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章 回顧與前瞻 

本章分為兩個部分，首先回顧自己親身走過的研究歷程，包括研究省思及

自我學習的回顧。繼之，則是前瞻未來，對欲從事相關研究之研究者提出一些思

考與建議。 

第一節 一條發現自我與峰迴路轉的探險之旅 

壹、研究歷程省思 

以生命史傳記研究取向進行幼教現象研究工作實不同於量化研究追求明確

實證的操作程序。口述史生命傳記雖然歸屬質性研究領域，但是在國內目前研究

文獻並不多見，特別是眾多資料採集法中，有別於過去問答式深度訪談形式，「敘

述訪談法」將「受訪者」角色於研究場域中的動態關係中凌駕於「訪談者」之上，

使報導人生命故事敘說在最少限制的情況下，不受訪談者問題線索或暗示而強加

某些刻意凸顯的內容，或是採取防衛性的閃避，換言之，它將受訪者延展自我生

命經歷的自由度提昇至最高，透過「時間流」與「脈絡化」的特性使更貼近於「理

解主體生命經驗世界」的研究精神。 

隨著質性研究派點的移轉，研究者的位置從傳統信守客觀原則下而置身研

究之外「他者」的立場，逐漸地轉移趨向意識到研究者本身在詮釋性文本中出席

的必要性（Denzin & Lincoln, 1994:11-17；蔡敏玲，1996：22-23）。「研究者的現

身」是我學習進入質性研究世界初遇的開門磚，過去直覺認為此命題是一種質性

取向的既定寫作格式，用以區別自然科學量化研究，研究者因循既定程序模式操

弄研究所強調歷程性客觀中立而「隱匿無罪」。隨後的學習中我逐漸理解到「經

驗」之於研究的關連性，從研究者何以選擇這個研究題目開始到研究取向的選

擇，乃至於最後對研究結果的解釋，均涉及研究者本身的生命經驗，因之不論進

行何種研究，研究者的現身均有助於閱讀者瞭解整個研究的立場與訴求。有了這



樣體認，我開始思索與著手進行如何讓研究者角色的我，於研究歷程中出現的想

法、遭遇的困難及解決方式等，儘可能透明化地出現在每章節研究論文的敘寫

中；然而，當整個論文即將完成，回顧這一段走過的研究之路，我更清楚地意識

到此研究取向關注除了提醒研究者主動反省、踐行「做為一個研究者的經驗」而

免於陷入去脈絡化的險境之外，其同時也在幫助研究者認識自我，釐清「我是

誰」？研究者是否能夠意識到自己過去的生命經驗正如何影響現在？經由研究建

構與確認自我的知識體系、思維模式與價值信念等的過程，藉此途徑促進與閱讀

者溝通外，並且提供了一個檢視自我研究視角限制與可能性的機會。 

當研究者從個案「經歷的經驗」出發，以瞭解個體如何實際經歷處身

之社會架構下的生活經驗的同時，除了要關注被研究者於社會文化情

境脈絡中的位置，以便瞭解其生活世界中的觀點外，研究者「我」自

身的生命經驗，也會影響瞭解他人觀點的歷程，及文本分析所釋出的

意義建構內涵。因此，欲理解他人的體驗，得從說明自己的經驗開始。

(Schutz, A. 1932/1991: 130) 

