正式訪談 對話、生 訪談果國如何與孩子相處及對生活討論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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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集資料

方式 

重點 摘要 

活討論會 看法。 

20050606 觀察、非

正式訪談 

種 日、

生活討論

會 

1、一年一度的「種 日」， 了各種活動，

有很多家長來參與。「時 」和「

」等活動都十分有 。 

2、訪問種 畢業生年年對生活討論會的看

法。 

20050607 觀察、正

式訪談 

學生法庭 1、小名告 將他的 侨 了。 

2、訪問法 德德（老師）和 文（學生）判

決的思考切入點為何及法庭制度對種

在文化上的精神意義為何。 

20050608 觀察、非

正式訪談 

記錄學生

成長點  

果國這學期常用 影機 學生的生活點

及參與活動的情形，我想問他 這些 段

的作用為何。 

20050610 觀察 生活討論

會 

觀察 錄生活討論會。 

20050613 正式訪談 生活討論

會 

1、訪談果國對生活討論會的看法及感想。 

20050614 訪談 畢業製作 1、 華的畢業製作老師是果國，果國曾在

次訪談中提到 華做畢業製作的感想，因

此，今天訪問 華關於畢業製作的過程及感

想。 

20050617 觀察 師互

動、空堂

時間 

1、在圖書 裡整理資料 

2、看到宜華老師與家長會談（關於孩子的數

學、 文的學習狀況） 

3、 上有幾 和 類在校園裡，孩子

時發現了，學生與老師們共同 、討

論這些生物（括 、 ） 

4、整理文件資料 

20050620 觀察 校園生活

樣  

 

1、文件分析訪談 

2、觀察圖書 內情形 

3、學生自製表演道具 

20050623 觀察 校園生活

樣  

師生對話、學生同儕對話、師與師間的對話 

20050624 正式訪談 學校文化 1、訪談果國老師師生互動情形 

2、訪談家長 

20040625 觀察、非 畢業 1、 著安安 的 ，一 參加今 的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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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集資料

方式 

重點 摘要 

正式訪談 會、畢業

製作、種

孩

子生 的

意義 

業 會。 

2、非正式訪談安安 ：這學期結俑，除了

畢業班的十二個孩子外，安安和 如兩

也因為下學期要 家到基 ，而必須轉

學。 

3、 會過程中，每個孩子呈現畢業製作的成

果，同時他們也感謝指導他們畢業製作的

老師，好幾個孩子在表演完後，都和指導

老師擁 ，大家都感動到兩 。好

沒有 了，幾乎侮了感動的感覺，但

今天，我的 不自覺的 出， 頭一

—感謝這份感動，讓我想 原來我還有

的能力。 

4、 會 ，大家 念。四年級的 維

背對著大家，坐在一旁道具間的 上

，只見 維 著他的 ，不 地安

他。後來遇到 維 ， 說 維 不

得六年級的孩子畢業，尤其是名偉。 維

是獨生子，名偉就 他鞥鞥一樣，他 以

後再也見不到名偉了。 

5、訪談名偉 。 

20040627 觀察 評量  質性評量 

20040628   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