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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經驗與幼師專業角色形成

本研究中，我們對已成功採訪的 21 位工作年資達 15 年以上，目前仍服務於幼兒
園之資深教師及園長的職業生命口述史為對象，探討幼師童年經驗中，包括家庭與學
校經驗，如何影響幼師職業角色的形成。具體探討重點包括：
（1）哪些童年家庭經驗
影響生命個體成為幼師及如何影響（2）哪些童年學校機構經驗影響生命個體成為幼
師及如何影響（3）哪些社會文化經驗影響生命個體成為幼師及如何影響（4）童年成
長經驗與幼師職業角色形成關係間之必然與偶然性（5）成為幼師對個體生命成長的
意義價值為何。
第一年研究主要選取四位核心文本，針對其中童年經驗敘說部分做深入與細緻地
語言結構描述分析，著重在幼師童年經驗對其職業角色形成歷程結構的闡述。研究結
果發現：社會文化政策中升學機制如何左右生命個體進入未來職業道路的影響力，考
試的通過與否決定著一個人能否晉級進入下一生命階段的能力資格指標。而個體生命
歷程轉換的抉擇反映著社會主流的規範與價值觀，這些過程逐漸地形塑了幼師的職業
習氣。但我們也從個案中理解，外在環境條件有其規範性與限制性，環境中持續的邂
逅與人際溝通亦有其支持性，主體往往一方面依循自身或生活世界的限制及支持，另
方面會跳脫與拒絕此限制。這些主體能動的可能性與超越性，也只有從生命敘述微觀
分析中，才能深刻地展現且同時被看見。「父親身教楷模的陶養」、「修復童年的虧與
匱」
、
「順水推舟以退為進」與「追求母職教師及教師母職的交融」此四類幼師職業習
氣，道出了主體形成幼師職業角色意向投企的內涵，「過去」的我，已在生命流程結
構中朝向著有所期盼的未來——幼師專業角色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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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words: preschool teacher, childhood experience, role formation, professional
disposition, biographic research, narrative interview
Title : A study on the process of preschool teachers’ professional role formation and identity
in social change (I)
Childhood Experience and Preschool Teachers’ Professional Role Formation
In this research, our objects are 21 experienced preschool teachers and principles who
have worked at least 15 years and have been still served in kindergartens.

We would like

to discuss how their families and school experiences affected the formation of their
professional roles. The concrete key points are: 1. What kinds of and how family
experiences influenced teacher’s professional role formation?

2. What kinds of and how

school institutions influenced teacher’s professional role formation?

3. Which and how

social and cultural experiences influenced teacher’s professional role formation?

4. The

contingencies and necessity between childhood experiences and teacher’s professional role
formation. 5. What is the meaning and value of being a preschool teacher?
According to the life histories of the four core experienced teachers, the analyzed
result shows the linkages among early childhood experiences with significant others,
education units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s), and their social-cultural experiences (ex:
entrance exam mechanism). The individual preschool teacher’s actions represent active
responses to the constraints, opportunities, and dilemmas pose by the immediate contexts of
the social institutions, and it is through these contexts and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ir own
ability that help to develop the professional role formation of a preschool teacher. The
four teacher images also represent four types of preschool teacher’s professional disposition.
They include: 1) Father as a role model; 2) self-healing to the privation of love in childhood;
3) following the result of school-entrance exams , but deliberated carefully with
consideration of one’s own ability and the real situation.; 4) pursue the teacher-maternal
role image. These four types of preschool teacher’s professional disposition show the
intentional projection of preschool teachers’ professional role. The “past” self has been
towards the expectable future within the flux of life course structure which is towards the
preschool teachers’ professional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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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變遷中幼師專業角色形成與認同歷程之研究（I）
童年經驗與幼師專業角色形成

「那..當時的時候 因為我從小就很喜歡小孩
子 我從小就是不管看到什麼樣的孩子我都很
喜歡去..抱他們 這樣子 ㄚ 當我看到..看到
有這樣子的一個一個（…）將來以後畢業之後
你可以去當幼稚園老師（…）那我只知道說ㄜ這個畢業之後 可以跟孩子玩 這樣子可以跟孩
子在一起 所以.也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我從小
就很喜歡小孩子我從小就是不管看到什麼樣的
孩 子 我 都 很 喜 歡 去 .. 抱 他 們 這 樣 子 ㄚ 」
（D-026:1

5-11）1

在幼師的職業生命故事裡，「孩子」是不會缺席的。孩子與幼師的師生關係將不
僅止於社會角色的互動，它似乎亦是生命與生命間的邂逅與成全。在生活世界中為何
這個「我」會選擇「幼師」做為參與和進入社會的角色定位？針對「成為幼師的歷程」
，
如果僅止於以社會系統結構功能觀點出發，認定人只要經由特定教育機構，接受師資
培育訓練後，取得證照，即可「成為幼師」，即強調個體在社會互動歷程中，是在社
會規範的約束條件下進行「社會角色」的選擇與扮演，那將忽視生命成長中的「自我
完成性」與「依他起性」的本質2。個體與社會，個人與系統間的關係，總是角色理論
建構中核心的關注。台灣社會教育系統中升學制度涇渭分明的層層篩選，似乎也讓人
容易遺忘了「自我實踐」是人成長的權利。

一、誤解與理解的弔詭
1993 年起我陸續進行不同服務年資幼師的職業生命訪談，在聆聽及閱讀大部分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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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該訪談文本取自於研究者博士論文編號第二十六號訪談稿第一頁第 5 至 11 行。
參見馮朝霖（2003）。教育哲學導論：主體、情性與創化。台北：高等教育出版。「自我完成性」表
現的是主體向上揚升的可能，此為一持續的創造性，它的動力是內在的。
「依他起性」凸顯的是個體
與其生存環境、生活世界之間的互動關連，所關注的是其需求性及依賴性。
3

師職業成長史的敘說中可以發現，
「喜愛小孩」幾乎是其共同的職業性向基調。
「喜愛
小孩」這原本近乎合理化的職業動機說明，在我的幼教專業思維中從未被質疑，對於
幼師「喜愛」的動機也未曾想再烙上註腳。1997 年期間，在生命經驗敘說詮釋分析驅
力的推動下，為了要對集體幼師敘說中，不斷顯現「喜愛小孩」的生命意向性，尋求
合理性的闡述時，面對胡蔾荷3回應父母親對其職業選擇態度的內容，對應於前文「我
從小就很喜歡小孩子」的語料：
「我甚至我媽媽是說 ㄣ你怎麼去 會去想到那個 那他們知道我從小就喜歡
小朋友 像鄰居小孩子 我甚至我印象很深刻我在很小的時候 我去抱一個..
我那時候好像不曉得幾歲喔 抱一個ㄚ結果人家抱受傷你知道嗎（臺語）抱
不好（＋）就是抱不好 然後讓人家跌下來了 那印象很深刻 ㄚ 所以我父母
是知道我從小就很喜歡小孩子」 （D-026:25