走向幼師這條路之於我，有著生命經歷中必然與偶然的機運成分促成。從

小「當老師」的志向便經常出現在我的作文內容中，回想希望從事教職工作的夢

想，除受到家庭乃至於整個社會所灌輸「社會清流」教師形象的價值觀影響外，

我對於教師角色的認知經歷兩個階段的轉變。小學期間常扮演「小老師」角色，

優越感讓我對於教師具權威性的角色感到莫名崇拜，加上社會化過程認知教育工

作的神聖使命，相較之下似乎比從事其它行業更有意義，於是強化了我企圖追求

與模仿「教師」角色對象；中學時期因諸多外在因素而面臨一家人分居兩地的處

境。少不更事的我常因思念母親和弟弟而沮喪失落，很幸運地，國中導師劉美瑤

女士伴我度過了苦澀的青春歲月，此師生互動經驗改變我過去對教師權威形象的

觀點，瞭解到「人師」角色對成長中個體具有積極性影響。帶著過去求學歷程中

的正向經驗，我期待自己未來有機會也能夠像她（們）一樣，扮演協助與陪伴孩



童成長的教師角色，主客觀思量均成為無形中引領我欲朝向教職之路發展的潛在

因素。 

然而，我並未於升學主義掛帥的求學過程中走向師範院校學習系統，而自

聯考成績不甚理想的情況下進入了文化大學地質系就讀，基於「學歷越高，工作

選擇機會越多」想法，畢業後順勢考入中山大學海洋地質暨化學研究所求學。成

長過程隨著求學機構一個接著一個的轉換中，我很少仔細地想過繼「學生」角色

後要扮演何種「社會人士」角色。面對終日與實驗儀器為伍的生活並想到它極可

能成為自己未來的生活模式時，內心開始產生猶豫，也不時地反問自己此生涯預

備行動是否為自己真正所欲，或僅是被動地隨升學潮流起舞而移動生命腳步。幾

經考量後，我決定休學回歸大學畢業的起點，重新改寫自我生命版圖。想當老師

的想法與經驗1，在此時成為一個可以選擇的工作方向，正好社會環境提供了我

這樣的機會。 

得知師資培育制度中，「學士後教育學分班」招考一般大學畢業生，以進修

方式提供職前師資訓練的訊息，此一多元化師資培育政策，為非師範學校體系畢

業者一圓教職工作理想的機會，於是我不假思索地朝此目標做準備，進而考入幼

教學分班進修。生命旋律在播放過程中時而出現重複音節，很顯然地，完成幼師

教育實習後，再度面臨進入社會職業通道上「卡住」的困境。這回，確定了以教

職為未來生涯的發展進路，但是站在客觀外在條件的對照比較，從事幼教工作，

特別是於私幼機構任教，其工作環境條件和待遇，總是一個經常引發同業幼教工

作者爭議與討論的話題。回歸自己的立場出發，選擇以幼教行業為工作起點，職

場中的諸多不合理現象和問題均是工作中可能面臨的，而屆時自己又將如何自

處？這個疑問反覆地出現在我腦海中。我於是在奮力投入或儘早抽身於此職業的

路口前徘徊，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機會之門再度開啟，「幼兒教育研究所」於大學

院校眾學術研究領域中首度出線，提供我一個除了選擇「要或不要」進入幼教職

                                                 
1 從事教職工作的理想並未因無升學師範體系而遠離，大學時代選擇補教業及家教工作滿足從教

的樂趣，並從相關工作經驗中獲得不少成就感。 



場外，另一種決定「進入深度」層次的思考角度。我終是選擇了駐足，這個機會

也讓我於此留下生命記錄的隻字片語。藉著論文研究，解答自身處境的疑惑，為

我進行此研究的主要動力來源，事後發現藉非史料紀錄也能獲得一窺台灣社會幼

教發展前世今生的樂趣。 

我帶著自身的關注，欲探究資深幼教專業工作者如何能夠在體質不佳的私

幼界尋得安身立命的自我位置。經過研究歷程的推進，從而於個案敘述文本分

析、理解與詮釋過程逐漸釋出「接受挑戰，從工作中追求成長」的生命主軸，回

應了研究中杏芬園長「不成長就會被淘汰」的生命信念，同時為研究者我的疑惑

提出了一些解答。我理解到一個教師專業化的歷程，職前專業訓練以及進入職業

的工作前期，處於自我能力建立的觀察學習階段，是否獲得正向經驗與回饋是工

