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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研究設計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質性研究的取向質性研究的取向質性研究的取向質性研究的取向：：：：為什麼要用質性研究    

 

壹、質性研究與我 

我一向不喜歡關在象牙塔裡作學問，因此上研究所後，面對著艱澀的哲學課

程，總是力有未逮、意興闌珊。隨著畢業年限的迫近，論文壓力隨之而至，看著

過去學長姐分析深入、論述清楚的學術性論文後，我的直覺告訴我：「你是寫不你是寫不你是寫不你是寫不

出這樣的論文的出這樣的論文的出這樣的論文的出這樣的論文的」，率性的我開始計畫性的收拾行李，不用的書一箱箱寄回家，

我幾乎宣布自己提早畢業的事實
50
。 

修了質性研究後，這個研究方法提供了我另一個選擇。想到我可以不必搔首

於哪個哲學家、哪個理論家說了什麼，進而還要將其思想作分析、作連結的這些

苦差事上時，我就放下心頭大石告訴自己：「寫故事耶寫故事耶寫故事耶寫故事耶！！！！這個有趣多了這個有趣多了這個有趣多了這個有趣多了。」因此

撥了通電話告訴憂心的爸媽：「放心吧放心吧放心吧放心吧，，，，我應該可以畢業了我應該可以畢業了我應該可以畢業了我應該可以畢業了，，，，因為我找到畢業的因為我找到畢業的因為我找到畢業的因為我找到畢業的

方式方式方式方式，，，，只要用心寫完一本故事書只要用心寫完一本故事書只要用心寫完一本故事書只要用心寫完一本故事書，，，，我就可以畢業了我就可以畢業了我就可以畢業了我就可以畢業了。」。」。」。」生活有了努力的目標後，

就像找到生命的重心般，心裡覺得踏實。但事情的發展似乎沒有我想像的順利，

就像連續劇般，每集的最末都會有個高潮跌起的情節，考驗著主角的能力和毅力。 

進入現場這件事，一開始讓我膽怯許久。我必須主動的向一個生疏、陌生的

環境挺進，並且企圖從中蒐集到一些資料；我必須主動認識一個研究夥伴，和他

建立一個良好的互動關係，因為他掌握了我畢業與否的生殺大權；我必須花一次

約四小時的時間在交通上的往返，而且遊覽車行經蜿蜒崎嶇的山中小徑，但—我

是超級會暈車的人啊（此外，我沒有任何保險）；面對這種種的挑戰及不確定，

讓一度信心滿滿的我，又開始像不斷吐絲的蠶寶寶般，將自己層層包圍，我的卻

                                                 
50 即是唸不下去、輟學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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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延宕了整個論文的進行。 

但指導教授的鼓勵與包容，讓我再度鼓起勇氣面對棘手的問題。我走出自己

畫的圈圈，讓劃地自限的我，第一次走入現場。不作任何預設，只希望能貼近研

究場域，從現場情境中慢慢摸索方向。種籽的老師問我，要作什麼研究題目，我

說：「和人權教育及另類教育有關的和人權教育及另類教育有關的和人權教育及另類教育有關的和人權教育及另類教育有關的，，，，但細節我還不知道但細節我還不知道但細節我還不知道但細節我還不知道，，，，我我我我想你們能告訴想你們能告訴想你們能告訴想你們能告訴

我我我我……………………。」。」。」。」種籽的孩子問我：『『『『你是來做什麼的呀你是來做什麼的呀你是來做什麼的呀你是來做什麼的呀？？？？』』』』我說：「「「「來看你們的來看你們的來看你們的來看你們的。。。。看你看你看你看你

們的老師和學生們的老師和學生們的老師和學生們的老師和學生，，，，我要把你們寫成一個故事我要把你們寫成一個故事我要把你們寫成一個故事我要把你們寫成一個故事，，，，雖然我不見得寫得好雖然我不見得寫得好雖然我不見得寫得好雖然我不見得寫得好，，，，但我會用心但我會用心但我會用心但我會用心

寫寫寫寫……………………。」。」。」。」    

從小愛聽故事的我，總是在分享別人的故事，現在我要用自己的眼睛與心，

寫一個關於種籽與我的故事。 

 

貳、選擇一種瞭解世界的方式 

探索問題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與途徑，以不同的眼光看世界，取角不同，就會

看到世界的不同面貌。我一直很喜歡「小王子」這本書，隨著年齡的增加，閱歷

的不同，每次讀都能讓自己陷入更深一層的感動。 

記得「小王子」裡提到，成年人的行為模式。它說： 

 

「「「「成年人酷愛數字成年人酷愛數字成年人酷愛數字成年人酷愛數字。。。。當你告訴他們說你結交了新朋友當你告訴他們說你結交了新朋友當你告訴他們說你結交了新朋友當你告訴他們說你結交了新朋友，，，，他們從不問你他們從不問你他們從不問你他們從不問你

一些有必要知道的問題一些有必要知道的問題一些有必要知道的問題一些有必要知道的問題。。。。他們不會對你說他們不會對你說他們不會對你說他們不會對你說：『：『：『：『他的聲音如何他的聲音如何他的聲音如何他的聲音如何？？？？最偏好最偏好最偏好最偏好

哪些遊戲哪些遊戲哪些遊戲哪些遊戲？？？？收集蝴蝶嗎收集蝴蝶嗎收集蝴蝶嗎收集蝴蝶嗎？』？』？』？』他們不問這些他們不問這些他們不問這些他們不問這些，，，，他們會問他們會問他們會問他們會問：『：『：『：『他多大了他多大了他多大了他多大了？？？？

有幾個兄弟有幾個兄弟有幾個兄弟有幾個兄弟？？？？體重多重體重多重體重多重體重多重？？？？他的父親賺多少錢他的父親賺多少錢他的父親賺多少錢他的父親賺多少錢？』？』？』？』只有透過這些數字只有透過這些數字只有透過這些數字只有透過這些數字，，，，

他們才會認為對人有所瞭解他們才會認為對人有所瞭解他們才會認為對人有所瞭解他們才會認為對人有所瞭解。。。。    

    

假如你對大人說假如你對大人說假如你對大人說假如你對大人說：『：『：『：『我看到一幢漂亮的房子我看到一幢漂亮的房子我看到一幢漂亮的房子我看到一幢漂亮的房子，，，，是用玫瑰色的磚頭砌成是用玫瑰色的磚頭砌成是用玫瑰色的磚頭砌成是用玫瑰色的磚頭砌成，，，，

窗台上爬滿天竺葵窗台上爬滿天竺葵窗台上爬滿天竺葵窗台上爬滿天竺葵，，，，屋頂上有鴿子憩息屋頂上有鴿子憩息屋頂上有鴿子憩息屋頂上有鴿子憩息。』。』。』。』他們便無法從中獲得具體他們便無法從中獲得具體他們便無法從中獲得具體他們便無法從中獲得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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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的概念的概念的概念。。。。你必須要告訴他們說你必須要告訴他們說你必須要告訴他們說你必須要告訴他們說：『：『：『：『我看到一幢價值四千英鎊的房子我看到一幢價值四千英鎊的房子我看到一幢價值四千英鎊的房子我看到一幢價值四千英鎊的房子。』。』。』。』

然後他們就會驚呼然後他們就會驚呼然後他們就會驚呼然後他們就會驚呼：『：『：『：『噢噢噢噢！！！！多麼漂亮的房子啊多麼漂亮的房子啊多麼漂亮的房子啊多麼漂亮的房子啊！』！』！』！』    

……………………，，，，這是他們這是他們這是他們這是他們
51515151的習性使然的習性使然的習性使然的習性使然，，，，也不用因此而對他們產生反感也不用因此而對他們產生反感也不用因此而對他們產生反感也不用因此而對他們產生反感。。。。小孩小孩小孩小孩

子對大人確乎是需要很多耐心子對大人確乎是需要很多耐心子對大人確乎是需要很多耐心子對大人確乎是需要很多耐心。。。。    

可是說實在的可是說實在的可是說實在的可是說實在的，，，，對我們了解生活內涵的人來說對我們了解生活內涵的人來說對我們了解生活內涵的人來說對我們了解生活內涵的人來說，，，，數字根本就是無關緊要數字根本就是無關緊要數字根本就是無關緊要數字根本就是無關緊要

的東西的東西的東西的東西。。。。……………………」」」」                                                                                                                              

————————《《《《小王子小王子小王子小王子》》》》
52525252    

 

與其說是我喜歡小王子的故事描述，不如說我喜歡它看待世界的方式。大人

的眼光總是被數字所制約，但一個社會現象的發生，背後牽涉許多脈絡性的因素

及條件，若僅是以量化的思維模式理解這個世界，我們將會不自覺的錯過許多美

麗的風景，進而影響我們對世界的詮釋。擺脫數字的魔咒，我們會看到這複雜世

界更多不同的面貌。因此選擇質性研究作為研究方法，跟我這個人的個性、價值、

世界觀……等，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參、透過被研究者的眼睛看世界53 

雖然相對於量化研究而言，質性研究常被批評是過於主觀，且缺乏科學性的

（胡幼慧，1996a：7-8），但我認為在量化研究的過程中，研究者掌握了數字的

詮釋權，被研究者難以在研究歷程中發聲，因此，我們無法透過被研究者的眼睛

看世界；但質性研究給了被研究者一個充分展現的舞台，在研究過程中，被研究

者是舞台上的關鍵性主角，藉由他的描述、發聲、敘述、行為、反思……，我們

                                                 
51 指大人 
52 Antoine de Saint-Exupery 出生於 1990年法國里昂。《小王子》是其著作中想像力最豐富，也是

影響力最大的。這個以寓言體裁寫成的故事，塑造出一個擁有童稚純真心靈的小王子。透過他

與作者機趣的對話、流浪在小行星間的種種遭遇、跟狐狸的交往、對家鄉玫瑰的思念以及最後

的悵然離去，處處反思在文明洗禮下人心的偽善與疏離。本段敘述引自 Antoine de, S.，曲愛琳

譯(1996)。小王子。台北：萬象。頁 28-29。 
53 引自鄭同僚教授於 92 學年度上學期於政大教育研究所開設之「質性研究法」課程上課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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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相互辯證中更貼近世界的真貌。 

我對教育的熱愛，起源於對人的好奇與關懷，因而教育研究的對象，亦鎖定

在人所生活的世界。然而世界是紊亂、複雜、豐富、多元的，任何對「社會實在」

的瞭解，必須透過生活其間的人，其「主觀感知」的表達。因此為了避免抽象的

精神理念，在轉化成為討論對象和行動時產生「失真」（張瀞文，2003:14），我

將採用質性研究的方法，希望能透過被研究者的眼睛，看到其所生活的「社會實

在」。 

 