7-25）

此段蔾荷「抱嬰孩」的幼童經驗敘說，將我對幼師角色認同歷程理解的思維，推
向主體「童年經驗」的探索。當時我實處於研究取向的十字路口，要依循既有心理分
析成果的思維前進，以「匱乏」與「補償」觀詮釋幼師喜愛小孩的論述，或是重新採
集個案童年經驗資料，進行深層微觀理解。為避免採用既定理論詮釋個案而造成可能
的「誤解」，我選擇了童年經驗資料的採集，藉由再度詮釋分析胡老師的童年史，闡
述生命傳記敘說主體成為幼師「不幸中的大幸」的自我完成意義。詮釋歷程中清楚的
呈現，主體童年經驗在其幼師職業角色形成脈絡內扮演著決定性的影響，藉 由 職 業
學 校 的 教 育 ， 主 體 童 年 所 建 構 的 幼 師 圖 像 ， 由「 可 以 跟 孩 子 玩 」轉 化 蛻 變
成 「 要 教 育 孩 子 」 的 未 來 教 師 圖 像 ， 這 讓我得以建構幼師童年生命經驗與職業
角色形成間可能的關係與意義。質言之，幼師職業習氣（die berufsbiographische
Disposition）的陶養，實與建構其童年生命經驗的家庭與學校機構之歷史事件息息相
關4。
關於藜荷生命經驗個案研究的結果，不僅豐富了「童年」對生命成長影響意涵的
理解，亦是開啟本研究擴大採樣，深入探究幼師「童年經驗」與其「職業角色認同形
成」間，脈絡性關係結構的研究動機。換句話說，究竟「童年經驗」如何在個人與社
會交互影響下，影響著生命主體踏上幼教之途？試圖透過幼師對其童年經驗與職業生
涯經歷的回顧敘述中，企圖建構個體幼師角色形成之存有圖像？進而能對「幼師職業
習氣陶養歷程」進行概念的理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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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胡藜荷為化名。訪談當時的她是一位台灣南部公立幼稚園的幼師，在幼教工作上已服務 14 年之久。
胡藜荷為化名。
博士論文及研討會
4

二、傳記研究在教育學上的意義
本研究計畫構思主要以德國 80 年代興起之教育學生命傳記研究派典為依歸，
「生
命史與傳記」相關研究取向目前在國內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亦仍屬新興研究範疇。將
生命傳記研究，即以個體生命經驗記錄作為學術研究興趣的領域，在德國學術界的發
展可以說已有相當長遠的歷史，其可溯源至文藝復興時期重視個人生命形式下豐富的
生命經驗書寫（Lebensbeschreibung

Biographieschreibung）。「傳記」（Biographie）

一詞則是在啟蒙運動，約十七世紀期間出現在文載的記錄中5，至十八世紀始逐漸進駐
學術領域，不只成為歷史學、文學與哲學研究興趣的領域，也包括了教育學，其主要
藉 由 傳 記 資 料 來 探 索 個 體 內 在 陶 成 與 發 展 的 歷 程 （ Bildung- und
Entwicklungsprozesse）。
二十世紀傳記研究再度在教育學與心理學中受到青睞，德國哲學思想家Wilhelm
Dilthey （1833-1911）的生命哲學（Lebensphilosophie）是主要的影響因素，他提示
了個體生命經驗內蘊含著豐富的社會文化體制之內涵，其將個體生命經驗述說的意義
推向對人本質理解途徑的價值。他認為「自傳是一種最深刻富啟發的形式，它帶給我
們生命的理解」6。他的重要傳記之作「施來爾馬赫的生活Leben Schleiermachers」以
一種新的歷史－社會思想史寫作模式，嚐試透過名人傳記的描繪，勾勒出十七世紀末
到十九世紀初德國精神生活的面貌景觀，透過對教育哲學家Schleiermacher個人生命的
書寫，幫助我們理解當時德國思想界許多相互作用的因素，它可以說是一種整體與部
分循環關係的體現，
「通過在記憶之中根據意義這個範疇進行回顧。我們就可以看到，
一種生命的各個組成部分是怎樣被結合到一起的」7。在Dilthey生命歷史解釋觀中「每
個生命皆有其自身的覺知。它置身於意義中在可記憶的現在擁有那內在價值，同時在
傳記連結內與整體的覺知產生關係。這些個別存在的覺知是相當獨一無二，無法消融
的。它顯現其特性，如萊布尼茲的原子，這就是歷史性的宇宙」8。據此強調出「經歷
與自我傳記 Das Erleben und die Selbstbiographie」是「形成

建立精神科學中歷史世

界的核心，其意指的精神科學歷史世界包括現代一般所稱之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全部
領域，而他為建構精神科學所提出之獨特的研究方法「歷史理性」詮釋學方法論包括
了生命的「經歷

體驗」（Erlebnis）
、
「表達」（Ausdruck）
、
「註解」（Auslegung）等重

要的概念，這些概念乃是生命傳記研究的基本要素。
在德國受到納粹主義影響期間，生命傳記研究因與之理念相悖而沉寂一時，直到

5
6
7
8

參考 Son, S.N. 1997：23.
參考 Dilthey, GW VII：199, 引自 Seung-Nam Son, 1997：50.
參考 Dilthey, 2002：54.
參考 Dilthey, GW VII：199, 引自 Seung-Nam Son, 199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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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之後才又逐漸在社會學、教育學、心理學等學科領域伴隨 70 年代質性研究的復
興，再度受到重視，並在 80、90 年代逐成為顯學9。1978 年在Tuebingen舉行的德國第
六屆教育學會，年會中所成立之生命史

傳記研究工作小組及 1979 年Dieter Baacke &

Theodor Schulze 集結研討內容所出版之「向歷史學習Aus Geschichten lernen」在文載
中多被視為德國教育學生命傳記研究（Biographieforschung）再發展的象徵性里程碑，
自此生活史

生命史成為教育學中學習史研究的重要途徑。伴隨 70 年代中詮釋性研

究典範（Interpretatives Pradigmas）的樹立10，在社會建構中主體主觀意義再度受到重
視，即「主體如何建構其真實性？主體如何在社會化過程中賦予生命事件意義？」，
與「要發現主體對自己及對其生活世界關係的結構」成為該派典研究興趣的主軸。
教育傳記研究學者Rainer Kokehmohr在 2001 年訪台參與政大「質性研究法理論與
實作對話」國際研討會的演講稿中強調：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發展至十九世紀已開始
出現了微觀生命個體（心理學）與宏觀社會結構內涵（社會學）漸形分離脫節的結構，
當今社會心理學可以說是一個意圖克服此一鴻溝的學科，而傳記研究則是另一個支流
11

。在社會變遷快速的時代中，關於人格發展的研究在歷史性斷裂的壓迫下，亦轉向

將人的發展與時間、歷程及脈絡因素連結探討12。從事傳記研究的學者們多主張社會
世界由意義而建構的，尤其是由人群所連結的意義建構，而人們會在企圖重建個人世
界觀中（敘說中）釋出他們如何建構意義，及如何藉由建構意義來組成他們的社會世
界，因此敘說者的傳記內容，就被視之為進入一個特定社會世界建構之主要途徑。一
般而言，傳記研究可歸屬生命歷程研究之列，其主要探究生命歷程中的動態、社會性、
主體的意向與經驗。學者Heinz Bude將跨社會科學學科之傳記研究，歸納出四個研究
路徑取向：
（一）生命歷程中關於社會性形成之研究，例如：職業史、代間人口統計。
這些研究將帶來生命歷程中有關社會規則機制的觀點。（二）以經驗和社會知覺結構
再建構為首要目地的研究，例如：工人的工作意識、集體社會意識或次文化的風格。

