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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質性研究方法早先是源自於人類學領域採行的田野研究與參與觀察，

而這種對人類文化研究的過程與結果，我們通稱為民族誌（ethnography）。
因為民族誌來自於「對人群的敘寫」（writing about people）（LeCompte ＆ 
Preissle,1993），所以民族誌研究與一般質性研究的差異正在於民族誌更注重

人類學家所探討的「文化」概念（黃瑞琴，1994），關心的正是整個研究焦
點的脈絡。因此，本文將先行介紹民族誌研究的基本概念，復次說明進行

民族誌研究的步驟、民族誌研究的優點與限制、並提出在教育研究上的實

例，與目前之應用現況等，俾便讀者對民族誌研究有一初步輪廓，進而能

具備進行民族誌研究所需的基本知能。 

 
 
 

貳、 民族誌研究的基本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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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民族誌研究的意義 
民族誌（ethnography）一方面是人類學者相當倚重的研究方法，同時

也是一套獨特的價值體系。從研究的內容來說，民族誌是對於一個文化的

產生與發展，對與該文化有關之人、事、時、地、物等因素在交互作用中

影響的過程做一個系統描述，並解釋其中的意義（陳伯璋，1990）。研究者
扮演著進入脈絡的觀察者身份，透過民族誌的研究方法，在陌生的環境中

瞭解影響行為的各種因素，對其加以統整或解釋，最後重組這些多重建構

的現象（王文科，1995）。民族誌研究與之前的量化社會科學研究不同，即

在於之前的社會科學研究主要採取的是驗證、修正或推翻既有理論的途

徑，但是當民族誌研究逐漸發展成形，社會科學界開始找到了一個理論開

展（development of theory）的可能（Hammersley & Atkinson, 1987）。 

 
二、 民族誌研究的發展脈絡 
民族誌起源於二十世紀初的文化人類學，不同於傳統的研究方法，重

視獲得原始的第一手資料（Creswell, 1998）。在地理大發現的時代裡，殖民

者、傳教士、探險家在各地所描繪的奇異風俗，成為民族誌研究的雛形。

例如：西元 1800 年時，探險家 Joseph-Marie Degerando(1772 - 1842)寫下了

他在不同國家的奇異經歷與探險記載；1843 年 Gustav Klemm（1802-1867） 
透過觀察與訪問當地的土著，出版了一本與其他國家進行文化比較的書籍

《General Cultural History of Mankind》；而 Joseph Bank則來到玻里尼西亞，

寫下他的航海記趣；還有許多的研究者周遊世界各地，也分別寫下了他們

在當地的經驗（Enzheng, 1999; Joseph Marie, baron de Gérando, n.d.）。不過

其傳奇的、帶著神話故事的、差異興趣的、種族中心主義的色彩，導致民

族誌的研究品質受到懷疑，民族誌的研究結果在當時被認為是不科學的（劉

仲冬，1996）。不過，基於人們對於陌生事物的好奇心，類似的報導並不因

為這樣的抨擊而中斷。 
 

這個「科學」的質疑，導致了一些人類學者在科學化上的努力。有兩

位先驅：Franz Boas（1858-1942）是美國人類學之父，其對人類學走向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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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證的發展不遺餘力，努力擺脫人們認為人類學是一門非專業與不切實際

學科的印象；而 Bronislaw Malinowski（1884-1942）是一次大戰時波蘭的年

輕人類學者，曾有一段時間移居新幾內亞與當地土人一起生活，當他到英

國時也寫了好幾篇對島上土著研究的論文，描述一個外國人到異地的心

情，與當地的人文及自然生態（白亦方，1997；Bronislaw Malinowski, n.d.; 
Franz Boas, n.d.）。 

 
十九世紀末尾到二十世紀初期，基於認為人類的發展是線性前進的，

任何民族在未來都會「進步」到現代社會階段的這項假設，故除了描述與

西方社會不同的文化，及透過陌生世界的描述以增進對西方世界對本身的

瞭解之外，民族誌還有一項特殊的目的便是：企圖瞭解世界上尚存的原始

民族，以歷史研究以外的方法，活生生地瞭解、甚至重建人類過去的生活

方式。而且這個目的有其達成的緊迫性，因為世界上的原始部落正在快速

的消失中（LeCompte & Preissle, 1993）。 
 

之後，因為發現各個民族文化有其獨特性，民族誌研究的焦點遂開始

聚焦到族群關係與行為模式上，拋開了「重建人類過去」的粗淺想法，回

到人類學原本主張「描述文化」的本有目的。不僅如此，在進行民族誌研

究時，也必要進行整體的理解，才可能把握到豐富多樣的文化樣貌。正如

LeCompte 和 Preissle（1993）所言，研究者得把自己當成無知的嬰兒，從
被研究對象的語言一點一滴地學起，到最後完全地與被研究的社會融為一

體，才能在相同的文化脈絡當中，獲致與被研究者一樣的現象觀點。 
 

一九二０至一九三０年代，社會學開始援引了民族誌的田野工作作為

一種研究方法，主要是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的社會學家們（也稱為芝加哥

學派—Chicago School）。他們擴展了民族誌的研究對象，像是城市的居民、

社區等等，也引用了社會學的理論、概念、專有名詞來描述現象，詮釋角

度上也開始重視權力和階級的議題（Deegan, 2001）。不過，當時社會學家

在田野中所採用的主要仍然是量化研究方法，如抽樣、統計分析等，與人

類學者所採用的進入現場、找尋報導者、觀察、倫理議題等畢竟是不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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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至一九五０年代，人類學家發現，過去那種要進入一個全然陌生文

化，然後學習、理解的研究方式已不再適用，因為幾乎所有的文化都受到

了西方工業文明的影響，能夠進行初民研究的原始族群越來越少，像社會

學者一般，人類學者也開始思考關於文化接觸、文化變遷與文化調適的問

題（LeCompte & Preissle, 1993）。 
 

一九八０年代以降，民族誌隨著質性研究典範的興起，漸漸從邊緣地

位轉換到正統的地位，成為一個主要的研究方法。然而受到批判理論、女

性主義、後現代與後結構等主義興起的影響，特別是批判社會學基於不滿

傳統社會結構缺乏對生命個體的考量，而文化的解釋又太強調生命個體卻

忽略社會結構的限制（social structure constraints），過去那種表示中立、描

述取向、不做價值判斷的素樸民族誌，已經不能滿足某些學者的需求；不

僅如此，想要不帶著隱喻進入現場更是個天真的想法。於是批判社會學與

民族誌兩股力量在教育的實踐領域中相互連結，展現了另一種表徵、解釋

社會真實（social reality）的形式，一方面重視社會結構性限制和生命主體
之間的辯證關係，一方面強調生命主體和群體，在此辯證關係中所具有的

相對自主性（the relative autonomy of human agency）（甄曉蘭，2000，頁
371），另一種新的民族誌形式—批判民族誌，拓展了民族誌的研究取徑。 
 
回到台灣，民族誌研究在日治時代即有所發展，日籍學者如鳥居龍藏、

森丑之助、伊能嘉矩等人，針對台灣原住民族進行了豐富的人類學研究1（楊

南郡，1998）；不過根據李亦園（1991）的回溯，一直等到二次大戰結束之
後，台灣的民族誌研究才真正的由國人著手進行。一九四九年，台灣大學

考古人類學系成立，由於一方面有來自中國的考古學先進如李濟之、董作

賓等名教授，另一方面也搭配了日治時代台北帝大所遺留下來的豐富設

備，故旋即於一九五０年開始進行泰雅族的社會文化與語言的田野調查2。

                                                 
1 日治時代雖有豐富的人類學研究，但其往往將被研究的原住民客體化，許多遺留下來的

珍貴照片，往往是士兵舉槍強押，讓學者逐一拍攝而得，如<音樂台灣>一書（陳郁秀，1996）
便有數張這樣的照片。對於這段時期的「成就」，從照片主人翁中害怕與呆滯的眼神裡，

我們寧可是哀衿而勿喜的。 
2從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的學術論著中，可以發現當時人類學者對於原住民熱烈從事之

民族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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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０年代，人類學的研究視角轉而擴大到漢人群落，並開始注意到社

會科學方法的引用，同時擴展了民族誌研究的對象與方法。 
 

一九八０年代之後，台灣的民族誌研究從過去把被研究者視為一個被

窺探的對象，轉而開始關懷被研究者的聲音。例如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

所研究員胡台麗，以自身人類學的背景，應用影像方式進行民族誌的田野

調查紀錄，進行拍攝歷時長達三年，而在一九九七年完成的「穿過婆家村」

影片中，記錄了胡博士本身以一位外省媳婦的觀點去看台中市南屯劉厝村

歷經房舍田地被拆遷徵收、聚落轉型與變遷的風貌，以及台灣農村在都市

化轉型過程中村民生活片段的故事（中央研究院，1997）3。 

 
三、 民族誌研究的理論基礎 
質性研究首重研究的「意義」。在理論基礎的範疇中，大部分的質性研

究都反映了現象學的觀點，所以現象學可以作為所有質性研究的核心理

論。除此之外，基於良好現象學架構下的符號互動論、取自於微觀社會學

取向的俗民方法論，或是當代女性主義、文化研究、批判理論乃至於後現

代主義的理論思潮，都影響了民族誌研究的形貌（Bogdan & Biklen, 
1998/2001）。當然，針對民族誌來說，人類學對於「文化」的關注自然是最

為重要的基礎之一。以下便分別針對上文所提及的人類學、現象學、符號

互動論、俗民方法論，以及文化研究、女性主義、後現代、批判理論等民

族誌研究理論基礎做一簡要的說明4。 
 

（一） 人類學的基礎 
人類學（anthropology）即是研究人類的科學。人類學提醒了社會

大眾，每一個民族或種族的文化（包括原始與文明的文化）各自擁有

完整的系統，而且在我們本身所在的文化系統以外，仍然有其他的民

                                                 
3 從台灣的經驗與世界的經驗相較，讀者是否也發現到民族誌演變的參照之處？ 
4 或許有讀者會質疑，民族誌研究何以雜揉這麼多、甚或不相容的理論在其中？其實民族

誌的理論基礎學者各家說法不一，但是從歷史的角度來觀察，人類學孕育了民族誌、現象

學觀點導引了質性研究的方向，而其它的理論則經由研究者的採擇而影響到民族誌研究，

便演變成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多元樣態。從這裡，我們也預告了研究者在民族誌研究中所扮