作選擇上的主要考量因素，而面對工作職責與未知或不確定的工作問題所抱持的

態度，則決定了一個人的人生格局。杏芬在幼教工作經歷中，曾經遭遇教學工作

上與人際互動上的問題，她認同幼教職業工作從而願意以「多學」的策略獲得個

人專業能力上的增強；教學外，工作環境的人際互動往往隱含組織背後的價值體

系，透過實際參與不同機構工作，確實能作為提供幼師檢視自我教育信念的試煉

場，杏芬從經驗中琢磨出一條適合自己的職業出路，選擇適合自己的職場環境，

也隱涉其自我理想之教育工作圖像。對於「我」這個即將進入職場的新手教師而

言，藉著另一種觀察學習途徑，透過個案故事所透露出的訊息，提供了什麼樣的

啟發？ 

就客觀環境而言，文本中敘說的內容確實地反映出了幼教職場中有關公私

幼教師之社會資源不均等諸多由環境制度面所產生的長期性問題，凸顯出公、私

幼幼教職場結構長期以來處於不穩定的平衡狀態，不穩定的職場工作環境造成教

職人員流動頻繁、不穩定的生態生存環境形成機構競爭惡質化弊病的影響因素，

然而，私幼職場的集體性惡質形象並非全有全無地可以界定個別機構，當我們對

私幼界投注太多負向評判的同時，好的私幼機構更彰顯出其難能可貴之處，如何



讓優質幼教機構於職場中穩定成長，不啻是提昇幼教品質與維護幼師生存權利的

最佳途徑，也應是執政者或學界、業界思考三贏（師生園）策略的幼教改革重點。

反思自己進入工作場，在得到負向工作經驗初步檢證後即望之卻步，而未及長出

教學專業能力，又如何界定自己是否能夠適任且稱職「幼師」此一工作角色呢？

一個工作職場的優劣固然有其可議之處，然而生命主體本身的選擇卻是決定要持

續或不持續於此職業進路的主因，它關乎個人對工作所抱持的態度與價值觀。研

究歷程帶給我一些關於自身幼師角色的思考，過去，我從外在客觀環境條件作為

工作選擇的判準依據，卻很少從己身出發，釐清自己選擇幼教工作對個人的意義

為何？從這個工作中可以帶給自己什麼樣的收穫？而這些才是真正能夠使自己

樂在工作、並且持續下去的動力源頭，也正是我為什麼經常好奇於一個人如何在

職場中安身立命的意義所在。對於這些自省後而生的疑問，在我內心開始形構模

糊而不確定的想法，欲「走回」幼教職場教學以逐步確認。生命是一連串經驗的

累積，或許有時候它必須是真實地親身經驗或者在多年的醞釀後才能逐漸領會。

對於即將展開的幼師職涯有所期待，我想抱持檢核的心態再進入是肯定不變的，

但是除了提醒自己對機構的選擇更加謹慎外也要不時地自我省察，期待在工作中

也能夠看到自身的學習成長。 

研究進入分析、理解與詮釋階段過程，是一段曾經讓我錯愕許久但是卻至為

寶貴的經驗歷程。它提供自我智識學習上的增長，也是另一種認識自我的途徑。 

遍尋不著分析理解與書寫詮釋的入口，我對研究本質的誤解，曾經經歷以

為分析研究結果在於引用文本語句以凸顯某各理論論述、試圖縝密嚴謹地採集資

料，卻陷入不知如何適切分析大量資訊的煩惱，為尋求一次訪談資料的信效度而

焦慮，卻未從質性研究淵源基礎去思考文本真實性問題，研究初期對於什麼是結

構描述及抽象概念化整體形塑，處於知之而無法進入操作層面感到悲傷…等種種

經歷，停留在技術層面的困境從而陷入研究停滯的僵局。有很長一段時間，我退

縮到研究社群的保護傘之下，發現止於訪談文本資料彙整的敘述性研究結果常見



於國內相關的研究生碩士論文，於是乎成為一種理所當然，在辯證「什麼叫做分

析」與同儕進行討論的對話過程中總有某種模糊存在，經輔大應用心理系賴誠斌

老師的點化，方從哲學基礎的知識認識論回頭檢視自我的思維概念，也逐步釐清

將現象學、詮釋學方法誤解為提出現象存而不論及止乎表徵事實關係描述上的謬

誤。重新理解，現象學方法仍著重於意義的深入洞察與瞭解、詮釋中更要對現象

背後的意義與價值加以把握的理論內涵。從學理信念與自我思維間進行辯證的過

程，成為另一種認識自我的方式，同時也在逐漸清晰的研究信念運作下，再度轉

動了研究持續之路。 

從敘說文本還原當時訪談的經歷，我依然可以感受到杏芬園長對工作的熱

愛及對於基督教信仰的虔誠。在本研究中並未著墨於個人與宗教之間關係的闡