9

質性研究可以追溯其長遠的歷史，它自 60 年代在美國，自 70 年代在德語的討論中形成了一文藝復
興期。而起自此就一直擴張開來。它有其特殊的理論背景、有自己對真實性的理解，有自己的方法
方案，例如民俗誌有其特殊的研究風格、理論背景和對話分析。除此之外，還有客觀詮釋學、生命
傳記學、人種論、文化研究、心理分析、深度詮釋學，德語與英美學派在討論的命題及方法上部分
是有相當的差異，在德語文獻中有關方法的討論，在 70 年代基本理論取向的方法論辯論之後已逐漸
進入方法上鞏固的階段，同時方法運用在實際之研究方案中。英美語系下的討論正好相反，在 80、
90 年代強烈的省思及質疑方法上的可靠性（Flick, U., von Kardorff, Ernst & Steinke, Ines, 2000：26-27）
10
即 Bielefeld 的社會學者的研究小組將融合象徵互動論（Symbolisches Interaktionismus）和民族學方
法論（Ethnomethodologie）的派典稱之為說明/詮釋性研究派典（interpretatives Paradigmas）
；而將融
合結構主義（Strukturfunktionalismus/Parsons）和實證 取向的經驗主義（positivistisch orientiertes
Empirismus）的派典稱 之為規範性派典（normatives Paradigma）
。前者主要依附在主體說明/詮釋能
力上；而後者則仰仗的是客觀事實的報導。
11
參考 Kokehmohr, 2001：25-26.
12
參考 Caspi & Elder, 199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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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研究將帶來個人經驗建構的認知和集體意義內在的結構。（三）以性別角度探討
經驗形構和覺知結構的研究。該研究取向雖多傾向動機差異的探討。但仍可獲得生命
意義的邏輯，及生命流程社會化堆砌的樣態。（四）以建立社會科學基本理論的研究
方案，如人格理論、發展心理學理論。這樣的研究將可帶來源自於心理與社會事件交
互的本質假設13。
生命傳記研究在德國教育學中自 70 年代之後不僅在量上劇增，依 1998 年教育學
會年會生命史

傳記研究工作小組所整理出第參版之傳記研究書目即已厚達 265 頁，

除了方法與方法論外，研究對象相當多元，尤其在方法論與方法學上這些年來皆有突
破性的進展，自 1995 年以來這方面的專論及研究報告陸續快速出版。此一發展社會
學者Fritz Schütze在 70 年代所發展的生命口述傳記「敘述訪談 Narratives Interview」
工具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14，該研究法亦已成為該研究領域公認為最有效、最重要
的一方法15。本研究計劃即採此方法進行資料採集與分析詮釋。
生命傳記取向研究在學術領域可應用範疇相當廣泛，包括：教育專業研究（如：
教師生涯發展、教師社會化、教師專業歷史、教師文化）；教育歷史研究（如：學校
發展史、政策史）；教育中弱勢團體研究（如：學習障礙學生學習史、同性戀教師）
及文化與社會變遷的研究（如：代傳間國民對教育看法的差異及其形成之社會變遷背
景）16。舉凡從個人信念、學校發展到地方教育文化皆可運用17。從個人經歷事件到集
體歷史社會事件的重塑，從個體存在與生活世界互動意義的再建構皆可能18。教育學
者T. Schulze（1993）在其導論性的「傳記取向之教育學」一文中即闡明德國教育學中，
傳記研究主要在「教育史」（如概念史、童年史）、「教育學內年齡群組及性別」）（童
年、 青少年、成人與婦女）與「媒體教育學」中展開。其認為「社會化研究」、「童
年史的研究」及「歷史教育學」的觀點皆會為傳記研究帶來新的評價19，本研究即以
生命歷程中社會化的觀點出發，將「傳記」視為社會的建構內容，探討生命歷程歷史
條件對個體人格的發展及存在的意義。依循社會學者Martin Kohli的主張，認為不只是
個體生命歷程內涵是置身於社會的轉變中，生命歷程本身之機構化

制度化

（Institutionalisierung）就是現代化歷程（Modernisierungsprozesses）視框中歷史事件
前進的結果；另一方面則視其為個人化（Individualisierung）的事件經歷，生命歷程整

13
14
15
16
17
18
19

參考 H. Bude, 1984：8-9.
參考 F. Schütze, 1983.
參考 T. Schulze, 1999：46.
參考 王麗雲，2000：295-297.
參考 熊同鑫，2001：126-127.
參考 T. Schulze, 1999：37-40.
參考 T. Schulze, 1993：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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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韻律亦會由制度化滲透至生命（Biographiesierung）20之中。

三、教師職業傳記研究
教育學中教師職業生活研究在新興生命傳記研究派典的影響下，研究的取向與品
質也已有了改變。具體而言，對於教師專業角色內涵的理解，在「生命傳記史觀」的
加入後，研究取向不只關注個體與機構組織脈絡的關係，同時也關注教師本身的生活
史。「教師職業行動深受到早期經驗和未來觀點的影響」，已是這方面學者的共識21。
1992 年英國學者Knowles透過非結構性的訪談，及觀察五位實習教師教學實際狀況，
並訪談其父母或丈夫有關這五位實習教師在家裡，及學校的早年經驗，提出教師角色
認同（自我即為教師的圖像）的主要構成元素，包括：（1）童年經驗；（2）教師角色
模範；
（3）教學經驗；
（4）意義重大的人物及經驗22。1993 年Peter Woods以生命史（Life
History）研究方法，探討一位幼師Peter的教育哲學觀形塑歷程，發現其觀點主要源自
於童年經驗，而個體的意向及經驗累積則形塑了教師的專業角色。簡言之，關於教師
職業行動的探究，只能是在結合過去、現在及未來觀點下的研究才得以有效的理解。
70 年代英美相關之教師生涯發展研究，可以說是教師職業心理－社會化研究過渡
到 80 年代生活史

傳記研究典範的預備。
「成為教師」被視為一個相當個別性的學習

與發展過程，它不是一個順利、沒有問題的處境轉換或角色轉變，也不是由所參與之
外在社會化機構來決定；而被視之為一個複雜、具危機性的發展過程，它會受到特殊
環境與個別因素交互影響而形成23。因此早期從教師社會化的觀點出發，只限於探討
職業初期的研究，將重心放在「新手

實習教師

初任教師」導入「教師角色」的歷

程與關係研究上，已開始由局部轉向研究整體職業生活的面貌，諸如人格特質
（Persoenlichkeit）、認同（Identität）及傳記（Biographie）等方案進入了教師的研究
領域中，它與社會科學發展之趨勢相一致，致力於主體主觀觀點與生活世界連結的被
理解過程。另外，70 年代教師研究中，職業生活史觀也受到發展心理學及職業社會學
方法理論革新的影響，認為中年與老年也有特定發展任務，期間也會產生認同混淆
（Irritation）與認同再確認（Re-Stabilisierungen）以提供新發展的機會。而現代化社
會中，成人生活特別受到職業的塑造，因而將成人期視為個體生活與職業塑造之「雙
重社會化時期」，「職業」本身不再被視為人的特殊部分，而是連結在其生命史之中，