演的自主性角色，以及其在民族誌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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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文化系統存在（白亦方，1997）。Wiersma（2000）認為，人類學

是專門處理人類起源、發展、特性、社會習俗、信仰、文化發展的一

門「特別的科學」，也說明民族誌是人類學的一個重要分支，並以科學

來描述一個個的文化。伴隨著人類學研究的發展，對於人的研究，從

遠古人類、原始的部落與村莊、擴大到文明社會的都市居民，受到社

會學影響之後開始研究特定身份的人群與社會階層；在研究方法上，

民族誌的理論基礎也隨著人類學視野的增加，擴展到生物科學、人文

學、社會科學、行為科學等範疇（白亦方，1997）。 
 

既然，透過民族誌方法描述與瞭解文化是人類學的企圖，因此文

化在人類學中的概念便需要特別加以說明。Bogdan 與  Biklen
（1998/2001: 41-43）分析在民族誌研究中，文化通常有三種意涵：第
一，文化是人們所獲得的知識，並用以詮釋經驗、產生行動；第二，

文化是一種脈絡、是可以被我們理解的符號交互運作的系統；第三，

文化是意義的分享，研究者在過程中理解陌生人，並且擁有了一部份

的「局內人觀點」。或許在方法上，民族誌研究的方法（如參與觀察），

與其他質性研究有相似之處，但是民族誌的特性，正是使用文化的架

構、脈絡的理解，作為詮釋資料主要的組織或概念工具。 
 

（二） 現象學的基礎 
現象學（phenomenology）提醒了我們，對於現象的描述需要小心

翼翼，因為現象學強調事實背後所代表的意義，所以若要瞭解人的行

為或其創造出來的事物，必須在深度與互動的過程中才能掌握。現象

背後的實在是複雜的，我們也不可能以幾個變項的方式就窺探到事實

的全貌。現象學強調「回歸事物的本質」，因此在研究中，研究者應致

力於本身意識的清晰，並時時刻刻提醒自己「存而不論」，方能從現象

中把握本質。 
 

站在這個角度，我們也可以說，民族誌研究正是一種「對人類現

象本質的探索」，Wiersma（2000）也提出幾個來自現象學的指引： 
1. 盡可能地避免進行研究背後現象的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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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事實是全面整體的，複雜的現象並不能化約為幾個簡單的

變項。 
3. 在研究過程當中雖然有資料蒐集的程序與工具，然而要盡

量減少這工具對研究現象的影響。 
4. 對現象開放且彈性地加以解釋。 
5. 某些理論建構，應該從像是紮根理論那樣的資料蒐集過程

中產生，而不是來自於某些預設。 
 

典型的民族誌模式奠基於現象學的引導，因為民族誌研究需要瞭

解被研究者的意向與想法、自身對客觀世界的意義，及自我理解的努

力等研究上的線索，所以現象學所引導的研究通常是發現性、歸納性

的，不會在研究中進行關係間的假設（Fetterman, 1989/2000）。 
 

（三） 符號互動論 
符號互動論（symbolic interactionism）源自於二十世紀初的芝加哥

學派。符號互動論認為所謂的客體、人、情境與事件並不具備本身的

意義，相反的，意義是「賦予」給他們的，人們賦予客體、人、情境

與事件來自於他們經驗上的意義（Bogdan & Biklen, 1998/2001）。好比
在現代社會的我們會認為電視機是視聽媒體，但在沒有電視的國度，

或許電視會被當成是一種可以崇拜的偶像；又例如在台灣社會中，我

們認為白色是個死亡、不祥的顏色，但在西方卻是高貴聖潔的象徵。 
 

就研究方面來說，民族誌本身即是一個對於人類或種族的經驗性

描述。若要瞭解人類的行為，必須先瞭解：人是身為詮釋者、界定者、

符號的讀者，並且採取參與觀察的方法來瞭解人們的界定歷程（Bogdan 
& Biklen, 1998/2001）；在「設身處地」地與他們進行溝通磋商之後，

方能得到互為主體性的瞭解（陳伯璋，2000）。 
 

（四） 俗民方法論 
俗民方法論（ethnomethodology）並不是指涉研究者用來蒐集資料

的方法，所謂的「俗民」即是他們所要探究的主題。過去的研究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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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在主流、中上層的社會，忘記了廣大的平民群眾，也應該是受到

關心的對象，導致學術研究中，關於平民的部分付之闕如。因此，俗

民方法論主要在研究一群人如何創造與理解他們的日常生活（Bogdan 
& Biklen, 1998/2001）。因為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透過與他人互動的
實際行為表現，會呈現出一套持久、穩定而可以預測的社會秩序，所

以俗民方法論在一九八０年代之後，成為廣泛採用的研究取向之一（洪

志成，2000）。 
 

俗民方法論起源於 Harold Garfinkel在一九四九年所發表的跨人種

殺人犯報告，他認為行動者在與他人互動的過程當中，便不斷的在主

動「界定情境」5，因此，俗民方法論所要做的正是分析被研究者在特

定情況下做了什麼樣的「說明」。其特點即在於提醒我們在研究過程中

要謹慎地看待對常識性的理解（例如符號互動論把符號的使用視為理

所當然，但俗民方法論卻不這麼認為），因此，民族誌的研究也受到影

響，開始在鉅觀的文化探索中注意到微觀的議題，像是會話的運用，

或是字彙的釐清等（Bogdan & Biklen, 1998/2001）。 
 

（五） 文化研究、女性主義、批判理論、後現代 
民族誌研究中除了有現象學傳統的研究者，尚有非現象學取向的

研究者，抱持著不同的觀念、態度來進行民族誌研究，而這包括近期

興起的文化研究、女性主義與批判理論等。 
 

與現象學相同的是，這些學者雖然也贊同「世界不可能被直接認

知」的立場，但其觀點認為世界不能被直接認知的原因是來自於權力

關係的影響，好比文化霸權的力量、男性的權力等，因此這方面的研

究也明顯帶有政治味（political）。也因為研究者的背景直接地影響到
研究的結果，所以受到以上理論影響的民族誌研究過程已非純粹的歸

                                                 
5俗民方法論在述及界定的過程中，必須符合三項顯著的特質：可說明性（accountability）、

指稱性（indexicality）及自反性（reflexivity）。可說明性指的是行為是可以被理解被描述的；

指稱性則是特定的語言必須要指稱到特定的對象；而自反性所指的是行動者採取描述情

境、行動來對情境進行建構（洪志成，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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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過程，而是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對話歷程。另外，持後現代立場的

民族誌研究更進一步的批判理性主義所帶來的科學與實證傾向，主張

人無法確知何為真實，民族誌研究的核心因而呈顯在故事的「寫作」

（writing），或是某些諷喻上（Bogdan & Biklen, 1998/2001: 27-32）。 

 
四、 民族誌研究的特色 

 
在進行民族誌研究之前，應該先瞭解民族誌研究在研究方法中的特

點，方能確認民族誌研究是否適合您所研究之主題。整體而言，民族誌研

究概有以下的特色（王文科，1995；陳伯璋，1990；曾守得，1989）： 
 
（一）描寫被研究者的世界觀 
民族誌研究所蒐集的資料雖然相當繁瑣，但為了顯現出研究結果

的系統性與整全性，民族誌通常會進行研究對象世界觀的描寫。 
 

（二）深度描述 
民族誌研究，基本上是對被研究者進行詳實的描述，所以都要經

過長時間的參與觀察、訪談與蒐集各種資料。不但要掌握被研究者的

行為與現象，更要瞭解深層的意義結構。 
 

（三）整體性的描述架構 
民族誌研究是一個以整體、脈絡為出發點的研究，即使在研究開

始是從一個特殊的角度做切入，最後仍然要回到整體的文化情境與結

構當中作詮釋。 
 

（四）研究者即研究工具 
從研究歷程可以瞭解，民族誌研究不像量化研究中以問卷或量表

作為研究主要之工具，在民族誌中，研究者就是觀察的主要工具，所

以研究者的專業能力相當重要。 
 

（五）自然情境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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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誌研究強調研究情境是「自然的」或是「非干預式」的，研