肆、質性研究作為一種新的研究典範 

Lincoln 與 Guba（1985）指出，量化研究和質性研究有根本性的差異，因而

提出質性研究不同於傳統的實證典範，是以「自然探究」（naturalistic inquiry）

典範稱之，這樣的分類主要是以研究者看待世界的信念來區分(轉引自丁興祥、

賴誠斌，2001：78)。研究者以何種信念來看待這個世界，與其對人的根本隱喻

（世界觀）有直接的關係。Pepper 歸納了六種世界觀
54
，其中在脈絡主義的世界

觀裡，強調世界的無次序性（chaotic）、變遷（change）及新奇性(novelty)。

因此脈絡主義的世界觀認為，事件是不斷流動的，每一件事件的整合會影響到未

來事件的脈絡，人更是處於整個事件及歷史不斷變遷的位置和結構中的(轉引自

Sarbin，1986：72)。 

質性研究即是試圖以上述的世界觀找尋宇宙的答案，因此相對於量化研究而

言，質性研究擺脫了經由統計程序或其他量化手續而產生研究結果的方法，它可

以是對人的生活、人們的故事、人的行為、組織運作、社會運動或人際關係等面

向的研究。因而「質性研究」是一種相對於「量化研究」的歸類，其研究方法可

以是多元的、彈性的、創意的、行動的、省思的，具體而言包括訪談法、參與觀

                                                 
54 Pepper提出六種世界觀，分別為：萬物有靈論（animism）、神秘主義(mysticism)、形式主義

(formism)、機械論(mechanism)、有機論(organism)及脈絡主義(contextualism)。詳參 Sarbin, T. 
R.(Ed.)(1986).Narrative psychology:The storied nature of human conduct. New York:Prae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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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法、個案研究法、敘說分析法……等，但無論其使用何種方法，其精神皆是在

對弱勢族群的關懷和對計量研究意識型態的反動（胡幼慧，1996a：8；Strauss, 

A.& Corbin, J.，1997：17；王雅各，2001：29）。 

此外，關於社會、文化背景脈絡的探討，美國詮釋學派學者 Geertz 認為，「文

化」是意義編織的網絡，而意義具有生產與再生產的機制，二者關係互為辯證，

而研究者的探討重點，就在於瞭解此文化的意義網絡是如何形成的。而美國文化

人類學者 Turner 亦主張，社會和文化二者是相互交纏的，因而 Turner 反省到，

歷年來社會科學界多將焦點放在研究社會既存的各種系統與個人在各系統中被

標定的社會地位，但就文化生活而言，有許多無法被分類的「全面性經驗」，包

括了無法以言語再現的經驗、抗拒以語言再現的經驗、非世俗的經驗等
55
，這些

都是幫助瞭解社會、文化隱而不顯的關鍵性因素。 

至如如何深入瞭解社會、文化脈絡，高敬文歸納出質性研究方法有以下五項

56
特徵(高敬文，1999：10)： 

一、以自然情境為直接資料的來源，研究者是主要研究工具。 

二、重視文字描述。 

三、關切過程甚於結果。 

四、傾向於歸納地分析資料。 

五、意義是基本關切。 

而在教育的領域裡，質性研究是否適合作為一種瞭解教育現象的方式呢？

Borg 與 Gall 曾針對「教育領域」裡的質性研究，歸納出以下六點基本假定

（assumptions）(Borg＆Gall，1989：385)： 

                                                 
55 趙彥寧於 2001年 12 月 8 日，於台灣師範大學之演講內容，講題為：訪談資料的紀錄與分析。

載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中心（2003）。質性資料分析、詮釋與撰寫：國立台灣師範大

學教育研究中心質性研究工作坊成果摘要。教育研究資訊教育研究資訊教育研究資訊教育研究資訊，，，，11（4），頁 159-172。  
56 此外，Patton(1990)解析質性研究有十項特徵：1、不離實境、自然探討；2、不限定假設、歸

納分析；3、不抽離分析、整體通觀；4、不加量化、直接利用質性資料；5、直接接觸、親身

領會；6、動態系統、直接觀察注意；7、獨特存在、個案瞭解；8、嵌入網落、不易複製；9、

態度中立、藉同理心理解；10、保持彈性、隨時調整、設計周延。詳參林生傳（2003）。教育教育教育教育

研究法研究法研究法研究法：：：：全方位的統整與分析全方位的統整與分析全方位的統整與分析全方位的統整與分析。台北：心理。頁 415-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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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的事實是整體存在的。 

二、教育事實的存在是獨特的。 

三、人的特性與其行為的過程，無法僅根據一項研究的結果作推論。 

四、人的行為，會發生在社會文化的網絡中。 

五、每個人行為的發生，對個人而言都有其深層的理由。 

六、行為情境裡面，多種變因會同時發生、交互影響，因此有時難以分出因果。  

 

基於上述的基本假定發現，質性研究可以幫助我們直接從產生現象的自然情

境中，蒐集第一手資料，藉由語言、文字的描述、被研究者的情緒、表情等種種

訊息，一步步逼向社會、文化的意義網絡，藉由這樣的研究方法深掘各種面向，

以幫助我們對世界的瞭解更逼進真實。而每個發生在教育領域裡的事實或現象，

因為受到不同人的行為所影響，彼此都是獨特且整體的存在著；而人的行為又會

受到許多複雜的脈絡因素所牽扯，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到現象的發展，因此欲探究

教育情境中，「現象」與「事實」的整體面貌，必須要瞭解現象發生的社會、文

化背景脈絡，並探究每個個體行為背後的真正原因。總體而言，作為一種新興的

研究典範，質性研究為我們開啟了另一扇窗，提供一個觀看世界的不同視野，讓

我們得以用另一種視角詮釋這個世界。 

因此，基於個人的個性、價值觀及看待世界的方式，本研究以質性研究的取

向，作為瞭解世界的方式，試圖藉著質性的視野及途徑，探討人權教育在另類教

育中的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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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設計研究設計研究設計研究設計    

壹、研究場域的決定 

一、為什麼選擇種籽學苑  

            

種籽學苑創校的信念之一是種籽學苑創校的信念之一是種籽學苑創校的信念之一是種籽學苑創校的信念之一是，，，，    

我們不要一個充滿人為恐懼的學習環境我們不要一個充滿人為恐懼的學習環境我們不要一個充滿人為恐懼的學習環境我們不要一個充滿人為恐懼的學習環境！！！！    

                                        （（（（李雅卿李雅卿李雅卿李雅卿，，，，1997:951997:951997:951997:95））））    

 

過去的教育經驗，讓我變成一個「討厭上學的小孩」！我的學習經驗充斥著

大人的安排，滿滿的課表，完全沒有彈性，使得我在學校的學習總是零碎且被迫

的！上大學以前，我幾乎沒有機會使用學校的圖書館，因為學校內的每個空檔，

總被「安排」得好好的，早自習抽背課文、自習課考試、中午強迫午休，放學後

圖書館也關門了，因此我鮮少在學校借過書，更遑論享受「浸淫」在書堆中的樂

趣！除了學校課程的無趣外，我們還得常常面對老師情緒化的對待，一不小心，

冷不防就會天外飛來一筆災難，這使得我的求學生涯中，每個星期的開始，我就

期待著週末的來臨；週末假期快結束，我又擔心著上學之後的日子，這樣永無止

盡的循環，對我來講是種身心的磨難與煎熬，我不知道自己究竟還能「忍耐」多

久？ 

我常常在想，如果學校能夠有空堂讓我自己決定自己要做什麼，不知該有多

好？如果學校可以規定老師不能打學生、罵學生，那該有多棒？如果學校可以讓

我們自由一點，不要把早自習、午休等休息時間佔用，讓我們能喘口氣休息一

下……，這些「如果學校可以……」的想像，在我的求學生涯中，盡是一件件「不

可能的事」，同時也活生生的埋藏在我心中，成為我極想追求的「未竟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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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finished business）
57
，而這些未竟事務，最後也成為我生命中的「坑洞」

58
。 

我極渴望自己的求學生涯能夠自由、快樂、沒有恐懼，但這樣的憧憬一直沒

有實現，因而我一直期待哪天可以看到一所可以讓孩子喜歡上學、沒有恐懼的學

校。由於另類學校少了很多傳統體制學校裡，根深蒂固的窠臼與包袱，因此我希

望能將研究場域放在另類學校，試圖從另類學校裡找到一個理想的可能。 

當研究場域決定要在另類學校時，我曾經考慮了烏來的種籽學苑及苗栗的全

人中學。因為研究所修課的因緣，讓我對這二所學校有些微的瞭解，但大部分的

印象都停留在文獻上的閱讀，所以對於另類學校的瞭解，還是停留在極為模糊的

階段。因此，我決定親自到這些學校去實際體驗校園的氛圍，希望能找到一所和

我「氣味相投」的學校。第一所造訪的學校即是種籽學苑，爾後才去了全人中學

觀賞他們的期末公演。這兩所學校的學生年齡分別為小學及中學，因此孩子呈現

的樣貌自然有很大的差異，而他們的老師與學生互動的方式當然也極為不同。由

於我很喜歡小孩，而且未來會是個小學老師，因此對於種籽學苑的孩子便不由自

主的「多情」了些。 

我直覺的喜歡種籽，即使我對它僅有短暫的接觸及粗淺的認識，但我就是喜

歡這裡的環境及人，所以我向指導教授說明了我想在種籽作研究的意願。和老師

討論研究場域的過程中，我似乎一時間找不到鏗鏘有力的理由說服老師我的決定

及選擇，我只能憑直覺的告訴他：「「「「我覺得在這裡可以我覺得在這裡可以我覺得在這裡可以我覺得在這裡可以看到我想要看的東西看到我想要看的東西看到我想要看的東西看到我想要看的東西」，說

                                                 
57 「未竟事務」（unfinished business）係指未經表達，但卻明顯的保留在記憶中的感覺。諸如憤

怒、悲傷、罪惡感、怨恨、焦慮、痛苦等，這些感覺最主要來自於需求沒有得到滿足，因而形

成未竟事務。根據完形治療學派的說法，這些感覺並未被完全的知覺或經驗，但一旦介入當事

人現在的生活時，即會阻礙當事人與外界的溝通和接觸，因此這些未竟事務在當事人將它處理

掉前，會持續的存在著，而當事人也會不斷的設法欲完成這樣的未竟事務。詳參 Corey, G.，李

茂興譯(1996)。諮商與心理治療諮商與心理治療諮商與心理治療諮商與心理治療。台北：揚智。頁 101、234。 
58 Almaas在其著作《鑽石途徑Ⅰ》裡曾提出「坑洞理論」（the Theory of Holes）。一般而言，大