述，我深信宗教信仰的確對個人形成影響，一方面基於對基督教義與信徒言行間

互動影響的理解有限；另一方面，教會對於杏芬職業工作的影響層面更擴及於機

構與機構中的重要他人上，因此論文研究選擇偏重於教會提供傳記主體什麼樣職

業角色社會化的面向進行探究。從而延展出社會歷史脈絡中，教會幼教事業對於

早期台灣幼教發展所留下的足跡和貢獻之面貌。 

基督教長老會在台灣從事教育工作達百年以上的歷史，不僅樹立早期由民

間興學的正向典範，並逐漸帶動幼教專業的發展，無形中為台灣幼兒教育的普及

化奠下了基礎。從另一個角度而言，教會神學院學校機構所培訓出的幼教專業人

員，提供有意願從事幼教工作者獲得職前幼教專業知能的機會，同時也在教會組

織行政支持下得到研習進修的專業成長空間。教會推動幼教工作在台灣幼教史上

具有不可抹滅的歷史意義，然而基督教神學院之下的幼師師資培育系統迄今已走

過五十個年頭，在我們的幼教正史記載上尚未被清楚地透視理解2。教會組織推

行幼教工作於神學院（師資來源）、各地教會附幼（工作環境）以及教會總會（研

習進修）三方面的實際運作情形，以及當政府介入幼教組織運作後其間的交互影

                                                 
2經文獻查詢結果，目前僅知國北師幼教系翁麗芳教授曾進行有關教會幼教工作的研究。 



響為何？仍有探索的空間。 

貳、學習歷程回顧  

帶著雀躍欲試的心情，在指導老師的引領下，一頭栽進了傳記研究領域的

探險歷程中。以這樣的說法來形容我與生命傳記研究相逢的這場生命際遇並不為

過，非關貶抑，而是它的確是需要長期的興趣與耐力支持，用心浸泡其中，才能

領略其中的甘甜滋味。開展研究的過程，我逐漸覺察到自己不僅在研究他人的生

命故事，同時也走在自我探索學習旅途上。回顧這一遭如洗三溫暖般的研究歷程

而得到許多自省的機會。 

揚帆待發 

「可以用生命故事進行研究？！」帶這這樣的新奇感與疑惑，研二開始找

尋學位論文研究方向時，結合想要了解幼教現場人事情境的興趣，我企圖透過實

做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心中存在的問號，於是就這樣的，研究題目逐漸形成。在指

導老師傾力協助及質性研究與傳記課程學習過程中，我獲得了有關於研究方法的

理論知識內涵和研究方法進行的步驟。確立主題後便開始著手於相關文獻閱讀，

以及針對資料收集方法做準備。 

從課堂學習中，我瞭解到由德國社會學家 Fritze Schütze 所發展出生命傳記

取向的敘述訪談方法，在歐美特別是德國社會科學學術研究領域，為一種經常使

用作為資料採集的方式。然而，對國內學術界而言卻是陌生的，在國內也尚未有

人採用 Schütze 所提出的分析方案進行研究，初步窺探此學門領域堂奧，尚處於

似懂非懂狀態下的我，抱著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心情，揚起這艘打著「創始號」風

帆，在備妥可能派得上用場的研究工具後正式啟程。 

乘風破浪去 

正式啟動研究後，我的研究歷程朝向兩個方向同時進行，一方面閱讀文獻，



在傳記學研究領域、方法論及方法上有了進一步的理解，以豐厚自己在此學理基

礎上的背景知識，另一方面，我開始進入分析實做部分。進行資料採集與整理成

文本，是入門學習的基本功夫，對於敘述者習慣發詞語、聲音抑揚頓挫也要一併

登錄，這對我來說並不成問題。真正問題的產生，是出現在開始抱著文本進入分

析時。 

當時對於分析可能產出的樣貌並不確知，然而面對這樣的不確定感令我感

到不安，於是將關注的焦點集中在「它長什麼樣」，包括分析的結果及書寫上如

何呈現，一開始便鑽入字裡行間順序性與書寫結構程序中研磨，企圖建立某種有

形的原理原則，好應用在每個類似出現的敘說分析裡，幾次與老師討論修改過

程，我並未意識到已陷在自己預設的制式思維窠臼中，當老師放手讓我獨立練習

