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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美國幼教師維薇安．裴利（Vivian Paley）的教學故事作品作範例，採取
內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的方法，探究其故事說演教學內在的靈性意涵，揭示
靈性做為一個優質教學的向度有其重要性。研究者由文獻探討整理出靈性的七個

主要意涵包括：自我洞察、內在動力、連結和歸屬關係、道德信念和行動、對自

然環境的驚奇敬畏、愛護自然環境、尋找神聖，做為內容分析的編碼。研究結果

發現：裴利的故事說演教學是指引個人的明鏡與力量，做為社群連結的歸屬與實

踐道德信念的典範，表現人與自然的關聯性和共好，揭示裴利對超越向度的想像。

研究結果建議，教師應更重視孩子說演的故事，提供孩子可以將故事視覺化的說

演空間，幫助孩子理解自己和發展社會關係，教師同時可以經由故事理解孩子和

自己，反思自己的教師角色和教學的目的。

關鍵詞：靈性、故事說演、教學、內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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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a study that explored spirituality as a dimension of great teaching 
is important. Vivian Paley is an American pre-school and kindergarten teacher and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researcher. This study is based on her published works. It was to analyze 
the spiritual meaning of the teaching, and it applied content analysis as the research method. 
The main meaning of spirituality include: self-insight, intrinsic motivation, connection 
and affiliation, moral beliefs and actions, awe and respect for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love for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search for holiness, which as content analysis codes. 
The content analysis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e storytelling and acting of teaching is to 
guide the individual’s mirror and power. And it as a community of the attribution and 
model, the performance of the relevance and common good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The storytelling and acting of teaching revealed Perry’s idea of transcendence. This article 
is suggested that teacher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children’s storytelling and acting, 
provide children with the space to tell real or imaginative stories in visual or embodied ways. 
That can help children understand themselves and develop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teachers 
can also understand children and themselves through stories, and reflect on their teachers’ 
roles and the goal of teaching.

Key words: spirituality, storytelling and acting, teaching, conten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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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工具（Bhagwan, 2009），探索裴利
故事說演教學的靈性意涵可以彰顯故事如

何成為教與學的內在路徑，改變教育現場

對教學止於形式或者技術層面的理解，嘗

試由「教什麼」的表層問題，轉向探索「為

何教」和「如何教」的內在意義和核心價

值。

裴利是唯一獲得美國麥克阿瑟成就

獎的幼教師，主張教學本身即是道德的實

踐（林意雪，2002）。本研究將針對裴
利的教學故事作品作內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她的教學故事可視為其故事
說演教學的精粹，因為「一開始是她的教