20
21
22
23

參考 T. Schulze, 1993：26.
參考 P. Woods, 1993：4 ; G. Kelchtermans, 1990：321; 黃瑞琴，1989：16.
參考 Knowles，1992：126-127.
參考 E. Terhart, 1995：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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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以成人之認同發展來研讀24。因此本研究以資深幼師為對象，包括幼稚園與托兒
所之在職園長與教師，探討幼師職業史中角色認同形成之社會化議題。
國內有關幼師研究 70 年代才起步，探究的主軸多強調「教師角色」所需具備的
專業能力、知識內涵，研究者們企圖建立一理想之教師職業圖像，以做為師資培育或
社會楷模的參照系統。隨著 80 年代後期師資培育制度的轉變（師院成立四年制師資
培育課程）、新課程的推動（開放性之教學模式）與相關研究所的成立，在過去十餘
年幼師的研究，快速的成為研究的重要命題 25 。依據 1999 年黃意舒回顧「近十年
（1990-1999）幼教師資研究之整合性分析－以國科會補助及獎勵案為主」，所進行的
61 篇論文分析歸類，幼師研究主要的議題包括：教師職場中心理因素探討（含教學關
注、教學興趣、教學困擾、幼稚園環境因素、工作搭檔及自我要求）、教師專業成長
（多只限於初任或實習教師為主）
、教學信念及教學行為、教師之教育觀與實際知識、
師資培育與在職進修與教師的反省性思考26。其中僅只一篇林慧芬於 1998 年發表之
「幼兒教師生活史個案研究」，以幼師生活史描述幼師生涯故事的研究外，關於幼師
專業角色形成及幼師專業認同歷程的研究，也許因研究法的限制至今乏人耕耘。然總
體而言，對於「幼師」社會角色形成的觀點，主要還是強調生命個體被動接受社會給
定的角色歷程，也就是說，「角色」是先於、且獨立於生命個體之外的社會存在，生
命個體知覺並接受社會給定的角色做為據以行動的規範。幼師相關研究傾向以角色理
論中的角色期待立場探究「理想之專業圖像」，特別在其教學專業角色知能方面，強
調角色的踐行是為了順應社會或他人的期待，忽視了生命個體主動形成與創造角色的
潛能，包括創造社會中新角色,或賦予社會角色獨創的內容與意義。並經由自我角色踐
行，達到生命自我完成的面向。因此，本研究主要採生命傳記主體主觀理論研究取向，
來探討幼師童年經驗中，包括家庭與學校經驗，如何影響幼師職業角色的形成。具體
探討重點包括：（1）哪些童年家庭經驗影響生命個體成為幼師及如何影響（2）哪些
童年學校機構經驗影響生命個體成為幼師及如何影響（3）哪些社會文化經驗影響生
命個體成為幼師及如何影響（4）童年成長經驗與幼師職業角色形成關係間之必然與
偶然性（5）成為幼師對個體生命成長的意義價值為何。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F. Schütze所發展的敘述訪談法與分析法為主要資料採集及分析方法。透

24
25
26

引自 E. Terhart, 1995：229.
參考 M. S. Ni, 2001：9.
參考 黃意舒，1999：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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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敘述訪談，可以獲得完整呈現主體世界的歷程，主體在敘說中，觀看著自己，描述
出當時所認知到的場景，換言之，主體以自己的方式去理解世界，同時，外在於主體
的世界也向著主體說話，我們可以在此看到一種彼此相牽引的關聯。一方面主體在主
觀的內在意識中，透過語言表徵其相應的客觀社會事實或文化深層結構，另一方面主
體亦在主觀世界裡談論自我的存在意涵。
在此，生命文本提供敘說有二個可能的分析發展潛力，往外是主體的視域空間，
潛藏著客觀社會事實與文化深層結構的論述，往內則是主體自身存在意義的揭露，包
括自我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在時間流的伴隨下，敘述者能超脫時間，也可能脫離社
會文化結構，重新為自己賦與意義，藉由每一個場景人、事、時、地、物的交疊，主
體透過敘述文本帶我們進入他

她所理解的主觀世界，想法、感受、情緒、覺察、事

件的因果，甚至是想像等等27，如此一來，語言就相形地重要，它成為研究者跨入敘
說主體主觀世界唯一的橋樑，每個字都包含著主體世界開展的多種可能性。質言之，
對生命流程的理解，透過敘說是一直接理解主體如何建構其社會文化世界結構的切入
口；敘述語言本身即蘊含了生命承載者自身的價值觀，並反應出其所置身的社會文化
脈絡觀。R. Kokemohr認為依敘述訪談文本的語言特性，實可從語言、認知及社會經
驗內涵三個層面觀點來理解個體如何在文本結構中，處理主體所關注之人生問題的模
式28。本研究便是在此理解下，運用生命史作為進入探究與解釋主體與其職業社會化
間之關係。
（一）資料採集－敘述訪談（Narratives Interview）
本研究主要採用德國社會學家Fritz Schütze在 70 年代所發展之敘述訪談為資料採
集的工具。敘述訪談有別於過去標準化的訪談，最主要的差別在於傳統訪談者的角色
被轉為傾聽者的角色29，以報導人個人的生活經歷作為訪談的主題，它是一種故事的
形式，它是一種日常生活表達的形式，可以被敘述出來。經由這種敘述的形式，我們
可以獲得生命

生活史的面貌（生命口述傳記訪談）、職業生活的故事（主題、焦點

式生命傳記訪談）或是特殊個人經歷歷程的描述。做為社會科學資料採集的方法，
Schütze將敘述訪談定義如下：
「敘述訪談是一種社會科學採集資料的方法，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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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濃縮、細節化的即興敘述。」
（Schütze,
1987：49）

27
28
29

參考 Edmund Husserl 著，Dorion Cairns 英譯，1973：37。
參考 R. Kokemohr, 1989:283-284.
參考 H. Hermanns, 1984：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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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歷程主要分為三段來進行30：主敘述（Haupterzälung）
、回問（Nachfrage）以及
平衡整理階段（Bilanzierungsphase）。
訪談最後會建構出一份文本，呈現原材及基礎資料。不同於一般田野質性研究，
由於研究分析歷程逐句掃描解讀敘述語言結構、語言指示器（然後、那等）及語料之
不確定性，因此，所有訪談過程全程錄音，並依既定之轉錄系統代號「逐字」謄寫為
可閱讀性的文本。這樣轉錄出來的即興敘述文本，就是前文所述，在教育學傳記研究
中一種重要之教育歷程或認同歷程再建構的檔案資料31。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主要以已成功採訪的 21 位工作年資達 15 年以上，目前仍服務於幼兒園之
資深教師及園長32的職業生命口述史為對象（參見附錄一：訪談個案一覽表）
。經敘述
內容比對後，依本研究目的需要選取其中敘述故事結構、敘述品質及可能具「典型代
表性」之樣本 13 位，並將敘述訪談內容轉錄成逐字稿，做為主要的研究文本。
（三）資料分析
本研究主要採用Fritz Schütze 與其學生 Werner Kallmeyer 所發展出之理論建構
分析方案，現將其內容簡述於下：
Schütze將即興敘述所獲得的敘說文本視之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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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載經驗的意義再建構33。如同一般以質性過程
所獲取之原始資料相似，訪談者敘述自我經驗事件會有特別的認知觀點及其盲點，它
不僅會表述出報導者所遭遇外在境遇的自我觀點，同時也會表述出遭遇者個人認同及
其所屬團體認同的內在改變。針對這樣過程性資料的處理，Schütze所提出之文本理解
分析工具主要有兩類：
（1）協助研究者理解文本內涵的解讀工具，包括敘述基本視框
（ Ramenschaltelemente ）； 文 本 三 結 構 敘 述 、 描 述 與 評 論 及 敘 述 的 認 知 指 示 器
（Kognitive Indikatoren），（2）研究者分析歷程的五個操作步：文本敘述基本視框規
範 分 析 、 段 落 內 容 的 結 構 描 述 （ Struktuelle Beschreibung ）、 生 命 整 體 形 塑
（bioggraphischhe Gesamtformung）、知識分析（Wissensanalyse），及個案間對照比較
（konstrastive Vergleich）。

30

31
32
33

敘述訪談法各階段詳細操作內容可參閱：倪鳴香（2004）
。敘述訪談與傳記研究。教育研究月刊，第
118 期。台北：高等教育出版社，頁 26-31。
參考 W. Marotzki, 1995：72.
其中一位教師僅服務滿 14 年，因其述說內容豐富，仍將其列入分析資料之列。
參考 F. Schütze, 1987：14.
11

