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為新竹市小熊國中學校轉型之個案研究，研究方法採用質性分

析，輔以量化分析佐證，以下就研究架構與方法、研究對象、研究工具、

實施程序、資料處理及研究倫理說明之。

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方法

根據研究問題，主要應用質性研究方法以解決並進一步論述，茲將研

究架構分述與方法如下。

壹、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目的除為小熊國中學校轉型客觀紀實，分析探討其內外在

因素所造成的影響，進一步地分析學校轉型的策略及；因此，研究者依根

據研究目的與相關文獻探討，將學校轉型歷程區分轉型前、轉型中、轉型

後三階段，並以校長為學校轉型核心向外擴張，探討在教改環境下，學校

轉型的因素，質性研究架構如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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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本研究架構圖

貳、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主要採個案研究法，透過質性分析訪談內容輔以現場筆記，

及學校文件資料，希冀探得的不是轉型表徵上的改變，而是學校為何要轉

型？學校如何轉型？哪些人、事、物會是轉型的關鍵？

校長遴選、師資多元化、發展學校特色（學校本位）

九年一貫統整課程、創造力教育、學習型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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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訪談部分

訪談區分兩個部分，第一部份訪談對象以經歷學校轉型前後過程為

主，即在校服務十五年以上教師，另一方面，考量對學校轉型的認知、視

野角度的差異，區分三個層級：領導者、行政人員、專任教師，即校長、

乙位主任及在校服務十八年屆退教師等三人，訪談地點在小熊國中輔導處

的諮商室，訪談次數約一至三次，訪談時間為 2007 年 8月下旬至 9月上旬

其間，每次一至二個小時，訪談內容包含「受訪者教職的歷練」、「受訪者

與小熊國中的淵源」、「受訪者所感受小熊國中的轉變」、「小熊國中轉變的

原因」、「校長領導對小熊國中轉型的影響」、「受訪者對小熊國中未來的期

許」等，由受訪者詳細的陳述，分析其談話內容與學校轉型的意義，再透

過訪談逐字稿、編碼、分析等過程，找出影響小熊國中轉型的關鍵因素。

第二部份的訪談，其訪談對象為在校服務十五年以上所有教師，訪談

地點在小熊國中輔導處的諮商室，訪談次數均一至二次，訪談時間為 2008

年 2 月下旬至 4 月上旬期間，每次約兩個小時，針對初步訪談內容，區分

「學校行政」、「學校教學」、「學校氣氛」、「學校環境」四個層面，探討「學

校轉型前後的差異」、「受訪者與小熊國中的淵源」、「小熊國中學校轉型的

原因」、「受訪者對小熊國中未來的期許」等，透過受訪者的經驗，驗證初

步訪談的結果，再透過訪談逐字稿、編碼分析等過程，分析學校轉型前後

的差異，找出影響小熊國中轉型的關鍵因素。

受訪者基本資料如附錄一。

二、文件分析部分

在文件分析方面，透過學籍統計資料，瞭解學生越區就讀情況在轉型

前後的消長、瞭解健康高中與新興國中新設校對小熊國中的影響，及透過

剪報資料、得獎記錄，瞭解小熊國中轉型期間師生共同努力的成果，最後

透過升學資料，瞭解學生入學三年後的升學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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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將以新竹市小熊國中為研究學校的代稱進行研究，探析究竟是

