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節的內容依序說明本研究方法之理論基礎、資料採集的方式及文本資

料的分析與理解詮釋過程，其中尚包括研究者實際進行個案訪談經驗的內容與省

思。 

 

第一節 生命史與傳記研究在教育學上的意義 

從相關文獻中搜尋「生命史」、「傳記」的名詞定義，發現與之相關的概念尚

包括有「自傳(autobiography)」、「生命過程研究(life course research)」、「生命史(life 

history)」、「生命故事(life stories)」、「口述史(oral history)」、「生命傳記(life 

biography)」、「生活史(life history)」、「生命歷程(life course)」等1。德國社會學專

業辭典中，對「傳記研究」(Biographieforschung)的說明指出：『傳記研究是由許

多理論上、方法上相似的研究理論集合而成，其研究資料包括檔案、敘述及人口

統計資料等，而這些生活史或生活故事資料本質上被視為社會真實材料，並經由

社會語言及詮釋方式予以再建構 9。』國內學者王麗雲在其〈自傳/傳記/生命史

在教育研究上的應用〉一文中則將相關概念統歸類於「傳記法(biographical 

method)」的研究領域，視之為一集合概念，因研究者界定不同而在名詞釋義上

有些微出入，然共同的特色則在它是一種透過文字表達生命歷程的書寫形式，強

調個人在所處社會情境脈絡中的主觀經驗與知覺，它同時也重視脈絡性與歷史性

（王麗雲，2000：6）。總括而言，「傳記研究」可以說其著重於生命歷程上的研

究，包括個人從出生至死亡或生命中某一段特定的歷程，個體於生命事件的鍊結

中，所知覺到的主觀感受為何以及這些事件序列是如何地影響個體的價值、生

活、行為等面向。進行傳記研究可以從傳主生命故事資料中，彰顯個體的獨特性，

                                                 
1 參見：辭海(1958) 台北：台灣中華書局；牛津英文辭典（1989）；王麗雲（2000：265-305）。  
9 參見：Endruweit, G. & Trommsdorff, G.(1989). Wörterbuch der Soziologie (社會學辭典)。倪鳴香 譯。 



同時也能反映個體所處之社會情境與價值觀。 

生命傳記研究在學術領域並不是一全新的研究派典或研究法，也非侷限於人

文社會科學的某個學科，社會學、人類學、歷史學、民族學及教育學中均有發展，

其可以應用的範圍可說是相當廣泛的，(Fuchs & Werner，1984：11；倪鳴香，2003：

25)。以教育學領域的應用為例，王麗雲在其〈自傳/傳記/生命史在教育學研究上

的應用〉一文中歸納出四個研究面向，包括：1.教育專業研究，以教師、學校行

政人員為對象，以了解個體個別知識與集體知識發展的生命背景，促進教育專業

的改進。2.教育史研究，可進行學校發展史、特定教育政策史等，從中得到線索。

3.針對教育中的弱勢團體進行探究，以彰顯弱勢團體的聲音與想法。4.文化與社

會變遷的研究。國內雖然前一陣子興起傳記風，出版了許多傳記，不過真正應用

這個方法進行研究的仍屬少數(王麗雲，2000：24，295-297)。 而德國學者 Winfried 

Marotzki 於 1999 年發表的〈教育學中生命傳記研究的研究法與方法論〉一文中，

即主張人類行為是與所處情境有關，經主體賦予意義而承載於主體歷史經驗中。

以教育學觀點出發說明其意義，Marotzki 認為教育學中的口述傳記，將能夠用來

理解個體所傳遞出對其日常生活世界的相關意義，據此來探討個體學習與教育陶

成歷程，同時得以嘗試論述在快速發展的現代（或後現代），理解生命秩序形成

之錯綜複雜的途徑（Marotzki，1999/2001c：3）。另外，Rainer Kokemohr 在 2002

年蒞臨參與政大「參照推論分析法研討會」發表〈傳記分析與教育科學〉演講稿，

提出教育科學中的傳記研究目標是要學習更多關於個體層面新觀念的發展，以及

人們如何從新世界觀中獲益而成功解決新問題的看法（引自黃心怡，2002：19）。 

生命史與傳記研究關注主體生命的經驗內容與意義，同樣重視個體生存所

處之社會背景與文化情境脈絡，運用於重視人我互動的教育場境探討教育相關議

題，不僅能提供研究者對於研究個案有深層的理解，同時有助於促進本土學術理

論的建立。 



 