五、研究結果 （Ⅰ） － 口述傳記文本中幼師職業化與專業化
集體圖像
依據本研究 13 位資深幼師口述職業生命史文本敘述內容結構，主要可分成下列
四個部分組成：
（一）童年經驗與從事幼教工作的關聯。
（二）升學考試與從事幼教工作的關聯。
（三）學校學習歷程與從事幼教工作的關聯。
（四）工作歷程與其意義，以及最後的回顧與總結。
茲分述於下：
（一）童年經驗與從事幼教工作的關聯
文本的開始，
「童年經驗與從事幼教工作的關聯」常是第一個被處理的問題34。大
多數文本呈現的童年經驗是從環境中的自我談起，描述資深幼師的童年是穿梭於「家
庭」、「自然」、與「學校」三個環境。自我與三者的互動即為自我陶成的過程，經此
互動過程，逐漸形成原初的自我圖像與認同，不過三者在初步自我認同中所扮演的角
色與佔據的地位則輕重有別，不盡相同。然幼師童年經驗與從事幼教工作即在我與「家
庭-自然-學校」的交互關聯下逐漸開展。
以上所言之交互關係做為一個整體，層層相關，互為表裡，無法割裂：第一層關
係在於童年經驗與自我陶成，自我圖像的形成如何影響個體的生命歷程，而與踏上幼
教之途發生關聯。敘說內容多與學校學習產生關聯，在升學選擇時發生影響，如牧心
（020911AB08）「不愛讀書」的自我圖像，促使她脫離主流的升學機制，選擇進入教
會升學系統。妙容（020629AB03）依附於父親與手足的正向自我圖像，使她在升學
歷程中非常平順；第二層關係則是童年經驗如何影響自我職業圖像的形成，成為能動
的主體選擇職業的生命意向。「教師的職業圖像」也經常在此，在進入學校之後（包
括幼稚園），從各種管道形成，包括與老師的互動、學校的學習活動與童年的遊戲中
形構；第三層關係則是童年經驗如何影響日後生命個體從事幼教工作時的表現，包
括，如何形成理想的「教育圖像」
、與「幼師圖像」
，影響日後的幼教實踐與專業成長；
第四層關係則是如何獲得未來成為幼師的能力，這層關係往往為將來接受與認同幼師
圖像埋下伏筆。

34

亦有文本顯現其童年經驗與從事幼師工作兩者間是「沒有關係的」
，如彌園長(030213AB15)；玲老師
（020816AB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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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升學考試：生命史與職業史的交叉點
「升學考試」是幼師們生命建構中不可避免要面對的客觀事件。「升學考試」可
以說是生命史中學習歷程與職業史的交叉點：繼續升學或進入職場工作。面對升學考
試，生命個體能主動掌握的不多且要為此轉捩點做出選擇。這選擇與未來的職業出路
直接相關。此時能動的主體需在外在社會的限制（升學機制與家庭），以及自我生命
的意向兩者之間取得平衡，過去的生命經驗，包括童年與學習經驗在此深深地影響著
生命個體的選擇。選擇是透過對自身能力與環境條件的衡量而來，「衡量」顯示生命
個體與社會在升學的互動過程，是一種「內有所求、外有所應」的關係，是一種生命
必然 （自我完成性） 與偶然 （依他起性） 交會的結果。
（三）職業預備教育與從事幼教工作的關聯
此時期的學習，生命個體雖依附於學習機構中，但並非被動地接受課程的模印。
生命個體主動的學習興趣在專業養成佔有相當主導且重要的地位。生命個體會逐漸建
構自己的知識系統，而且學習的範圍並不侷限於課程之中，還包括教師身教、社團與
打工，甚至後者的學習往往較前者重要。而非相關教育機構出身的幼師則多將此階段
視為單純的取得就業資格與管道的過程。不過對於兩者而言，幼師專業成長最重要的
階段仍以進入職業之後的工作歷程為核心。
另外，由出身非直接相關的學習機構的資深幼師佔近半數，以及敘述的內容兩方
面可以側面看見二十多年前幼兒教育對於師資的學經歷要求並不高，幼師專業形象低
落。政策對於幼師專業的認證的變革，也可以在幼師在職進修的歷程中看見。
（四）生命的自我完成與專業認同
資深幼師的口述史在童年經驗與學校機構學習歷程之後，接著即進入職業史的敘
述。從敘述方式來看，資深幼師大多是依據工作變遷來敘述其職業史。
「工作變遷」不同於「職業變遷」，單純指在職業中工作機構的轉換，此轉換仍
在同一職業之中；而「職業變遷」則指在不同職業間的轉換。大多數幼師只經歷工作
變遷，無論是工作變遷或職業變遷都與專業成長有關，甚至就是專業成長的歷程。
貫穿生命史與職業史的是生命的自我完成，生命史與職業史之間並非總是和諧一
致，有時會產生衝突，個體生命需在兩極辯證中找到出路。結婚與生育的生命歷程造
成女性幼師工作變遷，但也成為醞釀幼師專業成長的重要時期。經由婚姻走入家庭，
女性幼師的工作與專業成長雖受制於家庭，不過，似乎對女性幼師而言，工作上的「暫
離」反而為幼師積蓄與醞釀另一波專業成長的動力。經由對自己子女的教養與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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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切，促使女性幼師反省理想幼師與幼兒教育圖像，進而影響幼師專業成長與實踐，
牧心即是典型。

六 、 研 究 結 果 （ II ）： 幼 師 角 色 形 成 之 存 有 圖 像
大部分生命的長成，會先接觸家庭此一社會機構，接著是學校，所以可以說「家
庭」與「學校」兩大社會機構陪伴著大部分的生命走過其重要的童年時期。而生命成
長的學習歷程，亦是其社會化的進程；主體生命的流轉在社會期望的要求下，朝向社
會各個職業角色移動，過去社會學中強調生命階段，社會化被視為人去適應既存的角
色期望35的歷程。然從本研究的個案敘說如何成為幼師的歷程中，其幼師生命樣貌的
雕塑並非全然從進入師培機構才開啟。佛洛伊德已經告訴過我們「童年是重要的」，
並強調其具有某些決定性的層面，使成人的某些生命特徵會一直依循著它。生命個體
選擇成為幼師的形成因素似乎與童年的經驗有所連結，這是將「童年」設想為幼師職
業社會化階段的一部份，是人覺知其社會性的階段，而教育是為個體社會化而思考
的。職業角色形成與童年成長經驗此關連透過敘說者的回憶而開展，敘說將時間流拉
回與其職業意向有關的童年經驗、活動以及關係中，因此透過不同資深幼師的生命堆
疊，一方面可描述出成人生命的特殊動力和普遍本質，又可認識「童年」和整個生命
的連續性關係。意即敘說的論述中，除了個體獨特性的歷程與發展外，它更是依循著
外在順序的結構事件來建構，此部分是超越個別性，而與情境（社會）有所連結，在
自我過去回憶的再建構中，生命歷程的時序與社會時序相扣連。主體與社會交織的生
命歷程中，總是包含去創造連貫的意義，以及當衝突危及意義時，能有效解決。
本研究結果以四個個案的生命經驗，鋪排出幼師童年時期面對決定未來職業角色
的行動策略上，主體如何承載自身與社會現實環境的變遷。「自我」透過敘說如何將
混沌、無形的事件，統整為和諧、完整的生命流程，並將自我經驗的開展，轉化在存
有上所萌發的意義。這個過程有如J. Dewey所言：
「生命有所成長，是在生存條件下，
當暫時的混亂，成為機體能量，欲獲得更大平衡的轉換時產生。……當克服了這些衝
擊或對立的因素時，他們便轉化進入更有能量且更具意義的不同樣貌」36。經四個個
案的童年成長經驗與職業角色的文本語言結構描述分析37的結果，同時亦建構出下列
四類幼師角色形成之存有圖像：

