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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Giddens的結構化理論看教育現場的
變革動能：「命」與「運」的交織                                                          

蔡進雄＊

摘　要

長期以來對於是結構影響個人的行為，還是個人可以改變結構，此問題一直是學術

研究所關心的議題，而Giddens的結構化理論(structuration theory)正可以解釋此一現象。

Giddens的結構化理論認為結構限制了人的行為，但同時人也可以來改變這個結構，故提

出了結構雙重性理論(duality of structure)。進言之，人有生命力及主動性，具變革動能，

但另一方面，人也受到了外在結構的影響與束縛。在Giddens的結構化理論當中還提到結

構化的三元素，包括符碼化(signification)、合法化(legitimation)及支配化(domination)。顯

然地，校長是學校發展的關鍵性人物，更是學校重要的變革能動者，而如果校長能妥善

運用結構化理論，則對於組織變革會更有助益的。首先，推動學校教育的變革要先進行

教育理念闡述，但同時如能靈活運用支配化及合法化，則更能推動變革，如此三者交互

並進、相輔相成，學校推動革新就較能獲得新的結構與轉型，進而影響教師的行為。    

綜言之，教育人員面對學校結構在進行變革時，可靈活運用結構化理論的框架，故

本文擬先探討Giddens的結構化理論之內涵，其次闡明校長如何應用結構化理論進行學校

變革，接著從校長運用Giddens的結構化理論進行變革的困境、結構化理論看教師與學校

變革、結構化理論分析體制外的教育改革等面向加以探析，並以華人社會常談的「命」

與「運」之類比闡述，以供學校革新之參考。

關鍵詞：結構化理論、符碼化、支配化、合法化、變革動能

編輯者序言

 近年來，師資培育處於巨變，對於身在其中的教育人員而言，有許多新的挑戰，也
有許多舊的問題，亟／尚待處理。本期收錄三篇文章，正可從不同的面向提供參考。

第一篇是蔡進雄的〈從Giddens的結構化理論看教育現場的變革動能：「命」與
「運」的交織〉。Giddens被西方社會學界譽為戰後三大家之一，可見其理論功力之深
厚，而作者將東方的「命」、「運」與Giddens筆下的「結構」、「行動」相互闡釋，不
可謂不精妙，猶有進者，作者將自己的闡釋所得拿來分析教育人員―特別是校長―如何

進行領導以使教育改革成為可能，實在是很有趣的嘗試。第二篇是蔣禮倫、賴坊濱、張

紹勳的〈傳統戲曲藝術－歌仔戲融入特色課程之課程發展歷程〉。本篇相當適合意欲發

展特色課程的學校參考，對歌仔戲有興趣者也可一讀。第三篇是蔡明昌的〈國小高年級

學童自評及同儕互評之利社會行為與社會計量地位關係之研究〉。本文關注五、六年級

學童的利社會行為與人際關係。情意發展之重要性，再強調亦不為過。本文提出幾個令

人警醒之處，對於輔導工作有一定的提點作用，建議讀者不妨一讀。

教育工作經緯萬端，需要各路人馬方方面面的長時投入，其中，理論與實務的合作

尤為本刊所強調。如果您也相信「沒有理論的實務是盲的，沒有實務的理論是空的」，

歡迎來稿！本刊若能多收幾篇佳作，供有志者參酌，也算是對教育工作有一點貢獻了。

執行編輯 林 郡 雯  謹誌 

2018年06月於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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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ddens’s Structuration Theory View of 
Educational Change Agency                    

Chin-Hsiung Tsai*

Abstract
Anthony Giddens is one of the most excellent British sociologists. Structuration theory, 

formulated by Anthony Giddens, provides a good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educational 

change. Therefore, this article tried to introduce structuration theory. More importantly, this arti-

cle employed structuration theory to insight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al change. According to the 

structuration theory, we found that signification, legitimation, and domination can be the useful 

strategies to initiate educational change. In short, the article focused on structuration theory to 

explore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al change and provided some suggestions for educational lead-

ers and teachers to improve school education.

Keywords: structuration theory, signification, legitimation, domination, change agency

壹、前言

長期以來對於是結構影響個人的行為，還是個人可以改變結構，此問題一直

是學術研究所關心的議題，而Giddens的結構化理論(structuration theory)正可以解

釋此一現象。Giddens的結構化理論認為結構限制了人的行為，但同時人也可以來

改變這個結構，故提出了結構雙重性理論(duality of structure)。進言之，Giddens

反對結構和行動者是對立的，Giddens認為結構和個人的互動是存在的，個人不

是不可以改變結構，因為社會結構也是人所制定的（許美華，2004）。在教育現

場，我們可以發現學校組織以法令規章制約教育人員的行動，維持運作方向與秩

序，而教育人員在努力適應組織要求的同時，也不斷嘗試以其智慧能力突破各種

約束與限制（李俊達，2015）。樂觀來說，「人之所以為人」的本質是人會呼

吸、會思考、會行動，是有生命力的、主動的、能創造歷史的個體（蔡其蓁，

2000），但另一方面，悲觀地說人也受到了外在結構的影響與束縛。因此，如何

連結人類動能與社會結構乃是人們的基本問題(Archer, 1982)。

在Giddens的結構化理論當中還提到結構化的三元素，包括符碼化(signification)、合

法化(legitimation）及支配化(domination)（盧乃桂，2007），符碼化是行動者以利用解釋

架構來進行溝通，合法化是指行動者的行動須遵守特定的權利與義務，也受到規則的約

束，至於支配化則牽涉到參與行動的人彼此間權力大小的問題（洪謙德，1996a；許美

華，2004）。質言之，Giddens企圖藉由結構與社會個體行為的關聯性，找出社會發展的

一致性規則，在實證應用上，Giddens稱其為「開啟真相的神奇鑰匙(magical key)」（林

廖嘉宏、吳連賞，2014；Giddens, 1982）。此外，依結構化的觀點來看，領導不只是管

理者個人的心理特質，還要依賴資源的運用(Whittington, 1992)。準此，教育人員面對學

校結構在進行變革時，可靈活運用結構化理論的框架為策略，故本文擬先探討Giddens的

結構化理論之內涵，其次闡明校長如何應用結構化理論進行學校變革，接著探討校長運

用Giddens的結構化理論進行變革的困境，之後從結構化理論看教師與學校變革及由結構

化理論分析體制外的教育改革等面向加以探討，以供學校治理與教育革新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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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Giddens的結構化理論之內涵

結構化理論(structuration theory)是由英國社會學者Anthony Giddens所提出，其理論

企圖在現象學、符號互動之極端行動和自由意志，與在結構功能主義中的極端結構和

缺乏自由意志之間取得平衡，亦即人類的行動與結構無可避免地交互關聯（劉勇志，

2012）。換言之，Giddens打破個人與社會是二元對立(dualism)的看法，代之以結構雙重

性，強調行動者與結構是相互依賴的關係（張宏輝，1992），亦即在主體與客體、意志

論與決定論、微觀與宏觀、行動與結構等兩元對立之中， Giddens提倡結構雙重性（詹景

陽、陳淳斌，2004）。 

此外，Giddens認為結構包含規則(rules)與資源(resources)，兩者都是由人的行動所

創，規則是一些普遍性的行事程式，是人們奉行的社會生活方式，資源可分為支配物質

的配置性資源(allocative resources)和支配人的權威性資源(authoritative resources)（盧乃

桂，2007）。在封建主義的社會中權威性資源扮演重大的角色；反之，在資本主義的社

會中配置性的資源顯示特別重要（洪鎌德，1996a）。

基於規則與資源，Giddens更進一步指出人的社會行動結構化有三個元素，如圖1所

示，分別是符碼化(signification)、合法化(legitimation)及支配化(domination)，符碼化是以

語意符碼、解說和推論提出一些概念，以及行動者的釋意，合法化是為社會裏的人和事

提供道德和評價性的規則，以及制裁特定行為，支配化是透過行使權力來分配資源及鞏

固規則（盧乃桂，2007；Schwandt & Szabla, 2013）。申言之，符碼化結構是行動者在

互動過程中透過知識能力來溝通，支配化結構是涉及行動者透過各種手段來運用資源以

達成預訂之目標，至於合法化結構是透過特定權利與義務的規定，成為規範性規則的約

束，而這三種結構之間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無法絕對加以完全分割，例如行動者進行

意義的溝通時，可能會產生權力的運用並同時涉及外在之制裁，亦即溝通、權力及制裁

是相互連繫的，如同社會結構中的規則與資源之間相連繫一樣（吳曲輝等譯，1992；許

殷宏，1998）。

 

結構　　　　　　　　   符碼化　　　　　支配化　　　　　   合法化

 中介模式　　　　　　解釋架構　　　　方便設施　　　　　社會規範
 　　　　　　　　　（語意規則）　　　（資源）　　　　（評價規則）

 行動（互動）　　　　　溝通　　　　　　權力　　　　　　社會制裁
 　　　　　　　　　（傳達情意）  （改變外界的能力）　  （獎懲/臧否）
 

圖1　結構與行動的關聯

資料來源：洪鎌德 1996a：95；許美華，2004：96

參、結構化理論的應用研究

關於結構化理論的應用研究相當廣泛，Orlikowski(1992)以結構化理論為基礎，發展

出科技結構化理論(the structuration theory of technology)來探析科技與組織的互動關係，

並指出科技與組織間應有更深層、更多的對話理解。趙雅麗與劉慧娟（1996）曾採取

Giddens的結構化理論觀點為基礎，指出在資訊傳播科技系統的設計過程中，社會規則與

社會資源既促進、同時也限制其設計過程時的抉擇。許英傑、周世偉與黃慧玲（2006）

研究指出結構化程序中的解釋性架構、便利手段及規範皆會正向影響加盟者對加盟總

部的信任，其中便利手段亦會正向影響加盟者對加盟事業的滿意度。張玲星與林東清

（2005）則從結構化理論探討企業資訊化的政治行為，研究發現在意義結構方面，因為

資訊人員與使用者對資訊系統的解釋性架構有異，所以強化了使用者對資訊系統的負面

印象，使資訊系統更難改變；在支配結構方面，資訊部門成為公司企業流程的核心後，

也改變公司資源的分配；在正當性結構方面，公司的不信任文化，加強了資訊系統的控

管，也強化了公司內的規範。另外在教育學術研究方面，林郡雯（2002）以Giddens的

理論為架構，研究發現師生互動是規範約束、控制辯證、意義共構的歷程，亦即師生的

互動歷程包括了道德、權力及意義的元素，師生應合力找出學校中結構與行動的一體兩

面性，而師生應加強溝通，了解彼此的期待與處境，才能建立良好的師生關係。賴光祺

（2008）探究Giddens思想在教育上的推演，研究發現高度現代性社會有不同於以往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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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動力、後果與特性，生活在高度現代性之下人們有更多自我決定的空間與必要性，

在教育上的推演方面，研究中指出權力的運作可以是雙向的，當教育受到不合理權力宰

制時，能動者能夠建構反向的或另類的論述及結構來加以對抗，且教育措施的恰當性有

必要時時加以檢討。

肆、校長如何應用結構化理論進行學校變革

變革能動者是自身對改革本身以及改革過程具有高度的意識，並有能力改變現狀

的人（黃琳、霍秉坤，2016）。顯然地，校長是學校發展的關鍵性人物，更是學校重要

的變革能動者，而如果校長能妥善運用結構化理論，則對於改變一所學校及組織興革會

更有助益的。首先，推動學校教育的變革要先進行教育理念闡述，也就是說理念闡述是

必要的，但同時如能靈活運用支配化及合法化，則更能推動變革，舉例而言，校長剛就

任到一所學校，發現學校可以推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此時校長可以透過文字發表或於

各會議場合不斷闡述學習社群對教師成長的重要性，同時也可藉由會議決議通過實施辦

法，以取得合法性及正當性，並且校長也支配所擁有的資源來支援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

落實，如此符碼化、支配化及合法化三者交互並進、相輔相成，則學校推動此一革新就

較能獲得重新的結構，進而影響教師的行為。

質言之，符碼化是指概念或意義的闡述，是故校長可透過意義符碼的闡述來進行解

構，惟只有理念陳述可能是不足的，校長可藉由所掌握的各種資源及分配權力，透過會

議通過形成規範、規章或法令來引導學校之組織革新。總括說來，校長可妥善運用Gid-

dens的結構化理論來實施組織革新。扼要言之，能動者（主體）可運用各種方法與工具

（人、理念、設計、資源、語言與符號)，試圖改變學校某些現狀，以提升學校發展能量

(盧乃桂、何碧愉，2010）。試舉一實例說明分析如下（黃榮村，2014），某私立大學校

長在進行校務改革時，常與校內教師溝通其辦學理念，為使學校加入具競爭性的新血，

在取得董事會的同意下推動三年增聘百師計畫，另外為提升教學及研究品質，該校校長

在校務會議中提出比舊制標準更為嚴謹的新制教師升等辦法，而同時也提供準備升等教

師之人力及經費協助，過程雖有反對意見，最後經由說服及溝通後於校務會議通過新的

升等條款。在多方面的努力下改變了一所大學，並使該校在國際及亞洲排名大符進步

（林欣儀，2016；黃榮村，2014）。我們若以結構化理論架構來觀察分析，該校校長在

進行校務革新時，先向擁有資源分配權的董事會爭取三年增聘百師以調整生師比並投入

經費改善各系所教學軟硬體設施（支配化），又在校務會議通過可促進教研品質的新升

等條款，以建立新規則制度及取得合法性（合法化），同時也給予教師升等的協助和資

源（支配化），改革過程中該校校長也不斷陳述治校理念並與教師溝通（符碼化）。概

括地說，該校校長積極扮演學校發展的能動者角色，並透過符碼化、支配化及合法化之

相輔相成，順利地使得一所大學從結構面上轉型成功。再舉一企業組織的變革為例，在

《誰說大象不會跳舞—葛斯納親撰IBM成功關鍵》一書中描述作者Louis V.Gerstner Jr.如

何帶動IBM大企業進行轉型，在授命擔任新執行長上任後即提出自己的管理哲學，並與

員工溝通，且將權力重新分配、裁員及組織再造，進一步改變薪酬制度、依單位績效發

放紅利給高階主管，實施擁抱顧客計畫、撤廢管理委員會等一連串革新措施，使得IBM

於1993年Gerstner初掌到2002年退休時，獲利80億美元，員工增加6萬5千人（羅耀宗譯，

2003）。我們如果以結構化理論來看，私人企業的執行長擁有更多的支配權力，因此

Gerstner對於主管安排及薪資結構進行改革，這是支配結構的有效運用；Gerstner剛上任

時提出根據事實及重視品質等管理哲學並不忘以電子郵件常與員工雙向溝通，此為符碼

結構的展現；此外，Gerstner也提出擁抱顧客計畫，甚至廢除擁有權力的管理委員會等，

這是合法結構之規則的重新訂定。顯然地，透過結構化理論之重要元素的靈活應用，如

同大象般的大型企業組織也可以轉型成功。而中小學校長在進行學校組織變革，也可妥

善運用結構化理論。   

社會實踐牽涉到行動者的行動，行動的執行有賴權力的作用，故行動者愈懂得動用

權威性或配置的資源，其更能決定社會實踐的走向與過程（洪鎌德，1996a；詹景陽、陳

淳斌，2004）。再回到教育場域，顯然地校長是學校發展的行動者(agent)，在強調學校

本位管理的校園裡，校長是綜理校務的領導者與學校改革的驅動因子，校長如能針對學

校原有之符碼結構、支配結構及規則結構（如圖2），以及校內外情境進行盤點，之後再

進行全面性的結構化及制度領導，並適切運用權威性及配置性的資源，則較能全面帶動

學校革新與發展。一對一的領導或人治的領導，對於中型或大型的學校組織之變革或轉

型效果是有限的，是故藉由靈活運用結構化理論與內涵，可以為學校發展找到適合切入

的架構及施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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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結構化理論的三元素與學校革新

總括而言，筆者認為Giddens的結構化理論可以讓校長更能透視學校變革更新的運作

方向，然也遇到一些問題，例如中小學校長有責無權、校長行政權的弱化等都值得加以

探究，以下進一步探析。 

伍、校長運用Giddens的結構化理論進行變革的困境

邇來我們常聽到中小學校長一職是有責無權、「赤手空拳」的聲音，是不是真的

如此？如果我們以Giddens的結構化理論來看，這個聲音應是事實的反映，Giddens認為

行動者在社會中的實踐是改變外在環境，要改變就需要改變或干預的能力，在社會群體

內的社會實踐能力就是意謂著權力的使用，權力是作為社會系統的支配結構，包括對社

會、對人的控制力之權威及對資源的控制力之配置（洪鎌德、胡正光，1996）。具體來

說，以Giddens所談的支配化來看，其所指的支配化包括分配資源及權威資源，也就是說

以現況來看校長是較缺乏這兩種資源的支配，公立學校校長無法給教師實質薪資或獎金

發放，也沒有教師聘任權，目前僅有行政主管的聘用人事權，而當多數教師不願兼任行

政職務時，校長擁有的僅是靠著教育理念之符碼化來進行組織變革，而柔性的理念與勸

導是否能發揮變革，則有待觀察。而當校長缺乏了資源分配的權力，此時要於會議形成

規章或通過辦法取得合法性及正當性，則有其難度，特別是涉及到教師的權益或根深蒂

固的慣性時。因此，難怪有些校長期待教育主管機關直接行使公文命令進行改革，或藉

由教育評鑑委員的指正，如此校長進行改革才有所依據，否則在有責無權的情況下，校

內要訂定通過學校革新措施及辦法，或推動革新，確實會遇到阻力，這正是校長領導及

推展校務的難處。也就是說，校長應是學校變革的關鍵能動者(agent)，惟結構面向是不

利於校長進行學校變革的。再加上教師「本體論的安全感」(ontological security)的日常慣

習之定型化及保守性下（洪謙德，1996a；Giddens, 1984），使得學校改革有其困難度。

再來是從Giddens結構化理論談校長的權力運用，基本上權力可分為參照權、專家

權、法職權、強制權及獎賞權，總的說來，校長的專家權及專業知能之軟實力是相當重

要的基礎，因專家權有助於符碼化的運用，並且從樂觀面來說校長可在符碼化結構的基

礎途徑上，透過理念溝通及說服展現資源分配之硬實力，藉以形成規則及條文規範，來

促使教師行動進行變革。而另一方面從政治性場域所需要的溝通、討價還價、組織及強

制等四種能力來看（魏鏞，2004），目前公立中小學校長是較缺少強制力，故可多強化

溝通技能及組織力。值得一提的是，教育政策上的資源提供與支持是可以讓校長在結構

上獲得更多的支持力量。表1是綜合前述及相關文獻（李康、李猛譯，2007；張宏輝，

1992）的歸納表，從表1可知符碼化、合法化及支配化的權力觀、方式及互動各有不同，

而三者是可以交互運用的。 

表1　結構化理論的相關概念

權力觀 方式 互動

符碼化 專家權 言語概念、知識 溝通

合法化 法職權 規則、法律 制裁

支配化 法職權 人事及經費等資源 權力

陸、從結構化理論看學校的「命」與「運」

華人社會常談命運，人的一生是「命運」安排，還是「運命」之可改變，依《新

編國語日報辭典》對「命」的解釋是：「宿命論者說貧富貴賤是上天所作的安排，人力

無法改變，把這種情形叫命。如『命運』」（國語日報出版中心，2001）。因此，「命

運觀」是宿命的，人是被命運所束縛的，而「運命觀」是人可以透過努力及行善積德

來改變人的一生，朝向美好的人生來發展。關於宿命觀與結構化理論的探討，葉乃靜

（2007）曾以外籍配偶為研究對象，研究發現受訪的外籍配偶相信生活是被命運所控制

的，所以比較不會積極地想要改變生活模式，此外外籍配偶正是處在資源、規則和能力

支配化

符碼化

合法化

學校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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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限框架內，無法突破結構的限制而成為Giddens所言的能動者，因此依據研究結果，