究其中人、事、時、地、物所隱含的文化，從自然情境中蒐集資料，

獲得正確真實的訊息，進而從現場的架構中找尋事件的關係與發展，

這樣的研究取向有別於操縱變項、控制情境的量化研究方法。 
 

（六）資料來源的多元性 
民族誌研究所採取的資料蒐集方法種類相當多，如觀察、訪談、

錄音錄影、文件分析等，資料越多樣齊全，對結果的呈現與意義理解

越為有利，當然這仍然需要視研究者整理資料的專業素養而定。 
 

（七）不預設理論觀點6 
民族誌強調，在蒐集資料的階段，必須要摘下「有色的眼鏡」，才

能周延地掌握或蒐集比較客觀的資料，所以民族誌研究是不預設理論

觀點的。 
 

（八）研究程序的彈性 
與量化研究相比，民族誌研究非常有彈性，資料的蒐集與分析整

理可以同時進行，而研究的焦點也可隨時發展，此外亦可依照研究者

的不同而有不同的研究策略。 

 
五、 民族誌研究的重要性 
由之前的描述可以瞭解，以描述人類文化為目的之民族誌研究，其重

要性不外如下（洪志成，2000；Wiersma, 2000; Wolcott, 1987）： 
 
（一） 開創質性研究的傳統與方法 
民族誌研究源自人類學領域的田野工作，將人類學的研究方法用

於社會與教育研究之上，開啟了質性研究之風氣。雖然民族誌研究在

質性研究之上，更重視人群內的「文化」概念，但在早期質性研究的

學術文獻上，常發生質性研究與民族誌兩詞混用的情形，田野工作（field 

                                                 
6 這一點指的是素樸的民族誌研究，批判取向的民族誌研究必須承認自己是採特定觀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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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也廣為各質性方法所用，可見民族誌在質性研究中的「先行者」

地位。 
 

（二） 能對問題有深入的認識 
就如同Wiersma（2000）所提出的：在教育研究逐漸接受質性研究

後，民族誌研究即在此處發揮其重要的影響力。因為有些教育問題需

要對整個事件、團體的來龍去脈加以理解，以免見樹不見林，因此適

合由民族誌研究著手來進行瞭解和處理。 
 

（三） 研究個別文化的科學描述7 
基於人類學過去努力於成為一門「科學」的努力，民族誌研究方

能打破量化典範，與其同站學術殿堂。如Wiersma（2000）也聲稱，民
族誌研究在教育研究中，能提供教育系統、過程和現象的科學性描述，

將使教育研究更「科學」。Wolcott（1987）則強調，正是因為民族誌研
究是由研究環境中的經驗來指導研究歷程，所以沒有其他的「科學」

研究方法可以取代民族誌研究。 
 

（四） 有助於人們對社會的多面向思考 
民族誌研究成功地開啟人們對於社會行動、社會秩序等現象的多

面向思考，指引人們跳脫社會結構宰制人們言行舉止的必然性（洪志

成，2000: 79）。從量化、實證的想法轉換為質性、詮釋等重視人群互

動與意義結構的方向來進行研究。 

 
參、 民族誌研究的實施 

 
大多數的社會科學研究依循著直線式的探索模式，這種模式通常會先

確定一個研究問題，接著形成假設、作有關研究名詞的操作定義，然後設

                                                 
7 機靈的讀者看到此點一定會問，what do you mean by「科學」？不過，當我們回到脈絡

中去體會，便可以瞭解到社會學門在科學社群中掙扎求存的認同過程，乃至於在方法論上

另立途徑的努力。在此，筆者不願以後見之明來大加撻伐，故仍保留此一前人所認為的「重

要性」來供各位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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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研究的工具、蒐集資料、分析資料、作成結論，最後報告研究結果，其

中的每個步驟都相當清楚。Spradley（1980）則指出，民族誌研究則趨向於
一個循環的探索模式。研究者決定進行民族誌研究時，即一再地重複著研

究的過程：提出問題、蒐集資料、進行記錄、分析資料、提出問題⋯。一

般說來，民族誌研究實施的歷程，可以以下圖來表示（圖 1），進一步的步
驟，亦一併說明如下： 
 

 
▲圖 1 民族誌的研究過程 

資料來源：Participant observation(p. 29). By J. P. Spradley, 1980,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一、選擇民族誌研究範圍 

 
民族誌研究開始的第一個工作，即是選擇一個民族誌的研究範圍。

研究者可由鉅觀的角度切入，研究一個大的文化或社會狀況；也可由微

觀的角度進入，將範圍縮小至單一情境（situation），這要看研究的特性，
以及研究者本身能夠掌握的程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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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民族誌研究的範圍 
 

研究的範圍 研究的社會單位 
複雜的社會 
多樣的社區 
單一的社區 

鉅觀民族誌 
↑ 
 
 多樣的社會機構 

單一的社會機構 
多樣的社會情境 

 
↓ 
微觀民族誌 單一的社會情境  
 
資料來源：Participant observation(p. 29). By J. P. Spradley, 1980,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二、提出民族誌問題8 
民族誌研究中，無論是晤談、觀察或作田野筆記（field notes）都牽涉到

研究問題。然而民族誌學者對於該提出什麼問題，與大部份的社會科學研

究者不大相同。社會科學研究者的問題常常忽略了研究對象的文化結構，

民族誌學者則假定問題與答案之間蘊含著影響人群思考的同一因素，而問

題中常隱含了答案。因此在進行參與觀察時，要儘可能地瞭解所研究的社

會情境，才能發現真正重要的問題與答案。 
 
在進行民族誌研究之前，研究者可能對某種存在的現象產生探究的興

趣，而當他試著進入現場前，可能已經在思考某些一般性的問題，但是更

明確特定的研究問題，須在研究進行中逐漸醞釀形成。而 Agar（1980: 136; 引

自黃瑞琴，1994：34）對於民族誌的研究問題形成比喻成「漏斗」的進行

過程： 

                                                 
8 當然，比較清晰的問題，是在進入現場一段時間後產生的。但是想要進行一個研究，研

究者心中仍然得懷抱著一些好奇、一些疑問與不解，方有研究活動的發生，是以筆者仍將

提出問題放在進入現場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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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開始進入現場後，開放而廣泛地接收到所有能學到的事情，並透過

觀察和訪談交互檢核你所學到的，當你開始將你的興趣焦點放在特定的主題

時，漏斗即逐漸縮小；你縮小研究焦點，可能是因為你帶到現場的一個先前

的興趣，可能是因為你在初期的現場工作中學到了某些焦點，也可能兩者都

有，但你仍然繼續從已學習到的事情中作交替的學習；最後，當你接近漏斗

的縮小底部時，你開始作系統的測試，然而，即使到了這裡，測試的結果仍

常會產生進一步的問題，所以你將又回到你的學習角色，藉以獲得更好的瞭

解，當漏斗縮小，你的問題可能愈來愈明確，但你絕不停止學習。 

 
研究者提出了一般性的研究問題做為開始，但研究者並不預設他將在這

個現場獲得解答，而是在現場的情境中逐漸明確與修正出較為清晰的問

題；進入研究的循環之後，研究者會持續地發現新的問題，這些新的問題

將引導研究者的觀察方向，分析這些初步的觀察資料後，研究者可能察覺

較特定的問題，而接著作焦點式的觀察，研究問題就這樣周而復始的引導

著研究者進行研究。 
 

三、選定現場與研究對象 
民族誌研究者主要是藉著參與觀察和訪談的方式蒐集資料，開始時先是

廣泛地觀察研究現場的整個情境和所發生的事件，在記錄和分析初步蒐集

的資料後，開始逐漸縮小觀察的焦點，接著再進一步分析資料和在現場重

複觀察，使研究更加明確，此時便可從廣泛的觀察進一步做選擇式的觀察

（selective observation）。然而，即使觀察逐漸聚焦，研究者仍要繼續作一
般廣泛性的觀察（因為有意義的問題仍然有可能讓我們注意到，新的事件

也不斷的發生），直到研究完成為止。 
 

（一） 選定研究現場與對象 
在選擇和決定研究現場或對象時，民族誌研究者往往會依據

個人的經驗、可能獲得的機會、運氣和常識加以判斷，研究者知

道愈多個可能研究的現場，即愈容易決定所欲研究主題的現象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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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所以研究者在決定研究場所之前，可探尋數個可能的現場

做先導研究，以試探各現場與對象的研究可能性。 
 
有些質的研究者或民族誌者，針對初學的研究者，提供下列

幾項選擇研究現場或對象的建議（黃瑞琴，1994：46-48；Bogdan 
& Biklen, 1998/2001: 73-78）： 

1. 出自研究者的興趣 
選擇研究對象與研究的場所往往是出自研究者的興趣，

這不只是因為研究者熟悉自己感興趣的事物，更牽涉到研究

者是否願意持續地進入現場探尋。 
 

2. 現場是否容易進入 
要考慮現場是否容易進入。像是：現場的人們是否對外

來者存有敵意，現場的人們是否歡迎研究者，並且願意被研

究。雖然不容易進入的現場往往因為不為人所知而具有高度

的研究價值，但同樣地研究者也難以進入此現場研究。 
 

3. 研究的可行性 
要考慮研究的範圍與複雜度是否是自己可以負荷的，自

己擁有多少資源、時間與相關的研究能力。剛開始時可以試

著做個人可以承擔的研究，而後可以開始從事大範圍、多人、

複雜性高的研究。 
 

4. 現場活動與現象出現的頻率 
如果研究者想觀察的活動或現象，很少出現於所挑選的

現場，則這個現場可能不適合作這類活動的參與觀察，研究

者必須另外尋找其他可能觀察的現場。 
 

5. 研究是否具有意義 
這份研究是否具有意義？是否前人未研究過？是否對教

育或社會有所貢獻？是否有助於現有問題的解決或是對未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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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穎想法等等？ 
 