35
36
37

參考 D. Lenzen, 1989：1409.
參考 J. Dewey, 1934：14.
為避免資料過於龐大，其內容結果在此省略。有興趣者可直接向研究者索取（nimings@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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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家庭經驗的影響：父親身教楷模的陶養
透過前一階段對敘述者童年圖像與其如何走上幼教之途的結構描述，可以清楚地
看見主體情性養成的童年背景環境，以及人際互動間父親所帶來的深刻影響，這影響
不僅在於敘述者價值觀的形成，更和職業選取與進入職場，落實教育理念直接相關。
據此即可進一步地形塑出牧心職業角色形成的樣態，也就是說，她如何在與環境條件
互動中，選擇了「幼師」角色作為其生命蛻變中的社會角色（形象）。
童年經驗對於成長個體的影響，從牧心的敘述中清晰地披露出來。對牧心來說，
這個陶塑形成的背景是其所處的自然環境，及關鍵人物父親的言行舉止所刻畫出的角
色形象。
在鄉下長大的小牧心，童年所生長的那片土地對她而言是真正的一塊「沃野」，
那塊沃野提供了童年生活嬉戲的場地、提供了日常家庭生活所需的實質功能（井水冰
鎮綠豆湯）、提供了餵養家禽家畜的環境和餵養過程的樂趣，以及安撫受傷心靈的廣
大土地（22-45）。倘若一直到七歲，孩子彼此間的溝通以及自我間的對話是藉著遊戲
而非語言，而遊戲中聽、聞、看、意外與安全感等需要給出一個自由活動空間，那麼
自然曠野在牧心的生活中便扮演了一個重要的文化教育角色。
生活經驗包括對於生長環境、環境中所進行的活動，以及和他人的關係過程，在
彼此（人事物）互動關係中，逐漸地形塑起生命個體應對世界的態度；生活經驗中個
人習氣的形成，除文化面外，很重要的還有其社會面。對牧心而言，影響其社會面（或
說社會化）的成形，父親做為生命中重要他人發揮了極大的影響力。
牧心回想她的童年，除了在大自然中自由自在嬉耍所獲得的滋養外，父親的踐行
教養方式，為人處事態度對她來講是具正面意義的，父親的角色形象具體包括身體力
行、尊重鼓勵孩子、看人正向以及很會祝福他人等等（49-101）
。父親與鄰居小孩遊戲
時，雙方所表現出的單純喜樂的畫面，是牧心邁入幼教之路時參照的社會角色楷模圖
像。在信任與敬愛父親的基礎下，當牧心面臨不願進入主流價值下之升學管道，而需
選擇其他學習機構時，無疑地聽從了父親的建議走上幼教之途。父親角色楷模的影響
在牧心進入幼教場域後，仍深深地影響其親職教育的理念，其主張：「小孩子在成長
的過程需要有一位楷模、一個榜樣」，在父親深刻地影響下，這也成了牧心經營幼稚
園所秉持的理念之一（113-125）。
從生命經驗中，重要他人的現身，真實地呼應著主體所體驗到的成人與孩童共處
之互動形象，學習楷模的誕生，楷模的一舉一動牽引著那邁向成長的孩子對其自我未
來角色圖像的形塑，經由將外在他者楷模內化，亦埋下了影響主體職業選取的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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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一個轉化過程，整體而言，生命經驗中重要他人楷模化的過程，是由外而
內，再由內而外推的「外—內—外」的歷程。整個過程重要的關鍵在於生命流程中重
要他人的出現，並能在共處的互動結構中產生「楷模認同」與自我轉化的影響力。
童年學校機構的影響：修復童年的虧與匱
結構描述中，所呈現的是一個主體在其童年時期，如何面對自身所處的匱乏失衡
環境所顯現出的生命能動性。在經歷主動調解危機中，選擇成為幼師，並在走上幼教
之路的同時，展開對童年生命經驗斷裂的修復之旅。
由於生命斷裂的產生，促發主體為維持生命連續性中的平衡，從而採取因應的策
略。策略推進的同時，亦是形成自我治療的開始。菁菁邁向幼師角色的故事所形塑的
便是這樣的一個歷程。菁菁從小居無定所，以致機構化的學習斷斷續續，不斷遷移變
動的結果導致了學業表現不佳；加上父母感情失和、對孩童照顧上的疏失，對需要情
感依附與肯定的主體而言，造成嚴重的打擊。然這些來自家庭與學校環境外在的打
擊，卻成了主體提早獨立的條件。在其自我意識逐漸彰顯下，「拒絕聯考」成為菁菁
的反動，為了讓自己快樂而主動爭取就讀幼保科。從「拒絕」到進入「自我決定」，
這是個思的歷程，標誌出自我進入了深層內在心靈，有意識地接納自身的境狀，沈浸
在思自我的世界中，探尋著自身的種種。
然，能動主體的心靈並不只是意欲主動要尋求自我出路，更需要尋覓與其他的心
靈的對話。此一可能性在菁菁選擇進入幼保科學習後，具體的實現在師資培育機構所
滋養的內涵，包括專業知能的學習，機構中重要他人的鼓勵與肯認，此兩項幼師培育
機構機制彌補了其幼時所缺乏的自信（77-110）
。而學習歷程中的實習機制，則為菁菁
進一步帶來確認自我職業角色選擇的正確性：即為一種生命主體追尋與社會環境的呼
應。
實習期間的未來預備，師生互動的情境引發了她曾經受傷的心靈，那段不美好的
童年經驗回憶，逐成為菁菁「教育觀」與「教育行動」的參照視域。面對幼童，主體
拒絕社會複製的可能性，生命經驗昇華轉化朝向不同的可能性開展。幼教場域中的師
生圖像，讓菁菁內在過往的陷落愈發清晰，孩童的笑臉應照出過去那個充滿困頓與不
快樂的自己。在過去與未來角色圖像交疊對照下，主體的自我與世界關係在「彌補」
（122）的修復意念下，有了轉化。質言之，當主體走過家庭與學校兩個成長過程中
主要的社會化陶成機構時，其逐漸形塑出的個體自我感，並非僅是被動地在機構或文
化中接受陶鑄。在菁菁的童年經驗史中，讓我們理解到能動主體如何自有限的環境條
件下，反轉自身的處境，「限制」為主體意識的萌發開啟出一道曙光。主體一方面在
社會的機制下堆砌出負面的經歷，也接受職業的養成，但另一方面亦有意識地開展策
16