第二節  敘說與敘述訪談法(narratives Interview) 

壹、與敘說相關的議題 

關於「narrative」一詞，或稱「敘說」、或稱「敘述」，採用敘說資料進行研

究並不專屬於某個特定學術領域，故不同學者所界定之意義有其獨特看法。

Josseloson(1995)主張「敘說是一個過程的再現；一個自我對自我及世界的對話再

現」，所以「敘說不是事實與事情的真實性如何記錄，而是使一生龐雜的想法與

經驗成為意義系統的紀錄」（引自李月霞，2002：13）。從敘說的特徵來看，它是

具備有開始的狀態（事件是如何開始的）、由一連串密合的事件組成的中間過程

（事件如何發展）、以及情境發展的最後結束（結果為何）的完整過程(Riessman，

1993：17；Flick，1998：98)。Riessman(1993)提出「說」(tell)的形式包含有脈絡

與意義兩個層面，個體藉由陳述生活故事而成為自傳者，以語言呈現個人生活經

驗，其內容不僅是陳述一些過去生活歷程，也表達了個人對這些事件或行動的瞭

解狀況及意義解釋。在敘說的形式上，學者有不同的看法，Waletzky 及 Young

認為敘說的故事會沿著時間序列(chronological sequence)開展；Michaels 則主張敘

說以事件議題的形式(thematic sequence)呈現(引自 Riessman，1993：17)。Kokemohr

則主張敘述者的傳記內容被視為是進入一個特定社會世界建構—意義是如何被個人

建構、維持、理解與接受—的主要途徑，故研究者在傳記研究中必須試圖理解敘述

者話語中所表達的意義(Kokemohr，2001：25)。 

總括而言「敘說」可視為是故事性的、是一種認知形式及經驗的呈現，經

由理解敘說內涵讓研究者得以進入研究對象的經驗世界。透過口述或書寫而得的

個人生命經驗歷程資料，作為進行傳記研究的路徑，在時間流的牽引下，將能理

解個體與其所處社會文化情境脈絡互動下所建構出的社會意義。 

 



貳、敘述訪談法(narratives Interview) 

我們如何能理解敘述者敘說中的意義呢？德國社會學者 Fritz Schütze 主張生

命史可謂一個有序的堆疊，是由大大小小依序組合的歷程結構所堆砌的，隨著生

命流程前進，重要的歷程會改變，其整體的意義也隨之改變。基於這樣的論點，

進而尋求一個適當的研究方法來理解貫穿意義轉變與堆砌的歷程。其於 1977 年

發展出「敘述訪談法」，目前已成為德國傳記研究方案中廣泛使用以採集資料的

方法(Schütze，1983/2001b：1；Marotzki，1999/2001c：5)。 

「敘述訪談」(narrative interview)方法可以說是一種透過受訪者敘說產出的資

料形式，進行對個體經驗世界探究的資料採集方法( Flick，1998：98)。Schütze

本人則將敘述訪談定義為： 

「敘述訪談是一種社會科學採集資料的方法，它是讓報導人在研究命

題範疇內，將個人的事件發展及相關的經驗濃縮、細節化的一種即

興敘述。」(Schütze，1987：49；引自倪鳴香，2003：28) 