建議政府制定保障外籍配偶的社會福利政策，鼓勵外籍配偶多結交朋友，並且努力打破

現有之無形的結構限制，成為一個獨立的能動者、行動者。

準此，我們以結構化理論觀之，人雖被「命」的結構所安排，但樂觀地來說，人也

可以透過「運」來改變「命」的，是故從結構化理論來看華人社會所談的命運與運命，

似乎也可以找到一些合理比擬的解釋。而Giddens的結構化理論更能適切提供校長治理學

校及變革之合理架構及策略，進一步而言，對許多學校來講，學校結構化的「命」似已

長期存在，校長在接掌一所學校時，如果看到這個學校的結構之「命」不佳時，則應努

力去透過「運」來改變「命」，而「運」的方向可從結構化理論之符碼化、支配化及合

法化來運作，剛開始要檢視學校既存結構的優缺及所擁有的資源，如果某些既有的結構

有助學校發展，就強化既有結構並繼續維持，若有未臻理想之處，則要相信人是有能動

性(agency)，因校長是學校動能的重要來源，故可參考結構化理論架構設法來「運」這所

學校的「命」。

質言之，從結構化理論來分析之，在教改浪潮下所形諸的結構制約，校長宜改

變自身原有的心智模式，帶領組織成員共同面對挑戰，化身為變革行動者（陳幸仁，

2005）。換句話說，結構是由規則及資源所組成，規則是可以改變，資源也可以重新分

配，結構因人而存在，也因人而改變（賴光祺，2008），故校長或教育人員應該勇於調

整改變並努力創造更美好的教育結構環境，來轉變學校教育朝向更有利於學生學習的方

向來發展。進一步而言，在體制結構的限制下，學校領導者應具有創業家精神(entrepre-

neurship)，所謂創業家精神是一種採取創新與進取的行動，掌握創業機會且將資源有效

利用，以創造價值的過程（牛涵錚、辛敏綺，2011），是故在市場化的教育環境下，學

校教育人員或校長應具創業家精神，主動積極並採創新作為，以突破結構的層層限制。

我們常說不要認命，而是要造命，如此才能顯現出人類的意志力及生命力。循此，對於

不合宜的教育結構，我們應積極創造新結構，所謂英雄造時勢，藉此更能顯示校長及教

師精益求精、好上加好及止於至善的教育精神。

柒、從結構化理論看教師與學校變革                       

大體上學校變革的動能者有三層面，第一層是校長，第二層是中階主管，第三層是

教師，如果以結構化理論的三元素來看，如前所述，校長在學校結構化下已面臨到諸多

困境，故未能擁有較多學校資源及行政職權的第一線教師若想要參與推動學校變革可能

會面臨更多的限制與障礙。首先，就支配化的角度來看，未有資源的教師本身就缺少了

進行整體學校改革的權力，就合法化方面也較缺少動員的力量與資源，在此情況之下，

具體作法是教師擁有的專業理念及教育理想必須要更為清楚明確並能吸引人，且能提出

革新作法說服校長及中階主管，爭取相關資源，必要時匯集及連結更多有共同理想的教

育夥伴以發揮1加1大於2的綜效（蔡進雄，2015），如此由教師啟動之從下而上的學校革

新才能更為順利的進行，否則要靠單一教師力量進行學校校內革新相對於校長而言是有

了較多的侷限。值得一提的是，教師常是教育政策的主體，必然可以發聲、可以批判、

可以行動、可以改革，以突破結構束縛，展現主體動能（劉國兆，2015）。如同Giddens

所提出的控制辯證(dialectic of control)，Giddens認為所謂控制辯證是指作為控制之權力

的雙向分佈性，體現出在既有的權力關係中，權力弱勢的一方如何可以藉助某種操縱資

源的方式，對權力強勢方實施控制（李康、李猛譯，2007），是故在學校權力的分佈方

面，教師在進行學校變革可能較居於弱勢，但仍可藉助於連結、理念溝通及相關會議之

參與，影響學校領導者及各項決策。反之，倘若教師抱持「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則

學校變革動能是不會由教師身上發出的，故可在尊重行政倫理之原則下抱持「不在其

位，共謀學校發展」的建設性態度，發揮微領導的力量（蔡進雄，2016），積極參與學

校革新，以造福莘莘學子。   

綜上所述，由結構化理論來看教師與學校變革，單一教師要進行校內變革確實比校

長受到較多的限制。從鉅觀來看，要由教師的自我改變到社會結構的改變其歷程是緩慢

的（黃騰，2008），雖然結構與制度束縛了人，但從另一方面來說，Giddens也指出社會

中的能動者(agent)是具有實踐能力的個別主體，能動者具有認識的能力(knowledgeability)

來認識周遭環境，組織知識進行行動及改變外在的世界（胡正光，1998），個案研究

也發現在不穩定的情況下細小的改變最後逐漸擴展演變成巨大的變革之現象(Plowman, 

Baker, Beck, Kulkarni, Solansky, & Travis, 2007)，眾所周知的蝴蝶效應也是在強調細小改

變可產生巨大的影響。換言之，人是具有主動性、自主性、實踐力，以及在控制的辯證

下，人是可以創造及改變結構與制度，是故沒有行政職權的教師也可以進行教育革新。

概括地說，以結構化理論看教師與教育革新，其努力的方向可歸納為強化教育專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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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理念之符碼闡述，此乃社會實踐牽涉到行動者的能知愈多，結構改變的機率也就愈大

（洪鎌德，1996b；詹景陽、陳淳斌，2004），且可透過教師團體或集結更多志同道合的

夥伴，以及向上爭取相關資源，如此將有契機更新結構，邁向更理想的教育環境。誠如

許美華（2004）所述，教師的能動性來自於其對自身專業能力的轉化與反省，例如教師

可以利用課程發展委員會來使課程更適合自己與學生，教師亦可利用教師專業團體來影

響政策的決定。爰此，以下就進一步從結構化理論探析教師團體與教育變革。

捌、從結構化理論探析教師會、教師工會與教育變革

結構化理論除了可探析校長與教師對學校改革的努力方向外，也可以用來探討教師

會或教師工會與教育改革的關係。從表2 可知，教師會或教育工會在進行教育革新時，

就符碼化為優先之話語型態方面可透過會訊及網頁來傳遞，在支配化為優先之政治及經

濟制度方面可透過各項會議及資源分配來進行改革，在合法化為優先之法律制度方面則

可訂定契約及進行團體協約。值得一提的是，除了Giddens結構化理論外，Archer(1995)

所提出的型態生成論(morphogenesis)三階段亦值得教師團體進行教育改革之參考，Archer

（1995）認為型態生成包含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結構制約(structural conditioning)，即

社會結構是存在的，社會行為是受結構所制約；第二階段是社會互動(social interaction)，

即人們因自覺及互動而修改結構，又因為要使既有制度加以維持，會以獎賞及懲罰來影

響人的行為，而受懲罰的團體會希望改變既有的結構；第三階段是結構精緻化(structural 

elaboration)，即在各利益團體協調及衝突後，形成一個新的結構。

質言之，比起單一教師，教師會及教師工會之教師團體在進行教育革新更具有力

量，更能喚起社會大眾的注意。同樣地，教師會或教師工會也可以靈活運用Giddens的

結構化理論，經由網頁及理念宣揚、各項協商會議和訂定契約等方面的努力，以達成所

預設的改革目標。舉例而言，關於中小學的導護工作，教師會宜有其理念及主張（符碼

化），並分析導護工作是否為教師職務的一部分，且透過各項會議與教育主管機關協調

達成共識，訂定相關辦法（合法化）。總括說來，結構化理論可提供教師團體一個明確

可行的革新運作面向，有助於教師會及教師工會在更新結構及促進教育變革的參考。

表2　結構化理論對制度的分類

制度類型 規則和資源的偏重次序 對應的互動制度

符號秩序／話語型態 符碼化－支配化－合法化 會訊、網頁

政治制度 支配化（權威）－符碼化-合法化 各項會議

經濟制度 支配化（配置）－符碼化-合法化 薪資、相關資源

法律制度 合法化－支配化－符碼化 契約、團體協約

資料來源：修改自戴曉惠，無日期；胡正光，1998：56；Giddens, 1984   

玖、從結構化理論分析體制外的教育改革

雖然體制外所發動的教育改革較無法於體制結構內發聲，即便如此，結構化理論

之符碼化、支配化及合法化的三個元素，也能提供了體制外的教育改革之可行方向。詳

言之，體制外的教育革新，在教育理念及改革之教育意義闡述方面，需要能支撐其教育

改革，以成為教育改革的重要理論基礎，另外連結具有同樣理念的夥伴可發揮更大的力

量，進而影響擁有權力及資源之決策者，促使重新分配資源與調整規則及法令。

值得提醒的是，改革與現有機制結構兩者之間是矛盾又統一的關係，兩者的共生才

是一個健全社會所要求，機制結構代表秩序與保持現狀，可用來保存及積累社會及文化

資產，而改革代表流動與變化，是社會調整其能量以維持日日常新狀態的管道（藍雲、

陳世佳譯，2009）。此外，有穩定的機制結構，也才能保存改革所帶來的變化（藍雲、

陳世佳譯，2009）。扼要言之，以結構化理論來觀察體制外的教育改革，必須先要有可

促進教育發展或有助學生學習的教育理念為基石，同時透過各種方式影響體制內擁有權

力者的想法，並努力改變規則與法令，以達成所預設的教育改革目標。再者，體制外的

教育改革者亦宜體認有了穩定的結構及制度，才能保存並實踐教育革新帶來的改變。  

拾、學校革新結構化理論模式的建構

參酌前述相關理論（洪謙德，1996a；Giddens, 1984），筆者提出學校變革結構化理

論模式，如圖3所示，學校變革是一種干預或影響學校教育的動作，透過這些活動或動

作，試圖影響學校教育的結構，也試圖努力影響教育人員的行動或動能，由於在學校革

新之前學校已既存舊的結構化內涵，包括規則及資源所衍生的符碼化、支配化及合法化

結構。再進一步來說，學校變革的干預活動或動作，可能來自校內，也可能來自校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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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政策，來影響結構及觸發教育人員的動能，而在結構與行動兩者交互作用下，影響

了學校變革所帶來的變革效能。

總括說來，以學校革新結構化理論模式來看，任何教育興革並非一蹴可及，涉及教

育價值信念、資源配置、教育人員的權利義務、教育法規、權力大小等結構因素，也與

教育人員之認知、釋意、專業能力、態度、主動性、能動性等息息相關。當學校革新能

在時空環境下克服種種困難順利推展後，又再次地沉澱定型成另一新的結構，限制或影

響著教育人員的行為，就這樣一直不斷循環著，如果沒有這樣循環著教育就容易成為一

灘死水，因而阻礙著教育的進步發展與各領域人才的培育。  

     

                             　　　　　（影響或介入學校教育的活動）

                            

圖3　學校革新結構化理論模式的建構

拾壹、結語

學校教育通過符碼化（如義務教育、師資培育、教育公平、教育理念等）、合法

化（如立法、頒佈行政命令、規定等）和支配化（如檢查、督導、評鑑、資源分配等機

制）的鞏固過程，順利地將結構及制度紮根於教育現場（盧乃桂，2007）。而學校結構

化限制教育人員的行為，另一方面教育人員也是在社會系統中具有「能知能力」(knowl-

edgeability)以決定其行為（張玲星、林東清，2005；Giddens, 1984），故教育人員也可

以來回頭過來改變結構、創新結構，結構與行動兩者彼此互動影響著，並使教育生生不

息。雖然也有學者認為Giddens的結構化理論對於能動者的論述概念較弱、社會限制面的

評估不足、傾向與既得利益者妥協、理論過於龐大、把結構等同規則與資源過於空泛、

規則種類繁多不易概括化，以及行動者並非只運用規則和資源，有可能會設計一套策略

來化解規則與資源等（林廖嘉宏、吳連賞，2014；胡正光，1998；洪鎌德，1996b；賴光

祺，2008；Clegg, Courpasson & Phillips, 2006），但這些批評並不影響結構化理論在各領

域的應用與探究（吳家賢，2006；林郡雯，2002；Bryant & Jary, eds., 1997；Cassell, ed., 

1993；Englund & Gerdin, 2014；Fuchs, 2002；Gregson, 1986；Orlikowski, 1992；Tubin, 

2015；Veliquette, 2012；Whittington, 1992）。

學校變革能動者包括所有正式與非正式領導，而他們在不同職務及時空上擔任

不同的領導角色（黃琳、霍秉坤，2016），依結構化理論，學校的成功是很多行動者      

（actors）隨著時空不間斷及多元行動的結果(Tubin, 2015)，是故人人都可以是教育的領

航員，學校變革之校內能動者包括校長、行政人員與教師等，甚至於學生都可以是能動

者，因此結構化理論可提供校長及教育人員在進行學校變革轉型及制度領導的參考，特

別是結構化的三個元素之符碼化、合法化及支配化，相當具有參考之價值。再者，人如

視為完全被結構之決定論所影響，則將無法說明人潛能的開展性和超越性（陳伯璋，

1990），如同諾貝爾文學獎得主Isaac Bashevis Singer被問到是否相信自由意志或者命運

決定論時，他如此回答：「我們必須相信自由意志；我們別無選擇。」（林金榜譯，

2003），因此教育人員若抱持自由意志論時，就是偏向「英雄造時勢」的積極態度，這

是我們教育人員對於改變不佳教育結構環境的正向樂觀的選擇。  

人的一生是「命運」安排，還是「運命」之可改變，我們以結構化理論來看，人雖

被命運的外在「結構」所安排，但樂觀地來說，人也可以透過「運」來改變「命」的。

從結構化理論來看華人社會文化談的「命運」或「運命」，似也可找到合理易懂之類比

解釋。

總言之，誠如Giddens所指的結構裡含有行動、行動中也產生結構（洪鎌德，

1996）。循此，學校結構的「命」與透過人為的「運」兩者是交織、互動循環的，如此

能使教育生命在結構、解構與再結構中永續創新發展，而俾利於學生學習與成長。而本

文也不斷地一再強調教育人員是可以透過符碼化、支配化及合法化來施力以促使學校變

革，並深信不管是學校校長或是教師均可以成為教育變革的能動者。至於是行動者可改

變結構的成分比率大，亦或結構影響行動者、限制行動者的成分比較多，實在不易說出

個精確數量或比重，就端視於行動者之內在動機、內控動能多寡及外控結構情境而定。

(本文曾發表於2016年「民主與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主辦單位：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

系/教育政策與行政研究所/課程與教學研究所、中國教育學會、國家教育研究院。)

結構

學校
革新

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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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戲曲藝術－
歌仔戲融入特色課程之課程發展歷程

蔣禮倫＊、賴坊濱＊＊、張紹勳＊＊＊

摘　要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個案學校如何發展出一系列教育課程與自編教材，將傳統戲曲– 歌仔

戲融入學校特色課程的過程與運作機制。本文採取為期兩學年的質性研究法，透過專家會

議、文件分析、參與觀察、訪談紀錄等方式蒐集個案學校相關資料。

研究結果顯示透過特色課程計畫發展教學與公演實作，有助推廣傳統戲曲藝術-歌仔戲；

發展一套淺顯易懂的自編教材能提升高職教師課程實施與學習成效。與在地戲曲劇團、企業

或鄰近科技大學策略聯盟，能提供學習者更多元的學習機會。教師團隊透過互相觀摩切磋、

分享回饋教學教法，能形塑彼此對傳統戲曲歌仔戲專業知能並帶動教師專業成長氛圍。對傳

統戲曲歌仔戲之特色課程其發展特質與創新架構非常值得作為發展學校群科特色課程之參

考。

關鍵字：特色課程、歌仔戲、傳統戲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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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Path of Integrating Taiwanese 
Traditional Opera into Featured Programs

Li-Lun Chiang＊,  Fang-Pin Lai＊＊,  Shao-Shiun Chang＊＊＊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how individual case school to develops a series 

of educational curriculum and self-compiled textbooks in the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incorporating traditional opera - Taiwanese Opera assimilate into Featured Programs. This 

article adopts research method through expert meetings, document analysis, participations in 

observation, interviews and other ways to collect case-related information.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and performance through 

Featured Programs can promote traditional opera - Taiwanese Opera art. Developing a set of 

innovative self-made textbooks can improv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eachers and th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Strategic alliance with local opera troupes, businesses or neighboring technology 

universities can provide more learning opportunities for learners.

Through mutual observation and discussion, the teachers’ team share feedback and teaching 

methods can shape each other to the traditional Taiwanese Opera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promote the professional growth of teachers’ atmospher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innovation  

about the framework of the traditional opera for Taiwanese opera are worthy of referen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Featured Programs in the school group.