略完成自我。
整體而言，依附於幼師角色行為中的「幼師與孩童」關係內，為童年匱乏失衡的
菁菁帶來其生命經驗重現與補償的機會。而此補償的機制在主體透過專業學習機構的
有效性滲透，職業角色的可認同性才逐漸建立起來。一但能動主體發展出一套修復生
命斷裂的機制時，心靈就在此過程中獲得提昇與上揚，童年時期被決定或受折損的那
部分，逐漸癒合。在環境限制中選擇穩定性職業角色的決定，邁向幼師的職業道路，
舖設出菁菁跨入自我治療的橋樑。能動的主體為其「童年」與「幼師之路」的蛻變旅
程，賦予了自我「修復虧與匱」的生命意義。
社會文化經驗的影響：順水推舟以退為進
在結構描述內容中，小佳老師的童年經驗顯現其境況，不斷受教育制度內升學考
試機制的箝制。主體依循著外在有限的渠徑，思索自身的條件能力，順著學習機構的
流轉，最後進入幼教師資培育機構，並在師培機構所提供的眾多課程中，逐漸引發出
對當「幼兒老師」的興趣。而選擇成為幼師之途，對小佳而言是一個內外世界條件的
辯證過程。
故事鋪排沿著學習機構的轉換進行，成為幼師的源由，在小佳的回溯流中「幼兒
園」的生命經驗，是其探究自身成為幼師的關連性起點。在幼兒園期間，小佳即擁有
生命中第一位教師的形象，那是正向的，充滿溫暖與舒服的感覺（3-12）
；隨著年齡的
增長，國小期間對未來可能之職業圖像則建立在符應著當時社會「清高」與「時髦」
的價值觀，社會刻板圖像中的「老師」與「空姐」的職業角色思維（12-18），凸顯了
主體自我意識在此時期的混沌與曖昧。
面對台灣社會教育制度中的升學機制，小佳是認真地思考自我可能的出路，不只
參照外在現實考試制度的要求（文、理科兼顧），同時顧及個體本身能力條件（只有
文科可，且要就讀公立學校以減低家裡負擔）；幸運地碰上「剛好」新教育制度的頒
佈，因緣際會下得以獲得最佳的生命選擇，在職校聯招中，順水推舟地進入「公立名
女中」附屬職業科（家政科）就讀，並非經由高中聯考而被錄取。
在台灣，大部分的學生皆避免不了要捲入社會既存的升學機制系統中，個體的生
命在歷經考試機制的篩選下，一方面制度限制及決定主體的學習道路，另一方面，能
動的主體也似乎在毫無選擇下被決定。小佳亦順著此機制延展其生命樣態，將生命開
展的「不確定性」在「依他起性」與自我完成的可能傾向中萌生出意義。
進入家政科學習了三年的小佳，畢業之際仍再度面臨人生學習階段的抉擇。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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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與「興趣」現實限制落差下，主體回歸自身職業教育經驗內容中尋求依循，在一
社會價值比評中，「幼兒」成為小佳自我職業角色化的出口，面對幼兒的工作，選擇
的是社會中「教師」的角色，是一個對小佳而言自幼以來既存的正向社會職業角色。
從外在的限制返回自身，條件的評估，評估行動中出反映的是現實可行的未來職
業角色圖像，再次的環境機緣，幼教系正好開設進修部學分班，主體因而能即順勢連
結起其可踐行的「希望成為老師」的職業角色圖像。
考上師專，確保了小佳能踏上成為幼師之路，過往童年時期的期待與未來的可能
性在此相遇發生了對話，主體有了可以投注其努力的方向。在此她凝聚起專業知能所
需的「多學」策略，師培機構為其勾勒出未來幼師的生涯藍圖，認定擁有證照的「公
幼老師」之社會重要現實性。至此，小佳生命發展的意向性亦發鮮明，其不僅意欲成
為幼師，更朝向幼師角色理想的集體圖像「公幼老師」的意向邁進。主體以退為進，
在環境條件的推波助瀾下醞育專業知能，最後終達成心願進入公幼服務。雖說歷經峰
迴路轉，但在順應現實的抉擇過程中，
「成為幼師」
，並在「成為幼教師」下達成了其
生命的自我完成性。
必然與偶然所交織出：追求「母職教師」及「教師母職」的交融
妙容的童年經驗故事鋪陳出兒時自身母子關係中對「母親角色」的經驗，以及師
生關係中「教師的母親角色」經驗的對照，開展出一種兼容「母職教師」及「教師母
職」取向的職業角色期待與嚮往。
孩童時期的妙容穿梭在家庭與學校間，其生活上對人事物的體驗，是綜合相互參
照且交織一起的。在母愛缺乏下，妙容意識到學校老師對待孩童的態度，甚至是在知
識水平上與自己的母親相去甚遠（5-21）。兩相參照，「教師」所代表的知識與教養孩
子態度的正面形象亦發凸顯，「教師角色」成為妙容認定兼具母親良善教養，與教師
知識涵養的職業模範。「學校教師」與「家庭母親」兩角色的參照，形象上的差異所
促成的社會角色意向，充分顯現於主體所往返的兩個生活世界，同時也流動於兩個社
會角色的互動結構中。同樣地，生活世界中，人不時地與他者互動，在妙容幼時經驗
裡，那個負向偏差的成人與孩童關係經歷，長輩對待孩童的「不尊重」態度，主體在
希冀被尊重的幻滅下，這份不被滿足的缺憾終究流轉至主體對「未來老師工作」的角
色期待上，並形構出主體對成人與孩童間「尊重」的倫理價值觀。
家庭中母愛的缺乏，卻在父親與兄姐們關愛聚焦與肯定下，形成了妙容自我情感
意識中美好的意象，此情感性的支持帶來實際面對挫折挑戰的力量，縱使升學考試結
果不是預期的「心理系」，但來自父親的期待與對父親的關愛，加上自身對「教師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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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嚮往，皆將主體推向了接受考試的結果——妙容進入師資培育機構中的家政系
就讀。主體依附父愛所產生的自我發展意向性，實奠基於父女關係中無批評性情感的
交流，而此一依附父愛的自我生命圖像，卻成為童年妙容自我生命開展所依存的內蘊
動力。
考進師大家政系對妙容而言實是自我期許的落空，然而內心的失落在父親引以為
榮的情感支持中獲得撫慰，帶來跟自我期待妥協與接受現況。失落中獲得重要他人的
肯定，開啟主體重新向外關注與認同未來可能的社會角色。對妙容而言，進入師資培
育機構中，除能預見未來「當老師」的職業角色外，更引領了她發掘內在對幼兒教育
的興趣驅力，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隅」。
在師資培育系統中就讀，學習內容的引導下，給予了學習主體將「老師」與「母
親」兩種角色合而為一的契機。家政專業預備的學習使之得以回歸到「以家庭為重」
與「對老師工作嚮往」之生命意向上。由是，主體依循著內在興趣學習的動力，攀附
著外在學習環境，「教師－母親」的職業角色圖像逐漸開花結果。
家政教育的薰陶下，妙容在「母女關係」的體認上開始有了轉變，家庭結構中「母
親」扮演的是對家人無我的付出與順從的角色，形塑出其具像的「賢妻良母」母親角
色圖像。兒時心中的對母親的不諒解，透過未來職業預備課程內容的學習獲得消融與
理解。那個重視家庭，並以孩子為生命核心關照的母親角色圖像連結成為主體認同的
楷模。
民國六十七年時（妙容畢業那年）的幼兒園工作環境條件，當然無法與執教公立
國中之教師相提並論，即主體的幼師職業角色意向並未能獲得生活世界條件強有力的
支持，無法與幼師社會角色建立連結，在生存因素考量下妙容選擇了進入國中任教，
前後共長達六年之久。畢業、結婚、生下第一個小孩，民國七十三年的家庭變遷為其
帶來個人工作取向轉換的分水嶺。重家庭觀的妙容在「出國」與「守候」
，
「家庭」與
「工作」之間辭去那幾乎是全台灣唯一的國中家政科職位，攜子負笈美國，與夫婿相
聚。辭去教職意味著主體宣示脫離這條穩定有保障的職業軌道，然此一風險在出國能
達成「家庭團圓」與「自我再進修」的假設前題下定案 （283-285）
。生命主體存在的
意義與追求，在「家庭團聚」與「出國念個書」的意念交織下偏離了「當公立國中教
師」的職業生涯路。
在追求家庭團圓的路上，主體賦予自己於家庭中「賢妻良母」的角色，不只使之
放棄早已在手的鐵飯碗，同時也將自我專業發展的欲求擱置。然此一職涯斷裂的缺
口，卻在轉換生活場域的機緣下，使主體過往已儲備之幼兒教師專業資格與興趣能再
度迴轉進入自我主動追求的工作軌道上。那所在美國的幼兒學校，雖然只是一份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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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卻在妙容的認知識界中，成為其踏上幼教之路，回歸幼教工作成為幼師的里
程碑。
童年成長、求學階段，家庭與學校兩機構所給出的活動與關係場域，主體遊走在
不同的生活場域與角色關係之中，妙容的童年經驗故事所陳顯的是透過女性教師對待
孩童的正向形象與家中母親角色的參照，所形成之「母親樣貌」的教師社會角色圖像。
主體一方面遵循著社會政策的機制行動，另一方面則在機構中抑或遭受挫折、抑或獲
得滋養，穿越這些持續邂逅的人際溝通動態過程，主體的價值觀及未來職業角色的認
同逐漸鮮明；重要的是，在妙容的敘述中，「衝突」、「支持」與「自我內在的和解」，
是形構主體發展職業角色認同以致趨向生命（存在）的和諧之主要推動力量。