進行敘述訪談時，敘說者接受邀請談論有關自己的生命經歷，透過說者自

己對生命故事主軸的檢選與陳述鋪排，生活中重大事件的鍊結便隨著生命流程進

路逐漸展現。這樣的訪談方式不同於問答式的訪談模式，其特色在於以「即興敘

述」的方式進行，故並不需要敘說者事前有結構地預備或是演練，也毋須因受訪

對象有過敘說經驗而擔心產生標準樣版的疑慮，它是透過特定情境引導下藉由訪

談者簡短的起始問句後展開。之後就由敘說者自己決定談論的內容與方式，並且

可以依著自己的興趣侃侃而談，即使偏離敘說者原本檢選的敘說主軸也不會被訪

談者加以限制。由 Fritze Schütze 發展的生命傳記敘述訪談方法，主要是分成三

個階段進行；而訪談者在各階段中均有其主要之工作任務，分別描述如下(Schü

tze，1983/2001b：1-3；Schütze，1987；引自倪鳴香，2003：27-28)： 

一、主敘述—促進敘述者對自我生命傳記取向的敘述。 



從訪談者啟始一個簡短的問句中展開。不同於傳統問答的訪談形式，由訪

談者開展的啟始問引導下由受訪者接著進行長篇幅的故事敘述，突顯出訪談啟始

句的重要性，此亦可稱為「具能量的敘述問題」的啟始句，它是經過慎思下設計

出的問題，指向被研究對象個人傳記的某個主題或某個時期，並且其功能不僅是

刺激敘述的產出，同時也聚焦於研究者所關心的內容主題上。因此，一個不明確、

模糊的引導問句將導致「無產出」的敘述回應內容(Riemann & Schütze，1987：

353；Flick，1998：100)。一個訪談啟始問句是否符合研究命題之核心關注，並

且能清楚的提示受訪者，請求對所期望述說的內容能夠詳細地說明，是展開訪談

前首先必須思考確認的。 

在訪談者邀請下的起始問句啟動後，敘述者從小時候有印象的回憶開始敘

說的生命經歷故事內容，將在傾聽故事者所期待的指向中展開。過程中訪談者扮

演積極聆聽者角色，專注於敘說的故事並嘗試去理解它，傾聽中不打斷或介入敘

述者的敘說，或對受訪者提出主觀的評價，同時能夠做出適時適當的回應（支持

性姿態或簡單回應聲）以支持鼓勵敘述者直到故事敘述結束。當敘述者說完時，

故事的尾端會出現明顯的「終結句」（例如：「我想我已經講完了」、「大概就說到

這裡」等）讓訪談者知道，此時主敘述就告一段落，訪談者便可接著進入敘述訪

談的回問的部分。 

二、回問的階段—是訪談者引導敘說潛力繼續擴張的過程。 

回問部分具小心求證假設的功能，此時訪談者是扮演主動詢問角色。在此

階段所啟動的問句，也可以說是從主敘述階段，敘述者鋪陳的故事情節中所引發

的問題的再延伸，其著重在前一階段的生命經歷敘說上，像是敘述語詞斷裂的地

方、聽不清楚或是矛盾模糊的部分。因此，訪談者必須在延續第一階段的聆聽後，

能敏銳地察覺與判斷哪些敘說內容是可以再被擴充的，並且藉由開放性的問句

（如：「這個地方可不可以再多說明些？」）將第一階段敘說中的片段摘出，使回

問階段中再度引入敘說情境中。 



三、理論化階段—著重於促進敘述者對自我生命傳記的評估。 

此階段著重於促進個體對自我生命傳記的評估，主要是由兩個向度組成：

第一個向度是促進敘說主體對所陳述的相關內容中，包括對處境、對重複出現以

及系統性組合的部分，進行抽象化理論性的表述。在此階段的敘說者（報導人）

被視為自我的專家或理論家，他/她將會大量地運用自己的理解與抽象化的概念

進行表述。研究者引導的回問必須具備能激發報導人進行理論化或具象描述的潛

能，像是引發報導人針對事件高潮、對特定生命階段、或是對事件情境及社會結

構背景等，提出生命傳記的自我評論或是整體性論點。另一個向度則是以研究者

角度，提出「為什麼？」的理論性問題，並由敘說主體（或稱報導人）進一步說

明或評論回覆。 

 

第三節  訪談歷程 

採用敘述訪談法與受訪者對話，是不同於一般深度訪談或焦點訪談的進行

方式，對我而言可以說是一項新的嘗試與體驗。本節將說明本研究進行資料採集

之實際訪談經驗之內容與反思；第二部分則說明資料如何轉錄為文本。 

 