學引出了寫作，到後來，寫作卻領引著她

的教學」（林意雪譯，2002，頁 76），
裴利曾言：我從不視自己為作家，但是在

某次書寫做為教師的自己時，第一次覺得

自己是一位教師。可見，書寫對裴利教學

的貢獻。裴利經由書寫教學故事揭示其故

事說演教學的內在意義。而且裴利的教學

故事和故事說演教學是她道德實踐的體現

（賴文鳳，2002），具有靈性向度的意義
和研究價值。

靈性做為教育的一個向度，不僅可

以重新評估教育的目的、資源、方法和成

果，而且，還可以重新評估教師的觀點和

貢獻等（Belousa, 2008）。本研究以靈性
做為評估裴利故事說演教學的向度，不但

有機會揭示裴利為何目的而教，以及裴利

如何教的方法和資源，同時也能重新評估

裴利對教學的觀點和貢獻，使讀者對故事

教學的可能性有更深刻的瞭解，提供具體

建議，給所有想要投入故事教學與研究的

教師和教育研究人員參考。

貳、文獻探討

一、靈性的向度

Fraser（2007）強調後現代的靈性概

壹、前言

教室之所以成為「教室」的關鍵，不

在硬體建築特徵，而是教師與學習者的互

動關係如何促使學習的內在意義發生，才

是教室何以存在的—靈魂（soul）。題
名靈魂是一種文學的比喻，指涉教學的靈

性意涵。靈性（spirituality）是抽象多義
的詞彙，在牛津英文辭典中，指與物質或

世俗利益相對、具精神特徵、無形體、純

精神的性質、狀態、事實等；靈性源自拉

丁文字根 “spiritus”，英文 “spirit”泛指「賦
予生命生氣」的靈魂、精神、心、活力、

情感、性格、氣概、勇氣、能量等（Weiner 
& Simpson, 1991）。

人以萬物之「靈」自許，靈性涉及人

之所以為人的內在本質（Fisher, 2011）。
Palmer（2003）認為好的教學要使學習
發生意義，教師應考慮到靈性的向度。

Belousa（2008）直言靈性是專業教學的
基本關注，它涉及教學歷程的核心，因為

靈性做為教師和學習者的內在本質，是其

成長和學習的動力。總而言之，靈性作為

個人成長的根源，教師若要提升教學，應

該考量自己和學習者的內在本質：靈性的

向度，使教學者與學習者的互動發生意

義。如 Bhagwan（2009）指出個體的生
物心理社會環境，和靈性向度會以有意義

的方式同時相互關聯。故教學所涉及的當

然不只是個體的生物心理環境，還有靈性

向度。

本文欲探究教學所蘊藏的靈性意涵，

目的是揭示靈性做為一個優質教學的向度

有其重要性，特別是研究者以維薇安．裴

利（Vivian Paley）的故事說演教學做為
分析靈性意涵的範例。裴利曾言「演故事

和說故事已經成為我所教的任何班級的

課程」（楊茂秀、陳鴻銘、林意雪譯，

1996，頁 23），而且故事是發展靈性的



76 臺北市立大學學報 • 教育類

念關注的不一定是宗教形式，而是包容性

的典範，擁抱多元的觀點、信念和價值，

強調靈性和文化、種族、宗教、道德或倫

理信念的關聯性。靈性概念複雜多元，靈

性的意涵受到個人的中介，與人所處的社

會脈絡和生活經驗交織在一起（Gibson, 
2014）。本文要探討裴利故事說演教學
的靈性意涵，因此瞭解教師如何觀看靈性

是重要的研究脈絡。研究發現，教師以多

元的方式描述靈性，涵蓋文化、宇宙論、

宗教／非宗教、不可知等觀點（Gibson, 
2014）。教師對靈性的理解是豐富教學現
實的重要來源（Belousa, 2008）。

Elton-Chalcraft（2002）的研究歸納
出教師的靈性觀點有四個向度：內在的、

社會與道德的、環境的和超越的。他指出

這四個向度是靈性的不同面向，可以體現

更為立體的靈性，而且靈性各向度彼此關

聯，因為同樣屬於靈性的面向。

本研究以他的四個向度為框架，整理

有關教師靈性觀點的文獻，歸納出靈性的

四個向度包含哪些主要的意涵，可以做為

內容分析的編碼。

（一）靈性的內在向度：自我洞察、內在

動力

靈性做為人的本質，是人之所以為

人的特性，關乎存在和身分的意識，是

人經驗的核心（Fisher, 2011; Kennedy & 
Duncan, 2006）。Elton-Chalcraft（2002）
研究發現，教師認為靈性的內在向度是動

態的，涵蓋不同的內在感知，並定義靈性

是對「內在生活的洞察」包含全面的自我

意識，意識到超越物理的心靈（soul）、
對自我感到好奇的內在需要等，涉及人與

自我的關係。因此本文歸納靈性的內在向

度的意涵為「自我洞察」，涉及人對「自

我」的存在、身分和角色的意識、感受和

省思。

靈性是整合人身心靈的內在力量，驅

動人自我超越（Benson, Roehlkepartain, 
& Rude, 2003），在有限的經驗世界追求
無限的可能（安桂清，2007），並指引人
發揮自己潛在的能力（Sifers, Warren, & 
Jackson, 2012）。Belousa（2008） 的 研
究指出靈性是先天的學習動力，是向上成

長與發展、超越現實的動力。因此，本研

究歸納靈性內在向度的意涵之二為「內在

動力」，表現為指引自我和超越限制的內

在動力。

（二）靈性的社會與道德向度：連結和歸

屬、道德信念與行動

Kennedy 與 Duncan（2006）發現教
師首先以「關係」定義靈性，意義相似的

有「歸屬」和「連結」，其他定義靈性的

詞彙包含「價值」、「道德與信念」等。

其他研究的發現雷同，教師認為靈性的意

涵涉及人與人的關係（Revell, 2008），
部分教師相信靈性提升人的德行（Elton-
Chalcraft, 2002），靈性在人與人的社群
關係中能帶來連結與歸屬的關係和符應道

德信念的行動。由此歸納靈性的社會和道

德向度的意涵有：連結和歸屬的關係、道

德信念與行動。

（三）靈性的環境向度：驚奇敬畏、愛護

自然環境

對教師而言，靈性，涉及人與自然

環境的關係。教師反映：孩子對環境的回

應具有靈性意涵，例如：對自然環境的

驚奇敬畏或是做為關懷環境的管家觀念

（Elton-Chalcraft, 2002）。Fraser（2007）
的研究發現教師受到文化的影響，認為土

地由靈性的東西組成，生命的活力也來自

土地，飽含對土地的敬意。Rogers與 Hill
（2002）的研究則指出職前教師有關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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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應，以自然類型最多。故靈性的環境

向度可歸納出兩個意涵：對自然環境的驚

奇敬畏、愛護自然環境。

（四）靈性的超越向度：尋找神聖

研究發現教師多認同靈性有超越的面

向，是對神或終極實在的回應，不限特定

的宗教，超越的面向包含：1. 對神的信
仰；2. 對神的疑問；3. 內在良心之始；4. 
非物質和超自然的現象（Elton-Chalcraft, 
2002）。學者定義靈性是在尋找神聖的
過程中發生的感受、想法、經驗和行動