部分的人都充滿了我們所謂的「坑洞」。而坑洞指的是你已經失去聯繫的某個部分，也就是你無

法意識到的某個部分。從最根本上看，我們真正喪失的其實是我們對本體的覺察。如果無法覺察

到我們的本體，它就會停止顯現，然後我們就會感到匱乏不足。因此坑洞指的就是我們本體的某

個部分不見了。這可能意味著某種本體的品質不見了，譬如愛、價值感、與人連結的能力、力量

等等。這些坑洞通常源自於童年，其中有一部份是創傷經驗或是與環境衝突所造成的結果。參見

Almaas, A. H.，胡茵夢譯（2004）。鑽石途徑鑽石途徑鑽石途徑鑽石途徑ⅠⅠⅠⅠ。台北：心靈工坊。頁 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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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時連我自己都對這個理由感到心虛，好在指導教授總是以信任、包容的態度，

尊重我這摸不著頭緒及漫無邊際的浪漫想法，因而我很幸運的有這個機會嘗試作

一篇自己想做的論文。 

當初與種籽學苑的第一次邂逅，讓我眼睛為之一亮，我就像誤闖桃花源的武

陵人般，從種籽學苑裡看到了不同的教育景象，內心為此感到「驚豔」，在種籽

你可以奢侈的享受「自在」。我在某一次的田野札記裡寫下這樣的心情： 

    

好幾個孩子看到我好幾個孩子看到我好幾個孩子看到我好幾個孩子看到我，，，，自然的問我自然的問我自然的問我自然的問我：「：「：「：「請問你是誰請問你是誰請問你是誰請問你是誰？」？」？」？」我覺得我覺得我覺得我覺得有些有些有些有些尷尬及尷尬及尷尬及尷尬及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突然覺得有點不自在突然覺得有點不自在突然覺得有點不自在突然覺得有點不自在，，，，他們會不會覺得我是一個闖入者他們會不會覺得我是一個闖入者他們會不會覺得我是一個闖入者他們會不會覺得我是一個闖入者？？？？我會不我會不我會不我會不

會讓他們感到不舒服呢會讓他們感到不舒服呢會讓他們感到不舒服呢會讓他們感到不舒服呢？？？？我訕訕的笑著說我訕訕的笑著說我訕訕的笑著說我訕訕的笑著說：「：「：「：「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是政大的學生我是政大的學生我是政大的學生我是政大的學生，，，，我來我來我來我來

這裡作研究這裡作研究這裡作研究這裡作研究。」。」。」。」看著他們的表情看著他們的表情看著他們的表情看著他們的表情，，，，他們似乎並不是很懂我究竟要來幹嘛他們似乎並不是很懂我究竟要來幹嘛他們似乎並不是很懂我究竟要來幹嘛他們似乎並不是很懂我究竟要來幹嘛，，，，但但但但

至少我們對話了至少我們對話了至少我們對話了至少我們對話了，，，，他們點點頭後他們點點頭後他們點點頭後他們點點頭後，，，，感覺我被允許繼續存在於他們的世界裡感覺我被允許繼續存在於他們的世界裡感覺我被允許繼續存在於他們的世界裡感覺我被允許繼續存在於他們的世界裡，，，，

這讓我原本提著的心這讓我原本提著的心這讓我原本提著的心這讓我原本提著的心，，，，慢慢放了下來慢慢放了下來慢慢放了下來慢慢放了下來。。。。    

由於現在還沒有老師願意當我的研究夥伴由於現在還沒有老師願意當我的研究夥伴由於現在還沒有老師願意當我的研究夥伴由於現在還沒有老師願意當我的研究夥伴，，，，因此我只好繼續等著因此我只好繼續等著因此我只好繼續等著因此我只好繼續等著，，，，繼續繼續繼續繼續

待著待著待著待著，，，，目前我能做的只是觀察目前我能做的只是觀察目前我能做的只是觀察目前我能做的只是觀察，，，，順便感受一下另類學校的氛圍順便感受一下另類學校的氛圍順便感受一下另類學校的氛圍順便感受一下另類學校的氛圍。。。。從我身邊經從我身邊經從我身邊經從我身邊經

過的老師及學生過的老師及學生過的老師及學生過的老師及學生，，，，並不太會主動搭理我並不太會主動搭理我並不太會主動搭理我並不太會主動搭理我，，，，只有眼神交接時只有眼神交接時只有眼神交接時只有眼神交接時，，，，才會微笑點頭才會微笑點頭才會微笑點頭才會微笑點頭，，，，

這讓我有這讓我有這讓我有這讓我有點不習慣點不習慣點不習慣點不習慣，，，，感覺自己被忽視感覺自己被忽視感覺自己被忽視感覺自己被忽視，，，，覺得自己好像蒸發的空氣一樣覺得自己好像蒸發的空氣一樣覺得自己好像蒸發的空氣一樣覺得自己好像蒸發的空氣一樣，，，，我的我的我的我的

存在對這個環境似乎不會引起太大的存在對這個環境似乎不會引起太大的存在對這個環境似乎不會引起太大的存在對這個環境似乎不會引起太大的「「「「擾動擾動擾動擾動」。」。」。」。    

其實其實其實其實，，，，我有點驚訝於這裡的人我有點驚訝於這裡的人我有點驚訝於這裡的人我有點驚訝於這裡的人，，，，他們的反應和我從小到大看到的模式好他們的反應和我從小到大看到的模式好他們的反應和我從小到大看到的模式好他們的反應和我從小到大看到的模式好

像很像很像很像很「「「「不一樣不一樣不一樣不一樣」。」。」。」。這裡好像每個人都是一個這裡好像每個人都是一個這裡好像每個人都是一個這裡好像每個人都是一個「「「「獨立的個體獨立的個體獨立的個體獨立的個體」，」，」，」，包括老師和學生包括老師和學生包括老師和學生包括老師和學生

都是都是都是都是，，，，大家可以決定自己要作什麼大家可以決定自己要作什麼大家可以決定自己要作什麼大家可以決定自己要作什麼，，，，因此連要不要因此連要不要因此連要不要因此連要不要「「「「理理理理」」」」這個人這個人這個人這個人，，，，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選選選選

擇擇擇擇」，」，」，」，但以前的我看到大人們總是鄉愿的但以前的我看到大人們總是鄉愿的但以前的我看到大人們總是鄉愿的但以前的我看到大人們總是鄉愿的「「「「得得得得」」」」和身旁的人互動和身旁的人互動和身旁的人互動和身旁的人互動，，，，即使自己即使自己即使自己即使自己

一時在情緒上一時在情緒上一時在情緒上一時在情緒上，，，，也必須也必須也必須也必須「「「「禮貌性禮貌性禮貌性禮貌性」」」」的壓抑自己的感覺的壓抑自己的感覺的壓抑自己的感覺的壓抑自己的感覺，，，，讓對方感覺自己的親讓對方感覺自己的親讓對方感覺自己的親讓對方感覺自己的親

切及熱情切及熱情切及熱情切及熱情，，，，但其實現在想想但其實現在想想但其實現在想想但其實現在想想，，，，這樣似乎有點虛偽這樣似乎有點虛偽這樣似乎有點虛偽這樣似乎有點虛偽，，，，因為我們總是帶著一個笑因為我們總是帶著一個笑因為我們總是帶著一個笑因為我們總是帶著一個笑

臉的面具在面對臉的面具在面對臉的面具在面對臉的面具在面對人人人人。。。。    

而種籽學苑的人而種籽學苑的人而種籽學苑的人而種籽學苑的人，，，，讓我覺得很讓我覺得很讓我覺得很讓我覺得很「「「「真真真真」，」，」，」，因為我從他們的眼神及臉部表情因為我從他們的眼神及臉部表情因為我從他們的眼神及臉部表情因為我從他們的眼神及臉部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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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感受到他們的情緒及感覺就可以感受到他們的情緒及感覺就可以感受到他們的情緒及感覺就可以感受到他們的情緒及感覺，，，，他們是不帶面具的他們是不帶面具的他們是不帶面具的他們是不帶面具的，，，，這裡的人感覺好輕這裡的人感覺好輕這裡的人感覺好輕這裡的人感覺好輕

鬆鬆鬆鬆、、、、好自在好自在好自在好自在，，，，反而是我反而是我反而是我反而是我，，，，我剛來到這裡其實是有點忐忑我剛來到這裡其實是有點忐忑我剛來到這裡其實是有點忐忑我剛來到這裡其實是有點忐忑、、、、緊張的緊張的緊張的緊張的，，，，稍稍一個稍稍一個稍稍一個稍稍一個

冷漠的表情都會讓我懷疑是不是自己哪裡打擾到別人冷漠的表情都會讓我懷疑是不是自己哪裡打擾到別人冷漠的表情都會讓我懷疑是不是自己哪裡打擾到別人冷漠的表情都會讓我懷疑是不是自己哪裡打擾到別人，，，，我還是嚴重的被過去我還是嚴重的被過去我還是嚴重的被過去我還是嚴重的被過去

的經驗所制約的經驗所制約的經驗所制約的經驗所制約，，，，不由自主的多想不由自主的多想不由自主的多想不由自主的多想。。。。即使我的理智告訴我即使我的理智告訴我即使我的理智告訴我即使我的理智告訴我，，，，我的擔心都是無謂我的擔心都是無謂我的擔心都是無謂我的擔心都是無謂，，，，

但我還是很難但我還是很難但我還是很難但我還是很難「「「「放下放下放下放下」」」」……………………。。。。    

上課了上課了上課了上課了，，，，一些孩子這堂課空堂一些孩子這堂課空堂一些孩子這堂課空堂一些孩子這堂課空堂，，，，他們打球他們打球他們打球他們打球、、、、種菜種菜種菜種菜、、、、嬉鬧嬉鬧嬉鬧嬉鬧、、、、玩賓果遊戲玩賓果遊戲玩賓果遊戲玩賓果遊戲、、、、

與老與老與老與老師聊天師聊天師聊天師聊天，，，，教室裡傳來閱讀聲教室裡傳來閱讀聲教室裡傳來閱讀聲教室裡傳來閱讀聲、、、、笑聲笑聲笑聲笑聲、、、、吟唱聲吟唱聲吟唱聲吟唱聲、、、、吉他聲吉他聲吉他聲吉他聲，，，，但所有的一切或但所有的一切或但所有的一切或但所有的一切或

靜靜靜靜或動或動或動或動，，，，都好像互不干擾都好像互不干擾都好像互不干擾都好像互不干擾，，，，自然的鑲嵌在這所學校裡自然的鑲嵌在這所學校裡自然的鑲嵌在這所學校裡自然的鑲嵌在這所學校裡，，，，這樣的教育景象讓我這樣的教育景象讓我這樣的教育景象讓我這樣的教育景象讓我

感受到處於這裡的人感受到處於這裡的人感受到處於這裡的人感受到處於這裡的人，，，，都好自由都好自由都好自由都好自由、、、、好自在好自在好自在好自在、、、、好快樂好快樂好快樂好快樂。。。。我不知道自己這樣的觀我不知道自己這樣的觀我不知道自己這樣的觀我不知道自己這樣的觀