壹、 敘述訪談過程 

城石幼兒園之約 

2001 年 8 月 13 日下午致電林杏芬園長，經簡單說明我欲進行論文研究的方

向並且希望邀請園長作為研究個案後，林園長爽朗地接受邀約，於是我們敲定了

當月 17 日的訪談日期。為了讓杏芬園瞭解訪談進行的流程，以期訪談當日能順

利進行，在訪談前兩天，除了將「受訪者基本資料表」之外，同時也寫下訪談時

要注意的內容（如：錄音、選擇安靜的場地、生命史訪談主敘述後再回問的順序



等）一併傳真給園長，請她先填寫個人的基本資料，並能對即興敘述訪談有初步

的了解。 

訪談當天我準時抵達城石幼兒園，杏芬園長已經在辦公室等候。她快速地

交代園內老師待辦事務後，唯恐在幼兒園內進行訪談時受到打擾，即主動推薦到

一家安靜雅緻的咖啡店進行訪談，於是我們起身前往，其後並選擇了一個僻靜的

角落，在準備好錄音工具後即將展開。 

起初，杏芬園長看來似乎稍許不安，我笑稱：「今天來聽園長您說的故事…，

可以儘量放輕鬆地談談有關於您的一些事情…」，我希望杏芬園長能在輕鬆不受

拘束的情境中與我對話。接著，我大致覆述了「請您從小時候或打從有記憶開始

談起 您個人的生活的歷程 一直到您為什麼會選擇幼教這條路  以及一路走來 

至今的種種經歷」這樣一句問話，即興訪談就此展開（此時時間為上午 10 時 25

分）。過程中因為服務生介入而短暫中止三次，一直到了將近正午時段，由於用

餐人潮的干擾聲過大，於是我們決定先稍做休息，待用餐完畢返回幼兒園繼續進

行。 

訪談暫停後的再啟動 

由於訪談時間跨越中午用餐時間，訪談間的中斷意外是我始料未及的，如

何於暫停一小時後再接下去進行，是我必須立刻要解決的問題。當時採取再度啟

動訪談的作法，是先對受訪者提述先前故事大致開展的流程，同時將錄音倒帶播

放片段，經過受訪者接收到原先故事脈絡的訊息，並且點頭示意後繼續展開接續

的訪談。 

敘述訪談基於「即興」方式的前提下，不需受訪者事前特意地預備說詞，

也不受重複敘述故事的內容標準化所影響，在不得已意外的情況下採取提示故事

與重溫片段記憶的方式，仍能將敘述內涵前後銜接，但也因此失誤讓我理解到訪

談時間的選擇為成功訪談一個重要考量因素。 



敘說再度展開後，杏芬園長除了挪動坐姿外，幾乎沒有起身走動，隨著故

事內容的張力起伏時而激動時而平靜，聆聽同時，我的內心也隨之起舞，感動於

故事主角在工作中的堅持，對於敘說中所顯現之私幼惡質化面貌也引發我對於職

場環境的無奈感。「主敘述」一直到杏芬園長對整個故事作出結語中結束（「整個

的一個情形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回問 

進入訪談回問階段時，我提出數個在傾聽過程中浮現的疑問，例如回問「那

之後還有很多 一些可以去修完後就是像說 大學畢業啊 之類的 那些你曾不曾

考慮(q213-214)」此問題的背後，是基於對敘說過去堅持而未竟的升學經驗，連

結到不重視文憑之下參與神學院旁聽課程、因師資資格而投入師專的在職進修取

得專科以上學歷等一連串敘說內容，在傾聽過程中隱約感到其間存在說不出的模

糊與矛盾。並且也感到要儘量維持「主敘述」訪談過程的客觀性，並不是那麼容

易，「禁不住想問」的衝動也不時在敘述者述說的同時出現。如今回頭檢視當時

的想法，我想當自己扮演聆聽者角色同時，不自覺地將主觀經驗帶入現象場域的

敘說情境中，那種模糊與矛盾已是融合於主客體間所形成的疑惑。反問自己為什

麼好奇地想更進一步釐清敘述者對文憑的看法，則可能是在「學歷能夠提高個人

價值」的觀念下，想瞭解主體在不受外在限制後為何不繼續以行動完成升大學理

想？又若無視於文憑則取得幼師資格後為何選擇了繼續進修以提昇學歷至專科

程度？思考疑惑間相互關係在訪談期間多少干擾了專心的程度，然而諸如類似的

情形可能不斷地在故事承轉間發生，如何專心傾聽又能迅速掌握留待回問問題的

核心，也許需要更多訪談經驗的練習與累積。此外，訪談經驗帶給自我一個對於

質性研究本質性理解的提醒，即質性研究是一種描述性詮釋的過程，它不是將「為