（George, Larson, Koenig, & McCullough, 
2000）；靈性是與神聖的終極實在建立關
係（Miller & Thoresen, 2003）。靈性的
超越向度的意涵可以總歸為：人尋找神聖

與其建立關係的感受、想法、行動。

神聖在此可以指涉個人感知的神聖存

在、任何更高的力量或終極現實（George 
et al., 2000），如：良知、真理、神。具
特定信仰或宗教學校的教師強調人與神的

關係，有人的靈性經驗完全關於神或宗教

（Fraser, 2007; Revell, 2008）； 但 並 非
所有特定信仰的教師都受限宗教，他們認

同即使不相信神的人也是靈性的（Mogra, 
2010），靈性是比宗教更包容的概念
（Marshall, 2009），不只有宗教影響靈
性（Elton-Chalcraft, 2002）。本文使用
「神聖」指涉靈性的超越向度，以涵蓋不

同宗教背景的人對於靈性的觀點。

綜合文獻探討，歸納出靈性的主要意

涵至少有以下七個：1.靈性是個人「自我
洞察」關於存在、身分和角色的意識、感

受和省思；2.也是人超越外在限制和指引
生命意義的「內在動力」；3.靈性使人在
社群中尋求「連結和歸屬的關係」，4.展
現出自己內在的「道德信念」與合乎一致

的「道德行動」；而且，5.靈性使人對自

然環境生出「驚奇敬畏」之感；6.願意作
「愛護自然環境」的管家；7.靈性也是人
渴望「尋找神聖」與其建立關係的感受、

想法和行動；所謂的神聖，包含宗教或非

宗教的超越存在、終極現實，例如：神、

宇宙大我、良知、真理等。本研究初步以

此七個主要意涵做為內容分析的編碼，

並在內容分析的過程中視情況作調整和補

充。

二、故事與故事教學

最早，故事原指善良歷史事蹟的傳

述，具有教化功能，當時定義較為狹隘；

現在廣義的故事，則是指依照事件發展順

序或因果關係，加以排列組織的敘事，有

開頭、發展和結局的完整結構，傳遞有

意義的訊息，可能包含想像或真實的經驗

（吳靖國、魏韶潔，2007）。以下簡介故
事的功能、運用故事教學的原則以及裴利

故事說演教學的內涵等。

（一）故事的功能

故事在人類歷史上的功能有：保存和

傳播文化、吸引和娛樂他人、建立共識和

共同感、控制思想、心理治療、傳播教義

（吳靖國、魏韶潔，2007）。Lawrence
與 Paige（2016）認為故事自古以來的功
能可總歸為娛樂和教育：使用具吸引力和

樂趣的方式教導人成為更好的人；人們向

經驗豐富的智者所說的故事學習，得到合

於社群的行動指引，培養出反思、平衡和

整體感。

故 事 在 人 的 生 活 中 無 所 不 在。

Atkinson（2002）認為人用故事形式在思
想、說話和賦予生命經驗意義。說故事是

有意識的活動，孩子從小就學會故事形

式，因為故事是組織思考、溝通經驗的

基本形式；人在故事中建構和理解自我，

與他人建立關係，同時使用故事這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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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文化工具瞭解所處的世界（黃孟嬌