Keyword: Featured Programs, Taiwanese Opera, Traditional Opera

壹、緒論

綜觀傳統戲曲歌仔戲融入特色課程相關議題缺乏客觀教學實務面教材與研究（謝

鴻文，2011），殊實可惜。因此本研究動機與目的旨在將傳統戲曲之歌仔戲融入特色課

程以豐富、多元的教材教法、實際參與公演梳化妝工作方式達到「有教無類」的教育

質感與優質銜接，藉以提升教育品質與學校品牌形象建立（林連發，2015；洪詠善，

2013）。透過質性研究與個案學校的實證經驗，試圖發展出一系列的教育課程與自編教

材，透過個人親身參與觀察(attendant monitoring)、專家會議、文件分析、質性訪談記錄

將傳統戲曲歌仔戲彩妝造型融入特色課程之教學發展過程。

陳建銘（2016）認為「特色課程」是一個在「做中學」與「學中做」的實踐歷程， 

透過專業團隊主動出擊，突破內外部環境的框架限制，思考學校未來改變與出路的可能

性，發展具有競爭力與教育價值的差異創新課程。直至今日，包括水月傳說、玄武爭

鋒、桃花女鬥周公、半線春風等劇碼，個案學校每一年都會受邀在地方書院、在地宮廟

社區、藝文中心、地方慶典活動、在地演藝廳等大型展演場所進行公演。劇團成員均是

在校學生，偶有教職人員共襄盛舉，師生辛苦排戲卻也一同享受傳統戲曲表演之樂，總

是獲得地方鄉親父老讚美不絕。演出時的梳化人員均是聘請自宜蘭、台北等地專業團隊

服務， 即便經費充足，演員動輒數十人的髮梳、化妝事宜總是讓外聘造型師疲於奔命

（勁草，2015）。因此，藉由發展學校特色課程計畫之際，所有美容科師資群即認真思

考：是否可以發展一系列研習課程、教學課程、參訪活動、實作練習，最後能有機會讓

學生上場參與協助梳化工作（林志成，2010）。如此，就可以帶領美容科師生一同融入

傳統文化戲曲-歌仔戲的化妝設計領域並且投身推廣傳統戲曲-歌仔戲，讓莘莘學子不再

是只有課本與檢定，而是能深切地對歌仔戲的絕美、對歌仔戲的回憶融合在生活之中

（林鶴宜，2015； 楊馥菱，1999；Hsin,2017）。

此外，技術高中（高職）家事類科，教學內容均依循家政群科的指導方針並以教科

書為主軸（許嘉玲，2008），輔以加強學生技能檢定相關知能（蔡長清、方惠琴、鍾韻

琴，2015），為美容科系學子奠定紮實的學、術科基礎（袁錦芳、管建祥，2017）。但

是，隨著近年教育政策方針大幅轉變，教育主管機關寄期各校能整合校內、外資源統籌

具有該校特色之特色課程（教育部，2014）。因此，個案學校美容科決定申請辦理「發

展務實致用特色課程計畫」（陳素芬，2014）。透過完整的計劃、溝通、協調、集思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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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特色課程實施完畢後由師生回饋中獲得眾多迴響。職是之故，本研究之目的乃在記

錄將歌仔戲融入特色課程之課程發展歷程，包括：

一、記錄實施特色課程之際發展自編教材，提升學生對傳統文化認識。 

二、記錄引導學生學習傳統戲曲歌仔戲造型與彩妝，瞭解近代歌仔戲彩妝演變。

三、紀錄歌仔戲業師傳承舞台劇彩妝特色，培養學生創新多元就業技能。

貳、文獻探討

一、傳統戲曲－歌仔戲

（一）歌仔戲的起源

歌仔戲，20 世紀初發源自蘭陽平原（林鶴宜，2016a；曾永義，1988），其發展至

今約僅百年餘，是台灣唯一土生土長的傳統劇種（林茂賢，2005；游素凰，2015）。在

明末清初時，閩、粵移民大量入台之前是一塊文藝荒蕪貧瘠之地（蔡欣欣，2005），

卻由於發展初期參考文獻缺乏而充滿考究爭議（Hsin,2017）。受到歷史變遷與命

運的洗禮，直到移民帶來家鄉的傳統戲曲後，閩南的鄉土歌謠也跟隨流入台灣各地

（Nancy,2005）。歌仔戲，相傳是日治時代在宜蘭員山鄉-結頭分村的大樹公–茄苳樹下

開始的（宜蘭縣員山鄉公所，2017），普遍認為是頭分居民–歐來助（歌仔助）開始所傳

唱，原來的大陸「錦歌」（原盛行於漳州一帶的民間小調）在臺灣演變得更動聽了（林

芬郁，2011；徐麗紗，2015）。

林鶴宜（2009）認為臺灣本土戲曲研究起步雖晚，卻也能在短時間內走向專業化。

尤其到了新世紀，專業學者對傳統戲曲發展的關注顯得更加熱切且細密。「歌仔」，

發音唸作「ㄍㄨㄚ-ㄚˋ」（Gua1-a4），「仔」（a4）是詞尾語助詞，含有「小」的意

思，這種歌唱方式為主的戲劇表演，宜蘭地區統稱為「本地歌仔」（宜蘭縣政府文化

局，2017；葉嘉中，2004）。「歌仔」，唱的內容多半以第三人稱來說唱關於日常的生

活情節，也沒有使用繁複粗重的場景與道具，非常貼近以農務耕作為主的莊稼生活，因

此很快地就在台灣廣為流傳起來。這種歌唱方式為主的戲劇表演，宜蘭地區統稱為「本

地歌仔」（葉嘉中，2004）。因此--歌仔戲可以說它是以流傳在台灣民間的歌謠小曲為

基礎，加上吸收源於中國傳統戲曲的演出方式，兩者交流融合發展成一種相容並蓄、內

容豐富的新劇種並以台灣閩南語演出的一種古裝歌唱劇（Wang,2002；Nancy,1999）。早

期歌仔戲演出內容多半為忠孝節義的民間故事，在農村生活中，鄉民以唱答山歌作為農

閒時的娛樂活動（林鶴宜，2008；Silvio,1999）。但隨著政權移轉與高壓統治，流露出

了悲情苦悶的心聲，既然無處伸張也只好寄情於歌唱戲劇之中，也成就了台灣早期歌仔

戲的特色（司黛蕊，2005；Silvio,2005）。劇目內容上，由民間故事題材，擴展到歷史題

材，並壯大演出內容而成為一種特有歌劇。這種戲曲歌劇的風格與規模逐漸提升了舞台

藝術性質與價值而最終成為本土傳統戲曲大戲（林鶴宜，2015；Lin,2010）。

（二）歌仔戲演出的表演元素

根據蔡欣欣（2009）的研究認為歌仔戲是台灣民間最具代表性的傳統戲曲，它展現

了一般莊稼生活、歲時節慶的生活習慣和體現生命禮俗的情感信仰，同時也蘊含長久以

來民間宗教儀式與文化傳統。1911 年前後，約民國初年，由於有不少京戲班子在台演

出， 很多藝人及武戲師傅應邀加入在地歌仔戲的演出，開始帶來許多不同表演方式的交

流， 因此給予本地歌仔戲演員極大的思想衝擊與表演模式變化的空間（Chang,1997）。

被譽為「東方歌劇」的歌仔戲，豔麗的舞台造型、鑼鼓喧天的熱鬧氣氛，巧妙地結合了

音樂歌唱、戲劇舞蹈、民俗文化、美學藝術、聲光特效等各類表演藝術。歌仔戲主要以

歌謠及唱腔來陳述，並以親切自然且通俗易懂的故事情節詮釋整個社會脈動（教育部教

育大市集，2014）。其中「行當」是中國戲曲的專業術語，指戲曲中男女演員分類出各

種演出角色的「性格類型」。在表演藝術中以其性格色彩呈現出戲曲人物思想情感的內

在特徵（京劇典藏館，2017）。

林芬郁（2011）指出，舊時在戲曲演出前，是先由「戲先生」，亦有人稱「講戲

仙」或「說戲人」，如同導演般的在後台講解劇情、敘說故事、分場段落並分派角色，

讓演員了解劇情後隨即由演員上臺再自由發揮、即興演出。因此，傳統歌仔戲產生「不

需要劇本、也沒有劇本」的情況。從角色分派的元素來看，傳統戲曲–歌仔戲的演出角

色常見「生」、「旦」、「丑」三者（中華文化天地，2017；林芬郁，2011）。「身

段」， 就是演員的手式姿勢、眼神韻味、身形儀態、腳步招式和詮釋方法，同時掌握要

領、環環相扣以呈現特定表演情境與抒發人物感情的方式（林鶴宜，2016b）。歌仔戲的

「道具」所代表的涵義可以顯示不同的地點和環境，也是輔助演員能更生動地表現劇情

發展。例如：舞動紅色旗子可代表火勢焚燒；舞動藍色旗子可代表洪水氾濫（京劇典藏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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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2017）。

「唱腔」最具代表性的是「哭調」與「七字調」，早期是「曲多白少」（唱腔曲調

多、口白較少），以連串歌仔唱唸是最大特色（中華文化天地，2017）。歌仔戲的唱腔

種類繁多，「依字行腔」、「腔隨字轉」，配合唱詞節奏及語言聲調的變化而歌唱，讓

許多目不識字的俗民百姓也能欣賞戲劇表演之美（林鶴宜，2015）。舞台表演呈現的方

式會著重劇情發展，因此「行頭」或是「戲服」主要的功能是在區分角色身分與性別，

許多劇團在服飾穿戴上並不會完全考究歷史資料（台灣民俗文化研究室，2017）。歌仔

戲，由女性來扮演生角的情況其實相當普遍，如楊麗花、葉青、孫翠鳳等人均是歌仔戲

中擅長扮演小生角色的名伶（蔡欣欣，2009；Hsu,2010）。歌仔戲服裝受到傳統京戲與

大陸都馬班的影響，在發展過程中逐漸吸收各劇種之造型菁華，漸漸地歌仔戲演出有屬

於自己風格的戲服，並且演員都能自行縫製出具有角色表現效果的戲服（Siu,2003）。

1927 年歌仔戲傳入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等地，歌仔戲逐漸風行整個東南亞華

僑地區。就是因為歌仔戲的包容性和自由風格，勾起許多華僑思鄉之情，在當地開始形

成組織歌仔戲團的風潮（Lee,2009）。歌仔戲樂隊的組成分為「文場」和「武場」兩個

部分，分別在舞台的左右兩側，文場的樂器組合以絲竹樂器為主，因為能配合整齣戲碼

演唱主曲調，故專司和唱、間奏、伴奏等職（Wang,2002）。武場的樂器都是屬於敲擊樂

器，跟演唱主曲調的文場絲竹樂器相比，雖然只能奏出節奏感或加強劇情氣氛轉換上的

描繪，卻是主宰全劇的氛圍推展、變化與聯貫。演員的一舉手、一投足，都離不了它， 

因此武場樂器有其重要的表現特色（Hsieh,2010）。綜觀現今現代劇場有實驗性藝術思

維，衍生許多新戲路並拓展了歌仔戲各劇團不同的營運機制，也催化了歌仔戲「劇藝型

態」的多元發展（蔡欣欣，2007）。

二、特色課程

（一）特色課程的意涵與核心理念

教育部於2014 年開始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以下簡稱十二年國教）將教育內

容劃分成為九年國民教育，再銜接三年普及、免學費、非強迫入學、免入學考試的高級

中等教育。十二年國教秉持之理念即「因材施教」與「適性揚才」，鼓勵創辦各校「特

色課程」由下而上凝聚共識，結合全校人力資源與社區資源凸顯學校的本位特色並吸

引學生就學的意願，確實推廣「多元進路」的升學管道（教育部，2014）。因此，學校

「特色課程」是經由校長領導，彙整現行班級狀況、學生畢業進路、實際開設科目及現

有師資人力，並透過學校發展條件等資料分析，再經特色課程研究小組會議進行專業領

域對話， 審慎規劃課程方案，結合全校人力資源與社區資源，方能發展出學校特色課

程。洪詠善（2013）指出「特色課程」以其豐富、多元的教材教法、評量方式達到「有

教無類」的教育質感與「優質銜接」，藉以提升教育品質與學校品牌形象建立。實踐興

趣（practical interest）概念，即學生與老師可以一同參與課程發展、一同發掘體驗與學

習的方向以改善學生的行為，使其更加成熟。Ralph（2013）認為「課程應該是動態的」

概念，即課程規劃是一個不斷評估進度和修訂教學內容的過程，需要對教材教法時時進

行微調。David（1988）強調傳統上，課程被視為「教師應該做些什麼」的編排， 但是

以學習者為中心的課程發展應該重視教師「實際上在為學習者做什麼」。學生在參與課

程的過程中能產生新的經驗統整、新的社會統整以及新的知識統整（甄曉蘭，2002）。

學校所擁有的資源獨特性、創新性、優異性、整體性、延續性都不同；再者仔細思量各

學校所在地方的文化其在地性、草根性及自主性均迥異，經由課程發展委員會發展出來

具學校特色的課程要以「支持學生適性學習的內涵與方法」為前提。劉欣宜、洪詠善

（2013） 認為探究高中職學校發展特色課程時要對課綱有適切性的認知。從中調整需求

並對課程綱要做出研修建議、調整架構、強化校本課程、發展專業能力，才能對高中職

發展特色課程有所助益。因此，發展「特色課程」是學校實踐教育目標的重要基礎。

課程學習目標建置與學習標準制定可涉及政府機關和相關政治人物驅動。教育部

（2016）的施政理念與政策報告明確揭示：教育施政核心理念為「以國民學習權取代國

家教育權，實現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育」。學生是教育的主體，國家必須以學生學習為

中心，協助學校課程發展及規劃特色選修課程，建立具備學校特色之總體課程，並促進

學校優質發展、建立特色之目標逐步實現。陳建銘（2016）主張「特色課程」是一個在

「做中學」與「學中做」的實踐歷程，透過專業團隊主動出擊，突破內外部環境的框架

限制，思考學校未來改變與出路的可能性，發展具有競爭力與教育價值的差異創新課

程。從計畫、實施到檢討、修正，在願景與現況中創造張力與彈力，將特色課程發展與

實踐成為學校創新與學校文化改變的新契機。許瑞芳（2016）強調特色課程可以是動態

的，也可以是靜態的。只要秉持著正確教育理念，透過團隊的分享討論與專業對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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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教育場域的豐富性與多元化，學校的「特色課程」就能具有多姿多采的面貌。

(二) 特色課程的分類與價值取向

林志成（2010）認為可以透過不同領域發展呈現不同內涵的特色課程，從「學習

領域」上來呈現「特色課程」，意味著在推動學校特色課程時，將之視為正式課程的延

伸， 使其學習內涵加深加廣。從「傳統藝術教育」的分類上來呈現「特色課程」，即為

落實傳統藝術教育的目標。因此也呼應教育部（2012a）推動傳統藝術教育的計畫及實

施策略中鼓勵學校就各校之地理環境、鄉土文化特色、社區資源等條件，發揮傳統藝術

教育的特色與文化傳承的工作，例如「傳統戲劇類」包含歌仔戲、平劇、粵劇等傳統戲

劇。從「鄉土教育」的分類上來呈現特色課程，其中「藝能類」包含風土民情、藝術、

戲曲音樂及體育。

陳建銘、許瑞芳（2016）認為集合專業的特色課程小組（委員會）可以應用

「SWOT 分析法」進行整體發展計畫的草案時期以做為整體的智慧與創意發想。藉由正

向循環、交流互動達到特色課程歷程中共創價值、互利互惠的整合發展。簡梅瑩、孔令

堅（2016） 指出特色課程的核心價值即是「適性教育」，協助學生找尋潛力與興趣以發

展學生未來生涯規劃所需之關鍵能力。詹志禹（2017）整理出實施特色課程的創新方向

中，針對在地特色課程宜採用主題課程或是專題學習，可以激發學生學習動機兼顧培養

基本能力，對於美感教育則宜重視美感探索課程，將美學融入生活之中。參與特色課程

的教師可以透過團體對話與反思回饋漸漸地建構彼此之間的共同願景。教師對特色課程

內容保有專業自主的彈性空間，還能再次燃起教育熱忱（簡梅瑩等，2016）。

(三) 歌仔戲融入特色課程的現況與困境

歌仔戲發展至今約僅百年餘；在明末清初時，閩、粵移民大量入台之前，可謂是一

塊荒蕪貧瘠之地（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2017；Wang,2002）。主要是因為數百年以來關

於臺灣的傳統戲曲文獻中均不見有關於戲曲的專門論述；而日據時期的戲曲研究文獻大

多是日本人以「資料調查」或「種族研究」為出發點所寫成的調查報告， 對於在地戲曲

「歌仔戲」的著墨極為有限（林鶴宜，2009）。綜觀歌仔戲各行當（角色）造型扮相卻

是缺乏客觀教學實務面教材（謝鴻文，2011）殊實可惜。無論是專門戲曲學校、技專院

校，乃至於高職端家事類美容群科等教育單位均少見針對傳統戲曲歌仔戲化妝教學之相

關教材；更遑論能有客觀之化妝造型指標以進行傳統戲曲化妝教學工作。臺灣本土戲曲

研究起步已晚，專業學者務必對傳統戲曲發展的關注更加熱切且細密，方能將歌仔戲的

相關研究走向專業化（林鶴宜，2009）。若欲發展傳統戲曲歌仔戲各個行當角色的裝扮

與化妝造型等彩妝實務技巧教學即需要經由研究傳統戲曲歌仔戲，通盤考量提出明確的

教學決策方案與指標，以解決傳統戲曲歌仔戲融入特色課程教學實務上客觀的演繹問題

（高文秉，2013）。

參、研究方法

由於個案學校戲曲社是目前國內碩果僅存的高中職學校推廣傳統戲曲–歌仔戲的 學

生社團。本研究個案以教師專業團隊所規劃實施的特色課程為案例，自2015年9月開始進

行至2017年6月為止，橫跨兩個學年度，採取質性研究法，藉由參與式觀察之實際行動與

蒐集課程規劃相關文件、訪談專家、教師、學生、會議討論與紀錄、實際參與公演後台

實務工作等資料整理分析結果，探討其推動特色課程目標願景與運作方式、課程規劃與

實施現況。研究者為了解個案學校從無到有發展特色課程時，對於特色課程規劃過程、

課程實施現況與自編教材發展內涵之議題，本研究採取文件分析、參與式觀察、焦點團

體訪談等方法，分述如下。

一、文件分析

本研究主要取材自教育部發布之官方文件，包括相關法令、課程綱要、課程規劃、

相關政策等相關文件（教育部，2012b），以分析高中高職學校規劃特色課程之相關議

題。據此，研究者與教師團隊參考案例學校105 學年度課程手冊與特色課程實施計劃相

關文件內容，彙整案例學校各現況分析表總計如下：目前設有科班表、現行教育目標分

析表、課程實施現況表、現有課程結構分析表、學生畢業進路分析表、現有師資人力分

析表、特色課程適用學制表、課程規劃表、單元設計表、課程發展預計進度表、自編課

程教案表、多元評量表、發展期程設計表、預期效益表、現有實際開設課程表、學校課

程發展組織圖、教師研習規劃表、擬定合作產業/社區資源分析表、擬定諮詢專家學者名

單表等計19項現況分析表（國立員林家商，2017）。由校長及專業教師團隊所提供特色

教學說明簡報以瞭解個案學校特色課程規劃之背景動機與實施方式，並據此擬定焦點訪

談大綱（張紹勳，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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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與式觀察之實際行動