察是否正確察是否正確察是否正確察是否正確，，，，但面對眼前的群山但面對眼前的群山但面對眼前的群山但面對眼前的群山，，，，呼吸著帶有青蔥草味的空氣呼吸著帶有青蔥草味的空氣呼吸著帶有青蔥草味的空氣呼吸著帶有青蔥草味的空氣，，，，我慢慢覺得我慢慢覺得我慢慢覺得我慢慢覺得

「「「「自在自在自在自在」，」，」，」，漸漸感到漸漸感到漸漸感到漸漸感到「「「「舒服舒服舒服舒服」」」」
59595959。。。。    

                                                                                                                                                                                            

究竟種籽學苑是一所怎樣的學校呢？這是一所不打人不罵人
60
的學校；老師

對待學生的方式是平等的，在這裡學生可以直喊老師的名字或外號，在法庭上學

生與老師的意見，是等票等質的；學生可以自己選課、排課，空堂時可以自由活

動，這是我第一次去種籽時，看到的校園景象。我驚訝於學生竟然不怕老師，可

以和老師像朋友一樣的打鬧相處；我驚訝於學生可以有空堂時間，可以自由決定

自己想做什麼，而不會被老師干涉或阻止；我更驚訝於這裡的孩子會告訴我說，

種籽最重的懲罰，是罰學生不能來上學
61
。種籽學苑對我而言，顛覆了我過去教

育經驗對學校的想像，在這裡我看到學生的自信與自在，看到老師對學生的尊重

與信任，因而，我從種籽學苑裡，彷彿看到一絲人權的曙光！ 

因此，對於種籽學苑，這個座落於娃娃谷的「桃花源」，我是存有一個情不

自禁的憧憬與想像的。也許是種緣分，亦是種注定，當研究場域決定找一所另類

                                                 
59   2004.11.12 田野札記 
60  學苑徵聘教師時考量的第一個原則就是：「不打人、不嚇人，不把任何能夠引起兒童身心痛

苦的手段作為教育方法。」詳參李雅卿（1997）。種籽手記種籽手記種籽手記種籽手記。台北：遠流。頁 22。 
61  參見第一章內容，其中研究者第一次到種籽學苑時與學生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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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時，我腦中即刻飄過種籽學苑的影子。所以，如果你問我為什麼選擇種籽學

苑？我想是一種來自生命中的深層需求吧！因為過去教育過程中的「坑洞」，讓

我想追求一個理想中的「烏托邦」，追尋過去曾經失落的童年夢想！ 

 

二、種籽學苑 

在烏來高高的山間在烏來高高的山間在烏來高高的山間在烏來高高的山間，，，，有一個漂亮的山谷叫有一個漂亮的山谷叫有一個漂亮的山谷叫有一個漂亮的山谷叫「「「「娃娃谷娃娃谷娃娃谷娃娃谷」；」；」；」；    

娃娃谷旁邊娃娃谷旁邊娃娃谷旁邊娃娃谷旁邊，，，，有一所小小的學校叫有一所小小的學校叫有一所小小的學校叫有一所小小的學校叫「「「「種籽種籽種籽種籽」；」；」；」；    

種籽裡面種籽裡面種籽裡面種籽裡面，，，，有一群追求理想教育的大人和孩子有一群追求理想教育的大人和孩子有一群追求理想教育的大人和孩子有一群追求理想教育的大人和孩子。。。。    

事實上事實上事實上事實上，，，，這是一所由孩子參與創造的學校這是一所由孩子參與創造的學校這是一所由孩子參與創造的學校這是一所由孩子參與創造的學校，，，，    

也是一所由孩子自選導師也是一所由孩子自選導師也是一所由孩子自選導師也是一所由孩子自選導師、、、、自主選課的學校自主選課的學校自主選課的學校自主選課的學校。。。。        

    

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每個人都可以保有自己的顏色每個人都可以保有自己的顏色每個人都可以保有自己的顏色每個人都可以保有自己的顏色，，，，並且學習接並且學習接並且學習接並且學習接納與合作納與合作納與合作納與合作；；；；    

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每個人都享有最大的自由每個人都享有最大的自由每個人都享有最大的自由每個人都享有最大的自由，，，，同時也負擔完全的責任同時也負擔完全的責任同時也負擔完全的責任同時也負擔完全的責任。。。。    

十年來十年來十年來十年來，，，，它從一個簡單模糊的構想它從一個簡單模糊的構想它從一個簡單模糊的構想它從一個簡單模糊的構想，，，，一步步走出它的風格和作法一步步走出它的風格和作法一步步走出它的風格和作法一步步走出它的風格和作法，，，，    

現在它像一顆發了芽的種籽現在它像一顆發了芽的種籽現在它像一顆發了芽的種籽現在它像一顆發了芽的種籽，，，，願意把它成長的痛苦和歡喜願意把它成長的痛苦和歡喜願意把它成長的痛苦和歡喜願意把它成長的痛苦和歡喜，，，，與人分享與人分享與人分享與人分享。。。。        

                                                              

（（（（引自種籽學苑網站首頁引自種籽學苑網站首頁引自種籽學苑網站首頁引自種籽學苑網站首頁））））    

 

種籽學苑發軔於一群知覺到自己孩子有了成長上問題的家長，他們為了幫助

自己的寶貝，快樂的學習、自信的成長，積極的找尋各種方法協助孩子適應學校

生活，但孩子在僵化的傳統體制教育壓迫下，適應困難的問題無法根本解決，學

校生活對孩子而言即是「一分一秒的煎熬」
62
！最後這群家長突然興起了一個驚

                                                 
62 丁凡曾描述小學三年級的女兒蠻蠻，在學校的生活。她形容：「蠻蠻的問題是她不適合主流教

育的方式。她必須以她自己的方式、自己的速度去學習。跟著體制教育走的結果，是她越來越

沒信心、對學習越來越沒興趣了。上課的時候，她能夠無聊到一直喝水壺裡的水，一次喝一小

口，生命變成一分一秒的煎熬。」詳參丁凡（1997）。以天地為師、以師為友。載於李雅卿，

種籽手記序文種籽手記序文種籽手記序文種籽手記序文。台北：遠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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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想法：我們自己來創辦一間適合孩子成長的學校吧！在這樣的偶然性下，種

籽學苑油然誕生。 

「種籽學苑」全名為「台北縣烏來信賢鄉種籽親子實驗小學」，其前身為毛

毛蟲學苑，是在 1994 年 2 月，由一群關心教育的家長共同創辦的教育改革學校。 

種籽學苑究竟是所怎麼樣的學校？以下就其「教育理念」、「課程」、「教育

資源」三方面加以介紹
63
，作為未來分析與詮釋文本資料

64
時的參照背景： 

（一）教育理念 

種籽學苑並沒有一套自己的基本教育理念或模式，當初創校時，家長們討論

到最後的結果認為：「我們不要引入任何的單一權威，而是要讓所有參與學校的

親師生們，逐步創造出最適合台灣本土的教育模式。」因此種籽學苑是一個集所

有教育理想、野心的新藝綜合體，是一所道道地地的台灣本土教改實驗學校。
65
 

在這裡，老師反對傳統的管理主義，老師對學生是不耍權威的，因此師生間

常笑得很大聲；在這裡，沒有分數比較、揚棄成績競爭，因此學生不會被標籤化，

學生間也不會為了分數拼個你死我活；在這裡，重視人格養成教育，因此教育是

以讓學生了解自己、接受自己、愛自己為目標；在這裡，孩子是學習的主體，因

此以傾聽、溝通、合作、提高孩子自我形象的方式為教學方法。因而，種籽學苑

就像是個土壤豐沃的秘密花園，提供自信、自在、自由、自主的環境，孕育每個

如種籽般的學生萌芽、成長，最後綻放出保有個人特色、獨一無二的迷人花朵！ 

 

（二）課程 

     種籽的課程主要分為學科課程和生活課程。學科部分，並非按照學生年齡

分班，而是以學生學習速度為依據，讓「學生自由選組」上課。為了尊重學習興

趣與能力上的個別差異，必修課程只有數學和中國語文，其餘皆為選修課程。 

                                                 
63 研究者以種籽學苑的網站、《種籽手記》、及親自到種籽學苑觀察、訪問蒐集而來的資料，將

種籽學苑的介紹分成「教育理念」、「課程」、「教育資源」三部分介紹之。 
64 諸如參與觀察所做的厚記錄、田野札記與所有的訪談紀錄等等，皆為研究分析、詮釋的文本

資料。 
65 參自李雅卿（1997）。種籽手記種籽手記種籽手記種籽手記。台北：遠流。頁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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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材的選擇上，種籽的教師享有充分的教材自主權，可自主決定授課的文

本與內容，因此學習沒有上限，學生可視個人的興趣和能力，和老師討論其他更

艱深的課程內容。為了開創學生更寬廣的思考空間，上課方式會著重以討論與對

話的方式進行，因此傳統的知識傳輸方式，在這裡並非主要的教學方式。 

生活課程部分，種籽的學生可以「自選導師」，藉此他們可以自由的選擇這

學期的「心靈夥伴」；此外，這裡的教師願意傾聽兒童心聲，如果有學生願意主

動分享自己的心情，教師都會抱持著歡迎的態度。而學苑的規則是由「生活討論

會」決定的，由師生共同參與，一人一票、每票等質。在學校裡發生的大小事情，

學生若有不滿，可以告上「學生法庭」，由學生選出的法官團與教師法官，共同

負責審理案件。 

種籽學苑的課程是豐富且多元的，過去曾經開過繪本、傳記、電影、哲學、

野外、古詩文、生活寫作、網路、魔術、讀書會、烹飪、泰雅等課程，教師費盡

心力開出不同的菜單，為的是讓學生有更多選擇課程的機會。雖然老師們每學期

皆要挖空心思、學習新知，但對這群種籽學苑的老師而言，帶著學生一同打開視

野、體驗生活、思考人生、學習技能，都是再快樂不過的事！ 

 

（三）教育資源 

教育資源的部分包括人力資源與環境。人力資源方面，種籽目前的專任教師

有七位，行政人員有兩位，因此師生比為 1：9。學校事務主要採取「教師治校」

的方式進行，亦即教師組成「教師團」治校，共同分攤責任。而教師需輪流出任

苑長，負責學苑對外的事務；家長方面也要和學苑共同負擔兒童教育的責任，積

極進行親師協同工作，內容包括：瞭解學苑理念、協助孩子訂定與執行學習計畫、

並出席親師談話會。此外，家長需加入「成長團體」，以反省自己的親子關係，

並尋求更健康的教養態度。 

    由於學苑位於群山環抱的溪谷中，因此種籽的自然環境與資源非常豐富。在

硬體設備上雖然沒有大而華麗的建築，教室用的課桌椅也顯得老舊，但整個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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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是個小而美，簡樸卻實用的「生活環境」。學生在這裡讀繪本、寫詩、看電影、