6. 研究者個人與現場間的關係 
研究者往往會選擇自己最熟悉的生活環境或工作場所進

行研究，但是初學的研究者最好選擇他相對於現場是個陌生

人的地方，否則將可能侷限於自己個人的觀點（視為理所當

然），較難將自己從個人的觀點和對現場的瞭解中抽離。 
 

 （二）進入現場前的準備 
1. 勾勒田野（mapping the field） 
民族誌研究者在進入現場之前，必須先了解現場的相關

資料，以獲取場所中社會的、空間的以及時間的關係資料，

及求得整體的脈絡感。可以進行的準備工作包括了社會圖

（social map），是記載人與人的類別、組織結構，以及參與者

的活動；空間圖（spatial map）則是記載位置、設施，以及提
供的特殊服務；而時間圖（temporal map）是描述組織生活的
節奏、時間表，以及習慣性的例行工作（王文科，1995: 458）。 

 
2.  選擇與取樣 
當我們對現場有相當程度的了解、研究問題更加具體化

後，下一步即是決定如何在目標族群中抽樣。Fetterman
（1989/2000）建議有兩個決定的方法： 

（1） 先使用消去法來決定哪些人和事是不納入研

究的，這種排除的過程不是要決定我們應該要

接受誰，而是要決定我們一定要拒絕誰。研究

者必須要過濾掉對研究工作沒有幫助的資料

來源。 
（2） 再來選擇要研究什麼樣的人和事，其來源必須

對我們了解現場人群生活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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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誌研究的取樣並不是量化研究所說的抽樣9，這種取

樣方式，是特意選擇特定的場景、人物及事件，以獲取其他

抽樣方法無法得到的重要資訊。例如：Weiss（1994）指出，
很多質性訪談研究，根本就沒有使用任何「樣本」，而是「小

組成員」，也就是指自行選擇的某個領域專家，或是某些人士

有特權見證到某個事件，而足以提供有利研究的消息來源

（Maxwell, 1996/2001）。 
 
民族誌研究在現場取樣的目的，即是為了針對研究問題

來尋找答案，刻意選擇某些時間、場景以及受訪者，導引研

究者真正了解現場人群的文化現象。 
 

四、蒐集民族誌資料 
 

（一）參與觀察 
1. 田野工作（fieldwork）與參與觀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 
田野工作是一種長期與欲研究的文化產生關係的社會過

程。它開始於研究者進入田野，而且長期持續到離開的過程

（Emerson, Fretz & Shaw, 2001）。Clifford（1988: 186）將其視
為一種「具體化的空間練習」，它包含「移動」（指離開住家

到其他不同的地方或地點）和「系統化的注意」，例如在相關

的練習上做一連串有系統的研究實踐—如學習當地語言、觀
察與訪談、與對事件的深層架構形成觀念（Emerson, Fretz & 
Shaw, 2001）。 

 
參與觀察則源於人類學家的現場田野工作，對人類學的

現場工作者而言，從事參與觀察即是必須經年累月地住在當

                                                 
9量化抽樣主要以隨機抽樣和便利抽樣為主。隨機抽樣是指在母群中，利用統計的抽樣方式

選出樣本，每個成員被抽中的機率都是一樣的。隨機抽樣是大家接受的「高品質的量化研

究」，而只要不是使用隨機抽樣的策略，都會被視為便利抽樣（Maxwell, 1996/2001: 

103-104）。而民族誌研究，乃至於一般質性研究，則是屬於立意取樣（Patton, 1990: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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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社群，將自己融入社群人們的生活中，通曉當地人們的語

言、生活習慣，但也必須儆醒自己維持一個專業的距離，藉

以觀察人們的日常生活和活動，瞭解人們的基本信念、害怕

和期望，並有系統地作成資料紀錄（Fetterman, 1989: 45-46; 
Pelto & Pelto, 1978: 67-68）。 

 
此外，參與觀察亦是進入一種文化的過程。理論上來說，

民族誌學者在當地生活和工作六個月到一年，或者更久，學

習當地語言並觀察他們的行為模式。觀察的過程看起來可能

是沒有系統的，在當地田野工作的初期，民族誌學者專注於

調查工作的過程並尋找經驗和事件，參與觀察則是為使用更

進一步的研究方法做好準備—包括訪談和問卷調查—在研究
者越來越了解這文化時，參與觀察本身就變成更為精鍊的方

法（Fetterman, 1989/2000）。 
 
參與觀察與田野工作是有區別的。一般來說，參與觀察

是田野工作的一部份，但田野工作不能等同於參與觀察。從

蒐集資料的策略來看，田野工作尚包含問卷、人工製品等方

法；從時間點來看，田野工作從研究者一進入現場即開始進

行，而參與觀察則在比較了解現場，及更深入了解其文化脈

絡時開始使用（Bernard, 1988）。 
 

2. 參與觀察的特徵與過程 
參與觀察幾乎可適用於研究人類生活的每個方面，經由

參與觀察，研究者可描述在某個情境中什麼在進行（what）、
誰（who）或什麼涉及其中（whom）、事情發生於何時何地
（when、where）、事情如何發生（how）、事情為什麼發生（why）
等。因此，參與觀察特別可用來研究過程、人們之間和事件

之間的關係、人們和事件的組織、以及人類社會生活的脈絡。

歸納而言，參與觀察包括下列幾項特徵（Jorgensen, 1989: 12-22; 
引自黃瑞琴，1994: 7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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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方法的基礎定位於此時此地的每日生活
情境； 

（2） 理論觀點著重於人類生活的瞭解和解釋； 
（3） 使用直接觀察和其他搜集資料的方法； 
（4） 參與觀察者的角色運作是在建立和維持與現

場人們的關係； 
（5） 參與觀察的方法強調一種發現的邏輯； 
 

除此之外，一個日常的參與者與正在研究社會場所的參

與觀察者，應該顯現出下列的不同（Spradley, 1980: 53-58）： 
（1） 參與觀察者進入一個社會場所的目的，一是進行

適合於場所的活動，二則是觀察場所中的活動和

人們；而日常的參與者進入社會場所，常只是為

了進行適合的活動。 
（2） 參與觀察者須有明顯的自覺，試著記住場所中的

活動，並提高注意的層次。 
（3） 參與觀察者需要作較廣度的觀察，日常的參與者

則較受限於個人的目的。 
（4） 日常的參與者通常侷限於個人的主觀經驗和目

的。參與觀察者則同時經驗局內人和局外人的角

度，一方面進入情境，經驗局內人的情感和經驗；

而一方面出乎情境之外，觀察現場中的人們和活

動。 
（5） 參與觀察者需要有自我反省的能力，學習以自己

為研究工具，並增進自己對情境的敏感度，藉以

搜集豐富的資料。 
（6） 參與觀察者需要作仔細的紀錄，記錄客觀的觀察

和個人主觀的感覺。 
 
最後，Spradley（1980: 73-128）認為參與觀察的過程是

一種漏斗的形狀，首先是進行開放而自由的描述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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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ve observation）；在逐漸熟悉現場後，即開始逐漸集
中注意於欲探索的問題的焦點觀察（focused observation）；當
研究者不斷地探索與修訂現場呈現的研究問題時，即開始更

集中於某些特定的焦點，例如在現場尋找特定類別之間的不

同，此即為選擇的觀察（selective observation）。 
 
3. 田野筆記 
在現場裡進行參與觀察之時，我們會對其發生的事件、

經驗及互動進行記錄與描述，此即稱做田野筆記（field note）。
其特徵如下（Emerson, Fretz & Shaw, 2001: 353）： 

 
（1） 田野筆記是一種描述的形式，即是一種將縮小

範圍觀察所得的人、事、物寫成文件的方法。 
（2） 田野筆記的資料是有選擇的，唯有有價值的資

料才會被記錄下來。 
（3） 田野筆記是提供對人們、事件與對話—包含人

們的經驗與互動—的文件，所以理論與解釋的

成份應盡可能降到最低。 
（4） 田野筆記是不斷累積下的集合。這代表田野筆

記建立在每天製作的基礎上，田野筆記的格式

視研究者習慣與方便為定，也不是每一份田野

記錄在最後的研究結果都可以派得上用場。 
 

（二） 訪談 
1. 訪談的意義 
民族誌研究裡，訪談（interview）通常是兩個人（有時包

括更多人）之間有目的的談話，由其中一個人（研究者）引

導，搜集對方（研究對象）的述說資料，藉以瞭解研究對象

如何解釋他們的世界。 
 
民族誌訪談不同於其他形式的訪談。一般的訪談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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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為導向，製作具體化且有助於達成研究目的之問題加以

追問；民族誌訪談則是關心發生在人們身邊的行動與事件的

文化意義，它是開放的、循環的、需多次接觸及試圖了解人

們在表面關係下對世界的觀念與意義（Heyl, 2001）。 
 
如果研究者希望瞭解人們的內在觀點，除了觀察他們正

在進行的活動或事件，同時也需要訪談他們，才得以確實的

瞭解他們的信念、夢想、動機、判斷、價值、態度和情緒

（Langness & Frank, 1981: 45）。 
 
2. 訪談形式 
民族誌研究的訪談形式包括正式的、非正式的訪談，而

正式訪談又分為結構式訪談和非結構性訪談兩種；另外，民

族誌研究的訪談形式還包括了追憶的訪談與關鍵報導人的訪

談。以下介紹這些訪談方式、策略和問題（Dezin, 1970: 129-132; 
Fetterman, 1989/2000; Goetz & LeCompte, 1984: 119-121）10： 