時，發覺自己尚未準備好披肩上陣，遲遲不敢跨出第一步。接著，透過閱讀國內

相關質性研究碩士論文後，嘗試以文獻或學理論述作為檢視個案敘說內容的說明

或對照，並搜尋每個可能用以驗證敘說片段的學理依據，這樣的作法乍看下好像

符合知識性產出的特性，然而細究下卻存在過度詮釋以及牽強附會的危險。「跟

著感覺走」接著盤旋於分析工作上好一段時間，這些「感覺」包括在僵化思維下

揣摩早先的練習範本、架上閱讀到不同表達形式的傳記書籍、現代散文文選分析

手法、以及詢問同儕的意見，這些方式其實均能提供學習者入門參考，回想我之

所以不能善用這些工具，大抵脫離不了兩個原因，其一是在研究分析方法上並未

充分掌握，產生知道理論而實作困難的落差。其二是個人思考特質的限制，二分

法的思維模式，非對即錯、非黑及白，尤其在語言文字分析多產性可能下形成強

烈的對比，也造成分析上塗塗改改以及討論落入爭辯的局面。在這一段學習過程

裡，一再地書寫練習均都脫離不了「故事再現」的形貌。Schütze 所謂「文本結

構描述」在我有限的知識理解下，僅止於依語言特徵，將敘說文本規格化，將已

分段的視框內容過濾整理，我很難體會「結構描述不是故事結構的描述」的意涵。

與老師往返討論過程中，知道分析書寫過程，既不是故事的重組、不是「換句話



說」，也非關客觀形式的新聞稿播報，然而，我在思考上仍時時惦記形式化的問

題，「文本結構描述到底長成什麼模樣？」。記得一度採取極端微觀的作法，沈醉

在「見樹葉而不見樹、不見林」的文字研究中，抱著辭典鑽研指示語以及一般遣

詞用句的真正意境，而忽略從報導人角度出發，以段落「敘述者要告訴你什麼？」

進行整體性思考以便能夠釐清敘說脈絡。 

另外面臨的一個難題是，在描述故事主角的主詞書寫上，不時產生「過去

的」與「現在的」主詞相互打架、或者呈現描述時空狀態不明的現象。「杏芬」

長、「杏芬」短地出現在每一個書寫句構裡，到後來形同以第三者角度的播報形

式，被文本敘說內容帶著走，成為索然無味的文字產出行動。類似的困境，在反

覆的刪修過程裡，始終無法順利突破，而產生焦慮不安感自此逐漸擴散。 

我迷失了 

經一次次試誤練習始終沒有進展而慌亂了工作方寸，也開始脫軌演出。在

學習上，不確知自己僵化於扁平故事再現的寫作框架裡，何時才能產出可以據以

修改的初稿分析版本。處於論文呈現方式上的不確定感，加上對分析工具的不熟

悉，極度缺乏自信的我，逕顧著參詢他人意見下，拼湊一塊塊零落鬆散的故事圖

像。在生活上，學業停滯不前與家庭經濟因素形成的壓力及困擾，我感到自己迷

失了方向卻不知所措。學習的心境從自信滿滿的踏上旅途，轉為緊張徬徨，到焦

慮不安，甚而懷疑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這份研究論文。當時覺得自己在分析上耗

盡力氣，卻無法從中獲得成就感，負面自我形象更產生心理無法跨越的鴻溝，也一

度因沮喪而封閉自我，隔絕和同儕的互動，反而阻斷自己學習成長的機會。  

轉機 

就在我感到絕望之際，老師適時遞給我一份剛翻譯出爐的資料，是由這位

首創「敘述訪談法」的德國社會學者 Fritze Schütze 所寫，應用分析方法於酗酒

者生命故事分析，以作為詮釋社會學研究課題。細讀此篇文章的片段提到： 



「形式上的文本結構，將被使用於結構說明中，以研究出特定社會與

傳記過程的記憶層級…結構描述的重要‥首先是以描述活動之間的

形式切面為取向（特別是在敘述性訪談中的敘述單位之間形式切

面），其可以透過語調、停頓點、引言連接詞（語言指示器）等標示

出來，也可以以敘述細節等特定內部結構為其重要特徵…，根據完

成的結構說明，便可以從文本中分析性地概括出社會過程…。」 

我對這一段話感覺莫名，反覆咀嚼後，發現這些似乎是過去百思不得其解

的問題指引。再靜下來仔細回想過去老師所教導的內容，漸漸有了新的理解，也

開始懊悔過去並未用心體會。就這樣，迷霧中透著一盞燈影，燃起我繼續向前航

行的動力。 

走在歸途上 

想通了「萬事起頭難」，而只要肯持續行動就有機會解決困境的道理。我一