彈吉他、抓蝌蚪、建秘密基地、甚至偶爾而會驚動到樹林中的小蛇……，這些點

點滴滴都是他們校園生活的一部份，在這裡—學習與生活是分不開的。 

 

貳、 研究夥伴的現身  

一、等待，研究夥伴 

對於人權教育，過去在課堂上、書本裡我讀到、聽到但沒實際看到，因此我

和馮老師討論論文的寫作目的時，我說：「寫這篇論文最主要希望能寫這篇論文最主要希望能寫這篇論文最主要希望能寫這篇論文最主要希望能『『『『看見看見看見看見』』』』人人人人

權教育權教育權教育權教育，，，，能把動態能把動態能把動態能把動態、、、、現場中人權教育的畫面記錄下來現場中人權教育的畫面記錄下來現場中人權教育的畫面記錄下來現場中人權教育的畫面記錄下來。」。」。」。」因此，我期望能看到一

個實踐人權教育的典範，我帶著許多既有的想像，希望能從我的研究夥伴身上「發

現」這些東西。由於先前幾次到種籽學苑時，當我漫步於校園中，總覺得這裡的

時間變得好慢，我的思緒變得清澈，腳步變得輕盈，這個環境讓我覺得舒服。仔

細觀察周遭老師與學生的互動與對話，讓我直覺的判斷這個地方應該可以看到我

想要的，因此我帶著很大的企圖心及目的性，逕自的想要寫一個充滿人權文化氛

圍的理想國，我自以為這篇論文一定可以為很多現場的老師及關心人權教育的朋

友，注入一脈活水，讓他們的人權教育信念，不再只是停留在理論上的探討，而

是進一步的找到現實中的「存在」。但與心怡
66
學姐分享我的想法時，她的話戳破

了我原先自以為是的想像： 

    

妳只有去種籽幾次而已妳只有去種籽幾次而已妳只有去種籽幾次而已妳只有去種籽幾次而已，，，，妳妳妳妳確定妳真的嗅到人權教育實現的味道了嗎確定妳真的嗅到人權教育實現的味道了嗎確定妳真的嗅到人權教育實現的味道了嗎確定妳真的嗅到人權教育實現的味道了嗎？？？？而且而且而且而且

妳有仔細的想過人權教育的實現究竟指的是什麼妳有仔細的想過人權教育的實現究竟指的是什麼妳有仔細的想過人權教育的實現究竟指的是什麼妳有仔細的想過人權教育的實現究竟指的是什麼嗎嗎嗎嗎？？？？    

如果妳真的投入田野如果妳真的投入田野如果妳真的投入田野如果妳真的投入田野，，，，發現現實與想像中有一些扞格或落差時發現現實與想像中有一些扞格或落差時發現現實與想像中有一些扞格或落差時發現現實與想像中有一些扞格或落差時，，，，妳該如何繼妳該如何繼妳該如何繼妳該如何繼

續處理妳的論文續處理妳的論文續處理妳的論文續處理妳的論文？？？？    

也許另類學校裡有些作法或想法是值得也許另類學校裡有些作法或想法是值得也許另類學校裡有些作法或想法是值得也許另類學校裡有些作法或想法是值得討論討論討論討論的的的的，，，，並不全然是好的並不全然是好的並不全然是好的並不全然是好的，，，，妳怎能還妳怎能還妳怎能還妳怎能還

                                                 
66 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班的學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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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投入田野沒投入田野沒投入田野沒投入田野，，，，就就就就對田野對田野對田野對田野先先先先有了有了有了有了一個一個一個一個「「「「完美完美完美完美」、「」、「」、「」、「理想理想理想理想」」」」的想像的想像的想像的想像？？？？也許有些東西是值也許有些東西是值也許有些東西是值也許有些東西是值

得辯證的得辯證的得辯證的得辯證的。。。。    

 

面對心怡學姐的提問，我心裡沒有答案，因為這些問題都在我的計畫之外，

我壓根都沒懷疑過原先對研究的預設及假定，因此每個迎面而來的問號逼得我一

步步後退。那幾天，我的內心翻騰不已，心怡學姐的提醒似乎在我的內心起了莫

大的化學作用，我擔心著自己的想望也許會有墜落的危險，也許會幻化成虛無的

「妄想」時，心裡開始忐忑不安。如果我的研究夥伴展現的面貌非我預期，那我

該怎麼辦？如果找不到一個理想的典範，那我要寫什麼？我該如何繼續寫下去？ 

為了解決現場的不確定性所帶給我的不安，我開始積極的投入研究場域裡，

試圖觀察哪位老師是合適的研究夥伴人選。這種深怕壓錯寶的心態，讓我謹慎的

觀察種籽學苑的每個老師，我希望在這裡能「發現」一個理想的研究對象，找到

一個實踐人權教育的典範。一開始進入田野時，我是無法進入課堂的，所以我的

觀察僅侷限在孩子與教師的日常生活互動。說實在的，我發現這裡的師生互動真

的很自然，人與人之間是信任且相互瞭解的，因此老師和學生營造出來的氣氛是

和諧且親切的，我常常覺得他們的相處融洽的像一家人，而我就像是初訪的客人

般，一時之間無法與他們建立起那種親密的連結。 

幾星期的觀察與瞭解，我覺得每個老師都有值得分享的精彩故事，這個發現

讓我放下心中的大石，並一解先前的顧忌，但個性內向的我始終無法提出勇氣主

動邀請老師擔任我的研究夥伴，除了擔心被拒絕外，又害怕自己的邀請會造成別

人的困擾，因此在與種籽學苑苑長討論後，我聽從苑長的建議，希望能讓種籽的

老師在瞭解我的研究計畫後，自己決定是否有興趣與我一起投入這個研究的歷程

裡。所以我將研究計畫交給苑長後，便開始等待研究夥伴的「現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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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為，研究夥伴 

感謝果國感謝果國感謝果國感謝果國
67676767願意與我一起寫這篇論文願意與我一起寫這篇論文願意與我一起寫這篇論文願意與我一起寫這篇論文，，，，他答應的剎那他答應的剎那他答應的剎那他答應的剎那，，，，那種感動讓我相那種感動讓我相那種感動讓我相那種感動讓我相

信世界還有美好的事物存在信世界還有美好的事物存在信世界還有美好的事物存在信世界還有美好的事物存在，，，，本來已經瀕死的心本來已經瀕死的心本來已經瀕死的心本來已經瀕死的心，，，，頓時感受到重生的喜頓時感受到重生的喜頓時感受到重生的喜頓時感受到重生的喜悅悅悅悅，，，，

體會到新體會到新體會到新體會到新生的悸動生的悸動生的悸動生的悸動！！！！謝謝你的熱心與信任謝謝你的熱心與信任謝謝你的熱心與信任謝謝你的熱心與信任，，，，因為你因為你因為你因為你，，，，我這雙為了尋覓夥伴我這雙為了尋覓夥伴我這雙為了尋覓夥伴我這雙為了尋覓夥伴而而而而

飛翔許久的翅膀飛翔許久的翅膀飛翔許久的翅膀飛翔許久的翅膀，，，，終於可以找到落腳的花朵終於可以找到落腳的花朵終於可以找到落腳的花朵終於可以找到落腳的花朵，，，，稍稍歇息了稍稍歇息了稍稍歇息了稍稍歇息了
68686868！！！！    

 

從沒想到這是個漫長且石沈大海的等待，一個多月過去，我的熱情及信心漸

漸消逝，沒消沒息的枯等，讓我身陷山窮水盡的淒涼情境裡！急忙求救於苑長

後，苑長跟我說：「我們不能勉強任何老師我們不能勉強任何老師我們不能勉強任何老師我們不能勉強任何老師，，，，同時也無法保證一定會有人願意做同時也無法保證一定會有人願意做同時也無法保證一定會有人願意做同時也無法保證一定會有人願意做

妳的研究夥伴妳的研究夥伴妳的研究夥伴妳的研究夥伴，，，，因此妳要有心理準備因此妳要有心理準備因此妳要有心理準備因此妳要有心理準備，，，，有可能找不到研究夥伴呦有可能找不到研究夥伴呦有可能找不到研究夥伴呦有可能找不到研究夥伴呦！！！！但我會在下星但我會在下星但我會在下星但我會在下星

期一中午期一中午期一中午期一中午，，，，通知通知通知通知老師們妳老師們妳老師們妳老師們妳會來做簡單的研究計畫報告會來做簡單的研究計畫報告會來做簡單的研究計畫報告會來做簡單的研究計畫報告，，，，看看有沒有老師願意看看有沒有老師願意看看有沒有老師願意看看有沒有老師願意配配配配

合合合合，，，，如果沒有如果沒有如果沒有如果沒有，，，，妳也可以及早換研究場域妳也可以及早換研究場域妳也可以及早換研究場域妳也可以及早換研究場域。」。」。」。」對我而言，這真是一場殊死戰，我

很難面對更換研究場域這件事，為了研究種籽，我之前花了多少心思於蒐集、整

理資料，無數個工作到黎明的努力，也許有歸零的可能，這讓我緊張到嚴重失眠。 

某個星期一的中午，有幾位老師很賞臉的來聽我的報告，但由於這是一個自

由參與的中午聚餐時間，所以有的老師並沒有來。我心裡的緊張其實是顯而易見

的，德德
69
看出我的忐忑，他說：「妳慢慢講妳慢慢講妳慢慢講妳慢慢講，，，，沒關係沒關係沒關係沒關係。。。。」我深吸了一口氣，顫抖

的雙腳不斷地提醒我自己有多在意這件事，在十分鐘的簡要報告結束時，剎那

間，時間似乎靜止、氣氛變得詭異，我的眼神求救似的等待回應，但對現場的老

師而言，我像是拋出了一個沒有人要接的慢速球，大家尷尬的面面相覷，讓我處

在當下不知如何是好。 

巧巧
70
溫和的問我：「妳希望研究夥伴配合到什麼程度妳希望研究夥伴配合到什麼程度妳希望研究夥伴配合到什麼程度妳希望研究夥伴配合到什麼程度？？？？妳的研究會佔用研妳的研究會佔用研妳的研究會佔用研妳的研究會佔用研

                                                 
67化名，種籽學苑的老師，同時是個有名的劇團導演及演員，有時尚受邀指導其他學校（包括國

小、國中、高中）的戲劇演出，果國老師後來成為我的研究夥伴。 
68 2004.12.20田野札記。 
69 化名，種籽學苑的老師，同時是個有名的演員。 
70 化名，種籽學苑的老師，同時是個有愛心的獸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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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夥伴多少時間呢究夥伴多少時間呢究夥伴多少時間呢究夥伴多少時間呢？？？？如果找不到研究夥伴如果找不到研究夥伴如果找不到研究夥伴如果找不到研究夥伴，，，，妳該怎麼辦妳該怎麼辦妳該怎麼辦妳該怎麼辦？？？？」最後這個問題，讓我