一股什麼樣的力量，促使著這所學校有這般的轉變。

壹、小熊國中基本資料

小熊國中校地 2.7 公頃，現有普通班三十三班、科學資優班三班、資源

班一班和啟智班二班，共三十八班，加上夜補校一、二年級合為一班，學

生約一千一百人，教職員工一百人，歷年畢業生達一萬七千餘人。普通教

室卅間，辦公室八間，專科教室十五間。戶外網球場一座、籃球場四座，

尚有排球場、足球場、大操場、田徑場等，合計達八千餘坪。尤以綜合大

樓於 1997 年竣工後，擁有設備完善的活動中心、室內羽球場與視聽、電腦、

音樂教室、童軍團部和會議室、圖書室，對各項教學活動之推展大有助益。

全校教職員生近況如表 3-1。

表 3-1 小熊國中教職員生人數統計表

資料來源：研究者自行整理

貳、小熊國中轉型前的樣貌

一、地理位置與週邊環境文化

小熊國中位於新竹市行政轄區最東邊的學校，在地理的相對位置上，

屬新竹市邊緣接近市郊，雖鄰近中山高速公路交流道，卻仍不比市中心的

幾所學校，機能方便；學區內重疊著許多眷村，也伴隨許多不利的因素，

例如：隔代教養、單親、……等，影響著學區內的孩童；民國七０年代，

教職員工 學 生

教師 72 人 一年級 12 班 408 人

行政 20 人 二年級 11 班 354 人

工友 3 人 三年級 10 班 283 人

合計 95 人 合計 33 班 104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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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開始發展，土地開發，八０年人口逐漸增加，園區科技新貴進駐，為

學區內注入新文化、提供新資源。

二、明星學校的威脅

隨著科學園區發展，人口增加，加以非台灣籍的園區工作者的需求，

在園區內成立實驗中學，包含幼稚園、小學、國中、高中甚至雙語部，園

區工作者都把孩子送往就讀，因名額有限，中小學以抽籤方式排序入學，

高中開放申請入學，招收四班，最低錄取成績高達 PR 值 97，多數家長都願

意參加抽籤，嘗試進入實驗中學，甚至領取備取序號，有人轉出，依備取

順序轉入。

三、兩次學區內新設校的衝擊

園區工作者增加，因應新竹市政計畫，擬在小熊國中學區內分別成立

康康高中（完全中學，1998 年成立）及新新國中（2004 年成立），學區三

所小學每屆畢業學生僅約十五班，劃分學區，造成小熊國中減班壓力、教

師超額壓力，其中康康高中主張開放教育，尊重學生自主學習，不體罰學

生，更在家長教育選擇上給了小熊國中一大衝擊。

四、學生升學率不高、學生氣質風評不佳

七０年代以來，學生升學率不高，學生抽煙、打架、騎乘摩托車、加

入幫派等負面行為不少，社區評價不高，學區內有能力的家長擔心孩子有

負面的行為學習及顧慮低升學率，紛紛牽戶籍越區到市中心學校就讀，或

者參加實驗中學以及康康高中抽籤，進入小熊國中就讀成為的最後選擇，

如此陷入惡性循環。

參、小熊國中轉型後的樣貌

一、加強品德教育，建立友善校園

配合教育部友善校園總體營造計畫，養成守法、守時、守紀、負責的

生活習慣，教導學生愛惜自己、尊重他人，陶冶健全品格。92、94 學年度

皆榮獲教育部「春暉專案」評鑑績優學校，95 學年度同時由新竹市推薦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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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教育部學務工作人員績優、輔導工作人員績優並獲選成為教育部友善校