什麼」至於首位，而是「如何」，它不是要瞭解為什麼有一定的行動，而是強調

主體的觀點來瞭解其中執行的規則（黃心怡，2002：27）。 



其它的回問內容也包括敘述內容不清楚的部分，例如敘說成為幼教師資的

專業知能培訓過程中，林園長對於教會附幼以及神學院修課的情形的描述較為深

入，相對之下在師專進修的部分僅提及與取得教師證明有關，便無其它的描述內

容，於是我回問以「可不可以請你針對這三種（神學院幼教系、師專的幼進班及

幼二專）不同的學習內容 來談談它們所開出來的課程有什麼不同 還有你在學習

上的心態」希望園長多說一些。回問的後半段問題著重於敘述訪談的理論化階

段，我著眼三個問題上：其一，報導人對於走上此職業道路抱持肯定與否態度「如

果時間能夠倒轉 …你會怎麼去安排你這一路的人生(q415-417)」。其二，報導人是

否知覺自己追求什麼樣的人生目標(q440,463)，以及其三，以隱喻方式，報導人

將對自我職業生涯歷程提出什麼樣的見解「如過要你用很簡短的比喻 來說你走過

幼教的這一段路 你會怎麼去說(q414-415)」，第三個問題也為此次訪談結束前的最

後一個問句，杏芬園長以「其實也可以說 苦啦 酸啦 辣啦 都有啦 到現在也是有

一點苦盡甘來的感覺 當然也有快樂 我看到小朋友我也會很快樂 那些痛苦的是都會

忘掉(q516-518)」做為回應其長達二十九年職業生涯歷程的人生寫照。整個敘說

訪談的過程在經歷近五個鐘頭後結束（訪談結束時間為下午 5:45）。 

故事可以說是由敘說者傳遞訊息與他人分享，透過故事的形式將生活中發

生的事件情境脈絡表達出來。而敘述訪談之基本假定是將生命史口述資料視為個

人經驗的再次呈現，因此敘說者的言說和表達方式、意念及說給誰聽等「情境」，

關乎敘說的內容與品質，同時也將維繫於訪談者與受訪者彼此間的關係中。我與

杏芬園長關係的建立，始於以學生身份參訪其任職之城石幼兒園，進而於持續互

動過程形成如師生般關係，亦即彼己的關係乃建立於幼教領域中，一位幼教經驗

豐富前輩與後生晚輩的互動基礎上。因為這樣的關係，加上彼此近二十年的年齡

差距，杏芬園長為了讓我更清楚她的幼教職涯經歷，故在敘說中常會對當時所處

的時代背景脈絡作較為仔細的說明交代。此外，在研究場域中建立正向的互動關

係，實有助於訪談的順利進行，訪談者表現出願意傾聽的態度，營造不具威脅性



的談話空間，適時給予表情、態度的支持回饋，以鼓勵受訪者樂意暢所欲言。本

研究的訪談歷程可以說是在和諧順利中落幕。訪談結束後，我再三感謝園長的協

助，並且在愉快地互相道別中踏上歸途。 

 

貳、 敘述訪談的轉錄 

敘述訪談內容經由錄音的過程收集後，接著就要將錄音帶轉錄為逐字稿（參

見附錄）。文本除了是研究進行的最主要依據，同時也用來固著訪談當時的情況。

以下對轉錄規則進行說明： 

一、將語音化為文字 

在轉錄過程中，使用電腦轉錄為文字，可以利用基本的操作指令將文本呈

現的行號加以顯示。透過這樣的步驟，可使在分析中以文本內容「佐證」時，除

了將文本文字冠上引號外也附記行號數字，方便閱讀者尋找。 

敘說中不免會出現語助詞（例如：「啊」、「嗃」）、習慣性用語（例如：「然

後」、「等於是說」）以及一些方言（例如：台語），或其它像是情緒的反應（哭或

笑）、片刻的靜默不語等等。上述這些語音皆儘量以國字中相似音節的字來取替，

並於完成之訪談文本前附加轉錄代號表參照（請參見表一）。研究者或研究社群

未來可以透過討論的方式建立共識的代號系統。 

表一：轉錄代號規則舉例說明 

代號 原始資料舉例 說明 

I： 

S： 

 

/ 

(笑)；(笑道) 

 

 

字__字 

整個/我在；我/我 

 

訪談者說話 

接受訪談者說話 

說話中短暫的停頓，以空白一個字元距離表示 

字或詞句的中斷；重複出現的字詞 

情態詞：笑。(停頓)；(延續) 的狀態 



(＋) 

嗃 

嘖 

字詞(台語：註解) 

字詞 

他(她) 

(??) 