參與式觀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是「實地調查」的方式以進行直接觀察與參與

學習過程。長時間身在其中地觀察與探究，透過許多人、事、物的互動過程與情境脈絡

才能明確清楚地記錄研究事項的來龍去脈與欲探究的問題點（張紹勳，2007）。

Douglas（1976）認為其優點為：研究者本身直接在現場詳實紀錄，既不必透過轉述

更可以避免訊息篩選與資訊不全之困境，因此可以被視為最客觀的研究方法之一。除了

口頭詢問之外，些許研究若是搭配實地觀察，針對被研究者等人、事、物的行為舉止與

反應態度，更可收到最貼近實際現況之效。參與式觀察法是實地實際參與現況並記錄， 

不需要事先製作問卷調查表，是最方便又最經濟的研究方法之一。由於參與式觀察法對

於資料轉換與篩選之間達到最小的流失率與誤差，因此也被視為最具信度、效度的研究

方法之一。

本研究橫跨兩學年度，研究過程中實際參與會議與活動其內容分述如下（國立員

林家商，2017）：第一年「特色課程發展委員會課程研究小組」會議主要規劃傳統戲曲

特色課程內容方向並邀請專家學者及業界專家共同討論學生未來就業導向、特色課程目

標、課程規劃及各單元設計。會議共計6次，包含：特色課程規劃案實施可能性、預計合

作參訪戲曲劇團與科技大學名單、研討特色課程教學模式與發展方向、傳統戲曲彩妝設

計研習課程規劃、研討自編教材發展可行性評估與教材內容主軸適切性、戲曲角色彩妝

設計研習－ 小生彩妝研習實施。

第二年「特色課程發展委員會課程研究小組」會議主要規劃內容方向為辦理傳統

戲曲彩妝研習、劇團業界參訪、實際參與展演後台彩妝工作以達到特色課程預期效益。

會議共計10次，包含：研討自編教材教案規劃並呈現相關資料、劇團演出彩妝扮相造型

觀摩心得報告、劇團產業觀摩心得分享、自編教材教案編輯發表、戲曲角色彩妝設計研

習－小旦彩妝研習、戲曲角色彩妝設計研習－丑角彩妝研習、自編教材教案與教學進度

表討論會議、「生、旦、丑」角整體造型研習、特色課程實施教學觀摩與會後檢討、特

色課程專家諮詢會議暨課程實施檢討與改進。

第三年「特色課程發展委員會課程研究小組」會議。會議共計4次，包含：特色課

程實施檢核表會議、實際參與劇團野台戲演出之彩妝造型工作暨心得分享、參與學校歌

仔戲社團年度劇團演藝廳公演成果展工作暨心得分享、特色課程之成果暨預期效益之檢

核。

三、焦點團體訪談

合併參與式觀察法可彌補具有「團體行為層面」的探索以達到更高的信、效度（張

紹勳，2007）。此研究訪談地點均設置於個案學校特色課程授課之專業教室以記錄將傳

統戲曲歌仔戲彩妝造型融入特色課程之教學發展過程。依據每次會議活動宗旨與目的

採用半結構式訪談。訪談對象（如表1）包含參與特色課程專家學者及產業代表共四人

（P01–P04）、學校行政主管四人（L01–04）、教師團隊六人（T01–T06）以及參與特色

課程的班級學生代表五人（S01–S05），學生代表遴選方式為特色課程計畫實施期間內，

具有學校歌仔戲社團對外公演實際彩妝造型操作經驗達3 次以上為之。實施訪談之前均

會剪輯或是回憶先前會議記錄、活動心得與檢討相關檔案或是訪談相關結果、摘要給予

受訪者參考（國立員林家商，2017）。資料編碼方式舉例如下：2016.10.05.P01 即代表

2016年10 月5 日當日會議，編號P01 號之專家學者發言，以此類推。

表1　受訪者資料編碼一覽表

代碼 屬性 編　號 人　員 專　　任　　職　　務

P

學者

專家

01 H1 教授 科技大學美容系暨美容科技研究所

02 H2 教授 科技大學時尚造型設計系

產業

代表

03 L 團長 歌仔戲劇團團長兼資深演員

04 C 總監 造型國際有限公司舞台展演總監

L 行政

主管

01 L 校長 個案學校前任校長

02 C 校長 個案學校現任校長

03 C 主任 個案學校前任進修部主任

04 L 主任 個案學校現任進修部主任

T 科內

教師

01 W 組長 個案學校實用技能組

02 H 組長 個案學校實驗研究組

03 L 教師 個案學校美容美髮科

04 C1 教師 個案學校美容美髮科

05 C2 教師 個案學校美容美髮科

06 F 教師 個案學校美容美髮科

S 學生 01-05 本科學生 個案學校美容美髮科三年級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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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研究結果與發現

一、辦理特色課程具體內容分析

（一）發展歌仔戲特色課程之背景描述

個案學校規劃美顏科實用技能學程三年級每週各4節課實施「影視化妝課程」。配合

校內具地方代表性的學生歌仔戲劇團展演活動，結合戲曲彩妝為主發展務實致用特色課

程。教師代表T05即表示目前科內師生即便已有化妝實務相關經驗但均為網路取經，無法

統整知悉歌仔戲演員化妝扮相其內涵，欠缺有系統的專業知識。學生代表S04有感而發學

習歌仔戲初始動機並不強烈，認為歌仔戲已經過時、欠缺現代感。但是隨著學習歌仔戲

的課程漸漸浮現兒時記憶，心中充滿感動與對家中長輩的回憶。以下為實施會議訪談節

錄，其內容可以反映師生學習歌仔戲特色課程之背景動機：

目前美容科三年甲班具有3 次本校戲曲社對外大小公演的化妝實務經驗。但師生

畢竟是向網路取經，也無書商有出專業的、適合的教科書。都是來一個演員，演

員手上拿著手機相簿指名要照著化就好了。其實，美容科的學生協助化妝時根本

不清楚自己在化甚麼角色，實在太缺欠有系統的相關專業知識。（訪2015.09.02.

T05）

一開始會覺得傳統的東西就是很俗氣、沒有現代感！學了歌仔戲，竟然慢慢的浮

現我跟阿公、阿嬤以前看歌仔戲的回憶！（訪2017.02.15.S04）

經特色課程發展委員會決議，邀請專家學者及業界專家針對影視化妝科目發展地方

戲曲特色彩妝課程給予建議，並進行課程規劃及單元設計。受訪者P01 為科技大學美容

系暨美容科技研究所教授，其專長為影視化妝與古裝造型教學，受邀擔任個案學校特色

課程專家學者代表，描述至大陸實施教學參訪心得感想並鼓勵台灣歌仔戲髮妝造型技術

能多加琢磨。受訪者P02為科技大學時尚造型設計系教授，其專長為彩妝造型教學，受邀

擔任個案學校特色課程專家學者代表，表示學習歌仔戲彩妝有其獨特性與創新性，並有

助於技能檢定相關彩妝技術精進。受訪者P03為歌仔戲劇團團長兼資深演員，受邀擔任個

案學校特色課程產業代表，其專長為舞台戲曲演出，表示願意全力協助歌仔戲校外業界

參訪事宜。

以下為實施會議訪談節錄，其內容可以反映業師對個案學校實施歌仔戲特色課程之肯定與

其附加效益：

我們學校前一陣子才帶學生到大陸進行學術交流，看到對岸目前非常流行古裝

劇。他們的美髮師與化妝師其實是兩種不同的行業，非常專業。而且對於哪一個

朝代的頭髮與彩妝是什麼形式都非常有研究。我期待我們台灣的孩子也能夠在屬

於我們自己的傳統戲曲上加以琢磨。（訪2015.09.02.P01）

貴校傳統戲曲社是目前國內高中職算是碩果僅存、少數推廣傳統戲曲的學生社

團。規模好像學生版的明華園。我相信在美容美髮科推這個傳統歌仔戲文化的化

妝設計課程當作是你們的特色課程，對美容科學生來說不但多一項別的學校都沒

有的專業技能，對他們高中畢業之後才能考的美容乙級有大小舞台妝也絕對有實

質效益。（訪2016.09.21.P02）

我在舞台上演出將近 32 年，從做少女就開始演，演到現在都當團長了。真的很安

慰，還有高職學校願意接觸歌仔戲，還學習化妝做造型。我們劇團演的都是野台

戲啦!在劇團演出時歡迎大家來參觀，只要早一點到，都可以到後台來看看我們演

員是如何化妝、做髮型的。（訪2017.03.22.P03）

劇團目前演出的地方多半是在宮廟前面搭台子演外台戲。看戲的人還是很多，尤

其是晚上燈光亮起來我們的演員走出去，底下一片歡呼聲感覺非常好。而且我們

劇團裡面還蠻多都是年輕人在演的，我來上課的時候我的助理們都會過來幫助同

學帶假髮還有指導化妝。（訪2017.05.06.P03）

受訪者T01 為個案學校實用技能組組長，其專長為化妝與飾品造型教學。擔任個案

學校特色課程教師代表，表示推動地方戲曲彩妝可以指導學生專題製作，亦可以培養

學生多元就業技能。受訪者T04 為個案學校美容美髮科教師，其專長為舞台彩妝造型教

學。擔任個案學校特色課程教師代表，表示隨著表演環境不同，學習者可以詮釋不同妝

感呈現不同風格之大小舞台妝。以下為實施訪談節錄，其內容可以反映授課教師對實施

歌仔戲特色課程之精神與附加價值持正面看法：

學校在執行特色課程時不但可以發揚地方戲曲文化，傳承台灣歌仔戲的造型與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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妝，還可以促進學生展現對傳統戲曲造型勇於創新。我們科上推動地方戲曲彩

妝， 附加價值也很多。可以試著引導學生做相關專題製作，參加家政群科中心辦

理之專題競賽，多一點團隊精神做專題跟上台發表的經驗也可以培養科上學生多

元就業技能。（訪2015.09.02.T01）

野臺戲的歌仔戲妝可以從小舞台妝畫到演藝廳、歌劇院的大舞台濃妝，常化這種

小舞台到大舞台濃妝也可以讓學生學習要隨著表演環境、距離、燈光不同就要拿

捏自己彩妝造型的規模大小。（訪2015.10.01.T04）

（二）專家學者討論研習參訪及各階段時程目標

第一年邀請專家學者及業界專家共同討論學生就業方向及特色課程目標。導入業界

實務經驗、辦理各項教師研習與教師赴企業界參訪活動以提升教師之專業技能。第二年

特色課程目標為鼓勵教師發展特色課程自編教材、鼓勵團隊分享及校內跨科合作。辦理

傳統戲曲彩妝研習，包含業界參訪及短期業界實習，以達到特色課程預期效益。第三年

結合校內戲曲社定期舉辦成果發表演出，結合校內戲曲社定期舉辦成果發表演出時之化

妝造型扮相幕後工作。以學習者為中心鼓勵教師研發傳統戲曲歌仔戲特色課程所需自編

教材與教案、訂定多元評量。以下為節錄自編教材（如圖1、2、3、4），內容囊括自編

教材之目錄與內文-歌仔戲的起源以及學生實作紀錄花絮：

圖1　自編教材-目錄(蔣禮倫提供) 圖2　歌仔戲的起源(蔣禮倫提供)

圖3　學生實作紀錄(蔣禮倫提供) 圖4　學生實作花絮紀錄(蔣禮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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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內容發展流程

針對傳統戲曲歌仔戲之特色課程發展，個案學校特色課程研發小組特請學者及業界

專家共同參與討論特色課程自編教材之教學目標、就業方向、課程規劃及單元設計等以

下議題。

（一）教學研究會先行討論課程實施目標與所需設備

科內教師成立教學研究會，藉由會議先自行討論科內目前課程規畫實施的特點。

邀請專家學者及業界專家共同討論未來學生進入傳統戲曲相關產業之就業方向，例如：

專業髮妝造型人員、文化創意產業設計人才等職務並設立特色課程目標。委請專家學者

及業界專家評估增加傳統戲曲歌仔戲特色課程所需設備及材料，例如：需添購假髮若干

頂、九種行當戲服與飾品。辦理業界參訪，例如:到外台戲協助梳化工作時可以順道參觀

後台演員的作息、參觀劇團排演、請益國內歌仔戲造型專業人員以了解業界所需人才及

技能。同時辦理特色課程相關研習，包含生、旦、丑等行當之梳化方式及身段以增加科

內教師專業知能並具有製作自編教材之能力。實施後定期召開教學研究會討論各項工作

進度實施現況及學生學習反應回饋，並邀請學者專家及業界專家給予校內師生協助諮詢

及講評提點。第一年諮詢業界專家及學者促請發展傳統戲曲彩妝特色課程所需的科內設

備及規劃完整的特色課程教學教室乙間。第二年則是採購相關課程所需之材料、規劃影

視化妝相關彩妝用具，包括增購戲曲角色相關傳統風格與華麗風格之服裝數套與假髮飾

品數組。第三年重點為採購相關課程所需科內攝影棚及燈光設備，包含設有專業攝影棚

燈光三座與專業背景布幕兩式。

（二）特色課程自編教材發展流程

筆者與科內彩妝教師有鑑於目前均無針對歌仔戲各行當角色扮相之相關彩妝專業 書

籍，協助個案學校之業界師資所提供其彩妝研習相關資料多來自於網路圖片。於資料統

整教育支援系統上顯得較為雜亂無章，故科內教師與業師均形成共識決定發展傳統戲曲

歌仔戲彩妝教學自編教材。因此，先從網路瀏覽擷取大量相關資訊加以分類（如圖1、

2、3、4），舉凡:歌仔戲的起源、歌仔戲的歷史、歌仔戲的表演型態及歌仔戲的各種角

色扮像等引導學生認識傳統歌仔戲各角色扮相，以推動歌仔戲各行當的彩妝造型課程為

單元目標。網路資料分類過程中的確有感其繁複瑣碎，為尊重各表演劇團之圖像著作

權， 因此決定將網路圖片全數以彩妝紙圖方式加以記錄與分類。隨後再行加入與課堂實

習實作與示範之彩妝造型，並以生動白化方式述說化妝要領與步驟成為自編教材之主要

資訊來源。如下舉例內容為擷取片段自編教材（如圖：5、6）：

提及「假雙」，就是畫出一條又大又明顯的假雙眼線，從遠距離欣賞時能清楚看

到演員精湛地演出與維妙維肖的表情、眼神。因此，這一條假雙的定位就特別重

要。一般而言，有經驗的彩妝師會根據演員本身的眉骨與眼窩位置來畫基礎輪廓

線， 使其成為符合演員本身五官比例特質的一條最適配的假雙線。

也有彩妝師是請演員雙眼正視前方，以瞳孔為垂直基礎點，將演員本身眉毛的底

邊線到睫毛根處，約其距離的1/2為假雙線的中心位置，以此為中心線段往兩側延

伸、變細，使其成為又大又深的舞台型眼妝。（擷取自蔣禮倫自編教材）

圖5　擷取自編教材（蔣禮倫提供） 圖 6　擷取自編教材（蔣禮倫提供）

對於科內彩妝教師而言，傳統戲曲歌仔戲裝扮並非美容技術士乙、丙級或是日常化

妝扮相。因此，在教學樣貌選擇上也曾經遇到難題。以下為實施訪談節錄，其內容可以

反映美容科彩妝教師對於實施歌仔戲特色課程教學內容篩選之疑惑：

每一個角色都有不同的外型樣貌，上網去找相關的圖片做參考卻發現同一個主題

（例如：小旦）所產生出來的照片模樣有百百款，真不知道該選哪一款來教學？

課程時間很有限，如果要將某一個角色當作範本放在自編教材裡面，是不是應該

所有的老師和專家來評選出一個適合我們學校社團演出的舞台妝感來教學比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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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 要不然真的不曉得要選哪一種形式的扮相來教學。（訪2016.10.02.T06）