（1） 結構式訪談（scheduled standardized interview） 
結構式訪談是一種言詞上將清楚的研究目標表現出

來的問卷調查，強調主題式、遵守問題順序地發問。在

民族誌研究的最初，常用來搜集一般的背景資料；而到

了研究的中期和末期可以用來搜集有關特定問題或確認

事件的資料，唯其標準化的措詞可能限制了回答的自然

性與反應的關聯性。 
 

（2） 非結構式訪談（ unscheduled standardized 
interview） 

非結構式訪談與結構式訪談均屬於正式訪談的一

種。非結構式的訪談在事先亦決定訪談問題，惟非結構

式訪談並不強調問題的順序，而視訪談時雙方互動情況

                                                 
10在實際應用上，不同的訪談形式往往是重疊和混合的，不見得非得硬性的採用某一類的

訪談方法不可。 



 22

而有所調整，有助於被訪談者表現出較為自然的反應與

回答。 
 
（3） 非正式訪談（nonstandardized interview） 
非正式訪談是民族誌工作中較常見的方法。正式的

訪談有敘述清楚的討論項目，但非正式的訪談僅有特定

但隱而不顯的研究項目。它是開放性的、非有事先順序

的談話，但這並不代表沒有訪談的目的。研究者使用非

正式的訪談發掘文化中重要性的種類，它對發掘人們在

想什麼和比較兩個不同人的想法是很有用的。這樣的比

較幫助研究者了解一個團體中的共同價值觀—而價值觀
會影響行為。非正式的訪談對於建立和維持健康的密切

關係也是很有用的，故它時常在剛進入現場與欲了解現

場的文化氛圍的時候使用。 
 
（4） 追憶的訪談（career interview） 
追憶的訪談可以是結構、非結構或是非正式的。民

族誌研究者靠追憶的訪談來重建過去的歷史資料，但這

類的訪談並不能得到最正確的資料。人們總是會遺忘或

是選擇地回答過去發生的事件。然而在一些例子中，追

憶的訪談是搜集過去資料的唯一方法。這種情況下民族

誌學者必須先對歷史脈絡有一定的理解，再透過追憶的

訪談與被訪談者進行互動，發現有用的資料。這樣的態

度能使被訪談者在他們的價值觀中重塑過去，並顯現出

他們的價值觀念與思想模式。 
 

（5） 關鍵報導人的訪談（key informants interview） 
關鍵報導人指的是在現場中擁有特殊經驗、知識、

地位的人，他們可能是研究現場中的領導人、耆老、專

家、或是相當了解現場的有經驗人士。他們能提供較多、

較為不同的經驗與知識，使研究者能得到較多的現場資



 23

料量以助於研究的進行。 
 
關鍵報導人的訪談形式也可以是結構的、非結構

的、非正式的訪談。然而從關鍵報導人身上所獲得的資

料往往是個人的主觀意見，帶有主觀的價值觀與偏見，

研究者必須注意到這個問題並且對所獲得的資料進行其

他方面的檢證。 
 

3. 訪談的適用情況 
沒有一種方法能同樣地適用於所有的研究目的、研究興

趣和研究的對象，訪談方法亦有其特別的功能和限制，一般

而言，訪談特別適用於下列情境（Taylor & Bogdan, 1984:  
80-83）： 

（1） 研究興趣較為清楚與確定 
（2） 研究場所和人們較難接近 
（3） 研究者有時間上的限制 
（4） 範圍較大的研究場所與人群 
（5） 研究者想要闡釋人的主觀經驗 
 

（三） 其他蒐集資料的方法 
除了參與觀察與訪談之外，尚有其他幾種蒐集資料的方法可

供參考（王文科，1995；黃瑞琴，1994）： 
1. 人工製品 
人工製品包含公眾與私人的文件、有跡可尋的物品

（physical trace collections）、攝影資料、官方統計及其他量化

資料和有宣示社會意義和價值的物件。 
 

2. 問卷 
問卷（questionnaire）的使用接近結構式的訪談，但問卷

仍不同於訪談。訪談的本質是互動的，而問卷在研究者和研

究對象之間是有距離的。雖然如此，問卷卻可用來搜集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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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人的資料，通常在研究的後期，民族誌研究者對現場文化

有大致的認識後，或許可以藉由對現場文化的瞭解，發展出

適用於該現場情況的問卷，藉以調查現場團體的整體信念、

態度、看法、或對人事物的價值觀點。 
 

3. 心理研究工具 
心理研究工具可如投射技術、自由聯想、墨漬測驗等，

這類研究工具有助於補充和增進現場的了解，然而對於這類

研究工具的解釋需要注意到現場脈絡的不同，應謹慎為之。 
 
4. 數位攝影器材 
近來數位攝影器材日漸普遍，提供研究者將資料匯至電

腦中統一操作與分析的便利，如 Hi-8攝影機、DV、或數位相

機等，都是便利研究進行的好幫手。 
 
五、分析民族誌資料 
民族誌的資料分析是指有系統地搜尋和組織訪談逐字稿、田野記錄及

其他所蒐集到的資料，增加對資料的理解，使研究者有能力向他人呈現研

究發現。「分析」包括與資料共處，組織資料，將之分解為容易處理的單位，

加以綜合，尋找一些解釋事件的模式，發現重要的和值得學習的事情，以

及決定告訴他人的內容（Bogdan & Biklen, 1998/2001）。資料分析從一進入

現場蒐集資料開始，直至撰寫民族誌報告結束為止，它反覆建立在貫穿整

個研究的思想觀念上。在現場中的資料分析導引著民族誌研究者接下來要

用什麼樣的方法，以及何時、如何使用這些方法（Fetterman, 1989/2000）；
離開現場後的分析則著重在資料的整理與主題和概念的提出。以下就民族

誌資料分析的方法加以介紹： 
 

（一）發展分析性的問題 
前曾提及，在進行民族誌研究之前，研究者可能對於某種存在於

某種人世現象產生探究的興趣，他試著進入現場時，可能存有某些一

般性的問題，但是更明確特定的研究問題，須在研究進行中逐漸醞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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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在現場裡的資料分析，正是這種醞釀的過程，透過資料分析的

過程，我們對之前進入現場的一般性問題加以評估，以發展出分析性

的問題來主導研究的進行（Bogdan & Biklen, 1998/2001: 224）。 
 

（二）隨手記下觀察者評論、備忘錄來尋找分析的觀點與面向 
觀察者評論（observer’s comments）是讓研究者可以針對田野紀錄

裡的一些段落，記錄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初次進行研究的研究者常常

把時間放在記錄發生的事件，較少有足夠的時間對資料作推斷。然而，

與其害怕遺漏活動中的重要徵兆而作詳細的描述記錄，不如隨時記下

在自已蒐集資料過程中靈光乍現的重要洞察。無論何時，只要對所見

證的事件或所參與的對話產生強烈的感覺，或當某些事情的發生使自

己憶起在其他場域中發生的事件時，或是當字詞、事件、情境重複發

生時，記得在觀察者評論中提起，並推測其意義。這樣做的目的是刺

激研究者對所見所聞產生批判性思考，而不讓自己只是一部錄影機而

已（Bogdan & Biklen, 1998/2001: 227）。 
 

另外，在進入現場五或六次之後，必須要求自己觀察結束之後不

遺漏地閱讀所得資料，將所浮現的想法寫下一至兩頁的摘要，並嘗試

建立這些摘要之間的連結。定期撰寫這些摘要的備忘錄，使自己有機

會反覆省思研究場域中所出現的議題，以及這些議題如何和較大範疇

之實質性、理論性和方法論議題加以關聯（Bogdan & Biklen, 1998/2001: 
228）。 

 
 （三）資料分析的方法 

當我們不斷地進出現場、探究問題、形成概念，直至獲得相當程

度的研究訊息之後，我們必須進行對資料做編碼、統整、概念化與做

出結論的過程，最後，完成一份能完整呈現出研究成果的報告，則是

每一位民族誌研究者的最大期望。無論身處現場或是離開現場後，民

族誌研究者將進行如下的工作： 
 
1. 編碼 



 26

民族誌研究所能得到的資料，像是訪談記錄、文件資料、現

場的觀察記錄等相當的豐富，在浩瀚的資料森林中，想要正確的

保存資料、檢核資料的正確性、讓資料所附帶的意義顯而易見，

針對研究資料的編碼技術便是研究者不可或缺的一項能力。 
 

編碼是資料分析的第一步，一開始在資料的初步閱讀

（preliminary readings）時，就要重複及謹慎地找尋、過濾特殊與

合適的資料；其次，設定相關的符碼與類目（codes and categories）
來進行的資料的分類，接著則採用持續比較方法的編碼過程

（coding process）找出其間的關係與差異，最後，組織已登錄的

相關資料（organizing coded data-texts），並且進一步的分析，茲表
列出幾個編碼的類目做參考（黃瑞琴，1996：180-193；Bogdan & 
Biklen, 1998/2001: 260-261）： 

 
編碼類型 說明 示例 

場所/脈絡編碼 人員、位於何處、空間如何分配教師休息室的配置 
情境定義編碼 研究對象對環境所持的解釋 受訓者眼中的工作 
研究對象的觀點 研究對象單獨、或共有的規則、

標準，或一般觀點 
退休金制度 

研究對象的思考方式 研究對象瞭解、定義、解釋周遭

環境、人、事物的思考方式 
教師對時間的定義 

過程編碼 隨著時間移動的事件 一節課 
活動編碼 經常、固定發生的事件 訓練活動 
事件編碼 偶一發生的事件 停課 
策略編碼 完成事件的方法 如何找答案 
關係和社會結構編碼 人與人之間相互的行為 友誼 
方法編碼 研究程序、方法、問題、困境 研究者反思 