 

ㄏㄡˋ 

ㄗㄜ˙ 

古椎(台語：可愛之意)

小姐 

 

 

非語言表達的結尾 

語助詞 

情態詞：舌齒頓然分開 

以相近音之國字呈現並加底線和括弧註解 

加底線表示強調語詞或音量提高 

男性或者女性，兩者都可能存在 

訪談轉錄不清楚之處 

二、標點符號的處理 

標點符號標記在字裡行間是存有意義的，轉錄者帶著習以為常的判斷對文

本敘說中的段句加註標點符號，已經對內容做了一次詮釋，研究者接著可能將帶

著已經詮釋後的文本進入分析。基於維持敘說訪談之原音原貌的考量，語音轉錄

文字化不加注標點符號，而採以敘說者說話的頻率展現為基礎，即按短暫的換氣

時用空格代替。 

三、匿名的處理 

基於研究倫理的考量，敘述訪談相關之文本資料的運用，不論是提供學位

論文研究、上課討論或是對外發表，均事先徵求受訪對象的同意。訪談結束後，

杏芬園長希望能對敘說內容中的人名與地名進行匿名處理。本研究文本在此承諾

下經匿名處理後，寄交一份讓杏芬園長過目。此外，此敘說資料用於課堂中進行

討論，已先徵得杏芬園長的同意。 

四、其他 

敘述訪談資料收集後必須進行有效率的資料處理，像是：資料取得後在最

短時間內進行謄稿工作，不但有助於對於當時敘說情景的深刻化，對於敘說者的

語言詞彙，甚至語助音和語調都能夠較清晰地區辨，如此便可以降低轉錄時語焉



不詳的限制。另外，將訪談轉錄為文本時，口語轉為文字資料原本就有其困難與

限制，轉錄的過程中，無論反覆聽取多次都會有增修的空間。我在初次的文字稿

完成後，又反覆聽了三遍，每一次都會發現缺漏或錯誤。儘管如此，研究者仍需

儘可能地詳細進行文字化的工作，以利接續之文本分析工作。 

第四節 敘說文本的分析、理解與詮釋 

由即興敘述訪談所獲得的敘說文本，Schütze 視其為「社會真實性」的基本

資料，它是社會中，行動者與承載者之真實行動事件及其承載經驗的意義再建

構。（Schütze，1987：14；引自倪鳴香，2003：28）。有關於敘說文本如何進行

解 析 ， 學 者 們 提 出 許 多 不 同 的 分 析 策 略 （ Haupert,1991; Sch ü tze,1983; 