目前國內大型舞台劇場現況為由許多優秀專業的歌仔戲團隊與國寶級老師的領軍 下

薈萃成為『精緻歌仔戲』（即：結合傳統藝術現代劇場與精緻文化）。演員們的專業素

養提升，排場道具華麗醒目，國內藝術團隊勇於突破框架限制的盛況。業師也非常樂意

提供個人工作經驗增加傳統戲曲求新求變之時尚風格。以下為實施訪談節錄，其內容可

以反映業師對個案學校實施歌仔戲特色課程教學實用性之看法：

目前特色課程教學內容規劃朝著歌仔戲生、旦與丑三方面進行。經由角色解析、

彩妝設計與造型搭配，相信第三年段實際參與戲曲社公演時勢必能充分展現美容

科特色課程的實用性與專業度。（訪2016.08.01.P02）

我最近才剛結束國家音樂廳大型歌舞劇的造型總監工作。現在的歌仔戲在國家兩

廳院演出的風格的確跟你們想像以往在電視上的都不同了。很多都是偏向金光

戲， 惟有金光閃閃還有一些噱頭才能抓住觀眾的目光。所以我這次參與你們的課

程設計，我會以我在大型劇院的工作經驗提供給你們一些華麗的現代風歌仔戲造

型。（訪2015.09.02.P04）

三、教學方法與動態評量

實施教學準備活動時，應先激發學生對化妝求知慾及興趣。引導學生藉由傳統戲

曲歌仔戲之網路影片、圖片、宣傳海報、平面雜誌、活動錄影的教學等資料賞析，配合

小組分享、討論各個行當扮相造型搭配，激發學生對傳統戲曲藝術美感的鑑賞能力（如

圖：7、8、9、10）。以下為實施訪談節錄，其內容可以反映學習者對於多元化的教學方

式持正面看法：

剛開始大家都不知道歌仔戲的衣服怎麼穿，因為裡裡外外很多層還蠻複雜的，經

過每次的練習，大家也都慢慢的學會了，然後還會擺幾個歌仔戲的pose 拍照，非

常的像呢！因為這個課程讓我更懂歌仔戲，如果越多年輕人欣賞歌仔戲，歌仔戲

就不會落寞下去，說不定還會變成臺灣的驕傲！對歌仔戲的陌生到熟悉，真的是

一個非常棒的經驗，真希望台灣歌仔戲可以繼續傳承下去！（訪2017.03.22.S01）

圖7　擷取自編教材（蔣禮倫提供） 圖8　擷取自編教材（蔣禮倫提供）

圖9　擷取自編教材（蔣禮倫提供） 圖10　擷取自編教材（蔣禮倫提供）

先行建構歌仔戲扮相之基礎概念，再以教師自編教材內容充實學生相關專業知識。

另外，為了使教學活動活潑化，讓學習者能更清楚表達所學內容與分享創作，增闢學生

上台報告實習、實作心得分享，並將學習成果展現於高三畢業成果動靜態展，在實習過

程中相互觀摩、欣賞，並提出改進建議。參與歌仔戲學生社團演出幕後工作之甘苦談， 

鼓勵學生參與校內、外各項技能競賽、觀摩學習或參訪活動，培育學生適應變遷，創新

進取及自我發展能力。以下為實施訪談節錄，其內容可以反映學習者對歌仔戲特色課程

正面看法：

歌仔戲課程的有趣在於可以穿上戲服拍照，好玩又有趣。上課的時候，老師請同

學起來唱「身騎白馬」，我們大家都快笑死了。以後畢業有接觸到這種行業，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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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很有信心地接受這個挑戰，有勇氣接觸像這種戲劇類的事業，歌仔戲是三年的

高中生活最寶貴的回憶。（訪2017.03.22.S04）

依據多元評量及段落式評量結果給予增強，改進教材、教法、實施補救教學。學者

專家P01 提出實施開放式課程成效問卷以了解教與學之間的想法落差點為何，並督促學

生培養化妝造型能力將學習過程與心得完整記錄，列入學習檔案建置內容之中呈現學習

目標（如圖：11）。

建議教師引導學生一個步驟、一個步驟邊化妝、邊拍照。之後，可以集結成冊、

可以將資料作品歸檔在學生的學習檔案裡，成為有紀念價值的回憶；另一方面可

以充實檔案為科大推甄準備作品集。相信學生會更有動機呈現最完美的造型。如

此，也才能將特色課程的學習成效整個發揮出來。（訪2015.10.01.P01）

圖11　擷取自編教材（蔣禮倫提供）

同時間，學期中即開始準備歌仔戲團期末公演彩妝梳化工作分配。一對一專心為角

色進行網路資料蒐集、與演員互動進行試妝練習。進行約4次試妝工作，學習者均可以在

時間內完成整體彩妝髮型與服裝穿搭造型。校方亦會聘請專業燈光音響公司搭臺、架燈

光以符合內台歌仔戲的演出環境。演出時校方邀請貴賓（各任家長會長、前校長、民意

代表等社區民眾暨全校師生）一同欣賞社團成果展，學生能在華麗炫彩的影音燈光氛圍

中盡情欣賞傳統藝術戲碼，又能獲得一份工作成就感，往往是充滿感動與欣慰。對於實

用技能班學生提升技藝成效又增加學習自信，朝向推動學生認識劇場文化及舞台劇彩妝

特色， 提升傳統戲曲的人文素養及多元文化戲劇、舞台展演的造型職能，培養傳統戲曲

的從業人員等方向前進（如圖：12、13、14、15）。目前個案學校彩妝教師已經著手進

行以層級分析法（Analysis Hierarchy  Process），根據多名專家學者不同意見進行軟體計

算，屆時可以依據專家學者所評選，將9種行當角色各依主準則與次準則之權重、複權重

加以計算， 得出最適宜教學之方案成為自編教材內教學之首選。

圖12　擷取自編教材（蔣禮倫提供） 圖13　擷取自編教材（蔣禮倫提供）

圖14　擷取自編教材（蔣禮倫提供） 圖15　擷取自編教材（蔣禮倫提供）

伍、結語與建議

一、結語

（一）發展自編教材能增進傳統戲曲藝術教育之教學效益

發揚地方戲曲藝文亦必須推動地方戲曲彩妝造型教育。歌仔戲表演中各種角色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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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造型意涵與化妝實作均可促進學生認識傳統戲曲文化並傳承台灣歌仔戲的彩妝造型意

象。在認知層面，學生能理解、傳承歌仔戲的彩妝與造型在文化教育上的重要性。在情

意層面，學習者能欣賞優美的傳統歌仔戲各種角色的造型與演出美感。在技能層面，引

導學生認識歌仔戲傳統臉譜文化，瞭解近代歌仔戲彩妝演變過程並推動學生認識劇場文

化及舞台劇彩妝特色，參與歌仔戲演出時的幕後彩妝造型工作並能加以創新及提升實作

技能。

教師自編教材內容兼顧認知、技能、情意三方面，其教學次序安排著重程序的基礎

涵養練習，並符合教學目標。教材參照一般公認的化妝基礎原則；內容難易適合高職學

生程度。教師講解、示範例題及操作項目與實務配合引導學生能學以致用，與傳統戲曲

彩妝技術訓練能相輔相成。鼓勵學生欣賞傳統戲曲演出多元化的流行趨勢、培養學習動

機增進知識與技能，使學生能從操作中學習，培養審美觀及欣賞的能力。

（二）結合校內戲曲社定期舉辦成果發表可以達到傳統戲曲藝術特色課程學習效

益

傳統戲曲歌仔戲彩妝課程於美容美髮科（實用技能學程）高三影視化妝課實施，

經由教師自編教材引領學習者進入歌仔戲領域。學習者能充分認知歌仔戲歷史由來、表

演型態演進歌仔戲各行當扮相進而在課程當中臨摹九種不同角色造型（含髮妝服裝）。

將造型流程拍照，置入學習檔案中可以記錄所學過程及充實作品集。教師之自編教材充

分展現完整、通俗易懂卻精簡的教材資料，以學習者視角、平易近人的口吻詮釋九種角

色。

二、建議

（一）特色課程之配套規劃應符合務實致用原則

辦理特色課程之配套規劃應符合務實致用原則，如參訪戲曲劇團彩妝流程解析、參

訪劇團演出後台戲曲彩妝、戲曲行當彩妝研習-丑角、小旦、小生等九種行當、古裝頭套

製作、頭飾製作、頭飾整體造型等多元化研習能增加師生專業之能。另依據個案學校特

色課程發展委員會決議實施特色課程之配套規劃，包含教師專業成長、設備改善措施、

企業鏈結、策略聯盟等項目均應符合務實致用原則。

透過特色課程研究小組會議進行領域專業對話，教師互相觀摩、切磋、分享、回饋

教學教法以提升教師專業成長知能。辦理教師赴業界參訪與多元產業技能研習以增加專

業知識及技能，提升教師課堂教學能力均能符合發展特色課程務實致用之精神。企業鏈

結以在地歌仔戲劇團結合彩妝幕後工作，提供學生實習傳統戲曲歌仔戲各行當彩妝扮相

機會為主。與鄰近科技大學策略聯盟，結合大學教授指導傳統戲曲化妝技能並以協同教

學模式使學習者有機會學習更高階的歌仔戲專業扮相造型。

（二）透過對自我檢核展現傳統戲曲藝術教育特色課程施行成效

針對組織運作特色課程目標能符合實務致用且合於業界能力接軌之預期。尤其學生

對傳統戲曲各角色行當有明確清楚的認識、與校內歌仔戲戲曲社定期舉辦成果發表造型

展演活動中一一呈現學生體驗劇場文化及舞台劇彩妝特色，方能對傳統戲曲藝術確有推

廣功能。

透過專業知能交流並帶動教師專業成長，落實課程與教學革新的理想，教學品質精

緻化，提昇專業知識和地位。任課教師實施特色課程自編教材達2冊，透過此一特色課程

計畫循序漸進發展出一系列專屬的特色課程教育自編教材有助於教師課程實施的教學成

效。

每學期辦理乙次之特色課程教學觀摩藉由領域的專家協助指導，可使參與研究計畫

之大學教授、學者、專家實施合作教學研究，互相成長將研究者與教學者合而為一，發

展性的計畫行動研究論文以展現研究成果、強化知識的實用性價值，建立一個理想的教

學情境與實務的工作情境，在行動中求進步。

由於影視化妝特色課程實施每週時數有限，對於彩妝教師提出質疑是否能以所有教

師及專家學者共同決定某一款角色扮像之彩妝，以做為教學實施之依據。課程發展的定

義不再僅是侷限設備改善措施、限於教科書或正式課程範圍。持續辦理傳統戲曲彩妝研

習，包含業界參訪及短期業界實習，期望能了解傳統戲曲產界之人力需求，培養發揚傳

統戲曲從業人員。教育者秉持著正確教育理念，以正面積極的態度面對，「學校特色課

程」必能以有多姿多采的面貌，帶領師生進入傳統戲曲歌仔戲的藝術殿堂，益增教育現

場的創新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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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高年級學童自評及同儕互評之利
社會行為與社會計量地位關係之研究

蔡明昌*

摘 要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於探討國小高年級學童的利社會行為與其社會計量地位之關

係。有鑑於利社會行為及人際關係的培養是國小教育最重要的目標之一，加上此類變項

屬於典型表現的情意評量，易受到社會期許反應的影響，因此，採取自我評量、同儕互

評的測量方式進行。本研究以立意抽樣抽取新北市及嘉義縣國民小學各一所的36個高年

級班級學童為對象，共計有1023人。研究工具包括「日常利社會行為自陳量表」、「猜

是誰技術(guess-who technique)」及「社會計量技術(sociometric technique )」三種。研究

結果發現：（一）國小高年級學童自評與同儕互評之利社會行為間僅具低度正相關；

（二）利社會行為的自評與同儕互評分數能有效預測國小高年級學童在班級中的受歡迎

程度與不受歡迎程度；（三）不同社會計量地位分類的國小高年級學童，其自評與同儕

互評利社會行為中向度分數，皆有顯著差異。最後，研究者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對國小高

年級班級經營以及未來進一步研究的建議。

關鍵詞：高年級學童、利社會行為、社會計量地位、自評、同儕互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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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prosocial be-

havior and sociometric status of seni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prosocial 

behavior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goals, and the variables in 

this study belonged to the affective domain of typical performance, it´s possible to be affected 

by social desirable responding, so the methods of self-report, peer assessment was adopted in 

this study. A total of 1023 seni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that came from 36 classes were select-

ed from New Taipei City and Chiayi County by the way of purposive sampling. The instruments 

of this study included the “Daily Prosocial Behavior Scale＂, “guess-who technique＂ and 

“sociometric technique＂. The main results of this study contained: (1) there was only a low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self-report and peer-assessment prosocial behavior scores of seni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2) the self-report and peer assessment prosocial behavior scores can 

effectively predict the popularity and unpopularity of seni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n class; 

(3)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self-report and peer assessment prosocial behavior 

scores among sociometric status groups. Finally, according the results, the researcher proposed 

suggestions for senior grade class management and the further study.

Key words: seni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prosocial behavior, sociometric status, self-report, 
peer-assessment

壹、緒論

自古以來，教育的主要目的除了在知識的傳授與技能的學習之外，情意教學目標

的達成實為一個不容忽視的課題，舉凡學生人格發展、學習動機的提升、人際關係的促

進、群己關係的思考、道德抉擇與踐行……等主題，都是學生全人發展過程中極為重要

的部分。然而，在升學主義的影響下，學校教育偏重知識的教學，卻是個不爭的事實，

即使近年來在「理論與實務並重」的觀點影響下，充其量也僅將知識層面擴展至技能的

學習，使學生具備實務操作的能力，但究竟如何達成這些知識與技能之外的情意目標，

似乎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因此，屬於情意教學範疇的人我關係的思考與行為的抉擇，應

該是一個值得關注的議題。

人我關係的包含範圍甚廣，舉凡親子、職場、公民社會……等關係，均在人我關係

的討論範圍，但就國小高年級學生的生活經驗而言，班級內的同儕互動關係，應該是其

最重要的人我關係經驗。在討論人我關係時，利社會行為(prosocial behavior)是相當重要

的議題，所謂「利社會行為」，Eisenberg, Fabes 與Spinrad(2006)將其界定為「有意嘉惠

他人的自願行為」，一般而言有廣狹二義，廣義的利社會行為意指個體在自願、不受強

迫的情形下，基於同情心、關懷或想得到他人的報答、支持等種種原因，而自動自發所

表現出的一些有利於他人或團體的行為 (Eisenberg & Mussen，1989)，而狹義的利社會行

為，則是指於對他人的關懷行為本身就是目的，不考量行為之後的酬償，是一種不求回

報，不求滿足個人利益之社會行為，在動機上是純粹「利他」的（張春興，1999；黃鈺

婷，2000；鐘靜芬，2007）。

Eisenberg 和Mussen (1989)認為狹義的利社會行為就是利他主義，而廣義的社會行

為，雖然與狹義的利社會行為一樣，都是個體在自願、不受強迫的情形下所表現出的

一些有利於他人或團體的行為，但並未排除個體出自於想得到他人的報答、支持等種種

有利於自己的動機。Vollhardt (2009) 研究指出，在歷經負面生活事件(adverse life events)

後，個體會找機會表現出利社會行為，以改善自己的心境。Dillard,、Schiavone 與Brown 

(2008) 也發現，助人行為與正向情緒對於身心健康與幸福感均助益。羅瑞玉(1997)在其研

究中亦認為利社會行為是社會互動歷程中，自我表現出有益於他人或群體的積極正向行

為，亦是一種能兼顧利人或利己的平衡行為。由於個體利社會行為的內在動機不易由外

顯行為進行觀察，因此，本研究在利社會行為的界定上，採取廣義的觀點，亦即不論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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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動機為何，其所表現出的有利於他人或團體的行為均屬於利社會行為。

一般而言，社會對於其所屬份子所應該抱持的人我關係態度，有一種為他人服務、

為社會奉獻的利他期許傾向，學校教育的功能之一既在於傳遞社會的主流價值，其對於

學生的人我關係，自然也會有上述的正向期許，因此，在以自我評量的方式測量學生的

利社會，可能出現若干作答偏差(response bias)，受試者在有意或無意間，可能順應著

社會期望進行偽飾作答，盡量回答出「好答案」而非「真答案」，造成測量結果的扭曲

(Anastasi& Urbina, 1997)。與一般學業成就測驗不同，利社會與自私行為的測量並非在於

測試受試者的「最大表現」，而是其「典型表現」，就教育測驗與評量的觀點而言，在

性質上屬於情意測驗的範疇，關於情意評量的實施，學者（郭生玉，2004；Linn &Miller, 

2004）大都主張應該以觀察、同儕互評、自我評量等各種評量的方式進行，才能有助於

上述社會期許反應(socially desirable responding，SDR)情況的檢視。

其中同儕互評法是透過同學彼此間的相處經驗與瞭解，對友伴的行為或特質進行評

判。學校情境中，較廣為運用的技術是「猜是誰技術(guess-who technique)」及「社會

計量技術(sociometric technique )」兩種(Linn & Miller，2004)，兩種方法在實務上非常相

似，都是透過對同儕提名或選擇的方式進行，其中猜是誰技術為呈現一系列的行為或特

質的描述句，請每個學生從班上找出符合該項描述的人，且可提名多人，描述句可以包

括積極或消極的特質，最後在統計學生在正、負向特質被提名的次數，作為診斷輔導學

生之用(郭生玉，2004)。然而，如果統計結果涉及跨班級的比較，有鑑於各班級人數不

同可能造成提名次數的差距，因此，在本研究的實務操作上，該方法的使用係將統計之

分數轉換成標準分數進行處理。

關於學生利社會的測量，大部分研究皆以自陳式量表的方式進行（諸如陳姿蓉，

2012；丁秋仰，2011；賴歆怡，2011；李坦闊，2011，邱敏莉，2010黃鈺婷，2000；羅

瑞玉，1997；Gülay，2011; Richaud, Mesurado,& Lemos，2013等），僅少數以同儕互評

或教師填寫評定量表的方式實施（辛綺麗，2013；趙恕平，2006；Altay, Güre，2012；

Tseng et al.,2012），但較少同時以兩種或兩種以上評量方式進行探究者(Caprara & Pas-

torelli，1993)，究竟高年級學童如何看待自己的利社會行為？如從同儕的角度來檢視，

是否一致？上述Caprara 和 Pastorelli (1993)以義大利學童的研究發現，其對於利社會行為

的自評、互評與教師評定間僅具有中低度相關（相關係數介於.19至.33之間），而此種僅

具有中低度相關的情況有無東西文化上的差異? 頗值得進一步加以探究。

此外，班級內的同儕互動關係是國小高年級學生的生活經驗中的重要一環，因此，

如能在針對學生利社會進行測量後，進一步探討其與個體在班級中的社會地位的關聯

情況，其結果應對於國小高年級的班級經營有所助益。一般而言，對於學童在班級中

社會地位的測量，以社會計量法（或社會計量技術）為主要的測量方法，此方法係由

Moreno(1934)所提出的一種測量技術，是一種測量人際關係的技術，亦是評量團體中人

際吸引或拒斥關係的工具。社會計量法是上述同儕互評法中的兩種重要方法之一，其與

「猜是誰技術」的使用方式雖頗為類似，但仍有其差異之處。猜是誰技術主要在於選出

同儕眼中符合某些積極或消極特質的人，而社會計量法則在於評估個別學生的社會接受

度與團體互動型態(Linn & Miller，2004；Kubiszyn & Borich，2007)。社會計量法結果的

分析及評估方式較為複雜，也有較多的觀點與討論(邱穗中、葉連祺，1995；洪儷瑜、涂

春仁，1996；Coie & Dodge，1988)。當施測目的在於了解團體互動型態時，常採用社會

計量矩陣(sociomatrix)及社會關係圖(sociogram)兩種方式呈現結果。但是當施測目的是在

於了解個別學生的社會接受度時，則有必要計算出每位學生的分數，並進一步加以分類

處理。

當前社會計量法的分析係以雙向度分類模式為主，該模式以Peery(1979)的研究肇其

端，其將正、負提名的加總所得之和作為「社會影響」分數，而將正向提名數減去負向

提名數所得之差作為「社會喜愛」分數，再把社會影響與社會喜愛分列於兩個座標，而

四個象限分別定義為被排斥(reject)、受歡迎(popular)、被孤立(isolated)、親切者(amiable)