 
這些編碼的分類可以提供我們在進行民族誌研究時的分

類參考，但也應該依照自己的研究特性加以重新設計，研究

者可以先腦力激盪出三到五十個編碼，再一一加以安置到類

別當中。在研究進行之時，若有需要編碼則可因應資料的增

加以修改，以符合資料的情境完整與事件的連結性（Max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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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2001: 116-119）。 
 
當確定編碼的類別之後，就要思考如何安置資料，而安

置資料有以下幾個作法： 
（1） 建立分析索引（analytic index） 
對於有經驗的民族誌研究者來說，先做出一份

分析索引是需要的，每一份片段的資料，都會分門

別類到這些索引裡頭。分類的方式像是資料來源的

不同（訪談資料、觀察資料）、或是田野場地的不同

等，可用數字、或字母去安排這些類目，這可方便

你一眼就找到所要的資料。當然，這個索引會隨著

研究的進行，不斷地更新調整。研究者可從索引一

個個找到你要的資料（Hammersley & Atkinson, 
1987）。 

 
（2） 物理性排序（physical sorting） 
所謂的物理性排序指的是，當我們做出資料的

類目後，只要有新的片段資料進來，就複製幾份資

料，直接放入與這個資料有關的類目裡面，讓每一

個卷宗都完整的呈現某一類的事件。這個作法的好

處是，研究者不但方便於類目中資料的比較，資料

較為完整，也容易發現這個類目的相關資料是否立

即可用（Hammersley & Atkinson, 1987）。11 
 
（3） 打孔卡片（punched card） 

這是第二個方法的輔助措施，我們也可以透過

同樣規格大小的卡片，以打孔分類的方式來記載上

述的資料。不過一方面打孔片的價格所費不貲，另

一方面資料仍然很佔空間，所以這個方法應該已經

                                                 
11
換言之，當我們在作資料分析時，就不用再把第一個方法已經收藏好的資料一個個拿出

來比對完畢再歸類回去。不過，這個作法可能要佔用相當大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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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人在使用。 
 

（4） 電腦 
現在用電腦來記事顯然越來越普遍了，文字資

料、圖形、影像、聲音幾乎都可以透過鍵盤、掃描

器、數位錄影機等存入電腦，既可免去存放空間的

麻煩，又可以方便資料的歸類檢索。如果對於資料

庫軟體（如進階使用的 Access、MySql搭配 PHP等，
或者利用 Excel的簡單功能將記錄分類）熟悉的研究

者，此時將電腦檔案或電子文件、田野筆記、反思

等分門別類歸檔，透過應用軟體的功能查找排序合

併，將事倍功半12。 
 

以上所述的編碼方法並無一定優劣，端賴研究的類型、場所，

研究者本身的能力、喜好與經濟條件，以設計適合的資料整理方

法。 
 

2. 發現主題和概念 
資料分析是一思考性的過程，研究者在整理大量資料時，需

要對資料加以檢視與組織，透過研究者的知覺選擇、批判思考、

經驗判斷，對資料進行比較、對照與評估，確認是否可信，發現

有關現場或人們的主題和重要概念。這樣的過程有助於引發進一

步的研究問題，以及了解現場與人們的意義互動。 
 

在資料蒐集的過程中，如何持續地從資料中發現主題和發展

概念，通常沒有簡單的定則可依循，但研究者可參考下列的建議

去檢視和分析資料（Taylor & Bogdan, 1984: 130-136; 引自黃瑞
琴，1994：173-174）： 

                                                 
12不過，一套好的設備與熟悉的應用軟體，再加上使用者純熟的操作能力是必要的，特別

是研究者對電腦資料的保護能力。在這個病毒盛行的年代，如果研究資料因為電腦中毒而

瞬間化為烏有，那可是欲哭無淚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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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複閱讀已蒐集的資料；有需要時也可以請同事

和其他人也閱讀資料。 
（2） 追蹤著主題、感覺、解釋和概念。 
（3） 尋找資料中呈現的主題。 
（4） 建構分類的架構。 
（5） 發展概念和理論主張。 
（6） 閱讀相關文獻。 
（7） 發展一貫的敘述路線和情節。 

 
3. 理論化的過程13 
當我們檢視出相當程度的主題與概念後，透過歸納分析、概

念聯結等步驟，我們便可能形成在該田野有效的紮根理論

（grounded theory）。它有賴於對概念、類別、觀念的不斷比較與

界定，整理自研究現場的理論會隨著資料分析的過程而不斷地修

改。 
 

總之，在民族誌裡，分析並沒有單一的形式或步驟，在民族

誌研究中，從最初研究問題的挑選到最後的寫作階段都可以進行

分析，（Fetterman, 1989/2000: 159）14。研究者建立某種程度的知

識基礎，找尋問題、聆聽、探索、比較對照、綜合以及評估資料。

在現場中進行的分析，專注在研究問題的形成與了解現象；離開

現場後則以獲得清晰的主題與概念或形成理論，進而完成民族誌

報告的撰寫。 

 
六、撰寫民族誌報告 

                                                 
13 研究者亦可決定不要將研究報告加以理論化，但是仍應該瞭解建立理論與否在民族誌上

的意義。相關的爭論可以參閱 Hammersley（1992）。 
14 應補充說明的是，在量化的研究裡面，研究者總是先蒐集資料、進行編碼，等到「分析」

開始的時候，再根據統計的程序來操作這些資料，這是線性的過程；而民族誌蒐集一些資

料，讓你獲得一些意義，然後為了確信或修正你的看法，你又蒐集更多的資料，這樣的週

而復始，則是一種辯證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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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族誌的撰寫過程 
寫作是一種思考的方式和過程，對質性研究者而言，寫作時仍然

在思考，將各種現場記錄和文件資料加以建構，並有效地將現象中的

訊息傳達給讀者，而不僅是呈現研究結果的機械式過程，因此在撰寫

過程上必須要注意到（黃純敏，2000；黃瑞琴，1994）： 
1. 瞭解讀者 
研究報告撰寫方式常視所預期的讀者而定，研究者在開始撰

寫報告時，最好在心中先考慮哪些人將是閱讀這篇報告的讀者

群。這並不是說研究者可歪曲研究發現以取悅讀者，而是基於更

有效溝通的考量。 
 

2. 資料彙集與組織 
即是將由觀察、訪談、文件等蒐集的資料一一整理出符合研

究主旨需要的資料。研究者離開現場之後，決定如何將所有蒐集

到的資料組織在一起，同時進行資料的歸納和演繹工作。在研究

報告中，研究者雖然不可能寫出他已看到或分析的每件事情，但

必須整體的、連貫的和結構的撰寫某些重要的事件，讓讀者提綱

挈領、綱舉目張。 
 

3. 資料轉譯 
由於研究者與被訪談者的語言未必相同，所以必須有適度的

語言、文字轉譯，如在訪談時，找尋熟悉研究者和被訪談者兩者

語言的人來進行彼此間的溝通、翻譯。在特殊詞語、活動、儀式、

器物等的使用上，研究者便需要註解或多加說明。 
 

5. 讀出意義 
除適度整理轉譯的書面文字外，研究者應時時探問書面資

料：這些訊息意味著什麼？是某些原因或需要致使如此的嗎？這

些原因的背後，是否有著脈絡可循？研究者應在資料中挖出線

索，發現其中的訊息。 
 

6. 大綱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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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始資料中整理出有意義的類目後，即須擬出報告的大綱

及整體佈局，以下是可供參考的要項： 
（1） 研究題旨 
（2） 研究場景脈絡 
（3） 研究方法與步驟 
（4） 資料呈現 
（5） 描述分析 
（6） 詮釋討論 
（7） 結論建議 
（8） 經驗反思 
（9） 附錄：如觀察日誌、訪談大綱、脈絡場景位

置圖等。 
 

7. 修訂和檢核 
除找出錯字與邏輯思考錯誤的部分外，另需對資料的真實性

與解釋度做確認。另外，報告的初稿寫成後，可請現場報導人、

研究者的同事、或研究贊助者觀看閱讀，獲得他們的回饋和建議，

此將使文章更接近真實。如果報導人不同意初稿的內容，便需要

進一步的探究他們的看法、意義為何，而如果他們的意見特別有

幫助，更可將這些意見凸顯在報告中，也讓讀者辨認各種不同的

觀點（黃瑞琴，1994：242）。 
 

Werner和 Schoepfle（1987）提出四個民族誌寫作的風格，即分析
型（analytic）、綜合型或系統型（synthetic or systemic）、層進型（building 
to a climax）及先提結論型（climax first），不論結論先提或後提，一個

良好的民族誌應該都有分析和綜合的部分。此外，Werner和 Schoepfle
也提出在寫作過程中，研究者必須嘗試掌握閱讀的對象，另外寫作上

的困難也是要逐次加以克服的。 
 

（二）撰寫原則 
學者嘗提出有關民族誌撰寫相關原則，茲臚列如下（黃純敏，

2000；Bogdan & Biklen, 1998/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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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要確定研究的論點，就是作者必須清楚自己要告訴讀者什