的世界頓時下起雪來，我苦笑地說：「那沒關係那沒關係那沒關係那沒關係！！！！我只好換一個研究場域我只好換一個研究場域我只好換一個研究場域我只好換一個研究場域，，，，一切一切一切一切

重新再來重新再來重新再來重新再來，，，，但請老師們畫一張地圖給我但請老師們畫一張地圖給我但請老師們畫一張地圖給我但請老師們畫一張地圖給我，，，，告訴我如何離開這裡告訴我如何離開這裡告訴我如何離開這裡告訴我如何離開這裡。。。。」笑在嘴上，但

心裡汩汩淌血，這種場面對我來講真是晴天霹靂，我好像在為我的論文辦了一場

沈痛的告別式，現場的每位老師就像觀禮的貴賓，他們瞭解我的處境，但似乎又

礙於其他因素的考量，顯得愛莫能助！突然，安靜沈思的果國問我：「「「「妳要怎麼妳要怎麼妳要怎麼妳要怎麼

寫妳的論文寫妳的論文寫妳的論文寫妳的論文？？？？」我說：「我想用故事的方式呈現我想用故事的方式呈現我想用故事的方式呈現我想用故事的方式呈現。。。。」他挑挑眉，爽快地說：「好呀好呀好呀好呀，，，，

我願意當妳的研究夥伴我願意當妳的研究夥伴我願意當妳的研究夥伴我願意當妳的研究夥伴！！！！我喜歡妳的寫作方式我喜歡妳的寫作方式我喜歡妳的寫作方式我喜歡妳的寫作方式，，，，我覺得很有趣我覺得很有趣我覺得很有趣我覺得很有趣，，，，而且我對人權而且我對人權而且我對人權而且我對人權教教教教

育的議題蠻有興趣的育的議題蠻有興趣的育的議題蠻有興趣的育的議題蠻有興趣的，，，，我覺得這跟我的生命有所連結我覺得這跟我的生命有所連結我覺得這跟我的生命有所連結我覺得這跟我的生命有所連結，，，，這幾年我一直想好好整理這幾年我一直想好好整理這幾年我一直想好好整理這幾年我一直想好好整理

我的生命我的生命我的生命我的生命。。。。……………………」」」」我永遠記得那個聽到他說「願意」的星期一午後，我的內心有

多麼感動，我的世界就在那麼一剎那，全都活了過來，如果說 SK2 的保養品可以

活化肌膚，那麼我當時的細胞活化程度絕對是比 SK2 的效果還要卓越—那是一種

被拯救後「重生」的感動。 

 

三、看見，研究夥伴 

在與種籽的孩子相處的過程中，常常聽到學生提到果國的名字，他們常說：

「「「「我要跟果國借布偶我要跟果國借布偶我要跟果國借布偶我要跟果國借布偶」、「」、「」、「」、「我要跟果國借狼人的紙牌我要跟果國借狼人的紙牌我要跟果國借狼人的紙牌我要跟果國借狼人的紙牌」、「」、「」、「」、「凱婷凱婷凱婷凱婷，，，，你會演戲嗎你會演戲嗎你會演戲嗎你會演戲嗎？？？？之前之前之前之前

果國帶我們演戲果國帶我們演戲果國帶我們演戲果國帶我們演戲，，，，然後我們在期末公演上大然後我們在期末公演上大然後我們在期末公演上大然後我們在期末公演上大家都說我們演得很好家都說我們演得很好家都說我們演得很好家都說我們演得很好……………………」、「」、「」、「」、「我爸媽我爸媽我爸媽我爸媽

曾經帶我去看果國的快樂熊曾經帶我去看果國的快樂熊曾經帶我去看果國的快樂熊曾經帶我去看果國的快樂熊
71717171，，，，他是導演他是導演他是導演他是導演……………………」，」，」，」，諸如此類的話語一直讓我對果國

感到好奇，我覺得他像個神奇的魔術師，總是有一堆點子或道具，可以吸引孩子

的目光；此外，他又是個藝術人，在校園裡他教孩子如何表演，課餘時間他更積

極的參與點子劇團
72
的導演或演出工作。 

這是一個怎樣的研究夥伴？他是個老師、是個導演、是個演員、是我的研究

夥伴……，真實情境的他扮演許多角色，戲裡的他又是這麼的如夢似真、亦真亦

                                                 
71 化名，若用真名則很容易導致劇團及研究夥伴的曝光。 
72 化名，其實果國參與的劇團名氣很高，顧及研究倫理，這裡將其以匿名的方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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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究竟他是怎樣的一個人？我要如何「看見」真實的他，說著他豐富、感性的

故事，紀錄著他在另類學校裡，如何將人權教育的美夢，變成實在的生活、變成

不可或缺的自由空氣？愛變魔術及善於演戲的果國，將藉由他的真實故事告訴你

我，他如何把人權教育「變」成真實；如何扮演一個實踐人權教育教師的角色。 

    

    

    

    

    

    

    

    

    

    

    

    

    

    

    

    



 63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壹、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法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是每個研究進行時不可避免的過程。林生傳指

出，文獻分析的功能在於(林生傳，2003：57-58)： 

1、整理已有的相關研究，奠定研究的學理基礎。 

2、知道研究問題的來龍去脈、爭論或存疑為何，指定研究重點。 

3、探討既有的研究得失以作為參考。 

4、由前面的認識，依據研究目的，建立研究的理論架構。 

5、承續上面四項，擬定研究假設，指示研究方向與策略。 

 

由於本研究關切的焦點鎖定在人權教育的議題上，因此文獻蒐集將以人權教

育的內容為主。舉凡期刊、學位論文、研討會論文、專書、報章資料、電子報資

料、網路資料……等，皆為文獻蒐集的範圍。希望藉由文獻分析，綜覽目前人權

教育的緣起、意義、發展情形、實踐情形、面臨的困境……等，以作為此研究的

探討起點。此外，對於研究個案的瞭解也是重要的。因此對於另類教育的緣起、

意義、發展情形、及對台灣教育的意義等亦會做一番說明與探討，此外另類教育

與人權教育的關係，種籽學苑的介紹等，研究者亦會蒐集相關文獻清楚交代之。 

 

二、參與觀察法 

「「「「觀察觀察觀察觀察」，」，」，」，對於觀察對象與世界而言對於觀察對象與世界而言對於觀察對象與世界而言對於觀察對象與世界而言，，，，已是一種參與已是一種參與已是一種參與已是一種參與。。。。
73737373    

當我決定以觀察法瞭解我的研究夥伴時，我就已經以或靜或動的方式參與了

                                                 
73 整理自甄曉蘭於 2001年 12 月 1 日於台灣師範大學之演講內容，講題為：觀察資料的紀錄與

分析。載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中心（2003）。質性資料分析、詮釋與撰寫：國立台灣師

範大學教育研究中心質性研究工作坊成果摘要。教育研究資訊教育研究資訊教育研究資訊教育研究資訊，，，，11（4），159-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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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生活世界。 

在研究的過程中，身為研究者的我究竟應該涉入多深？這是我一開始進入研

究場域時面臨的問題。 

猶記第一次到種籽時，小琪
74
是我在校車上第一個交到的朋友，空堂時她出

現在我身邊，拉著我的手希望我能跟她一起進教室，她要和我這個新朋友，分享

媽媽早上為她準備的水果。看著她可愛的模樣，熱情的邀約，我實在很想接受她

的邀請，展現我的誠意，藉以維持這初來乍到的友誼。但心裡傳來一個聲音，使

我躊躇不前，我開始在進與不進之間擺盪。 

 

心裡傳來一個聲音心裡傳來一個聲音心裡傳來一個聲音心裡傳來一個聲音，，，，不停的向我吶喊不停的向我吶喊不停的向我吶喊不停的向我吶喊：「：「：「：「我我我我，，，，可以恣意進出她的教室可以恣意進出她的教室可以恣意進出她的教室可以恣意進出她的教室

嗎嗎嗎嗎？」「？」「？」「？」「雖然現在這間教室沒有課程在進行雖然現在這間教室沒有課程在進行雖然現在這間教室沒有課程在進行雖然現在這間教室沒有課程在進行，，，，教室內只有幾個孩子在聊天教室內只有幾個孩子在聊天教室內只有幾個孩子在聊天教室內只有幾個孩子在聊天、、、、

寫作業寫作業寫作業寫作業，，，，但我沒有經過他們班老師的許可耶但我沒有經過他們班老師的許可耶但我沒有經過他們班老師的許可耶但我沒有經過他們班老師的許可耶！！！！應該不能進去吧應該不能進去吧應該不能進去吧應該不能進去吧？」？」？」？」在教室門在教室門在教室門在教室門

前前前前，，，，我停下腳步告訴小琪我停下腳步告訴小琪我停下腳步告訴小琪我停下腳步告訴小琪，，，，沒有得到老師的允許沒有得到老師的允許沒有得到老師的允許沒有得到老師的允許，，，，我不能進去我不能進去我不能進去我不能進去，，，，不然就是不不然就是不不然就是不不然就是不

尊重老師尊重老師尊重老師尊重老師。。。。    

小琪歪著頭小琪歪著頭小琪歪著頭小琪歪著頭，，，，無法理解我的堅持無法理解我的堅持無法理解我的堅持無法理解我的堅持。。。。她說她說她說她說：「：「：「：「這是我們班教室這是我們班教室這是我們班教室這是我們班教室，，，，我是主人我是主人我是主人我是主人

之一之一之一之一，，，，我要邀請妳進來我要邀請妳進來我要邀請妳進來我要邀請妳進來當然可以呀當然可以呀當然可以呀當然可以呀！！！！妳進來沒關係妳進來沒關係妳進來沒關係妳進來沒關係，，，，我有時也會邀請其他班我有時也會邀請其他班我有時也會邀請其他班我有時也會邀請其他班

級的好朋友進來呀級的好朋友進來呀級的好朋友進來呀級的好朋友進來呀！！！！而且我也去過別人教室而且我也去過別人教室而且我也去過別人教室而且我也去過別人教室。。。。妳進來好嗎妳進來好嗎妳進來好嗎妳進來好嗎？」？」？」？」她的表情顯得她的表情顯得她的表情顯得她的表情顯得

苦惱苦惱苦惱苦惱，，，，但我的處境更是兩難但我的處境更是兩難但我的處境更是兩難但我的處境更是兩難，，，，我無法判斷初入現場我無法判斷初入現場我無法判斷初入現場我無法判斷初入現場，，，，我要用什麼樣的我要用什麼樣的我要用什麼樣的我要用什麼樣的「「「「姿態姿態姿態姿態」」」」