等四種不同分類。但其模式有計算的數值未經標準化處理，以及其理論的架構與實際

分類上所造成的不一致情形(Newcomb & Bukowski，1983)。Coie 等人根據Peery(1979)

的模式，分別於1982年及1988年提出修正的分類架構，根據黃德祥(1991)的研究，認為

Coie 和Dodge(1988)所提出的修正模式，以標準分數分類的系統所得人數分配，與各類

型在社會地位指數的差異情形，最符合社會計量的理論。Coie 和Dodge(1988)發展的分

類模式將提名次數轉換為標準分數再進行分類，其所有分類標準都以標準分數進行，以

被正向提名總次數的標準化分數(Z分數)為LM，以被負向提名總次數的標準化分數(Z分

數)為LL，以其二者的相加之和及相減之差，作為分類的依據，將受試者分為受歡迎組、

(Popular)、被排斥組(Rejected)、受忽視組(Neglected)、受爭議組(Controversial)及一般組

file:///D:/000_%e5%b0%8f%e6%83%a0%e7%9b%ae%e9%8c%84/1070830_%e6%95%99%e5%b8%ab%e5%b0%88%e6%a5%ad%e6%9c%9f%e5%88%8a%e7%ac%ac%e5%8d%81%e4%ba%94%e6%9c%9f/javascript:__doLinkPostBack('','ss~~AR%20%22Mesurado%2C%20Bel%C3%A9n%22%7C%7Csl~~rl','');
file:///D:/000_%e5%b0%8f%e6%83%a0%e7%9b%ae%e9%8c%84/1070830_%e6%95%99%e5%b8%ab%e5%b0%88%e6%a5%ad%e6%9c%9f%e5%88%8a%e7%ac%ac%e5%8d%81%e4%ba%94%e6%9c%9f/javascript:__doLinkPostBack('','ss~~AR%20%22Lemos%2C%20Viviana%22%7C%7Csl~~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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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erage)共五組。 

綜上所述，本研究欲了解自評與同儕互評的二項利社會行為分數之間的關的關聯

性，並進一步探討這兩項分數是否與其在班級中的社會計量地位有所關聯? 又何者與社

會計量地位的關聯較高? 哪些分數較能預測學生的社會計量地位? 不同社會計量地位分類

學生的利社會行為自評及同儕互評的分數是否有差異? 這些問題的探討，相信將對於國

小高年級班級經營有相當程度的助益，並且助於增進情意教育的教學成效。因此，本研

究的主要目的包括:

（一）探討國小高年級學童自評與同儕互評之利社會行為間的關係

（二）了解國小高年級學童自評與同儕互評之利社會行為對其社會計量得分(受歡迎分

數、不受歡迎分數)的預測力

（三）了解不同社會計量地位分類的國小高年級學童，其自評與同儕互評之利社會行為

分數的差異情況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國小高年級的學童，因本研究需要在各班級中進行利社會行

為互評及社會地位的測量，因此，在選擇人數較為接近的班級進行施測，以利後續計分

的一致性。其次，有鑑於國民小學為義務教育階段，其入學過程並未經過篩選，故同一

地區、規模相仿的學校，其學生同質性應頗高，且當學校達相當規模時，學生各項特

質的分配在理論上應接近母群的樣態。基於此，研究者立意抽取新北市及嘉義縣高年

級班級數高於二十班的國民小學各一所，經聯絡兩校行政人員，並徵得級任老師同意

後，以郵寄問卷請級任老師協助施測的方式進行。計有36個高年級班級接受施測，回收

1023份有效問卷，其中五、六年級的班級數各半，男性學童560人（佔55%），女性學童

463人（佔45%），來自新北市的學童有523人（佔51.2%），嘉義縣的學童有500人（佔

48.8%）。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研究工具包括「日常利社會行為自陳量表」、「猜是誰技術(guess-who 

technique)」及「社會計量技術(sociometric technique )」三種。

（一）日常利社會行為自陳量表

本研究以羅瑞玉（1997）依據相關理論與文獻及國小學生日常生活觀察所編製之

「國小利社會行為調查表」中的「日常利社會行為自陳量表」作為測量國小高年級學童

自評利社會行為的研究工具(已徵得原作者同意授權使用)。量表內涵包括關照、救助與

合作三部分，其中「關照」包含慷慨中的分享、安慰中的非緊急狀況行為、幫助中有關

家事部分；「救助」則包含慷慨捐獻、救難幫助等行為；而「合作」包含互助合作及同

學間的幫助行為。本量表採Likert五點量表方式計分，共有39題，分數越高，表示其利社

會行為傾向越高。本量表的Cronbachα係數為.9536，各因素的 Cronbachα 係數在.7699

至.9157之間。

（二）猜是誰技術(guess-who technique)

為了解國小高年級學童同儕互評之利社會行為情況，研究者設計「猜是誰技術」

來進行測量。在此測驗中，受試學童被要求根據「我覺得班上最會關心照顧別人的

是？」、「我覺得班上最喜歡幫助別人的是？」以及「我覺得班上最樂於和別人合作的

是？」的特質描述，提名最符合這項特質的班上同學各三名，不限性別，且可以在不同

特質重複提名。施測過程中，由各班導師保證其所填寫的答案會受到保密，同學們絕對

不會知道，請其放心填答。

（三）社會計量技術(sociometric technique)

為了解國小高年級學童在班級中的社會計量地位（包括受歡迎及不受歡迎的程

度），研究者以社會計量技術進行測量。在此測驗中，以舉辦校外教學需要進行分組為

情境，請受試學童分別列出比較喜歡和比較不喜歡和班上哪三位同學同一組。施測過程

中，亦由各班導師保證其所填寫的答案會受到保密，同學們絕對不會知道，請其放心填

答。

三、資料分析

（一）描述統計：以次數分配及百分比，針對社會計量地位分類的情況進行描述。

（二）積差相關分析: 用以了解高年級學童自評與同儕互評之利社會行為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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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元迴歸分析：用以檢視高年級學童自評與同儕互評之利社會行為對於高年級學

童在自己班級中的「受歡迎提名」及「不受歡迎提名」社會計量得分是否具有預

測力。

（四）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用以檢視不同社會計量地位分類的國小高年級學童，其自評

與同儕互評之利社會行為分數的差異情況，如變異數分析結果達顯著差異，則進

一步進行scheffe法事後比較。

（五）原始分數的直線轉換：本研究所運用之「猜是誰技術」及「社會計量技術」兩種

方法的資料分析方式，一般情況大多以「提名的次數」來進行分析，然而，因為

本研究的樣本多達36個班級，而各班人數亦不完全相同，為避免各班級人數不同

而造成提名次數的差距，研究者以各班級為單位，將每位受試者在該班的被提名

次數，直線轉換成標準分數（Z分數）後，再進行後續的處理。

（六）社會計量地位分類：在將受試學童於社會計量技術中所獲得的提名次數轉換為Z

分數後，研究者根據Coie和Dodge(1988)所發展的分類模式，以被正向提名總次數

的標準化分數為LM，以被負向提名總次數的標準化分數為LL，以其二者的相加

之和及相減之差，作為分類的依據，將受試者分為受歡迎組、(Popular)、被排斥

組(Rejected)、受忽視組(Neglected)、受爭議組(Controversial)及一般組(Average)共

五組。然而，洪儷瑜和涂春仁(1996)研究發現，Coie 和Dodge的分類系統無法將受

試完全分類，當受試在LL=0或LM=0或二者皆為零時，在此分類系統並未將其包

括。因此，本研究在各組臨界分數的設定，係以洪儷瑜與涂春仁(1996)所修訂的

建議方式進行，如表1及圖1所示。

表1　本研究社會計量各組分類臨界值摘要表

分 類 LM LL LM-LL LM+LL
受歡迎 > 0 < 0 >= 1.0
被排斥 < 0 > 0 <=-1.0
受忽視 <=0 <=0 <=-1.0
受爭議 >=0 >=0 >= 1.0
一般組 > -1.0 & < 1.0 > -1.0 & < 1.0

*LM、LL皆為標準分數（Z分數）

圖1　本研究社會計量各組分類臨界值示意圖

參、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自評利社會行為與同儕互評利社會行為的關係

本研究在國小高年級學童利社會行為的調查上，同時採取自評及同儕互評兩種方

式，為了解高年級學童自評與同儕互評之利社會行為間的關係，研究者將兩種不同測量

方式所得到的分數進行積差相關考驗，其結果如表2所示：

表2　國小高年級學童自評與同儕互評之利社會行為分數的相關矩陣

　     同儕互評
自評

班上最會關心
照顧別人

班上最樂於和
別人合作

班上最喜歡
幫助別人

關懷 .256*** .232*** .272***

合作 .219*** .199*** .223***

幫助 .259*** .275*** .263***

**p<.001

由表2觀之，高年級學童自評與同儕互評之利社會行為各層面分數的相關皆達顯著

正相關(p<.001)，顯示高年級學童對於自己的利社會行為自評與同儕對自己的利社會行為

的互評有其一致性；然而，就相關係數的數值觀之，自評與同儕互評之利社會行為各層

面分數的相關係數僅介於.199至.275之間，屬低度相關，顯示二者之間僅存在著低度的

一般組
正向提名LM

負向提名L L

受爭議Ｚ＝1

Ｚ＝1

Ｚ＝1Ｚ＝1

受歡迎

被排斥

受忽視



58 59

國小高年級學童自評及同儕互評之利社會行為與社會計量地位關係之研究

《教師專業研究期刊》

第十五期   2018年6月

一致性，從效標關聯效度的觀點來看，自評與同儕互評二項分數重疊之共同變異量僅介

於3.96%至7.56%之間，亦為偏低。綜言之，高年級學童對於自己的利社會行為的自評與

同儕對自己的利社會行為的評價，雖稍有一致的趨勢，但其趨勢不甚明顯，二者間並不

全然相同。此結果與Caprara 和 Pastorelli (1993)的研究結果頗為一致，其發現受試學童的

利社會行為的自評、互評與教師評定間僅具有.19至.33之間的中低度相關，研究者研判，

因利社會行為係學校教育所傳遞之主流價值之一，受試學童在自評的填答過程中，無可

避免地會受到此一社會期望的作用，因而造成連自己都可能不自覺的作答偏差(response 

bias)，因而造成與同儕互評的結果的相關偏低之情況，其中並未顯示出東西方文化的差

異。然而，利社會行為的自評與互評分數，究竟哪一項較能代表受試者的真實狀況呢? 

研究者認為，此一問題牽涉到哲學上自我概念的主體性問題，雖頗耐人尋味卻不易回

答。從班級經營及教學實務的立場而言，討論自評或互評的各項利社會行為分數中，哪

些項目對於其在班級中的社會計量地位有較高的預測力，應較具教育實務的應用性。

二、自評與同儕互評之利社會行為對其社會計量得分的預測力

既然高年級學童對於自己的利社會行為的自評與同儕對自己的利社會行為的評價二

者間僅存在著中的度相關，並不全然相同，因此本研究進一步檢視這兩項自評與同儕互

評分數對於高年級學童在自己班級中的「受歡迎提名」與「不受歡迎提名」社會計量得

分是否具有預測力，其中，其多元迴歸的結果如表3至表6所示：

表3　國小高年級學童自評與同儕互評之利社會行為分數對「受歡迎提名」之社會計量得
分的多元迴歸結果ANOVA摘要表

模式 平方和 df 平均平方和 F

迴歸 448.847 6 74.808 150.715***

殘差 459.623 926 .496

總數 908.469 932

***p<.001

表4　國小高年級學童自評與同儕互評之利社會行為分數對「受歡迎提名」之社會計量得
分的多元迴歸係數估計值摘要表

變項 原始係數B 標準誤 標準化迴歸係數
β t值

截距 -.073 .116 -0.629
關懷(自評) .010 .004 .101 2.367*
合作(自評) -.014 .003 -.168 -4.421***
幫助(自評) .004 .004 .050 1.171

最會關心照顧別人(互評) .164 .043 .165 3.786***
最樂於和別人合作(互評) .518 .036 .513 14.233***
最喜歡幫助別人(互評) .059 .042 .059 1.391

R=.703 R2=.494 Adj R2=.491 CI=20.568

*p<.05  ***p<.001

由表3及表4觀之，高年級學童對於自己的利社會行為自評中的三項分數（關懷、

合作與幫助）以及同儕對其利社會行為的評價（包括最會關心照顧別人、最喜歡幫助別

人、及最樂於和別人合作），對於其「受歡迎提名」社會計量得分預測的多元迴歸結

果，整體迴歸模式的達顯著水準(F=150.715，p<.001)，且其多元相關係數為0.703，顯示

國小高年級學童自評與同儕互評之利社會行為的六項分數可以有效地預測其在班級中的

受歡迎提名社會計量得分，且可以解釋受歡迎提名社會計量得分總變異量的49.4%。在共

線性診斷方面，條件指標CI值為20.568，小於30，顯示預測變項間線性重合的問題並不

嚴重。

從標準化迴歸係數β及t值觀之，六項預測分數之中，以「最樂於和別人合作（互

評）」的影響力最高(β=.513，t =14.233，p<.001)，其他達顯著水準的預測分數依序

為「合作（自評）」(β=-.168，t=-4.421，p<.001)、「最會關心照顧別人（互評）」

(β=.165，t=3.786，p<.001)、及「關懷（自評）」(β=.101，t=2.367，p<.05)等三項分

數，而「最喜歡幫助別人（互評）」及「幫助（自評）」兩項分數在預測力上則未達顯

著水準。 值得注意的是，「合作（自評）」在此預測模式中的標準化迴歸係數β值為唯

一負值(-.168)，顯示當受試學童在利社會行為自評中的「合作」層面分數越高，其在班

級中的受歡迎提名社會計量得分則有越低的趨勢。

其次，在自評與同儕互評利社會行為分數對於高年級學童在自己班級中的「不受歡

迎提名」社會計量得分的多元迴歸的結果則如表5及表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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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國小高年級學童自評與同儕互評之利社會行為分數對「不受歡迎提名」之社會計量
得分的多元迴歸結果ANOVA摘要表

模式 平方和 df 平均平方和 F
迴歸 160.514 6 26.752 36.131***
殘差 685.631 926 .740
總數 846.145 932

***p<.001

表6　國小高年級學童自評與同儕互評之利社會行為分數對「不受歡迎提名」之社會計量
得分的多元迴歸係數估計值摘要表

變項 原始係數B 標準誤 標準化迴歸係數β t值
截距 .567 .141  4.008***
關懷（自評） -.012 .005 -.129 -2.383*
合作（自評） .021 .004 .263  5.460***
幫助（自評） -.019 .004 -.227 -4.242***
最會關心照顧別人（互評） -.130 .053 -.136 -2.452*
最樂於和別人合作（互評） -.222 .044 -.228 -4.990***
最喜歡幫助別人（互評） -0.002 0.052 -0.002 -0.045

R=.436 R2=.190 Adj R2=.184 CI=20.568

*p<.05  ***p<.001

由表5及表6觀之，高年級學童對於自己的利社會行為自評中的三項分數以及同儕對

其利社會行為的評價，對於其不受歡迎提名社會計量得分預測的多元迴歸結果，整體迴

歸模式的達顯著水準(F=36.131，p<.001)，且其多元相關係數為0.436，顯示國小高年級

學童自評與同儕互評之利社會行為的六項分數可以有效地預測其在班級中的不受歡迎提

名社會計量得分，但相較於上述預測「受歡迎提名」社會計量得分情況而言，預測力較

低，僅可解釋不受歡迎提名社會計量得分總變異量的19.0%。在共線性診斷方面，條件指

標CI值亦為20.568，小於30，顯示預測變項間線性重合的問題並不嚴重。

從標準化迴歸係數β及t值觀之，六項預測分數之中，以「合作（自評）」的影響

力最高(β=.263，t=5.460，p<.001)，但其標準化迴歸係數β卻是正值，值得關注。其

他達顯著水準的預測分數依序為「最樂於和別人合作（互評）」(β=-.228，t=-4.990，

p<.001)、「幫助（自評）」(β=-.227，t=-4.242，p<.001)、「最會關心照顧別人（互

評）」(β=-.136，t=-2.452，p<.05)、及「關懷（自評）」(β=-.129，t=-2.383，p<.05)等

四項分數，而「最喜歡幫助別人（互評）」在預測力上則未達顯著水準。

綜合上述多元迴歸結果，高年級學童利社會行為的自評與同儕互評分數對於其在

班級中的「受歡迎提名」與「不受歡迎提名」社會計量得分，均有顯著的預測力，但六

項自評及互評分數較能解釋「受歡迎提名」社會計量得分（解釋的變異量達49.4%）。

此外，關於「合作」此一利社會行為的自評及互評分數，無論在預測「受歡迎提名」或

「不受歡迎提名」社會計量上，二者皆呈現相反關係的趨勢，而且「合作」的互評及自

評分數，分別是「受歡迎提名」或「不受歡迎提名」社會計量得分的最具影響力變項。

另外，在「受歡迎提名」社會計量得分的預測上，互評分數較自評分數有較明顯的影響

力，但在「不受歡迎提名」社會計量得分的預測上，則反而是自評分數有較明顯的影響

力。此二項結果為本研究較為創新之發現，由於相關文獻與理論尚未有相關的解釋，研

究者僅就自身的教學經驗與觀點加以解釋如下，未來能須進一步研究加以探討。

「合作」此一利社會行為，應是高年級學童在班級中受歡迎程度重要因素，但須建

立在「同儕認同」而非「自認為是」的基礎上，但究竟為何當學童越「自認為自己能與

人合作」，其受歡迎程度就越低，且其不受歡迎的程度就越高，理論文獻及實徵研究並

未有相關的解釋，研究者認為，相對於「幫助」及「關懷」兩個較具單向特質的利社會

行為，「合作」的利社會行為中，需要有較多的互動，因此，當受試者單方面自認為自

己是樂於合作者，而站在同儕立場卻不如此認為時，此種「自認為自己能與人合作」的

自評分數，反而是他在班級中不受歡迎的重要預測指標，惟此僅為研究者的初步研判，

未來應需要進一步以教室觀察或深度訪談的質性研究方式來加以探討詮釋。

三、不同社會計量地位分類的國小高年級學童，其自評與同儕互評之利社會行
為分數的差異情況

本研究依據洪儷瑜與涂春仁(1996)所建議的方式（如表2-1所示），將本研究所有

的受試學生(N=1023)進行分類，依據其在班級中「受歡迎」及「不受歡迎」被提名的次

數，以班級為單位，轉換成標準分數後進行分類，將受試者分為受歡迎組、被排斥組、

受忽視組、受爭議組及一般組共五組，本研究受試學生的分組情況及洪儷瑜與涂春仁

(1996)的研究情況之比較如表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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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本研究及洪儷瑜與涂春仁(1996) 受試學生的分組情況比較表