麼訊息。 
2. 明確描述研究的焦點與背景。 
3. 描述、分析與詮釋層層關係的呈現：先將資料做客觀事實

的描述，並且從中找出分析的要點，最後再提出合理的解

釋，將研究脈絡中的深意抽絲剝繭顯現出來。 
4. 釐清事實理解與價值判斷：民族誌中，何者是事實現象的

呈現，何者是價值判斷，必須分清。 
5. 適度使用第一人稱與第三人稱。 
6. 匿名需有一致性。 
7. 如果讀者群是一般大眾，寫作筆觸應力求一致，切實避免

專門術語與代碼。 
8. 為了報告的嚴謹性與彈性，可先請少數的讀者看過並給予

建議，必要時不排除重寫報告。 
 

Fetterman（1989/2000）則建議民族誌的書寫最好採用生活於當下
的筆法，因為這能使研究時的人文印象更生動、真實地呈現，而這也

意味著其是生命存在的一部份。另外，Fetterman 亦指出，民族誌最顯
明的味道正是在於文章中的深度描寫和話語的逐字引用。 

 
七、評估民族誌研究 
民族誌研究既然身負「對人群敘寫」的目的，研究報告的真實性、適

切性，以及一份報告的品質自然也相當重要。以下便整理一些學者的觀點，

說明民族誌研究可能需要評估的重點。 
 

（一）是否正確的描述事件 
民族誌所注重的不在於對行為或事件的次數做記錄，告訴我們每

次的現象皆如數發生，而是能對研究下的現象做正確描述（Wiersma, 
2000）。如果當許多研究者來看同一份民族誌報告會有相同的認識、觀

感，且不會感到前後文的矛盾情形，便可說內容是確實描述事件的。 
   
（二）資料的來源是否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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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誌的資料收集來源可以是很多元的，如觀察、訪談、文件和

一些量化資料，錄影亦是相當不錯的一種資料收集方式，因為可以重

複地看，亦可以將錄影帶給其他研究者看，以求得更高的一致性。而

在民族誌研究中，研究者也應該多以受試者的觀點來蒐集資料，並輔

以三角檢證法、多重程序資料蒐集法來加強資料的豐富程度。另外與

其他研究者互相討論觀點、解釋等亦是相當不錯的方法（王文科，

1995；Wiersma, 2000）。 
 
（三）研究的歷程是否詳細留存 
雖然對民族誌研究者而言，他們並不是那麼關注假若別人用同樣

的條件來做研究，是否可得到相同結果這樣的問題（Wiersma, 2000）。
不過 Goetz和 LeCompte（1984）認為，如果後續研究者能夠參考前人

的研究策略進行其他案例的研究，那麼當累積足夠的研究結果，研究

的推論性也許是可以成立的。另外，資料的保留也是學術同儕對研究

加以評鑑的論據，因此保留詳細的研究歷程也是各位研究者在學術上

的責任之一（王文科，1995）。 
 

（四）研究者是否時時加以反省 
就民族誌研究而言，因為質性研究應盡力避免研究者偏見和反應

所帶來的威脅，因此研究的倫理與研究者本身的反省相當重要。在民

族誌中的要求則認為，研究情境的自然度越高，報告也就越可以採信

（Maxwell, 1996/2001）。此外，為了獲得適當的資料，研究的時間亦是

越長越好，至於時間究竟多長就要視個別的情況而定了（Wiersma, 
2000）15。不過總之，民族誌研究總應該要做到結論能夠順利解釋所有

研究到的現象才是。 
 

 （五）研究結果是否能夠推論 
行有餘力的話，一些採取實證主義背景的民族誌研究可能以企求

理論的可推論性(generalization)，作為該研究有效的宣稱。雖然在民族

                                                 
15 但如果就學位論文而言，恐怕博士論文花上一年的時間、碩士論文花上半年的時間在現

場蒐集資料，已經是難能可貴的事情，之後的範例會有額外的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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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中並不堅持研究結果是否可以推論至其他不同的社會，但在民族誌

研究中，的確有過希望以多場域研究(multi-site studies) 的方式嘗試建
立普遍化、能據以推論到其他人類社會理論的想法（Wiersma, 2000）。 

 
肆、 民族誌研究在教育上之應用 

 
民族誌研究包含多樣的過程，讓它在教育的應用上富有彈性，而其重

視脈絡的特質，能夠呈顯具有脈絡依賴性（context-dependent）教育議題的
豐富意涵。對於學校教學，民族誌研究因為有來自於多方之資料，故能形

成厚實的描述，在豐富的訊息中指引了如何解決教育問題與改革的可能；

田野調查的完成，除可提供教育現象的豐富資訊，也可隨著時間的推移，

觀察研究對象的轉變；民族誌研究除可能創造出理論16之外，亦可提供現存

理論檢驗反省的效果（Wiersma, 2000）。民族誌研究描述現象經驗，也反省

研究本身；協助理論檢證，甚也促進紮根理論的發展，這些功能對教育場

域都相當有益。 
 

    為使讀者瞭解國內教育領域應用民族誌之情形，本章於二００二年五

月，透過網際網路，以國家圖書館期刊論文索引

（http://readopac.ncl.edu.tw/html/frame1.htm）、國家圖書館博碩士論文資訊

網（http://datas.ncl.edu.tw/theabs/00/）、以及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圖書館全國

EDD教育論文線上資料庫（http://140.122.127.251/edd/edd.htm），以「教育」
為一般詞彙，「民族誌」為關鍵字（Keyword），並旁及民族誌不同譯詞（如

人種誌、俗民誌等），搜尋年代不限，檢選出以民族誌為研究方法之教育類

期刊與學位論文，詳細情形如下： 
 
一、碩博士論文部分 
相關博碩士論文共搜尋到 19篇。就研究主題來說，以原住民為主題的

論文有 8篇，其他教育論文為 11篇；研究範圍主要是以一個班級為主的，
共有 11篇；研究對象則主要以班級內的教師或學生為焦點對象，以教師為

                                                 
16 這裡的創造理論，說的是民族誌的研究歷程本身就富含著紮根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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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角的，共有 8篇。 
 
博碩士論文所應用之主題，主要仍以進入一個陌生環境，瞭解其風土

民情的民族誌為主要取向，透過認識班級環境、學校、社區、原住民等焦

點，整理文化脈絡方面的發現，是屬於描述性較強的民族誌研究。至目前

為止，在所見論文摘要與結論中或可參雜研究者的零星批判，但是以批判

民族誌為撰述目的的論文仍舊是較為缺乏。 
 

二、期刊論文部分 
相關之期刊共找到 16篇，其中有 7篇為民族誌之介紹，9篇為實徵研

究。在實徵研究的 9篇文章中，以原住民為主題的有 1篇，其餘為學校或
班級之觀察，其中以教師為主角的有 5篇。 
 
在期刊部分，與學位論文較為歧異之主題為民族誌方法的介紹，可以

見到教育人類學者或教育社會學者目前仍努力於民族誌方法的推廣。然而

在 16篇論文的撰文者皆有所重複，顯示在教育領域以民族誌為主要研究方

法的學者亦少。 
 
 若在索引字彙僅使用民族誌查詢，可得到兩三百筆的資料。兩者相比，

可知目前在教育領域使用民族誌方法進行研究的相對而言少了許多，特別

是期刊論文的數量少於博碩士論文，可能原因在於期刊篇幅有限，導致厚

實的寫作不易有呈現的機會。另外在作者方面，學位論文的作者大部分並

非期刊的作者，意味著學位論文的作者取得學位之後，少有再繼續以民族

誌來進行研究的；期刊作者少，則顯示民族誌在教育研究的應用上可能有

尚未克服的問題，有待突破。 

 
伍、 民族誌研究的優點與限制 

 
民族誌研究亦有其特徵與限制，根據之前對民族誌的介紹，以及學者

的整理（王文科，1995；陳伯璋，1990；曾守得，1989），分別將之詳述如
下，讀者可審慎判斷研究主題是否適合以民族誌來進行，在可預見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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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上嘗試克服： 
 

一、民族誌的優點 
（一）民族誌研究要求以相當完整的環境狀況作為研究基礎，加之此

種研究常延續數個月甚至數年，就時間而言屬於縱貫式的研

究，比其他的教育研究更可獲得完整的資料。 
（二）民族誌研究建立的假設或理論來自於實際觀察自然環境所蒐集

得來的資料，較大型理論能夠符合現況。 
（三）在民族誌研究中，由於觀察者開始時不以驗證假設或驗證理論

的心態進入現場，因此比採用傳統方法的觀察者更易留意非預

期中的現象，除有助於研究的周全性，亦能得到意外收穫。 
 
二、民族誌的限制 
（一）因為研究者是民族誌研究唯一的工具，故使用民族誌研究進行

觀察，除須受過社會學或人類學之相關訓練外，尚應具有敏銳

及審慎的觀察能力、具備跨文化的經驗；敏銳、領會、懷疑、

客觀、好奇的人格特質等，還需要流暢的文筆。唯這樣的條件

必須花費長時間培養才能具備，因此，研究者如經驗不足，亦

未接受觀察技術的訓練，將影響研究成果的品質。 
 
（二）為了瞭解研究的環境，常需耗費大量的時間從事觀察活動。一

般而言，民族誌研究常需要延續數個月，甚或超過二、三年，

方能出現較具意義的發現，如此一來將使民族誌研究設計耗費

比其他研究更多的金錢，而且經由長時期研究的結果，很難由

其他的學者檢視，真相是否真如報告所言，難以確知17。 
 
（三）觀察的紀錄冗長而繁雜，有些現象模稜兩可解釋困難，且教室

                                                 
17 如Margaret Mead曾經為了證明青少年叛逆並非人類共有之現象，反擊生物決定論者，

親赴南太平洋的薩摩亞（Samoa）進行研究，寫出了震撼人類學界的報告《薩摩亞人的成

年》，而在她過世後，澳洲的 Derek Freeman教授，在歷經了四十年中六次調查薩摩亞後，

才提出了嚴格的批判，認為Mead的報告根本與事實不符，宣稱這個研究是一次人類學神

話的形成與破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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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眾多，欲將發生的事件逐一記錄下來並不容易，只得在觀