改過去漫無目標和囫圇吞棗的工作方式，虛心求教地參與同儕研究社群的討論，

也重拾課堂筆記與研究論文草案仔細推敲，接下來在分析及寫作技巧上或許並不

成熟，但是這段緩進的過程，卻能真實的感受到自己正在學習進步中，一反過去

惶惶不可終日，重新出發後的生活在充實忙碌中不知不覺度過，內心的喜悅無法

言喻。再回首這一段與生命史傳記研究的相交會經歷，它提供了另一種自我認識

的途徑，我必須承認自己雖然勇氣十足地航向這趟至少就研究路徑而言自己並不

甚熟悉的旅程，然而，過程中思考問題上缺乏彈性及承受不確定與模糊的耐力不

足，無形中成為旅途中的阻礙。這個寶貴的學習經驗中，我學習到未來不論面對

求學或工作的問題處理態度上，能時時提醒自己多一點包容與彈性。 

航行在學術知識領域無垠學海中，我感受到傳記學學問的深廣浩大，敬畏

之心油然而起。歸航旅途中，心中多了一份平靜和踏實感，帶著研究生身份的出

航旅程，它讓我瀏覽了生命傳記研究的田園景緻，也親身走過一遭學習研究之

旅。這樣的經驗誠如杏芬園長生命故事帶給我的啟示，「學習」提供生命探索與



成長的機會，學習是沒有終點。 

第二節   前瞻 

經歷這段研究過程後，整理並提出以下對研究方法的建議以及對未幼兒教

育專業在地性的展望： 

一、關於研究方法 

1.對於訪談啟始問句，建議以敘述訪談法蒐集資料的研究者，宜針對研究

興趣與目的來設計問題，並且最好透過預試練習的方式加以修正問句。 

2.訪談過程中，訪談者如何維持一個一旦受到鼓勵而展開的敘述，能夠在

最少干擾下完成？除訪談時間和場地必須列入考慮之外，訪談者表現的

支持性態度也會影響受訪者接著往下講的意願。此外，訪談伴侶之間的

關係也會影響資料的蒐集，因此敘述訪談即不僅止於工具性的操作形

式，它更重視訪談者與受訪者之間的動態關係。 

3.使用敘述訪談法蒐集資料後，進行主敘述部分的文本資料分析，在「邊

做邊形成」的歷程中，研究者視情況，可針對某個核心命題敘述內容不

足或是需要詳細加以說明的部分，進行再次訪談。 

4.以敘述訪談法獲得的資料可說是相當豐富的，以本研究文本為例包括家

庭和親子關係、師生關係、人際關係、宗教信仰、性別議題等內容，然

而在現實條件的限制以及論文題目的取向，嘗試從一位幼師角色者在特

定社會視框下的發展條件與形式來理解分析主體之職涯變遷歷程，因此

對於豐富訊息的文本偏好有所取捨。此外，基於時間因素考量，未進行

不同文本之間的比較，此點或許可為未來研究者努力的方向，以期產生

新知識系統進而建立本土化理論。 

二、關於幼兒教育專業在地性發展 



1.進行資深幼師生涯變遷的研究，能讓幼教工作者瞭解幼教職業結構狀態及

整體幼教運轉變遷歷程，有助於幼師工作適應以及專業正向成長。從杏芬

個案研究而言，其意外地開展出提供理解教會幼教工作的研究視角。事實

上我們可以看到，幼兒教育領域的生態面貌正經由各種研究的開採而逐漸

公諸社會，特別是發生在過去人文社會環境由民間興學洪流所發展出來的

多元樣貌，這些未被提述於官方版教育發展脈絡外，卻著實滋養著台灣幼

教點滴開展的社會資產仍是一塊處女地，這塊「台灣幼教發展圖像」正等

待有志研究者逐一探索與整合。 

2.本研究中呈現了公私幼教師於專業在職進修的不同待遇，同時亦凸顯出私

幼教師職業專業化歷程所可能面臨到外在環境條件的限制，此存在於幼教

現場的教師專業發展問題值得教育研究者持續深探。幼兒受教機構雖有公

私立的不同，然而受教品質卻不能因為機構的差異而有偏頗，對於幼教師

資的專業性亦然。故當局於擬定關乎幼教師資專業化發展政策制度時，宜

符合資源分配的公平正義原則，保障幼師接受在職教育進修的權益。 

3.學術研究有時需要經過長時期累積及學門間相互交流對話，方能激盪出更

多的知識內涵。以目前於「毛毛蟲基金會」持續運轉中之傳記研究社群為

例，它提供後進研究生與興趣人士一學術對話與探索的空間，同時也有助

於豐厚本土學術研究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