譯，1998；楊茂秀、陳鴻銘、林意雪譯，
1996）。

裴利認為孩子會嘗試用說故事控制

現況（黃孟嬌、李曄、黃惠雅、吳鷰儀、

劉婉琳譯，2011）。因為故事提供替代
的經驗和情感的距離，孩子在故事中經歷

和學習掌控現實的危機，例如：分離、被

拒絕等，瞭解和克服情感上的問題，而且

在改變故事要素、結果和意義的時候，從

中得到安慰和控制感，學習和特定的人分

享經驗，成為團體的成員（黃孟嬌譯，

1998）。

Bhagwan（2009）認為說故事是強化
靈性的工具，因為各式各樣的故事飽含豐

富的人類精神文明，故事允許人在安全的

情況下提出靈性問題，以想像力開啟超越

性的經歷，使逆境中的人得到共鳴、安慰

和力量，支撐人的信念，喚醒內在的意識；

「說故事是將身心靈結合為一個整體的過

程」（Lawrence & Paige, 2016, p. 66）。

（二）故事教學

一般而言，故事教學是指教師使用故

事的內容和形式設計教學活動，引導學生

學習，目的是提升學生主動參與的興趣，

達到教學目標和學習成效（吳靖國、魏韶

潔，2007）。故事教學和說故事的不同
在於，故事教學蘊含教師教學的意圖和目

標，教學的方式則包含：朗讀故事書、口

說故事、討論故事，及其他和故事相關的

延伸活動（陳玲玫、郭李宗文，2008），
例如，讓學生演出他們喜歡或改編的故事

（陳秋紅，2004）。

故事教學的基本原則是：首先，故事

的選擇應適合孩子的年齡發展和興趣，及

教師欲傳達的主題和價值信念；其二，教

師要善用隱喻和孩子感興趣的要素呈現故

事；最末教師要營造溫暖安全的故事教學

環境，善用口語和非口語語言以及實物、

多媒體輔助故事進行，並且，在教學中鼓

勵和尊重孩子的獨立思考與表達，提供故

事教學的延伸活動，幫助孩子進一步思考

和學習（吳靖國、魏韶潔，2007；陳玲玫、
郭李宗文，2008）。

（三）裴利的故事說演教學

裴利的故事說演教學好比故事苗圃，

開出多樣的故事花朵：首先在幼兒園早晨

的自由時間，裴利觀察到孩子的故事以想

像遊戲的形式任意綻放；繼而，在班級中

的固定時間，裴利會傾聽、記錄孩子說的

故事，讓孩子展演故事綻放的花朵；第三

朵故事，則是裴利對孩子說的圖畫書和原

創故事，引導孩子對話和學習；最末，裴

利成為故事苗圃的園丁，她每日用三個小

時謄寫教學現場的錄音帶，在書寫中發掘

問題，帶著問題意識到教學現場觀察，由

此譜寫孩子、自己與幼兒園生活交會的教

學故事。裴利層層疊疊的書寫串連故事說

演教學的意義之網，盛開出自身教學故事

的作品。

裴利認為說故事是以敘事形式表現的

想像遊戲，裴利的故事說演教學提供孩子

將遊戲轉化為故事說演的機會（楊茂秀、

陳鴻銘、林意雪譯，1996）。Cooper 認
為裴利的貢獻是將說故事和演故事結合為

一種教學（黃孟嬌等人譯，2011），裴利
的故事說演教學示範說故事不只是口說歷

程，也可具體化為戲劇表演（Lawrence 
& Paige, 2016）。而說故事和說故事衍
生的即興戲劇都可以是發展靈性的工具

（Bhagwan, 2009; Grainger & Kendall-
Seatter, 2003）。故事說演提供一個公開
的機會邀請團體參與、討論和共享作者創

作的故事，孩子能運用故事的象徵，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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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邀請其他孩子進入自己的生活，或者從

他人的故事留意別人在想什麼，有助於孩

子建立自己和別人的連結（黃孟嬌等人

譯，2011）。

故事說演教學有如鏡子，照見裴利

進入孩子內在世界的途徑，理解孩子的需

求和協助他們處理成長的問題。Engel認
為如果想瞭解孩子如何理解、建構自我和

世界，必須仔細聆聽他們的故事（黃孟嬌

譯，1998）。聆聽孩子的故事正是裴利
故事說演教學的起點，她由傾聽孩子找到

自己：「我需要一班一班的小小孩，不斷

爭相發表他們的想法之後，我才體認到我

自己的聲音」（楊茂秀譯，1999年，頁
93），裴利發現孩子都是說故事的人，並
確定自己做為老師的角色和職責：

將你們的遊戲用故事形式敘述出

來，我會協助你及你的同學，彼此

注意傾聽對方的故事，這樣子，你

會建立起有意象與主題、有開頭又

有結局、有依據又有引述的文學。

你要是想要將自己的想法與別人的

想法結合起來，你就必須發明你自

己的文學。（楊茂秀譯，1999，頁
44）

故事說演是裴利教學的核心，故事

說演聯結裴利所有的教學活動：老師和孩

子都在說故事，用故事表達自己，以故事

組織思考，由故事引發對話和討論（幸曼

玲，2002），因故事彼此瞭解。裴利的
故事說演教學不僅符合一般故事教學的原

則，更提供故事教學一個最佳典範，如同

Egan所言教學就如同說故事（黃孟嬌譯，
1998）。想從事故事教學的人都應向裴利
的典範學習，而且不只是學仿這種教學方

式，更重要的是掌握其故事說演教學內在

的靈性意涵。

參、研究方法與程序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欲分析裴利故事說演教學的

靈性意涵，由於研究者無法直接觀察她

的教學活動，故採用內容分析，分析其

個人的教學故事作品。Fraenkel、Wallen
與 Hyun認為內容分析可探究任何傳達工
具的內容，瞭解個人在傳達工具中表露出

來自覺／不自覺的態度、價值觀、想法等

（楊孟麗、謝水南譯，2013）。本研究
援此方法分析裴利故事說演教學的靈性意

涵。

Fraenkel等人提醒內容分析須根據研
究目的、傳達工具的不同，決定內容分析

的方式：一是研究者在內容分析前，根據

理論、實徵研究或經驗決定編碼，二是

研究者在分析過程發展（楊孟麗、謝水南

譯，2013）。因本文探究的「靈性」意涵
抽象多元，研究者先根據已有的知識建立

初步的編碼，再補充內容分析過程浮現的

編碼，使研究結果更完整。

本研究從事內容分析的程序如下：

首先，檢視研究的目的是「分析裴利的故

事說演教學隱含的靈性意涵」。再來，經

由文獻探討歸納出靈性的主要意涵做為編

碼，針對裴利的教學故事作品立意抽樣。

由於靈性意涵的抽象多元，本研究採用質

化的內容分析，也就是針對作品的質化內

容進行編碼和詮釋，不針對編碼結果作量

化的分析。以下扼要敘述本研究的各程序

作法。

二、編碼

內容分析最主要的工作是編碼，因此

建立編碼的類別非常重要。Fraenkel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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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編碼必須清楚，不同研究者利用編碼