Bude,1984;Bruner,1987; Denzin,1989a; Hildenbrand & John1988；引自 Flick，

1998：204-207）。而本研究主要參照德國社會學者 Schütze 所提出的理論建構分

析方案，其精神在於將文本中「論證性言辭」從「敘說性言辭」中區隔出來，以

敘說情節序列作為個人傳記重建的基礎下，嘗試從中尋找支配個人生活的特定邏

輯(Rainer Kokemohr, 2001: 3)。 

在資料的處理上，Schütze 提出協助研究者理解文本內涵的解讀工具，如敘

述基本視框(Kognitive Indikatoren)；「敘述」、「描述」與「評論」三種敘述的認知

指示器。同時也對敘說訪談文本分析歷程的操作步驟提出具體操作步驟，茲說明

於下： 

1.文本分析的首要步驟是去除文本中所有非敘說的部分 (non-narrative 

passages)，將這個「精鍊」的敘述文本進行段落切割。 

2.接著依內容鋪陳的結構描述詳細說明敘說資料的每個部分，注意內文中的

指示器，像是「然後」或是敘說停頓處。 

3.進行抽象化分析，從生命片段的明確細節中抽離出來以推敲整體的傳記性



塑形，即個人生命期間的生命史流程從過去經歷一直到現在的歷程結構。

在此歷程模式的再建構後，其它訪談的非敘說部分方加入分析之中。 

4.最後，個案分析的結果可以進一步地用以與其它個案相互比較對照，目的

在於再建構「實際歷程進路的相互關係」而非再建構敘說者對其生命的主

觀詮釋(Schütze，1983：283-293/2001b：2-3；Flick，1998：204-206)。 

本研究參照 Schütze 所提出的傳記研究分析方案進行資料處理，分析的過

程，首先進行文本之結構描述，完成結構描述後進行概念個案整體塑形之抽象化

分析。 

壹、文本結構描述 

結構描述主要是要完成即興敘述訪談裡「主敘述」的分析。回問部分可提

供作為研究者對主敘述內容的深入理解，或可納入分析中以填補事件與經歷再建

構的缺漏，或將回問提出的自我評論作為分析的參考依據。茲將結構描述分析歷

程的操作步驟說明如下： 

第一個工作步驟，先瀏覽整份文本的規格化現象，以便獲得序列性完整的

描繪。首先，依循敘述文本一個接著一個完整的表述單位，Schütze 稱此為「敘

述事件的視框」，將敘說文本切割成數個段落。段落切割可以訪談文本中出現的

「關係指示語」作為參考依據。「關係指示語」是指受到即興式「直說到底」的

特性及和存在於個人敘說方式的自我內在原則影響，一些規則性或特定的日常用

語，會在即興敘說中不知不覺中說出來（這些語句在轉錄後將清楚地呈現在文本

資料上），這些指示語可作為界定敘說段落或進行理解詮釋時的參考。像是「預

告」和「結束」的標記（如連接詞：「那、然後」）、引導性的或是結束的語調、

敘說某事件結束時的停頓等。 

第二步驟則是依切割出來的段落，開始進行流水式的內容結構的分析描

述。研究者順著敘事視框的推進開始進行詮釋理解。過程中文本結構中出現的規



範性的連結器（像是串連兩個事件的詞語如：然後、因為/所以）、時間流程的標

記（如：早就、曾經、還）以及一些不確定的標記（如：很可能會）與必要出現

的補充（如：音調的驟變、自我修正敘說），都是協助研究者理解的指示器。 

開始著手進行結構描述，首先要注意內文的前後順序。內文中有許多不同

種類依序連結交織在一起的事件和情境狀態，需仔細分辨事件之間的關聯性。其

次要注意文本中出現的「對照比較」部分。例如：文本中對某個議題在不同的敘

說位置出現相似或相對的現象。對事物的看法進行比較，為敘述者賦予某事件（或

機構、團體）特定評論的基礎。文本中不同位置出現的比較對照，可顯現出個體

意識到的或未覺察的認同變遷，或社會集體性條件逐漸轉變的過程，這些均在解

析處理的範圍內。Fritz Schütze 提出一個原則性的序列分析觀念，即注意敘說脈

絡「哪個在前？哪個在後？怎麼開始？怎麼停止？」、「從開始到結束內外事件與

處境的內在敘事如何建立？」、「從結束到新的開始這個過度是如何引發的？」，

敘述者重要經驗的流程，會從個別生命經驗片段的理解推進中，逐漸顯現出過程

結構的全貌（Schütze，1983：283-293/2001b）。 

分析詮釋過程中仍存在著研究者本身所偏好的視框，然而研究者應儘量做

到時時反省自己是否過度詮釋，抑或強加自己的意見來符合某種期待（黃心怡，

2002：37）。 

貳、 整體塑形概念抽象化分析 

結構描述可以說是在處理有限時間下的生命流程結構。敘述者實際的生命流

程為 20 年、30 年或者更多，但在短暫時間內欲回顧其生命歷程並作陳述時，敘

說者在表述的內容上自然會產生選擇的壓縮現象，因此文本中敘述的事件視框亦

呈現有濃縮及其自成完整性的特質，經由其堆疊生命經歷的整全性則會被雕塑出

來。完成敘說文本內容結構分析後，研究者始能釋放出對研究主體的理解，依此

再進行下一階段的概念抽象化分析。生命片段的結構將會在這步驟中再尋求相互



關連的系統化操作，生命的整體塑形(Gesamtformung)也就是在這個基礎上可以

顯現，主要是將抽離自結構描述中所析出之抽象化概念意涵，進行整體性的闡述。 

第五節 研究者角色定位 

開始著手進行研究之後，身為研究者，「我」在此研究場域中的角色定位為

何？在進行此研究開始到結束整個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應包括： 

（1）「尋求解答者」：站在一個初任教師的角度，我遊移在職業工作道路的

選擇路口上，欲透過理解一位資深幼教專業工作者，如何於私幼職

場中自我定位，以提供自我省思與艦照。 

（2）「學習者」：透過對一位園長的成長故事，瞭解園長角色特質及任務。 

（3）「未來的專業工作者」：心繫幼教發展之餘，認為職場上的幼教專業者

（幼師及園長）肩負與其它教育領域中「教師」同樣的教育使命感

與教育熱忱，希望透過其生命故事的探究，可讓更多人瞭解幼教職

場中的「幼師」形貌。 

（4）而在研究過程中的研究者，應是扮演誠懇的邀請者、積極的聆聽者以

及主動探索以理解與詮釋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