洪儷瑜與涂春仁(1996) 本研究

地位類型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受歡迎 720 22.61 264 25.8
被拒絕 536 16.83 204 19.9
受忽視 571 17.92 160 15.6
受爭議 114 3.58 40 3.9
一般組 1244 39.06 355 34.7
合計 3185 100 1023 100

由表7觀之，本研究社會計量地位分類中，歸類為受歡迎組的有264人(25.8%)、被拒

絕組有204人(19.9%)、受忽視組有160人(15.6%)、受爭議組有40人(3.9%)及一般組有355

人(34.7%)。與洪儷瑜與涂春仁(1996)研究中的各項分類比例相近。

在上述高年級學童利社會行為的自評與同儕互評分數對於其在班級中的「受歡迎

提名」與「不受歡迎提名」社會計量得分，均有顯著的預測力的研究發現之基礎上，研

究者進一步探討將「受歡迎提名」與「不受歡迎提名」社會計量得分加以整合處理分類

後，其與利社會行為的自評與同儕互評分數之間個關係，亦即上述這五種不同類型的學

童，其利社會行為分數的差異情況。首先，在自評利社會行為分數方面，不同社會計量

地位分類的國小高年級學童，其自評利社會行為分數的差異考驗如表8所示；而在同儕互

評利社會行為分數方面，不同社會計量地位分類的國小高年級學童，其同儕互評利社會

行為分數的差異考驗則如表9所示。

由表8及表9觀之，不同社會計量地位分類的國小高年級學童，其自評利社會行為中

的「關懷」、「合作」及「幫助」三項分量表分數，皆達顯著差異，其中在「關懷」分

量表方面(F=13.78，p<.01，η2=.054)，受歡迎組學生的自評關懷分數，顯著高於被拒絕

組、受爭議組及一般組，而受忽視組與一般組亦顯著高於被拒絕組。在「合作」分量表

方面(F=3.62，p<.01，η2=.015)，受歡迎組學生的自評合作分數，顯著高於被拒絕組。而

在「幫助」分量表方面(F=15.70，p<.001，η2=.062)，受歡迎組學生的自評關懷分數，顯

著高於被拒絕組及一般組，而受忽視組則顯著高於被拒絕組。

表8　不同社會計量地位分類學童的自評利社會行為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分量表 組別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η2 事後比較

關懷(自評)

1.受歡迎 50.22 8.51 13.78** 1>5>2
2.被拒絕 43.38 11.08 η2=.054 1>4
3.受忽視 47.32 9.92 3>2
4.受爭議 44.45 10.53
5.一般組 47.44 10.00

合作(自評)

1.受歡迎 42.98 10.37 3.62** 1>2
2.被拒絕 39.19 13.02 η2=.015
3.受忽視 41.91 11.65
4.受爭議 38.40 11.45
5.一般組 40.67 11.83

幫助(自評)

1.受歡迎 50.32 9.93 15.70*** 1>5>2
2.被拒絕 41.85 12.35 η2=.062 3>2
3.受忽視 47.80 11.59
4.受爭議 45.30 12.11
5.一般組 46.62 11.16

* p<.05   **p<.01   ***p<.001

表9　不同社會計量地位分類學童的同儕互評利社會行為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項目 組別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η2 事後比較

最會關心 
照顧別人

(互評)

1.受歡迎 0.873 1.211 121.69*** 1>5>3>2
2.被拒絕 -0.668 0.338 η2=.323 1>4>2
3.受忽視 -0.363 0.602
4.受爭議 -0.052 0.708
5.一般組 -0.106 0.708

最樂於和 
別人合作

(互評)

1.受歡迎 0.956 1.112 104.67*** 1>5>2，3
2.被拒絕 -0.752 0.386 η2=.291 1>4>2
3.受忽視 -0.414 0.558
4.受爭議 0.363 0.884
5.一般組 -0.137 0.642

最喜歡 
幫助別人

(互評)

1.受歡迎 0.842 1.202 173.48*** 1>4>3>2
2.被拒絕 -0.607 0.462 η2=.405 1>5>3>2
3.受忽視 -0.377 0.576
4.受爭議 -0.093 0.767
5.一般組 -0.094 0.756

*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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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在同儕互評利社會行為分數方面，不同社會計量地位分類的國小高年級學童

在「最會關心照顧別人」、「最樂於和別人合作」及「最喜歡幫助別人」三項互評分

數，亦皆達顯著差異，其中在「最會關心照顧別人」互評分數方面(F=121.69，p<.001，

η2=.323)，受歡迎組學生顯著高於被拒絕組、受忽視組、受爭議組、及一般組，而被拒

絕組則顯著低於其他各組，此外，一般組亦顯著高於受忽視組。在「最樂於和別人合

作」互評分數方面(F=107.67，p<.001，η2=.291)，受歡迎組學生顯著高於被拒絕組、受

忽視組、受爭議組、及一般組，而一般組則顯著高於被拒絕組及受忽視組，此外，受爭

議組亦顯著高於被拒絕組。而在「最喜歡幫助別人」互評分數方面(F=173.48，p<.001，

η2=.405)，不同社會計量地位分類的五個組高低順序為受歡迎組、受爭議組、一般組、

受忽視組、被拒絕組，其差異皆達顯著水準。

一般而言，以社會計量在班級中進行施測後，可以計算出每位學生的「受歡迎提

名」與「不受歡迎提名」得分，在討論其在班級中的社會地位時，二者應該同時考量，

才能較完整地了解該學生在班級中的處境，而所謂二者同時考量，並非是僅將兩項分數

相加，而是應該考量兩個分數的在團體中的相對位置，據以進行分類，較能彰顯其意

義。本研究依據洪儷瑜與涂春仁(1996)所建議的方式對所有的受試學生(N=1023)進行分

類，結果發現本研究受試學生的分組情況及洪儷瑜與涂春仁(1996)以 3185位學生為對象

的研究分類情況相近，顯示本研究所抽取的樣本應具備代表性。

綜合表8及表9的內容，可以發現雖然五種不同社會計量地位分類的學童，其利社會

行為的自評與同儕互評分數的各向度均有顯著差異，但以同儕互評利社會行為作為檢定

變數的變異數分析之η2值，均高於以自評利社會行為作為檢定變數的結果，顯示國小

高年級學童在班級中的社會計量地位分類，與其利社會行為的同儕互評分數關係較為密

切。研究者認為，由於社會計量法與同儕互評利社會行為（猜是誰技術）所採用的測量

方法十分接近，其測量數值皆使來自於同儕間的互評，可能造成二者間關係較為密切的

現象，因此，亦不宜忽略自評利社會行為與其社會計量地位分類的關聯性。此外，由事

後比較的結果觀之，除了合作（自評）分數之外，其他自評與同儕互評分數各向度的差

異情況均頗為一致。關於合作（自評）分數的特殊性，已於上文有所討論，至於其他自

評與同儕互評分數各向度的差異情況，可以發現「受歡迎組」的利社會行為（無論自評

與同儕互評）分數偏高，且「被拒絕組」的利社會行為（無論自評與同儕互評）分數偏

低，是很明顯的狀況。此外，作為在圖1座標上相對應的「受忽視組」與「受爭議組」，

在利社會行為的自評與同儕互評分數也有相對的表現，「受忽視組」在利社會行為的自

評分數有較高的趨勢，而「受爭議組」則是在利社會行為的同儕互評分數相對較高。研

究者認為，利社會行為既然是社會互動歷程中，自我表現出有益於他人或群體的積極正

向行為，則有較高利社會行為傾向者，其在團體內受歡迎的程度自然也會增加。而當個

體在團體中是受到一部份人歡迎、另一部分人排斥的「受爭議組」人物時，在進行利社

會行為的同儕互評時，自然也會有一部分人對其進行正向的提名，而相對而言，「受忽

視組」既然是具有團體中即沒有人特別歡迎、也沒有人特別排斥的特質，在進行利社會

行為的同儕互評時，就會較缺乏被正向提名的機會，而本研究在利社會行為的同儕互評

機制中，也未進行負向提名，此亦可能造成此種結果的原因之一。

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國小高年級學童自評與同儕互評之利社會行為間僅具低度正相關

本研究發現，高年級學童自評與同儕互評之利社會行為各層面分數的相關皆達顯著

正相關，顯示二者間高年級學童對於自己的利社會行為自評與同儕對自己的利社會行為

的互評有其一致性，然而，二者的關係強度並不甚高，僅達低度相關，其中自評之利社

會行為可能受到社會期許反應的影響而造成不自覺的作答偏差，因而與同儕互評的結果

的相關偏低。

（二）利社會行為的自評與同儕互評分數能有效預測國小高年級學童在班級中的

受歡迎程度與不受歡迎程度

根據多元迴歸分析，本研究發現高年級學童利社會行為的自評與同儕互評分數對

於其在班級中的「受歡迎提名」與「不受歡迎提名」社會計量得分，均有其顯著的預測

力，其中，以對「受歡迎提名」社會計量得分的預測力較高。在「受歡迎提名」社會計

量得分的預測上，互評分數較自評分數有較明顯的影響力，但在「不受歡迎提名」社會

計量得分的預測上，則反而是自評分數有較明顯的影響力。此外，與一般認知有所差異

之處在於「合作」此一利社會行為的自評及互評分數，無論在預測「受歡迎提名」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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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歡迎提名」社會計量上，二者皆呈現負向關係的趨勢。

（三）不同社會計量地位分類的國小高年級學童，其自評與同儕互評利社會行為

中向度分數，皆有顯著差異

經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不同社會計量地位分類的國小高年級學童，無論是自評或

同儕互評的利社會行為，其關懷（最會關心照顧別人）、合作（最樂於和別人合作）與

幫助（最喜歡幫助別人）三向度分數，皆有顯著差異，但以利社會行為的同儕互評分數

與其在班級中的社會計量地位分類，關係相對較為密切。此外，「受歡迎組」的自評與

同儕互評利社會行為分數均偏高，而「被拒絕組」的自評與同儕互評利社會行為分數分

數則均偏低；「受忽視組」在利社會行為的自評分數有較高的趨勢，而「受爭議組」則

是在利社會行為的同儕互評分數相對較高。

二、建議

（一）國小高年級導師在班級經營時，應同時考量學童自評與同儕互評的結果

本研究發現國小高年級學童自評與同儕互評之利社會行為間僅具有低度正相關，

有鑑於典型表現的情意評量，易受到社會期許反應的影響，造成測量的誤差。因此，建

議國小高年級導師在進行班級經營的相關活動及測量時，應該同時考量學童自評與同儕

互評的結果，來做為班級經營各項措施的參酌依據，較能有效地呼應班級學童的情意表

現。

（二）進行利社行為的情意教學時，應加強學生站在他人立場的設身處地能力

本研究發現，高年級學童自評與同儕互評之利社會行為對於其在班級中的受歡迎程

度與不受歡迎程度雖能有效預測，但其中有關「合作」此一利社會行為的自評及互評分

數，無論在預測「受歡迎提名」或「不受歡迎提名」社會計量上，二者皆呈現負向關係

的趨勢，亦即當國小高年級學童自認為自己能與人合作時，在他人眼中，不見得如此地

看待他，而此甚至可能會影響其在班級中受歡迎與否的影響因素。因此，建議國小高年

級導師可以在進行利社行為的情意教學時，應提醒學生在評估自己的表現時，應注意到

他人的觀點，據以進行修正，如此，應有助於學生間的人際互動與班級氣氛。

（三）除了被拒絕組之外，其他學生亦應受到關注與輔導

本研究發現透過社會計量的方式，對1023名受試學生的社會地位加以分類，發現除

了受歡迎組佔25.8%之外，尚有74.2%的學生歸為被拒絕組、受忽視組、受爭議組及一般

組，這些學生應受到進一步的關注與輔導，但其輔導的重點應有其差異。首先，被拒絕

組因為其各項自評與同儕互評之利社會行為分數均偏低，因此，導師應該針對這些學生

的班級社會能力特別加強，透過利社會行為各項特質的提升與培養，促進其在班級中的

同儕互動關係。而有鑑於受忽視組在利社會行為的自評分數有較高的趨勢，而受爭議組

則是在利社會行為的自評分數則相對較低，因此，導師宜提供受忽視組學生在同儕中正

向表現的機會，並培養受爭議組學生在自我評估時設身處地考量同學觀點的能力，才能

針對各種不同類型學生的情況，進行有效的輔導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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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58sq43/record?r1=1&h1=15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58sq43/record?r1=1&h1=7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58sq43/record?r1=1&h1=7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58sq43/record?r1=4&h1=5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58sq43/record?r1=1&h1=16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58sq43/record?r1=8&h1=5
file:///D:/000_%e5%b0%8f%e6%83%a0%e7%9b%ae%e9%8c%84/1070830_%e6%95%99%e5%b8%ab%e5%b0%88%e6%a5%ad%e6%9c%9f%e5%88%8a%e7%ac%ac%e5%8d%81%e4%ba%94%e6%9c%9f/javascript:__doLinkPostBack('','ss~~AR%20%22Caprara%2C%20Gian%20Vittorio%22%7C%7Csl~~rl','');
file:///D:/000_%e5%b0%8f%e6%83%a0%e7%9b%ae%e9%8c%84/1070830_%e6%95%99%e5%b8%ab%e5%b0%88%e6%a5%ad%e6%9c%9f%e5%88%8a%e7%ac%ac%e5%8d%81%e4%ba%94%e6%9c%9f/javascript:__doLinkPostBack('','ss~~AR%20%22Pastorelli%2C%20Concetta%22%7C%7Csl~~rl','');
file:///D:/000_%e5%b0%8f%e6%83%a0%e7%9b%ae%e9%8c%84/1070830_%e6%95%99%e5%b8%ab%e5%b0%88%e6%a5%ad%e6%9c%9f%e5%88%8a%e7%ac%ac%e5%8d%81%e4%ba%94%e6%9c%9f/javascript:__doLinkPostBack('','mdb~~aph%7C%7Cjdb~~aphjnh%7C%7Css~~JN%20%22European%20Journal%20of%20Personality%22%7C%7Csl~~jh','');
http://web.ebscohost.com.ezproxy.lib.ncyu.edu.tw/ehost/viewarticle?data=dGJyMPPp44rp2%2fdV0%2bnjisfk5Ie46a5IrqauULak63nn5Kx95uXxjL6nsEewq61KrqexOLews024qK44zsOkjPDX7Ivf2fKB7eTnfLuntUqvp7dPtqeuPurX7H%2b78OZF8u2kfOCz34jmnPJ55bO%2fZqTX7FW1rK9JtaezSqTc7Yrr1%2fJV5OvqhPLb9owA&hid=4212
http://web.ebscohost.com.ezproxy.lib.ncyu.edu.tw/ehost/viewarticle?data=dGJyMPPp44rp2%2fdV0%2bnjisfk5Ie46a5IrqauULak63nn5Kx95uXxjL6nsEewq61KrqexOLews024qK44zsOkjPDX7Ivf2fKB7eTnfLuntUqvp7dPtqeuPurX7H%2b78OZF8u2kfOCz34jmnPJ55bO%2fZqTX7FW1rK9JtaezSqTc7Yrr1%2fJV5OvqhPLb9owA&hid=4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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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教師專業研究》徵稿辦法

中華民國 99年10月6日編輯委員會訂定
中華民國 100年11月9日編輯委員會修正
中華民國 101年10月9日編輯委員會修正
中華民國 105年1月4日編輯委員會修正
中華民國 105年6月21日編輯委員會修正
中華民國 105年9月29日編輯委員會修正
中華民國 106年3月13日編輯委員會再修正

一、本刊《教師專業研究》原為國民教育雜誌，自自民國49年度起針對各領域課程與教
學、班級經營與學生輔導、學校組織與管理、師資培育、教育資訊報導、就業與升

學資訊等提供教育交流之園地。民國100年起，提升為專業教育論文期刊，俾促進教
育之研究與發展。

二、本刊為半年刊，每年出版2期，於6、12月出刊。分兩階段收稿，第一階段2月1日截
稿，第二階段8月1日截稿，來稿將於收件後4個月內回覆審查結果。 

三、凡各教育階段及各領域課程與教學、班級經營與學生輔導、學校組織與管理、師資

培育、比較教育等學術研究，均歡迎投稿。

四、撰稿原則 

（一）來稿請用電腦橫打（請用Word文字、新細明體12號字、單行間距存檔），且
須符合科技部人文與社會司「臺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Taiwan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TSSCI）之學術規範。中文稿件之文長以13,000字為原
則，不超過20,000字（含中英文摘要、注釋、參考文獻、附錄、圖表等）；稿
紙以A4紙張為準，總頁數不超過25頁為原則。英文稿件之文長以6,000字為原
則，不超過8,000字（含中英文摘要、注釋、參考文獻、附錄、圖表等）；稿紙
以A4紙張為準，總頁數不超過15頁為原則。

（二）來稿文字請附中英文摘要（含關鍵字3－5組）；中文摘要請勿超過350字，英文
摘要請勿超過200字。 

（三）來稿所附Word電子檔之檔案名，請務必依來稿的西元年月日、第一作者姓名、

Richaud, M., Mesurado, B., & Lemos, V. (2013). Links Between Perception of Parental Actions 

and ProsocialBehavior in Early Adolescence. Journal of Child & Family Studies, 22(5), 

637-646.