的類別分析相同資料，應該獲得高度相似

的結果（楊孟麗、謝水南譯，2013）。本
研究探討裴利故事說演教學的靈性意涵，

因為靈性意涵抽象多元，形成類別有其難

度，本研究根據文獻探討訂定靈性意涵的

編碼，以下說明編碼類別初步形成的脈

絡：

Kennedy 與 Duncan（2006）發現教
師主要以「關係」定義「靈性」。而且教

師對靈性的觀點可歸納為：內在的、社

會與道德的、環境的及超越的四個向度

（Elton-Chalcraft, 2002），涉及不同向度
的關係，故本研究的編碼類別是：個人的

（人與自我的關係）、社會與道德的（人

與他人的關係）、環境的（人與自然的

關係，含自然環境和生物）、超越的（人

與超越存在的關係，含特定宗教／非宗教

的），並綜合文獻探討整理出靈性的七個

主要意涵（見表 1），而且將研究者在內
容分析過程發現的「無連結和歸屬的關

係」亦歸納在「連結和歸屬的關係」的編

碼之下，整理於表 1。

三、立意抽樣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究裴利故事說演教

學的靈性意涵，因此研究者大量閱讀裴利

的作品，再作立意取樣。研究者從裴利任

教幼兒園期間的作品中，首先，考慮具有

中文譯版的作品，以利後續的內容分析；

然後，研究者從中選取故事說演教學內涵

豐富的作品，挑出各具代表性的三部，分

別是以孩子說的故事、裴利說的故事、文

學作品的故事為主的作品。以下依臺灣出

版年代為序，詳細介紹這三部作品的內容

主旨、代表性和分析的代號。

《直升機男孩》（楊茂秀、陳鴻銘、

林意雪譯，1996）是裴利紀錄傑生與直
升機的故事，也是裴利自認最佳的教學歷

程。這一部作品是代表裴利故事說演教

學的最佳典範，呈現一個特殊生說演的故

事如何成為教室共同的故事。裴利沒有使

用標籤歸類特別的傑生，而是從傑生的故

事脈絡去認識他，聽他說故事，邀請他演

出別人的故事，敘說他如何從教室的局外

人，乘著直升機飛入其他孩子的故事，成

為教室的一分子。《直升機男孩》這部作

品在本研究的編碼代號是 H。

《孩子國的新約：不可以說「你不能

玩」》（游淑芬譯，1996）書寫裴利對排
擠現象的關注，她期待每個人都能公平參

與教室的大家庭，所以為教室訂立一個新

的規定「不可以說你不能玩」。這部作品

的代表性在於裴利使用自己創造的故事，

與內在自我和孩子對話。因為裴利的故

事，不同的對話得以展開，使她看見孩子

的內心世界，並訂定班級規定，幫助孩子

反省自己的行為，教室的改變於是發生。

《孩子國的新約：不可以說「你不能玩」》

這部作品在本研究的編碼代號是 C。

《手拿褐色蠟筆的女孩》（楊茂秀

表 1 
編碼類別和編碼

編碼類別  　　　　　　　　　　編碼

1 內在 1-1 自我洞察、1-2 內在力量

2 社會與道德 2-1（有／無）連結和歸屬的關係、2-2 道德信念和行動

3 環境 3-1 對自然環境的驚奇敬畏、3-2 愛護自然環境

4 超越 4-1 尋找神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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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1999）寫於裴利在幼兒園教學的最末
一年，她以一位五歲黑人女孩的故事為思

考起點，反省學校如何在不模糊孩子個人

獨特性的前提下，找到大家對話參考的核

心，結果，裴利發現教室共同的參考核心

就是：故事。此部作品的代表性在於這次

裴利和孩子用來對話的故事是李歐．李歐

尼的作品，她們讀著、說著、畫著、演著

這些故事，思考也談論族群、認同、公平、

友誼等主題，反映裴利故事教學的核心精

神。《手拿褐色蠟筆的女孩》這部作品在

本研究的編碼代號是 B。

四、編碼流程和範例

基於 Fraenkel 等人（楊孟麗、謝水
南譯，2013）的建議，內容分析的時候，
研究者可以只編碼外顯內容或是潛在內

容，或兩者都編碼；外顯內容指的是具

體表面的字句，可肉眼直接判定；潛在

內容則要對字句的深層意義（underlying 
meaning）推論。因為兩種方法各有優缺
點，本研究將同時編碼外顯內容和潛在內

容。因為研究者若只編碼外顯內容，例如：

「道德信念和行動」，優點是編碼的時候

一目瞭然、容易判斷，但是，缺點是裴利

可能用不同方式描述道德信念和行動，例

如：「己所不欲勿施於孩童」，如果只編

碼外顯內容勢必會忽略意涵相似的敘述。

本研究採用質化的內容分析，同時詮釋外

顯內容以及深層意義。

表 2 為編碼表範例：表格括號內的
代號表示編碼內容的出處，例如：下面的

「H-16-8-2-1」代表內容出自《直升機男
孩》一書的第「16」頁，首字位於該頁由
上往下數的第「8」行，被歸為「社會與
道德」的類別下，屬於代號「2-1」的編
碼「（有／無）連結和歸屬關係」。這一