園人權教育示範學校，96 學年度除持續獲推薦教育部學務工作人員績優

外，更有學生獲選總統教育獎及教育部大孝獎。

二、改善教學環境，提升教學品質

發展創意活潑教學，提昇教學品質，加強學習輔導，提高學習興趣，

加強學校本位課程。2004 年榮獲教育部九年一貫課程「標竿一百」績優學

校團隊獎的殊榮；2005 年再獲「標竿一百」自然領域教師團隊獎；民國九

十五年本校「風城達文西」教學團隊以「解開自然科學的學習密碼」課程，

更獲推薦代表新竹市參加教育部「教學卓越獎」選拔，獲得金質獎之最高

榮譽；跟隨自然領域團隊的啟動，其他各領域也互動合作，參加 2006、2007

年創新教案設計比賽，各領域均獲佳績，學校坐擁總成績第一名。

三、發展學生社團，提供舞台揮灑

每學年開設二十多個多采多姿的社團，並透過年度社團發表會，讓學

生將所學在舞台上呈現。

藝文方面，推展音樂教育，成立國樂團與管樂團，歲末舉辦學區聯合

音樂發表會，讓美的樂音時時縈繞於校園，淨化學子心靈，並藉由演出及

年度音樂比賽，凝聚團員的感情與默契，成立第六年的兩個樂團均獲得市

賽優等佳績。

體育方面，定期舉辦大隊接力、籃球賽、拔河賽、健康操比賽等，鍛

鍊強健體魄，增進身體健康，並培養團隊合作的榮譽精神，男女拔河隊皆

獲多年市賽冠軍，而田徑隊參加 2006 年市運會，更勇奪六面金牌，獲國中

男生組徑賽總冠軍。

四、深耕科學教育，發展學校特色

小熊國中為新竹市自然領域中心學校，從科學研究社與創意科學社等

社團紮實根基，表現傑出。近年，學生參加夢幻市奧林匹亞創意科學遊戲

競賽，屢獲團體總冠軍。2005 年代表新竹市參加第四十四屆全國科展獲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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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組第一名，代表台灣參加吉隆坡舉辦的世界青少年發明展，載譽歸國。

2006、2007 年市科展，皆獲得國中團體總成績第一名，作品在全國科展亦

均有亮眼成績。

幾年來，學校深耕科學教育有成，並結合清華大學、交通大學豐富優

異的教學資源，進一步為科學教育，打造深厚的基礎。2005 年八月一日正

式成立科學資優班，培育科學人才向下扎根，期學生成樹成林，將來成為

台灣科技發展的棟樑。

五、落實環境教育，校園綠化美化

廣植花樹，營造四季花海、鳥語花香、整潔美麗的校園環境，以言教、

身教育化，並發揮境教的潛化功能。2004 年 2 月小熊國中獲教育部掛牌為

台灣綠色夥伴學校；93、94 學年度擔任新竹市環境教育中心學校，承辦系

列環境教育研習與活動；95 學年度獲新竹市推薦選為環保署推動環境保護

有功學校；96 學年度獲環保署頒佈推動環境保護有功學校特優第一名殊榮。

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研究工具，主要有三，一為研究者的參與，二為深度訪談大

綱，三為學校文件及剪報資料，分述如下。

壹、研究者的背景

研究者畢業於國立台灣師範大學數學系，先後於台北縣福和國民中

學、彰化縣正德高級中學及新竹市小熊國中服務，曾經擔任過導師、生活

教育（輔導）組長、夜補校教務組長、夜補校訓導組長、數學領域主席、

員生消費合作社理事長、學務（訓導）主任等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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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竹市小熊國中服務六年，擔任導師職務，第一線面對孩子的學習，