七、幼師職業社會化中童年經驗轉化之存有意涵
（一）從童年經驗看職業社會化歷程流轉
生命的獨特性在幼師職業角色形成的歷程結構，即在上述四位幼師角色形成存有
圖像描繪裡亦是鮮明的。童年成長經驗在生命的必然與偶然性交織下，將為存有主體
開顯出生命追尋的意向。「父親身教楷模的陶養」、「修復童年的虧與匱」、「順水推舟
以退為進」與「追求母職教師及教師母職的交融」此四類幼師職業習氣，即道出了主
體形成幼師職業角色意向投企的內涵，「過去」的我，已在生命流程結構中朝向著有
所期盼的未來——幼師專業角色的認同。
過去研究提及幼師專業成長是與童年經驗有關，然而，我們卻無法從這樣的一句
似乎是理所當然的敘述中，獲得其實質的樣貌，若能更進一步地探問，方能理解這樣
的一句話意味著什麼？以幼童為職業對象的幼師，其童年經驗內容到底是什麼促使生
命個體選擇幼師為其職業角色？德國社會學傳記研究學者M. Kohli，在其關於職業社
會化斷裂的研究中指出，社會變遷和人的生命改變理論仍處在缺乏主體性的論述中
38

。唯有當我們回過頭來仔細聆聽幼師們的生命經驗故事時，個體生命的牽掛與社會

機構、文化脈絡才產生具體而生動的對話。主體生命經歷（或其職業史）流程即是（職
業）社會化的過程，其所依存的社會生活情狀、行動條件與社會能力之交互關係，會
在透過個人傳記式的顯現過程中而獲得理解。W. R. Heinz在其「工作職業與生命歷
程：職業社會化導論」一書中則提出，職業工作本身並不決定社會化的歷程，它需經
主體日常工作而形構。從生命歷程來看社會化，並連結職業工作中的發展，方可清楚

38

參考 M. Kohli, 1991：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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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個體如何處置，及形構其所意識之社會結構的框架條件39。
在四個個案的敘述分析中，社會文化政策中升學機制如何左右生命個體進入未來
職業道路的影響力清晰呈現，考試的通過與否決定著社會成員能否晉級進入下一學習
階段的能力資格指標。個體生命歷程轉換的抉擇反映著社會主流的規範與價值觀，形
塑的過程建構出個體的人格特質。根據Hoft ＆ Lempert的職業社會化研究發現：資格
能力與社會規範、價值觀是職業社會化的基本元素40。四個角色形成個案歷程分析揭
露了職業不只是做為個人生存於社會的重要任務，它更是置於社會標準化與個人能力
的條件限制中，此部分是超越個體的連結，資格能力的獲得需經社會選擇（淘汰）機
制歷程來決定。但是，我們也從個案分析中發現，外在環境條件雖有其規範性與限制
性，環境中持續的邂逅與人際溝通亦有其支持性，主體往往一方面依循自身或生活世
界的限制及支持，另方面亦會跳脫並拒絕此限制，彰顯出人的自我完成性。也只有從
生命敘述微觀分析中，這些主體能動的可能性與超越性才能深刻地展現且同時被看
見。
（二）幼師職業社會化歷程所揭露之存有意涵
童年經驗到形成以幼師為其職業意向，此一轉化過程可以說是生命存有的基本現
象，轉化所隱含的是一種「超越」的可能，而轉化的發生，離不開主體所置身的社會
脈絡。尤其當主體通過家庭、學校機構到師培機構的社會化過程中，可發現其文化社
會的敘說論述中，已隱含著形塑主體面對處境的能動性。社會機制一方面可能限制
決定當事人；另方面卻在有限的現實環境條件中，揭露出轉化的可能性；轉化之路同
時也標誌出主體如何回應生活世界的各種機制（限制），回應的行動策略，是轉化的
契機（開端），亦是主體為其獨特存有樣態的發聲。
分析個案敘述素材，故事開展出個人與社會間的連結，讓我們理解主體會選擇以
幼師作為其職業角色，此一生命流程內容之轉折與豐富性打破了過去對成為幼師的刻
板描述，一位幼師不再只是單純地透過考試制度進入師資培育機構獲得證照，便理所
當然地成為幼師，選擇幼師角色包含著生命中許多的必然與偶然的交織，過去相關之
幼師研究研究鮮少仔細地去追問此一過程41，更不清楚過程中生命主體如何面對自我
與外在環境要求下，所隱含的深刻生命學習意涵，如同存有哲學所啟示我們的：
39
40
41

參考 W. R. Heinz, 1995：58-59.
參考 Hoft ＆ Lempert, 1985，引自 W. R. Heinz，1995：58-60.
近二十年來有關幼師的研究可分為五類：1. 職場環境與教師心理 2. 思想方面，包括教育觀、教育
信念等 3. 幼師生涯發展、專業成長 4. 課程與教學 5. 師資培育與在職進修。其中與本研究有關的「幼
師生涯發展、專業成長」相關的研究，若以個案來看，多著重在準教師或實習教師的教師心理或實
習方案上，可以說沒有研究是從生命流程中的童年經驗為入口，來探討作為置身在社會文化脈絡下
的主體，如何選擇幼師為其職業角色意向，此一具存有意義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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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持續的發展之外，在人的生命中實有不經常的、突如其來的升起事
件，而此事件可能具有教育的重要性。因此我們在存在哲學的地盤上需要去
認識此不恆常過程（事件）的教育意義，並且從此認識中去得到有關對教育
活動的新的指引。」（鄭重信，1975：94）
如此，透過敘說者的回憶開啟了對過程的探究，呈現人邁向職業角色的職業社會
化之辯證歷程，此歷程所具有的存有意涵或說是生命意義亦得以彰顯。
回過頭來看四位資深幼師的生命敘說，「重要他人」不僅只是學習模仿的對象，
而是主體自主選擇欲與其同一的意向形成，角色所承載的不再是被動的迎合所謂的角
色期待，更是主體走在成為幼師道路中，內外磨塑發展學習而成。從文本敘述中亦可
見到，「學校機構」也不在只是個單純提供專業學習的場域，機構中人事物的交往是
活生生的、是動態的，且同時具有限制性與支持性的。「社會文化傳統脈絡」更是鮮
明地影響著本研究中的幼師們，在升學機制的框架下，在台灣學子們幾乎很難不經過
此一升學通道取得晉級下一生命階段的入場卷，四位幼師的升學歷程雖不盡相同，卻
也在成為幼師的過程中，歷經突破層層的限制，不論限制來自個人或是他者（包括環
境）。牽掛於自己的處境而朝「未來」投企的主體，將在生活世界中作一番「抉擇」，
「抉擇」的活動絕非屬人之意志的行為，它顯示著一種特殊的自身超越能力，而此超
越能力反而是來自對於自己所為有限的體認42。
四位資深幼師的生命敘說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見人走向「定志」過程的轉折、
思路及其採取的策略。主體置身於社會文化環境中，個體與社會、個人與系統兩者的
交會使人在邁向職業社會化的過程中產生了動力，負向限制的力返回主體自身時，卻
成了生命翻轉可能的推力，主體因而循著既有的框架追尋其安身立命之所。因此，人
在生活世界裡所要追尋的此一「安身立命」歷程，便在主體與社會拉扯的張力中開顯
出生命獨特的存有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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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汪文聖，200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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