種編碼方式有助研究者在作內容分析的時

候，可以隨時回到該書內文，瞭解脈絡的

意義，避免斷章取義。每部作品中同一段

落內容可有不同的編碼登錄在編碼表，並

以一個完整的文句代表登錄，使用底線劃

記標明與編碼符合的主要意涵。

本研究的編碼流程如下：首先，研究

者閱讀立意抽樣選出的裴利老師作品；在

決定編碼之後，研究者細讀三部作品，針

對作品的所有內容，包含裴利說的故事、

孩子、他人說的故事等所有構成她故事說

演教學的元素，進行編碼並建立編碼表

單；第一次編碼之後，研究者檢視和微調

同一編碼下的內容是否有一致性，間隔一

段時間以後，再進行第二次、第三次的編

碼和檢視。

五、信實度

本研究嘗試針對潛在內容編碼，優點

是能擷取靈性主要意涵的深層意義，缺點

是容易出現信實度的危機。因為不同的研

究者假使根據相同的編碼也可能得到不同

的編碼結果，即使同一位研究者也可能無

法自始至終使用相同標準，所以為解決這

個難題，研究者會反覆進行編碼，在這個

編碼過程可斟酌和微調編碼的標準，直到

具有一致性為止。

研究者為提高信實度，所採用的是再

測法：第一次編碼之後間隔一個月，再針

對同一內容進行第二次編碼，撰寫初步的

表 2 
編碼表範例

2-1 連結和歸屬關係

1. 是他自己介定的意向，分隔了他與我們。
（H-16-7-2-1）

2. 但如果學校要成為每一個人溫馨而且安全的
島嶼，那麼我們就必須學習將傑生這樣的一
個人納入我們的學校文化，傑生在學校裏所
經歷的乃是學校倫理景觀的一面鏡子。（H-
16-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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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之後，再間隔一個月以上，再作第三

次編碼並且檢核三次編碼結果的一致性。

這種反覆編碼的方式，重點不在計算再測

後的分數，而是研究者可以在反覆編碼的

過程，自我檢視編碼的標準，更深度地思

考不同編碼代表的意涵，提升本研究結果

的信實度。

本研究為瞭解裴利故事說演教學的

靈性意涵，定義靈性意涵和決定編碼須相

當嚴謹。研究者不僅根據相關理論和實徵

研究定義靈性的主要意涵，歸納出初步編

碼，同時根據內容分析的結果思考可能忽

略的其他編碼，參照討論相關的研究，亦

是期望增加本研究的信實度。

六、研究限制

本研究分析裴利故事說演教學的靈

性意涵，目的在從靈性的向度揭示故事說

演教學的內在意義。由於本研究內容分析

的資料受限於裴利的作品，且內容分析的

編碼限於靈性的主要意涵：自我洞察、內

在動力、連結和歸屬關係、道德信念和行

動、對自然環境的驚奇敬畏、愛護自然環

境、尋找神聖等，礙於文章篇幅的規定，

本研究沒有特別針對裴利或幼兒個人進行

個別的編碼，因此，研究結果的呈現難以

看見個體在不同靈性向度上的轉變歷程和

動力等，此乃本研究的限制之處。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分析裴利故事說演教學的靈性