存在存在存在存在，，，，才不會讓人感覺不舒服才不會讓人感覺不舒服才不會讓人感覺不舒服才不會讓人感覺不舒服————尤其這時現場沒有其他老師可以詢問尤其這時現場沒有其他老師可以詢問尤其這時現場沒有其他老師可以詢問尤其這時現場沒有其他老師可以詢問，，，，只有只有只有只有

尷尬的我尷尬的我尷尬的我尷尬的我，，，，和我剛認識的朋友小琪和我剛認識的朋友小琪和我剛認識的朋友小琪和我剛認識的朋友小琪，，，，我們開始在進與不進之間展開拉扯我們開始在進與不進之間展開拉扯我們開始在進與不進之間展開拉扯我們開始在進與不進之間展開拉扯
75757575。。。。    

 

因此，在參與觀察時，研究者身在研究場域裡，「身歷其境」即是最直接的

參與。Gold 提到，研究者在此情境下應該扮演的可能角色為何。一個極端的情

形是「完全的觀察者」，研究者就像隱形人般，完全不參與實地裡的任何活動，

                                                 
74 化名，種籽學苑二年級的學生，可愛、活潑、聰明、熱心的小女孩，非常討人喜歡。 
75 20041106田野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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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只是透過單面鏡觀看眼前的研究景象。另一個極端是研究者完全涉入研究

實地，他的參與程度幾乎無法分辨觀察者與被研究者的行為有何差異（Gold，

1958：217-223）。而 Adler 與 Adler 表示，多數的研究者都在這兩種極端的情形

間進行參與觀察（Adler & Adler，1994：379）。同樣的，我也選擇遊走於這兩

個極端之間，希望自己的參與不會對實地場域帶來負面的擾動及干預。同時我也

會依照實地場域的反應、資料蒐集的情況，與研究夥伴溝通，適度地調整自己參

與的程度
76
。 

更重要的是，Bogdewic（1992）提到，參與觀察的研究者必須能夠看到在他

眼前的事物，而不是看到他平常所熟悉的事物(轉引自嚴祥鸞，1996：220)。因

此如何培養自己觀察的敏感，便要藉助一些觀察策略。 

在觀察策略方面，甄曉蘭提出觀察的策略有兩種
77
： 

1、敘事策略：包括軼事觀察與流程觀察，具有情節性、故事性與完整性的特色。

2、頻率計算：包括時間取樣與事件取樣。 

由於本研究主要在藉由一位另類學校教師，瞭解另類學校教師的人權觀念、

實踐人權教育的過程，並嘗試發現另類學校實踐人權教育的有利條件，因而研究

者希望將觀察的重心聚焦在以「人」為主的故事性描述上，因此觀察時，在正式

課程方面，會將重點放在教師在課堂上的實際上課情形，諸如：如何將人權教育

融入課程中實踐、與學生的互動對話、教材選取等；在潛在課程方面，會較偏重

於生活上的對話與互動等現象上的觀察。故整體而言，本研究將主要採取敘事策

略作為觀察策略的軸心。 

此外，在觀察記錄方面，研究者將採取 Carspecken 的作法，用厚記錄（thick 

                                                 
76 在研究的過程中，研究者參與的程度，會因研究的進行情形而有所改變。在參與觀察研究開

始後的最初幾天，研究者常會保持距離，等待被打量、期待與接納。當人際關係開始發展後，

他會參與多一點。在研究的後期快結束時，研究者必須要從參與較多的情況稍微往後撤退，這

是非常重要的。過多的參與可能會使研究者涉入研究對象的生活或周遭事務太深，而喪失了其

原先的研究企圖。詳參 Levine, M.(1980).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as a research method: An analysis 
of Bernstein and Woodward’s All the President’s Men. American Psychologist ,35, 626-638.  

77 整理自甄曉蘭於 2001年 12 月 1 日於台灣師範大學之演講內容，講題為：觀察資料的紀錄與

分析。載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中心（2003）。質性資料分析、詮釋與撰寫：國立台灣

師範大學教育研究中心質性研究工作坊成果摘要。教育研究資訊教育研究資訊教育研究資訊教育研究資訊，，，，11(4)，159-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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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rd）及田野札記（field journal）的方式進行觀察記錄。厚記錄是將課堂

中所發生的事，鉅細靡遺的記錄下來（參見附件二）；而田野札記主要用來記錄

教室外，發生於走廊、教師休息室、球場上等其他相關地點的事件（參見附件三）

(Carspecken，2003：66)。厚記錄或田野札記的內容包括現場實況、人物、對話

內容、人物表情、互動情形、特別事件、活動事件，以及觀察者的假設等。由於

厚記錄或田野札記的描述必須詳盡、完整，因此在作觀察紀錄的同時，研究者會

同時以錄音機紀錄現場的聲音，並以照相機拍下值得紀錄的畫面，藉此希望能盡

量捕捉現場的真貌。此外，反思札記（參見附件四）的撰寫，一般都是在離開觀

察場域後才書寫的札記，內容包括：觀察紀錄的資料分析、牽涉到觀察者與被觀

察者角色關係的倫理議題、觀察者的心境與待澄清的問題……等。這些林林總總

的札記內容，將會是本研究在資料分析過程中的重要文本。 

 

三、訪談法 

   Mishler(1986)認為，訪談是一種交談行動，是研究者與被研究者共同建構

意義的過程(轉引自畢恆達，1996：39)。在訪談的過程中，被研究者希望能用一

種研究者可以理解的方式，去重構他的經驗和歷史，因此在訪談過程中，雙方的

先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
78
會在敘說與問答的過程中得到溝通與反省，以

利研究者與被研究者，能夠共同創建一個彼此都能理解的資料。所以訪談是一個

互動的過程，在互動的過程中，雙方能創造出新的意義。此外訪談可以用來探知

觀察不到的事實與現象，也可以用來檢核已觀察到的資料之真假、虛實 (林生

傳，2003：427-428)，因此訪談的主要目的即是要探求被研究者「心裡的話」，

希望藉由訪談的方式，還原被研究者的經驗原貌。 

   本研究中我的訪談方式主要採取兩種模式：正式訪談及非正式訪談。正式訪

                                                 
78 畢恆達將之譯為先前理解，余德慧將之譯為前理解狀態。前理解狀態指的是我們置身於世界，

並理解世界，但這樣的理解不是人可以清楚意識到的，因為它早就在文化裡頭。詳參余德慧

（2001）。現象詮釋心理學現象詮釋心理學現象詮釋心理學現象詮釋心理學。台北：心靈工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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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將會以半結構式問卷進行，每次訪談約一個到一個半小時不等。每次

訪談會針對場域的觀察結果或研究者的研究目的擬定不同主題，研究者

事先提供訪談大綱予研究夥伴，希望能讓對方瞭解每次訪談的內容、重

點為何，在訪談前先行溝通，並給予研究夥伴事先準備的機會，以利訪

談的聚焦，並於訪談後做逐字稿的整理（參見附件五）。 

訪談的過程中，研究的企圖必然是明顯存在的，但更深刻的意義，應該是幫

助研究者與研究夥伴澄清現象、瞭解自己，因此這是一個追尋的過程，研究者與

研究夥伴間，彼此在找尋問題的答案，同時也藉由與對方的討論及對話，更加瞭

解自己。所以上述的訪談面向，僅是幫助問題的聚焦，對整個研究而言，訪談的

問題是彈性的、發展的、人性化的、省思性的，研究者希望訪談過程中，研究者

與研究夥伴，能在一個「自在」的狀態下進行對話。 

   此外，非正式訪談的部分散布在整個研究歷程裡。我想與其說是非正式訪

談，不如說是一種「對話」。這包括人和人溝通的各種方式，諸如眼神、表情、

動作、語言等，都是讓對方可以更加貼近自己的途徑。有時一句話、一個動作，

就能引發深入的思考及無限的想像。因此這部分的進行是偶然的、辯證的、反思

的、連續性的，它飄浮在研究的流裡，偶而遇到河流中的湍石，便會激起美麗的

浪花。因此這部分的問題形式，會根據觀察到的現場現象或蒐集到的各種資料，

以一種非結構性的型態出現（參見附件六）。 

   整體而言，訪談與觀察將會形成一個相互對話、澄清、辯證的模式，研究者

會將觀察中的發現，於訪談過程中與研究夥伴進行對話，這樣的過程為的是讓研

究者對觀察的詮釋，更加逼近於真實。 

 

四、文件分析 

文件（document）通常指的是以下素材，如照片、錄影帶、影片、札記、信

件、日記、和各式各樣可用來補充個案訊息的隨手筆記，這些文件常被用來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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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的資料來源。Bogdan 與 Biklen 將文件分成以下三種類型(Bogdan & Biklen，

2001：192-202)： 

1、私人文件（personal documents） 

即個人為了私下目的而產生的資料，如信件、日記、自傳、家族相簿、和其

他視聽記錄等，這類資料有助於瞭解被研究者的「生活經驗」(lived 

experience)。 

2、官方文件（official documents） 

組織中的僱用人員為了紀錄保存和傳播目的所產生的資料，如札記、檔案、

年鑑等。 

3、流行文化文件(Popular culture documents) 

為了商業廣告目的而產生的資料，用來娛樂、說服或啟發大眾，如廣告、電

視節目、新聞報導、視聽錄音、錄影記錄等。 

這些文件若要全部蒐集將極為龐雜，因此如何從這些豐富的文件訊息中，擇

取符合研究目的的文件、幫助研究問題的釐清，取與不取間的抉擇，將是文件分

析工作中的首要挑戰。基於此，我將文件資料蒐集的範圍，鎖定在研究夥伴的：

生活札記、曾經發表的文章、回饋給學生的聯絡本或作業、與家長的溝通留言、

設計的學習單、學習手冊、學校的出版品、教學檔案夾……等，這些文件都將被

列入文件分析的範疇。 

而分析這些文件時，我會將該文件產生的背景脈絡、作者（研究夥伴）產生

這些文件時的真正意義、與該文件被使用的情境等，一併納入分析。希望從作者

（研究夥伴）的觀點出發，找出這些意義是如何被形成的。 

    

貳貳貳貳、、、、    資料的資料的資料的資料的分析與處理分析與處理分析與處理分析與處理    

一、主觀性的處理 

在質性研究的過程中，研究者身為一個價值負載（value-laden）者，帶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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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的特性與價值觀進入研究場域裡，勢必不可能將自己完全抽離於場域之外，