Tseng, W., Kawabata, Y., Gau, S. S., Banny, A. M., Lingras, K. A., & Crick, N. R. (2012). Rela-

tions of inattention and hyperactivity/impulsivity to preadolescent peer functioning: The 

mediating roles of aggressive and prosocial behaviors. 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 Adoles-

cent Psychology, 41(3), 275-287.

Vollhardt, J. R. (2009). Altruism born of suffering and prosocial behavior following adverse life 

events: A review and conceptualization.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22, 53–97.

mailto:Richaud,%20M.,%20
file:///D:/000_%e5%b0%8f%e6%83%a0%e7%9b%ae%e9%8c%84/1070830_%e6%95%99%e5%b8%ab%e5%b0%88%e6%a5%ad%e6%9c%9f%e5%88%8a%e7%ac%ac%e5%8d%81%e4%ba%94%e6%9c%9f/javascript:__doLinkPostBack('','ss~~AR%20%22Mesurado%2C%20Bel%C3%A9n%22%7C%7Csl~~rl','');
file:///D:/000_%e5%b0%8f%e6%83%a0%e7%9b%ae%e9%8c%84/1070830_%e6%95%99%e5%b8%ab%e5%b0%88%e6%a5%ad%e6%9c%9f%e5%88%8a%e7%ac%ac%e5%8d%81%e4%ba%94%e6%9c%9f/javascript:__doLinkPostBack('','ss~~AR%20%22Lemos%2C%20Viviana%22%7C%7Csl~~rl','');
file:///D:/000_%e5%b0%8f%e6%83%a0%e7%9b%ae%e9%8c%84/1070830_%e6%95%99%e5%b8%ab%e5%b0%88%e6%a5%ad%e6%9c%9f%e5%88%8a%e7%ac%ac%e5%8d%81%e4%ba%94%e6%9c%9f/javascript:__doLinkPostBack('','mdb~~aph%7C%7Cjdb~~aphjnh%7C%7Css~~JN%20%22Journal%20of%20Child%20%26%20Family%20Studies%22%7C%7Csl~~j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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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名全名等順序書寫。例如投稿者於2010年02月27日寄來一篇「學校發展學習
共同體歷程之個案研究」，則檔名應如下：「20100227學校發展學習共同體歷
程之個案研究」。。 

（四）中文稿件之編排順序為中文摘要、英文摘要、正文、附錄、附注、參考文獻

（請用APA格式）；英文稿件之編排順序為英文摘要、中文摘要、正文、附
錄、附注、參考文獻（請用APA格式）；APA格式請參考本刊或本刊之「撰稿
格式說明」。若不符合此項規定者，本刊得退稿或請作者修改後再行送審。

（五）若有致謝詞，請於通知稿件接受刊登後再加上，並置於正文後，字數請勿超過

60字。

（六）為求審查客觀，正文及中英文摘要中請勿出現任何可辨識個人資料者。

五、來稿如有一稿兩投（含投送其他刊物正審查中，或研討會發表論文後編輯成專書

者）、抄襲、違反學術倫理、侵犯他人著作權和涉及言論責任之糾紛，除由作者自

負相關的法律責任外，兩年內本刊不再接受該作者投稿。 

六、投稿後一個月未收到任何通知，請來電或來函查詢。本刊地址為嘉義縣民雄鄉文隆

村85 號，師資培育中心「教師專業研究編輯委員會」。傳真：（05）2269631，電
話：（05）2263411轉1760；本刊聯絡電子信箱為：joun_jopt@mail.ncyu.edu.tw

七、本刊採匿名審查制度，由本刊主編或編輯委員聘請相關學者專家2人審查之；凡經審
查委員要求修改之文稿，應於作者修改後再由編輯委員會決定是否刊登。。 

八、來稿若經採用，發給「正式接受刊登證明」；惟因本刊編輯需要，保有文字刪修

權。

九、來稿一經刊登，本刊將敬贈作者當期光碟1份，並贈送抽印本10本。

十、本辦法經本刊編輯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教師專業研究》半年刊撰稿格式說明

中華民國105年10月6日編輯委員會通過

本學刊大體上依循美國心理學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出版的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第六版撰寫格式。文稿請

使用Microsoft Word繁體中文文書軟體處理，請勿加上任何語法。其中有關稿件版面、正

文、引用文獻、參考文獻以及圖表重要規範說明如下：

壹、版面規格

一、所有稿件皆應依以下之順序撰寫：

（一）中、英文標題頁

１.中文稿件中文標題頁在前，英文標題頁置於全篇末。英文稿件則相反。

２.標題頁內容：

(１)篇名：英文篇名除冠詞、介系詞外，第一字母均應大寫。

(２)摘要（Abstract）：中文摘要限350字內，英文摘要200字。

(３)關鍵字（Keywords）：由大到小依筆劃、字母順序排列，以3-5個為原則。中英

關鍵字需相互對照，中文稿件以中文關鍵字為主，英文稿件則相反。

（二）論文

１. 正文：表（Table）、圖（Figure）、註解請置文中。

２. 參考文獻（References） 

３. 附錄（Appendix）

二、本刊為雙向匿名審查，請勿於投稿本文中出現作者姓名或任何足以辨識作者身分之

資料。

三、稿件之版面規格為A4紙張電腦打字，word版面設定上下邊界為5.35cm，左右邊界為

3cm，並指定行與字元之格線，每頁28行，每行38字，每頁需加註頁碼。中文稿件

每篇字數以13,000字為原則，不超過20,000字，最多不超過25頁。英文稿件以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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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為原則，不超過8,000字，最多不超過15頁。（均包含中英摘要、關鍵字、正文、

註釋、參考文獻、附錄、圖表等）。

四、中文字型一律採用新細明體，標點符號及空白字為全形字；英文字型一律為Times 

New Roman，標點符號及空白字為半形字體。除各項標題外，內文不分中英文均為

12點字體。

五、文中凡人名，若為外來者，應逕用原文呈現；專有名詞若為外來者請使用慣用之譯

名，並於第一次使用時以括號標註原文，若無慣用譯名時，應逕用原文。

六、統計數值以四捨五入法取至小數點後第二位為原則。

貳、論文規格

一、摘要

（一）中文摘要

　　　　　　　　　　　　　　　　　（16級字體，新細明體，粗體，置中）

 　　　　　　　　　　　　　　　　（14級字體，新細明體，粗體，置中）

 　　　　　　　　　　　　　　　　（12級字體，新細明體，齊左）     

　　　　　　　　　　　　　　　　　  　　　　　　　　　　　　　　　

　 　　　　　　　　　　　　　　　　（12級字體，新細明體，齊左）     

篇名

摘要

本文

關鍵字

（二）英文摘要

 　　　　　　　　　　　　　　　　（16級字體，新細明體，粗體，置中）

 　　　　　　　　　　　　　　　　（14級字體，新細明體，粗體，置中）

 　　　　　　　　　　　　　　　　（12級字體，新細明體，齊左）     

 　　　　　　　　　　　　　　　　（12級字體，新細明體，齊左）

二、本文

（二）標題

1.中文標題以五個層次為原則，選用次序為：

（16級字體，新細明體，粗體，置中）

一、（14級字體，新細明體，粗體，齊左）

（一）（12級字體，新細明體，粗體）

1.（12級字體，Times New Roman，粗體；標體之中文字體為新細明體）

(１)（12級字體，Times New Roman，標題之中文字體為新細明體）

第一、二、三級標題上下各空一行。連續有二級標題時，中間只空一行。第四級

（含）以下標題上下不空行。

標題若逢頁尾最後一內行，應移至次頁首行。

Article Title

Abstract

Content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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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英文標題以四個層次為原則，選用次序為：

Introduction（16級字體，Times New Roman，粗體，置中）

Barriers to Inclusion（14級字體，Times New Roman，粗體，齊左）

Limited Time for Planning Training（12級字體，Times New Roman，斜體）

Principal´s Attitude（12級字體，Times New Roman，斜體）

第一、二、三級標題上下個空一行。連續有二級標題時，中間只空一行。第四級標

題與內文同列不縮排。

標題若逢頁尾最後一內行，應移至次頁首行。

三、文中段落標號格式

壹、    （不用空位元，須粗體）

一、      （不用空位元，須粗體）

　　　　（一）　　　　（四個位元）

　　　　　　1.　　　　　　（六個位元）

　　　　　　　　（1）　　　　　（八個位元）

參、引用文獻格式

一、年代部分，無論中、西文，一律統一以西元呈現；中文括號以全形（）、西文以半

形( )的格式為之。

範例：

羅肇錦（2008）指出，台灣客家話的推展是個尷尬地帶。

…Kessler (2003) found that among epidemiological samples…。

二、文末「參考文獻」之括號，中文以全形（）、西文以半形(  )為之：第二行起空四個

位元。 

參考文獻範例：

施正鋒（2007）。台灣少數族群的政策探討。教育資料與研究雙月刊，專刊，59-

76。 

溫明麗（2006）。PACT 道德規範模式在網絡倫理的運用——本質與內涵分析。當代

教育研究，14（3），1-24。

Mountifield,  H. (2004). The Kate Edgar information commons: A student-centred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catalyst for integrated learning support and e-literacy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literacy, 1(2), 82-96.

三、文稿若以中文為之，則引號一律使用「」；西文稿件則用＂ “表之。

（一）中文稿件範例：

…研究者決定選自「自我情緒」、「情緒調整」及「激發動機」等三個層面來選

題。

（二）西文稿件範例：

…, the researchers developed a “Teachers´ Beliefs about Teaching Art＂ questionnaire 

to conduct this survey.

四、本刊文章統一使用電腦 Word 12 號「新細明體」字體；文中引用其他說明、佐證或

直接引用超過 40 字，均須將前引文內縮六個位元，並以 10 或 11 號「標楷體」呈

現，該引言與內文前後各空一行。

範例一： 

日本的綜合學習課程主要是：

回應鬆綁、競爭政策、全球化等日本政府和財經界朝向的經濟結構改革、國家改造

以及社會變化所要求的人才，是在培育競爭主義的人力和資質。（歐用生，2005：

19）

範例二：

……Ricoeur 及 Ihde 指出現象學不足之處。他說：

現象學一方面批判人文科學間接採用自然科學的客觀性的方法，此批判直接間接

地與詮釋學相關 。狄爾泰也同樣地企圖讓人文科學具有自然科學般的客觀 

性。（Ricoeur & Ihde (Eds.), 200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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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三：

……楊深坑（2008：14）認為

解除了壓抑和宰制結構是否即足以導致公義社會的實現，仍有個人是否足以有足夠

的能力來自我實現之問題有待討論。

五、字詞使用一律依據教育部「法律統一用字」之規定為之。

範例：

 公「布」（非「佈」）、「教」師（非「老」師）、「占」20％（非「佔」）、

「了」解（非「暸」解）。

六、文中數字的使用，請用阿拉伯數字表之。

範例：

……以台東縣為例，英語科抽測 48 人，母群有 3,220 人……答對率 0.71（或 .71），

95%信賴水準之信賴區間為 0.13（或 .13）。

……2003 年台灣國二學生的數學得分為 585 分，排名第 4，排在前 3 名的國家依序

是新加坡、韓國及香港，其分數分別為 605 分，589 分和 586 分。

肆、圖表

一、文中使用之圖、表標題皆須置於上方，使用12級字體，粗體，並靠左對齊，且與與內

文前後各空一行，並須註明出處。

範例：

表 1 　先進國家教師分級或進階的目的性比較表                             標題須置左

項 目/國 家 韓 國 英 國 美 國 澳 大 利 亞 法 國

實施目的
1. 激勵教師
專業成長

1. 提升教學品質 1. 提升教學品質 1. 提升教學品質 1. 激勵教師
專業成長

2. 激勵教師
專業成長

2. 激勵教師
專業成長

2. 激勵教師
專業成長

2. 要求教師負起
績效責任

3. 要求教師負起
績效責任

3. 要求教師負起
績效責任

3. 要求教師負起
績效責任

3. 建構教師
生涯發展

4. 建構教師
生涯發展

4. 建構教師
生涯發展

4. 建構教師
生涯發展

4. 協調整合公務體
系人員薪資等級
並確保透明化

資料來源：教育部（ 2006： 4-8） 。                                                      與表格對齊

圖 1       研究概念架構圖                                                                                標題須置左

二、統計資料表之註記與符號須說明清楚。

範例：

表2  批判思考能力總量表及各項技巧之t考驗表   須與表格對齊

量表/技巧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批判思考能力總量表

前測 22 13.41 2.97
-5.99**

後測 22 15.59 2.77

「辨認假設」技巧

前測 22 2.77 1.27
-1.32

後測 22 3.14 1.04

「推論」技巧

前測 22 3.09 0.75
-2.22*

後測 22 3.55 1.06

「演繹」技巧 

前測 22 3.32 1.32
-2.00

後測 22 3.73 1.20

「解釋」技巧

前測 22 1.95 1.25
-2.14*

後測 22 2.55 1.06

「評鑑」技巧 

前測 22 2.27 0.90
-1.32

後測 22 2.64 0.98

*p<.05.    ** p<.01.

背景變項

男性校長 

女性校長

校長情緒智力

1.激發動機

2.自我規範

3.情緒調整

集體教師效能感

1.工作分析

2.團體勝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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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參考文獻格式

（一）期刊類格式包括作者、篇名、期刊名、卷期數、起迄頁碼等均須齊全，且中文期

刊名為粗體，西文為斜體，並自第二行起空四個字元。

範例：

吳清山、高家斌（2008）。台灣中等教育改革分析：1994—2007。教育資料集刊，

34，3-24。

楊深坑（2008）。社會公義、差異政治與教育機會均等的新視野。當代教育研究，

16（4），1-37。

Wilson, B. (2003). Of diagram and rhizomes: Visual culture, contemporary art, and the 

impossibility of mapping the content for art education. Studies in Art Education, 44(3), 

214-229.

（二）書籍類格式包括作者、出版年、書名、出版地、出版單位等均須齊全，且中文書

名為粗體，西文為斜體，並自第二行起空四個位元。 

範例：

溫明麗（2008）。教育哲學—-本土教育哲學的建構。台北市：三民。

Murier, T. (2009). Indicator of job’s market of 2009—Commented results for the period 

2003-2009. Switzerland: Federal Statistical Office.

（三）書籍篇章格式包括作者、出版年、篇章名、編著者、書名、起迄頁碼、出版地、

出版單位等均須齊 全，且中文的書名為粗體，西文為斜體，並自第二行起空四個

位元。

範例： 

林天祐（2004）。校務評鑑專業化的探討。載於張明輝（主編），教育政策與教育

革新（頁 319- 340）。臺北市：心理。

秦夢群（2004）。教育的基本課題。載於教育概論（頁1-39）。台北市：高等教育。

Bordo, S. (1990). Feminism, postmodernism and gender-scepticism. In L. J. Nicholson 

(Ed.),  Feminism/Postmodernism (pp. 133-157).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四）翻譯書籍格式包括譯者、出版年、原作者、書名、出版地、出版單位等均須齊

全，且中文書名為粗 體，西文為斜體，並自第二行起空四個位元。 

範例：

黃藿（譯）（2001）R. P. Wolff 著。哲學概論（About philosophy）。台北市：學富。

Habermas, J. (1987).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T. McCarthy, Trans.). Cam-

bridge: Beacon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81)

（五）附註需於標點之後，並以上標為之，且於同一頁內文之區隔線下註出附註標號及

說明，且說明文字第二行起請與第一行的文字對齊。 

範例：

1864 年法國政府首次允許勞工享有及結社權。11

……第五站也是最後一站「徐家夥房」。教師從外面的堂號22
介紹起，東海堂的堂

在中間的是客家式建築，堂在後面的是閩南式建築。

（六）國內、外會議之研討會論文皆須列出作者、會議舉辦年及月份、發表文章篇名

（中文粗體，西文斜體）、會議舉辦單位、會議名稱、會議地點等資料， 且第二

行起空四個位元。

範例：

張鈿富（2008，11 月）。變革領導理念與應用。主題演講發表於中國上海市教育科

學院主辦「2008 海峽兩岸中學小學教育學術研討會」，上海市。

Robbins, J. H. (1995, February). School partnership enacted: The consociate school.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lleges for Teacher 

Education, Washington, DC.

（七）網路資料的格式包括作者、出版年、篇名（中文粗體，西文斜體）檢索日期（年/

月/日； m/d/y）網址等均須齊全，且第二行起空四個位元。 

範例：

1 台資方（老闆）在稍早之前即已取得結社權。

2 為祖先發祥地的郡號或地名，由堂號可以看出這個家族在大陸的祖籍。姓氏堂號意味著飲水思源，慎終追遠不忘根

本之意，不同姓氏其堂號各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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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國賜 （2006）。我國大學自我評鑑機制與運作之探討。2006 年 10 月 18 日，取自

http://www.kmu.edu.tw/~devel/school-devel/236.doc

Glocal  Forum. (2008). Glocalization: What  does  it  mean?  Retrieved  June  30, 2008, 

from http://www.glocalforum.org/?id=197&id_p=193&lng=en

（八）學位論文格式包括論文作者、年份、論文名稱（中文為粗體，西文為斜體）、論文

校、系所名稱、學位類型、出版狀況、學校所在縣市、鄉鎮等均須齊全且自第二

行起空四個位元。

範例： 

吳雪綺 （2008）。從解構台灣英語崇拜現象建構批判教育學之英語教學模式。國立

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論文，未出版，台北市。

嚴振農（2010）。女性校長職業生涯困境與轉折：批判俗民誌的應用。國立暨南國

際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博士論文，未出版，埔里鎮。

Wilfley, D. E. (1989). Interpersonal analyses of bulimia:  Normal weight and obese. Unpub-

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ssouri, Columb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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