意涵，研究結果依照靈性四個向度的主要

意涵：內在的（自我洞察、內在動力）；

社群的（有／無連結和歸屬的關係、道德

信念和行動）；環境的（對自然環境的驚

奇敬畏、愛護自然環境）；超越的（尋找

神聖）等分項呈現與討論。

一、 故事說演教學是指引教師的
明鏡與力量

（一）洞察孩子的自我，澄清教學的角色

在裴利的教學中，故事說演能為教師

和孩子提供照見自我的鏡子，教師和孩子

會問：「我覺得自己最像是誰？」（B-
45-7-1-1），人可以經由故事的角色、行
為和渴望洞察自我。當有孩子主張「那隻

褐色的小田鼠彷彿就像是我」（B-26-1-
1-1），教師得以從故事說演教學瞭解孩
子內在的自我，釐清自己的教師角色。例

如，常排擠其他孩子的麗莎問裴利：「誰

比較好，我還是碧翠？」（C-86-5-1-1）。
麗莎從故事中的碧翠一角，認出自己不接

納他人的行為，她比較自己和碧翠，反映

她希望自己比碧翠好的願望，裴利便有機

會幫助她。

而且裴利注意到麗莎最先畫的是喜

鵲，她相信喜鵲會阻止碧翠傷害安娜，裴

利認為麗莎「希望我（裴利自稱）更像喜

鵲，幫助她變得更好」（C-87-1-1-1）。
麗莎對喜鵲的信任，使裴利意識到自己創

造的喜鵲角色反映她自身—渴望成為助

人為善、使人和睦的教師。故事可以投射

出個人渴望的、理想的自我。例如蕾妮在

李歐．李歐尼的作品《小黑魚游游子》中

注意到：「黑魚可能成為別的顏色的魚的

領袖」（B-183-6-1-1），黑魚的象徵恰
好反映蕾妮的黑人身分和渴望。所以，裴

利曾說「我最需要李歐‧李歐尼的幫助，

以便在繼續不斷的流程中瞭解小朋友，瞭

解我自己」（B-196-18-1-1）。

綜合而言，文學作品和師生創造說演

的故事等，都能照亮教師尋找孩子和自己

的路徑，有助於教師更瞭解：孩子是誰？

希望成為什麼？探索這些問題的答案可以

幫助教師找到自己在教學中的角色。故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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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建議教學工作者「不要假想我們知道每

一個學生是如何開始學習」（楊茂秀、

陳鴻銘、林意雪譯，1996，頁 137），她
認為教師若賦予孩子說演故事的權利，將

焦點「轉到小孩身上時⋯⋯對我自己的角

色就看得比較清楚」（H-39-9-1-1）。故
裴利故事說演教學的目的是洞察孩子的自

我，以澄清自己的教學角色。

（二）指引自我、使人信任的內在動力

裴利曾向孩子說：「我們裡面都有某

種東西，只有我們自己看得見的東西，只

有我們自己聽得到的東西」（B-151-8-1-
2），她雖未明言我們裡面的某種東西是
什麼，但她說「這個東西，會從他們的故

事裡出來，從我們的戲裡出來」（B-151-
10-1-2），如同她說作家李歐‧李歐尼「他
的藝術來自⋯⋯內在的發揮」（B-150-
5-1-2）。超個人心理學者李安德指出，
Assagioli認為藝術創作是來自內在動力、
高級驅力等高層潛意識的運作（若水譯，

1992）。由此看來，故事說演可謂個人高
層潛意識的運作，體現個人的內在動力。

個人體現的內在動力具有指引自己

超越困境的功能。裴利說：「每當我進入

一個新的領域，我會想要編個我自己的故

事」（B-53-1-1-2）。例如，裴利在異地
孤單的時候看見喜鵲，她於是「發明了一

隻愛說話的喜鵲來拯救那些寂寞、害怕的

人」（C-14-14-1-2）。裴利的內在動力
體現於喜鵲的故事，指引自己超越所處的

異地，轉化負面情緒，她承認喜鵲第一個

拯救的人竟是她自己。

再者，裴利發現自己創造的喜鵲具有

「一股比嫉妒更有力，比惡意或衝動更能

讓人信任的力量」（C-86-21-1-2），因為，
聆聽故事的孩子相信故事中的喜鵲會阻止

碧翠傷害安娜。裴利的內在動力體現為助

人為善、使人和睦的喜鵲故事，不僅指引

裴利自己超越教學困境，澄清她的教學角

色，更使孩子如同信任喜鵲一般，相信裴

利的班級規定「不可以說你不能玩」，學

習成為更好的自己，可以接納不同的人。

綜合而言，說演故事是個人內在動

力的體現，具有指引自我和使人信任的功

能。所以，裴利以李歐‧李歐尼的比喻告

訴孩子：「每一個人都有我們自己的一塊

起司，我們必須不斷的去啃、去咬、去看

裡面有什麼」（B-151-14-1-2），她觀察
到我們因為「渴望著要發現內在有什麼」

（B-152-15-1-2），就必須不斷地去體現
內在的動力，創造和說演故事，好認識自

己。如同裴利班上的孩子說：「我就是這

樣把我心裡的東西翻譯出來、解釋出來」

（H-33-13-1-2）。說演故事做為裴利和
孩子內在動力的體現，是裴利教學的重要

資源，她可以由此瞭解孩子和自我，得到

教學的指引和力量。

二、 故事說演教學提供社群歸屬
與道德典範

（一）幫助孩子表達自我和同理他人

裴利無法忽略「那些受到排擠的孩子

們一張張難過的臉」（C-21-14-2-1），
她由說演故事幫助孩子理解被排擠的寂

寞，用故事為孤單的孩子發聲。例如，當

裴利敘說雷蒙沒有朋友的故事，引發其他

孩子的共鳴和傾訴：「我想當麗莎的朋

友，可是她不肯」（C-104-4-2-1）。裴
利的故事說演教學促進孩子表達自己的處

境，使孩子們有機會溝通感受和想法，同

理他人，目的是使孩子與人連結。例如，

麗莎聽完廣子的傾訴後，也願意與自己不

喜歡的廣子一起說故事：「假裝我們住在

一個美麗的古堡」（游淑芬譯，199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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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儘管有些孩子自己選擇與人分隔，如