純然的以價值中立(value-free)的態度進行觀察與描述
79
，因此研究者的研究行

為乃至於研究報告的撰寫，皆無可避免的會融入自己的一些主觀參照因素，例

如：研究者本身的意圖、價值、能力及身份認同等（Carspecken，2003：167）。 

「主觀」（subjectivity)一直是質性研究方法中，備受討論及質疑的部分，

但身為一個研究者，對於自己所關切的研究議題，我必須誠實的說，它原先與我

的生命經驗，就已經有了微妙的連結，因此，問題的種籽早已深深埋在我的心中

許久，如今只是透過具體的研究歷程，幫助我追尋問題的答案。 

所以我是先帶著一些立場、預設、價值觀，進入這個場域裡找尋一個答案的。

因此對於自己的主觀性，我並不打算採取逃避的策略；反之，我採取一種積極的

態度面對它的存在。雖然有時把自己的價值觀、信念、背景、自我反思等，赤裸

裸的呈現、分析，對我而言是種挑戰，在過程中我可能得不斷面對自我嚴厲的質

疑與檢視，但這也正好提供我自我沈澱的機會。我想作為一個研究工具，質性研

究的過程可以幫助我不斷的自我省思，也許過程中必須面臨一段陣痛期，但這是

每個質性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的必經之路。 

此外，有部分學者亦指出主觀性的正面優點，若能適度轉化，將是研究過程

中的一項助力。根據 Perhkin（1985）的說法，「主觀性」的正面價值是，它能

集中研究者的注意力和焦點，製造某種觀點(轉引自蕭昭君，1996：17)；而 Reason

也認為，主觀是一種觀察的品質，我們既不去壓抑我們的原始經驗，但也不允許

被它顛覆壓倒；相反的，我們要意識到它，並且將他運用為探究過程的一部分

(Maxwell，2001：112)。基於此，在研究的過程中，我會不斷重複審視自己的主

觀想法，避免主觀窄化了我對研究場域的知覺與警覺；在書寫田野札記時，我也

會針對主觀性的部分與自己做深入的對話，並且將這些想法與指導教授及研究夥

伴仔細的討論，希望藉此具體檢視資料是在何種框架下被看見。 

                                                 
79 整理自黃囇莉於 2001年 12 月 22 日於台灣師範大學之演講內容，講題為：紮根理論的資料分

析與再詮釋。載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中心（2003）。質性資料分析、詮釋與撰寫：國立

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中心質性研究工作坊成果摘要。教育研究資訊教育研究資訊教育研究資訊教育研究資訊，，，，11（4），159-172。  



 70

    當然，在研究過程中，我真實的投入現場，我的存在勢必會影響到我在田野

所蒐集到的資料。這個研究的田野札記、資料分析、以至於研究報告，都必須透

過被我寫成的文本來呈現，而「我」，這個帶著靈魂且具主觀意識的個體，便自

然的在各類被我書寫而成的文本中流竄。我想，如同 Peshkin（1985；1988）所

說：「藉著主觀性，我說著我感動的故事；祛除主觀性，我並不是一個價值中立

的主觀者，而是一個腦袋空空的人 (轉引自蕭昭君，1996：19)。」因此，在一

個質性研究裡，研究者本身就是一個研究工具，作為一個研究工具，我帶著我的

腦袋，說著我看到的故事，希望能夠帶著閱讀的你，隨著我的筆調，在我看到的

世界裡流轉。 

 

二、資料的分析方法：採情境式策略 

針對龐雜的資料，應該如何將其系統化，分析其關連性，並抽離出資料中的

意義，相信是每個質性研究者必須面對的棘手問題。在研究方法中，關於此研究

由觀察、訪談、文件分析等蒐集而來的資料要如何分析與處理，在研究方法的部

分已大致交代過，因此在此僅就整個資料分析與處理的「策略」作一說明。 

學者 Maxwell 將質性研究的分析方式分為「分類策略」和「情境式策略」兩

種(Maxwell，2001：143)。「分類策略」是將原始資料「打破」後編碼，重新分

類，以便在不同類別或不同資料間進行比較，從而發展理論的概念，或是依照概

括式主題進行分類。而「情境式策略」則是根據情境來瞭解資料，將各種與情境

相關的敘述與事件視為一體，觀看其間的關係。 

面對龐雜、繁瑣的資料，我不打算將其打破後編碼，這對我而言是件痛苦的

過程，而且，我相信我會把資料弄得更零碎，更難處理；因此，本研究將採取「情

境式策略」，將現象的分析回歸到情境脈絡的探索。在本研究中，我將會用相當

大的篇幅，描述事件發生的情境脈絡，希望藉由豐富的脈絡關係描寫，幫助你我

更深入的認識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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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對於訪談資料的詮釋與分析，趙彥寧認為，應該注意三個
80
與「訪談

的情境脈絡」有關的問題。也就是說，研究者在分析被研究者所說的話時，必須

同時思考「這些話被說出來的情境脈絡」，因為這部分有可能就是無法透過語言

再現或分類的經驗。而這三個必須被考量的問題，第一個是「時間性與空間性」

的問題。包括訪談進行的時間、地點、時間片段、在何種情況下接觸到受訪者、

搭配的訪談方法等。而所謂的「時間性」指的不單只是訪談時間而已，還包括被

研究者本身及所欲瞭解問題背後的社會、歷史面向。
81
第二個應就「受訪者的語

言使用」來看，這不僅包括受訪者已經說出的，還包括那些說不出口、迴避的、

說謊的部分。第三個必須考慮的是「研究者與受訪者的權力關係」。 

   基於此，於分析訪談資料時，我會將整個訪談的過程與情境納入分析的考

量，因此對於訪談記錄中呈現的外在環境與研究夥伴的動作表情等，均會融入分

析歷程中，作為詮釋、解讀的參考依據。另外，對於訪談內容的真實性，是否與

研究夥伴與研究者間的權力關係有所拉扯，或與訪談事件背後的脈絡因素有關，

這些問題皆是我分析訪談資料時必須仔細探討的部分。 

綜合上述所言，我會將蒐集到的「生活故事和對話」，看做是研究問題而加

以剖析。換言之，不僅是將所聽到的故事、說辭、對話視作「社會真相」（social 

reality），而且要將其當作經驗的再次呈現（representation）(胡幼慧，1996b：

160)。所以，對於研究夥伴所說的，皆是其經驗世界的再次呈現，如何解讀、理

解、繼而將其轉化成具意義性的文字，讓別人看到說故事者的經驗世界，則是分

                                                 
80 整理自趙彥寧於 2001年 12 月 8 日於台灣師範大學之演講內容，講題為：訪談資料分析與詮

釋。載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中心（2003）。質性資料分析、詮釋與撰寫：國立台灣師

範大學教育研究中心質性研究工作坊成果摘要。教育研究資訊教育研究資訊教育研究資訊教育研究資訊，，，，11（4），159-172。  
81 趙彥寧舉例說明這樣的情形。例如在進行同志研究時，有些同志在不同的時空脈絡中會表現

出不同的行為，這分別確立了其在不同角色地位上的認同。而另一個具體的經驗，則是趙彥寧

在進行一個關於流亡經驗的研究時，受訪的老伯伯，誤以為趙彥寧（研究者）是特種行業的人，

以致於後來的訪談受訪者語多保留。這讓研究者審慎的思考「為什麼自己會被誤認」，難道是

出現的時間、空間容易被聯想，抑或是受訪者對從事特種行業的女子抱持的幻想……等態度，

影響了研究者與受訪者間的信任關係。這些在分析過程中都是必須被考量進去的。詳參趙彥寧

於 2001年 12 月 8 日於台灣師範大學之演講內容，講題為：訪談資料分析與詮釋。載於國立台

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中心（2003）。質性資料分析、詮釋與撰寫：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

中心質性研究工作坊成果摘要。教育研究資訊教育研究資訊教育研究資訊教育研究資訊，，，，11（4），頁 159-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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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過程中的重點所在。因此，分析的目的除了是清楚呈現現象的脈絡外，還要能

更深入的發現、澄清和洞察敘說者「究竟在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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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第四第四第四節節節節    研究倫理的考量研究倫理的考量研究倫理的考量研究倫理的考量    

Bogdan 與 Biklen 提出，關於以人類為對象的研究倫理，傳統上有兩個議題

主導官方的規範，即「知情的同意」和「保護研究對象免於遭受傷害」。這些規

範的目的在確保(Bogdan & Biklen，1989:61-67)： 

1、研究對象是自願的接受研究，並且理解這項研究的性質，以及其所包含的

危險和義務。 

2、研究對象不能暴露於那些比研究收穫更大的風險當中。 

基於研究倫理的考量，在研究夥伴果國決定接受參與本研究前，研究者將清

楚解釋：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及進行過程，對於研究發現將如何處理、應用，對研

究對象將以何種方式保護，研究對象可能面臨何種風險等。此外，對於果國所提

出任何關於研究的問題，研究者在義務範圍內均將詳實告知。 

為了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與研究夥伴能保持信任、合作的夥伴關係，並能

營造一個讓雙方都「舒服」的研究氣氛，研究者在具體作法上，將作以下研究倫

理上的處理： 

1、站在保護被研究者的立場，所有涉入此研究的人物
82
，皆將以匿名的方式

處理。 

2、研究過程中，不欺騙研究夥伴，亦不會用隱藏性的工具記錄談話。 

3、若欲以任何工具記錄現象或談話，皆將先徵得研究夥伴果國或涉入此研究

的人物之同意。 

在研究越接近尾聲前，每個被研究者最擔心的，就是「別人會怎麼寫我」。

的確，對於研究結果要如何被「詮釋」、如何被「呈現」，握筆的我掌握了最後的

「報導權」。每個研究場域裡皆存在著複雜的權利關係，對我而言，隨著研究的

結束，即可從研究場域抽身，但對我的研究夥伴果國而言，研究場域仍是他的生

活世界，所有的一切隨著研究的結束，還是得回歸到沒有我的世界裡。因此如何

                                                 
82 當然，在此「人物」僅指被研究者及研究場域內的家長或學生等。不包括研究者本身及指導

教授等場域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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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呈現真實，又不傷害被研究者間準確的拿捏，「分寸之間」是我撰寫時必須審

慎考量的重點。 

作為一個質性研究，即是研究者與研究夥伴共同說著一個故事，因此對於研

究內容的撰寫，我將與果國不斷的討論，並協調出一個報導的平衡點，最後共同

譜出一個「我們想要呈現給人看見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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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第五第五第五節節節節        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    

作為一個初探性的研究，研究者即是在從事一種嘗試性的探索。礙於研究者

乃研究生手，能力上有所限制；且關於此研究主題的既有相關研究、文獻所見不

多，是故難以突破的困難及無法跨越的限制，必定是存在的。因此，茲將本研究

的研究限制具體羅列如下： 

一、本研究乃由研究者自身的生命經驗出發，雖極力避免落入主觀的侷限性，但

在企圖填補研究者自身生命坑洞的同時，筆觸有時陷入自身經驗過深，此為

本研究之研究限制一。 

二、本研究進入田野研究的時間有限，因此分析資料時，部分訪談及文本資料無

法逐一進行三角交叉檢證法加以驗證，此為本研究之研究限制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