察活動中不斷決定該記錄什麼。此時研究者進行觀察時的偏見

或先入為主的觀念，即可能干擾研究的發現，但在忙碌的觀察

活動中實在無暇自我察覺。 
 
（四）觀察者經常主動參與所研究的環境，可能會造成角色衝突或情

感投入，以致影響到資料的詮釋。 
 
三、嘗試克服的可能 
民族誌如何在研究中達致真實、客觀與洞察卓見，有鑑於此，Stewart

（1998）提出了一些克服這些難題的方案，茲表列如下，作為擬進行民族

誌研究者在研究進行上的參考： 
 真實性 客觀性 洞察力 

研究過程中的挑戰

☉田野中發生的狀況

是否真實 
☉研究者個人、角色上

的限制 

☉用結果來推論脈絡

的敏感度不足 
☉對反應加以解釋的

冒險 
☉研究脈絡不清楚、或

難以劃分 
☉難以確認脈絡與研

究結果之間的關係

☉採用的研究方法無

法對全貌透徹瞭解 
☉研究者的知識背景

對於其他文化的瞭

解只在於不具價值

性的一般分類，或是

粗淺的跨文化比較 

克服的策略 

☉長時間的田野工作

☉與不確定的觀察者

討論 
☉保持良好的參與者

角色與關係 
☉專注於脈絡的觀察

☉多重模式的資料蒐

集 

☉追隨前人腳步 
☉對反應加以多次確

認 
☉請局外人加以回饋

☉找尋文獻來協助檢

證 
☉廣泛的紀錄資料 

☉對資料反覆的考慮 
☉進行簡單的調查研

究來釐清 

資料來源：The ethnographer’s Method(p.17). By A .Stewart, 1980, CA : Sage. 
 

陸、 教育民族誌實例舉隅 
為方便讀者對於民族誌研究之瞭解，本章以張如慧（2001）於國立台

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完成之博士論文《原住民女學生學校生活適應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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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之潛在課程研究：以山海中學原住民藝能班為例》為例，透過其論文寫

作中的民族誌方法運用，說明民族誌研究在教育上如何實施： 
 

一、該研究為何選擇教育民族誌 

研究者根據先前研究指出，少數族群女性學生透過學校體驗到的潛在

課程，會對自我期望較低，對學習、教師及同學採取主動逃避的態度。因

此，研究者透過發掘女性原住民所體驗到的潛在課程，以明瞭她們的處境

與困惑，希望能提出改變的力量與可能性（微觀）。又，潛在課程也有來自

學校體制外的，因此將學校置於其所處社會、政治、文化脈絡中剖析（鉅

觀），並與學生生活經驗相結合。為理解學生生活經驗，研究者必須將自己

置於與學生相同的經驗中，共同體驗潛在課程形成的過程。 
 
民族誌研究強調研究情境是「自然的」或是「非干預式」的，研究其

中人、事、時、地、物所隱含的文化，從自然情境中蒐集資料，獲得正確

真實的訊息，進而架構事件的關係。而教育民族誌，根據 Lecompte 和 
Preissle（1993）所言，就是將民族誌運用於描述、瞭解及評價教育場域中
的情境脈絡、活動、教與學的過程、及其成員的信念與互動等（引自張如

慧，2001）。該論文研究者將自己置身於教育場域中，在自然、非干預的狀

態下，進入原住民女學生的日常生活中，蒐集各方資料，呈現研究過程，

且該研究者不僅從微觀著手，亦兼顧鉅觀的分析，並進行文獻與實際間的

對話。 
 
二、研究設計 
（一）研究者背景與研究對象 
在研究者的背景方面，研究者曾擔任高中輔導教師四年，並於諮

商實務工作中獲得豐富經驗，能將同理心應用於田野調查中，並於研

究所時修習過原住民教育、文化研究、潛在課程、質的研究等相關課

程，也曾對國中原住民女學生進行過訪談研究、參加過探討原住民女

性的讀書會。在研究對象方面，為山海中學藝能班中的原住民女學生，

主要著重於原住民女學生在學校生活經驗中所體驗到的性別與民族潛

在課程，及潛在課程的來源與運作方式，及其對原住民女學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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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在研究背景上，對於學生的輔導工作極有豐富的經驗，甚

至運用輔導的同理心理解女學生的生活，對研究過程相當有益。對研

究對象及其處的學校一律化名，以保護研究對象與學校。 
 
（二）研究時間 
民族誌研究旨在瞭解被研究者的日常生活，因此需要長時間的參

與觀察、訪談與各種資料的蒐集，以掌握被研究者的行為與現象，及

瞭解深層的意義結構。研究者以八個月的時間（2000 年 9 月至 2001
年 4月）身處於研究場域中，進行資料的蒐集18。 

 
（三）資料蒐集 
該研究蒐集資料方法包括： 
1. 參與觀察：先獲得校方的同意與告知相關任課教師後，研究者進

入現場，歷時八個月，最後再以漸進式的方式離開現場。觀察方

面有學生們上下課的情形，學校各種活動像是懇親會、校外教學、

週會及各種比賽也均積極參加。在活動之後透過現場筆記與事後

回溯法記錄資料。 
2. 訪談：訪談方式包括正式與非正式訪談，訪談對象以觀察班級中
的原住民女學生為主，亦訪談班級中其他學生、教師、行政人員

與家長等。正式訪談以錄音進行，並於騰完書面文字後交與受訪

者過目，以修正或補充。而非正式訪談則盡快在田野筆記中記錄。 
3. 文件分析：盡可能蒐集和閱讀學校及班級中的書面或網路上之資

料，如學校之設置計畫、學校介紹、相關活動計畫方案，及學生

之成績、各科作業、考卷，教師授課的補充教材等。 
 
該研究者運用民族誌所強調的觀察、訪談、文件分析方法，在觀察方

面除著重教室情境，更積極參加各種活動，訪談方面也是正式與非正式並

                                                 
18 或許讀者會認為，就本章的描述來說，八個月的時間仍嫌過短。不過筆者在此仍須強調，

在現場的時間並非判定研究良窳的唯一標準。如王錦珍（1994）用了八個月時間，劉蔚之

（1992）用了五個月、戴慈慧（1999）則用了三個月的時間來完成民族誌研究。有興趣者

可進一步閱讀 Wolcott（1987）的說明，或逕查閱相關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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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該研究者對於以上兩者所蒐集到的資料均會在最短的時間內紀錄下

來，以避免遺忘，該研究者更將訪談書面逐字稿請受訪者過目，經過修正、

增加與刪除才定稿。而文件資料的收集是視需要而蒐集，做為瞭解問題的

背景脈絡，可以看到在研究過程中參與觀察、訪談與文件的蒐集是不斷交

錯進行的。 
 

三、資料分析 
民族誌資料的分析不是等到已經搜集到大量的資料後才進行，故該研

究者隨著與參與觀察、訪談、文件蒐集而進行資料的分析；從資料中發掘

和歸納事件，加以編碼，形成主題，並透過後繼的訪談和參與觀察加以檢

查與補充。在分析資料上，該研究者以微觀取向為先，讓資料說話，再以

理論輔佐作為解釋、對照資料之用。 
 
四、研究的檢證與倫理反省 
多重工具的資料蒐集（multi-instrument approach），一方面可以豐富研

究訊息的來源，另方面也可以相互檢核資料的真實性，例如以研究者觀察

檢證受訪者的言談，將訪談稿交由受訪者檢查等。這就是上述所說觀察、

訪談、文件蒐集是不停的交錯，用意在控制整個研究的品質。研究者採取

三角檢定法，再加上先前所述文獻的閱讀，讓理論也加入檢證研究的面向

之一。 
 
在研究倫理上，研究者也在論文的第三章第四節做了對倫理議題的處

理，包括尊重、分享與陪伴的態度，及研究者本身的學養與訓練，乃至於

對研究者本身立場的反省與澄清。這是面對人與人互動的質性研究需要審

思的問題之一，如同研究歷程一樣，倫理議題在整個研究過程中，不能停

歇，時時提醒著研究者。 
 

五、報告的撰寫 

該研究者以「研究者」與「我」兩種自稱來穿插論文，前者用於文獻、

研究方法、討論分析等部分，以提醒讀者該研究者是以客觀的角度分析探

討；而後者用於現場觀察或訪談敘述時，主要用以涉及許多該研究者與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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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對象的互動，與該研究者的體認與感受。 
 
傳統的學術研究通常不以第一人稱「我」來進行報告之撰寫，以顯示

研究的客觀性，但該研究者認為在質的研究裡，越精闢忠實的呈現觀察者

的角色與其主觀的評價，對於報告的真實呈現就越顯重要，故在寫作過程

中，研究者角色的存在是必要的（張如慧，2001），因此該研究者加入「我」
的自稱，使得論文讀起來更有「人味」。 
 

柒、 結語 
 
    民族誌是教育研究中最能夠與研究對象發生密切關係、獲得感動與啟

發的研究方法之一。本章的說明其實也在民族誌基本概念的陳述中引介了

不同典範的學者對民族誌的觀點，顯示了研究者在進行研究的主動性與重

要地位，以及做好一份民族誌研究的責任。此外，從以上幾個部分的解說，

讀者應能夠在本章掌握到民族誌的研究歷程、以及如何寫作等知能，期待

能引發讀者更多研究進行上的思考，帶來高品質的教育民族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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