多次與家長溝通孩子的身心發展，孩子的週記裡，訴說著爸媽原本不讓他

念小熊國中的，親師座談會上，家長談著小熊國中過往的不堪，明顯地感

受到家長對學校的不信任，校園內不乏刺青、抽煙、放棄學習、暴力相向

的學生，校園外，放學時刻，學生三五成群，圍坐在機車上，有準備去打

工的，有準備廝混一晚的，嚼著檳榔叼根煙，當時初為人師的我，經驗尚

淺，尚未明瞭國中孩子身心發展，看在眼裡，頗有幾分膽怯；接任行政職

務，參加學校大小會議，也參與學校行政決策，看到了校長及行政同仁的

投入和努力：教務方面，因鄰近科學園區、交大、清大等，社會資源豐富，

發展學校科學教育特色；學務方面，成立學生社團，落實社團活動，提供

學生多元學習，甚至成立國、管樂團，讓有音樂性向的孩子，有揮灑的舞

台，進而陶冶學生心性；輔導方面，聘任專任輔導老師，輔導志工進入校

園，落實學生輔導工作，成立多元班，照顧邊緣孩子。六年來，學生一屆

一屆的畢業，一屆一屆從國一新生捏塑，鼓勵學生多元學習與發展，學生

回流、升學率創新高、屢獲教育部大獎，甚至社區民眾的認同，一步一腳

印，研究者親身經歷，親眼見證，身在當下，有股為此紀實的使命感。

本研究採質性分析探討，研究者深感質性研究能力不足，於是在研究期

間於政治大學學校行政碩士專班修習「質性研究」課程，學習質性分析方

法，除進行質性研究理論探討外，同時接受教授指導實作觀察與訪談紀錄、

資料分析，提升研究者質性研究的能力；同時，進行本研究期間，將所遭遇

之難題與指導教授、同學討論修正，研究的路上，不斷地遇到瓶頸，在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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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克服解決後，更增加了研究者的信心與毅力，個人相信對研究資料的掌

握與蒐集及進一步的分析與討論有莫大的助益。

研究者以教育為職志，期許自己不斷充實，將所學所思應用於教育現

場，造福青青學子，而漫長的研究光景及「學校轉型」議題，讓研究者對學

校組織運作與學校效能之間不斷反思，相信對未來繼續投入教育工作，會帶

給在研究者更大的能量。

貳、訪談大綱

本研究的訪談區分為初步訪談、深度訪談兩部分：初步訪談，旨在透過

校長、學校資深主任、資深教師對於研究問題的分享，供研究者蒐集文獻

之參考面向、後續研究之進行方向及學校轉型原因的參考；深度訪談旨在

探討學校轉型前後的改變，及其學校轉型原因與教師個人期許，訪談分析

後，對於不明確或有疑義部分，再進行深入諮詢、探析。

一、第一次訪談大綱（初步訪談）

依據研究者在校觀察及所蒐集的資料，擬定訪談大綱初稿，請指導教授

指導、討論、修正後確定初步訪談大綱，作為第一次深度訪談的工具，初

步訪談大綱如附錄二、附錄三。

二、第二次訪談大綱（深度訪談）

針對初步訪談，歸納學校轉型策略及原因，並區分學校行政、學校教

學、學校氣氛與學校環境四個層面探究學校轉型前後的差異，編擬第二次

訪談大綱初稿，再與指導教授討論、修正後，確定第二次訪談大綱，作為

第二次深度訪談的工具，深度訪談大綱如附錄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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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學校文件及剪報資料

研究者拜訪 P 校長陳述研究方向，在徵得同意後，向相關處室蒐集資

料，包括 87～96 學年度學籍統計資料、89～96 學年度升學資料、91～96

學年度的學生獲獎資料，以及 88～96 學年度的剪報資料，供作研究分析比

對之用。

第四節 實施程序

研究實施程序及研究流程（圖 3-2），敘述如下：

一、確定研究主題

蒐集有興趣研究之題目資料，訂立研究計畫之進度與程序。

二、收集文獻資料

廣泛收集相關之文獻，進行閱讀與探究，確定研究方向，建立本研究

之架構。

三、擬定訪談大綱，訪談小熊國中之校長、主任、教師：

訪談歷經學校轉型過程的校長、主任、教師，並從其認知與經驗，探

究分析小熊國中學校轉型原因。

四、論文計畫審查

完成論文前三章，進行第一次論文計畫口試。

五、擬定深度訪談大綱

依據初步訪談分析，歸納學校行政、學校教學、學校氣氛、學校環境

等四個面向，比較小熊國中學校轉型前後的差異，交叉檢驗初步訪談

結果。

六、實施深度訪談

連絡學校特定成員，排定時間進行深度訪談。

七、資料整理與分析：

所有訪談均經同意錄音，繕打逐字稿，編碼，進行訪談資料分析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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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撰寫論文

將文獻分析、訪談、文件資料歸納分析，分別論述於相關章節。

九、論文口試

完成論文初稿，進行第二次論文口試。

十、完成論文

根據口試委員之意見進行修正，完成論文。

圖 3-2 研究流程圖

初步訪談個案學校之校長、主任、教師收集文獻資料

依據文獻、初步訪談擬定深度訪談大綱

確定研究主題

撰寫研究計畫

論文計畫審查

蒐集有興趣研究題目資料

深度訪談

資料整理、分析

撰寫論文

論文口試

完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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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處理與分析

壹、質性研究方法

一、資料管理

將深度訪談的資料整理成逐字稿，並註明訪談基本資訊、觀察、文獻資

料、文件名稱及觀察重點。

二、閱讀與筆記

反覆仔細閱讀深度訪談的逐字稿，配合觀察及文獻資料，將呼應本研究

之每一主題、概念、解釋類型記錄，以形成初步編碼類型，在隨著資料蒐

集的增加，再加以歸納整併，將類別分別編號。

三、編碼分類

將訪談內容按「資料單位」加以分類，配合本研究之分析架構，將資

料加以編碼，與類別加以配合，直到編碼類別穩定為止，最後彙整相同類

別（編碼）資料進行分析歸納。編碼示例及符號代表意義如下：

1.訪P—2—20：

（1）訪P：代表受訪者為小熊國中校長。

（2）2：表示第二次訪談

（3）20：代表該次訪談的第20行對話。

2.訪M1-18：

（1）訪M1代表受訪者為小熊國中第一位受訪行政人員。

（2）18：代表該次訪談的第18行對話。

3.訪T2-19：

（1）訪T3：代表受訪者為小熊國中第三位受訪老師。

（2）19：代表該次訪談的第19行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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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特刊p.5—13：

（1）特刊p.5：代表學校特刊第5頁。

（2）13：代表該頁次的第19行。

四、分析

根據逐字稿及文件分析等，為小熊國中轉型紀實，並將其轉型歷程及運

用策略加以分析，探究轉型因素及遭遇過的障礙。

五、詮釋

根據以上步驟，歸納小熊國中轉型各項相關因素，解釋分析其轉型歷程、

運用策略，並歸納學校轉型前後的差異。

貳、提高研究信度

一、三角測定法（Triangulation）

研究相同問題現象或方案時，利用不同的資料來源，不同的被訪談者，

多種觀點的取向詮釋資料，並以多種研究方法交叉比對分析的研究態度，

以提昇研究信度。

二、研究日誌的撰寫

研究日誌記載研究者在研究中各個不同階段的省思，以及考量和感受，

忠實覺察研究者本身在研究中涉入情形，有助於研究後追溯自己的思考歷

程，對整個研究過程有清楚之說明，以檢驗研究可信度的基礎。

三、受訪者的回饋

在訪談中及訪談後，藉由研究者主動向受訪者再請教或進一步求證，或

受訪者主動的回饋，提高研究可信度。



第六節 研究倫理

質性研究相當重視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的互動，是以非常重視研究的

倫理問題，遵循研究倫理不僅可使研究者感到安心，同時也有助於研究質

量的提升，本研究遵循研究倫理分述如下：

一、本研究確實遵守「知情同意原則」，在訪談之初即將本研究之研究

目的充分告知被訪談者，並詳細說明受訪者權益之保障與尊重，在徵求同

意後才進行訪談，研究參與同意書如附錄七。

二、為顧及個人權益及隱私，論文中對學校、老師、學生及家長皆匿名

使用代稱，以避免相關與個人身份相關連的線索。

三、研究者基於支持、認同學校轉型，在研究結果的撰寫上也秉持中立

與客觀的立場，忠實呈現受訪者的意見與資料，以客觀、不偏頗的態度分

析、歸納建議並予以回饋，避免批判性的、個人主觀價值判斷的文字和言

論。

四、在完成訪談逐字稿記錄後，請受訪者檢視訪談記錄之內容與受訪者

所表達之意見是否相一致，以符合公正合理原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