同裴利班上的傑生：「他是一位最為純粹

的局外人⋯⋯是他自己介定的意向，分隔

我們」（H-16-6-2-1），裴利認為傑生的
直升機機棚象徵「孩子在教室裏的孤獨和

被誤解的感覺」（H-247-19-2-1），她察
覺到孩子內在「最終極的恐懼和失落⋯⋯

是分離」（H-247-9-2-1），而這種孤獨
和分離的感覺其實來自：「我們是獨特的

個體；沒有人會完全和你我一樣」（H-
247-20-2-1）。故裴利故事說演教學的目
的是「在不模糊掉我們個人的輪廓的條件

下，找出一個共同的參考核心」（B-8-8-
2-1）。

裴利找到這個共同的參考核心是「當

我們跟著那些發出不平之聲，和為新痛苦

哭泣的人擔憂時」（H-181-16-2-1），當
孩子可以同理故事主角的感受，「就把

教室這個家庭緊緊地維繫在一起」（H-
181-18-2-1）。換句話說，當教室的成員
在故事說演中表達自己，傾聽彼此的感受

和想法，便可能同理他人，同時找到彼

此共同的參考核心，建立連結關係。她的

教學示範：故事可以促進孩子自我揭露

（Atkinson, 2002），理解不同處境的人
（Lawrence & Paige, 2016）。

（二）共享快樂記憶和想像世界的歸屬

故事能培養共同體的感受（Atkinson, 
2002）。如裴利故事說演教學的示範：教
師如何使用文學作品或個人創造說演的故

事，使每個人「以一種難以解釋的方式，

將⋯⋯彼此貫串在同一種旋律裡」（B-
30-12-2-1）。當孩子引用大家都喜愛的
故事對白：「別走開！改天我會抓到你的」

（楊茂秀、陳鴻銘、林意雪譯，1996，頁
84），「書中對話，逐字不漏地被引用，

使得一個團體更緊密地結合在一起」（H-
84-13-2-1），因為故事可以釋放「他們
共同擁有的特殊世界裏的快樂記憶」（H-
84-15-2-1）。

而且，裴利的故事說演教學使孩子

彼此「分享了一個想像的故事，有了角色

可以演，⋯⋯就有了人物和空間的歸屬」

（H-28-5-2-1），當孩子發現自己與故事
的關聯，他們「個人的保護性象徵會與團

體共同的儀式相混合」（H-267-10-2-1）。
例如：孩子發現《別哲提諾》的插畫和瓦

耳特的畫很像，這使得瓦耳特注意到自己

和故事的連結，「別哲提諾現在是『瓦耳

特的書』」（B-113-18-2-1），瓦耳特經
由演出《別哲提諾》的故事，經驗自己與

社群的連結和歸屬關係：

瓦耳特常來問他們：「我是你們的

一部分嗎？」而他們回答：「是的，

我們需要你，我們才能變得完美。」

（B-114-2-2-1）

孩子說演故事時，會使用他人的象

徵，建立與他人的連結。裴利認為孩子使

用共同的象徵是社會化的表現（楊茂秀、

陳鴻銘、林意雪譯，1996）。她觀察到孩
子都想「把自己編到別人的故事裏面去。

或者是想要說服同學來參加你自己的故

事」（H-27-6-2-1），故事將所有人編織
在共同的想像世界，使「教室變成了一個

有機運轉的家庭」（H-181-12-2-1）。教
師可以運用孩子說演的故事，幫助孩子適

應歸屬新的團體，例如教師告訴孩子：「你

在熊的洞裏時，是巧福的父親，你必須到

他那一桌」（H-27-14-2-1），孩子就能
理解。裴利的故事說演教學提供孩子彼此

共鳴的快樂記憶和想像世界，目的是使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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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經驗連結歸屬，讓「學校開始有家的感

覺」（H-245-14-2-1），找回每一個失落
的孩子。

（三）提供反省實踐道德信念的典範

裴利的故事說演教學充滿對於道德

信念的反思和實踐，她以故事傳遞道德信

念，提供孩子實踐道德的模範，就像喜鵲

的故事鼓勵孩子「一個勇敢的小孩，要承

認自己做錯」（C-116-22-2-2）。對裴利
而言，其實教室最重要的道德信念是「公

平」，例如，裴利和孩子討論《甜狗與金

翅膀》的故事，她問孩子：「他的朋友對

他不公平？」（B-38-8-2-2）。

裴利在故事說演教學中，不僅邀請孩

子用「公平」的信念檢視故事內容和他們

的行為，同時她自己也用「公平」的信念

反省自己教學的過程。例如，她希望孩子

的「每個作品都得到老師同樣的注意力、

同樣的待遇」（C-85-17-2-2），裴利認
為孩子說的「不見了與找到了」的故事更

具力量，因為「在其中，所有的成員都公

平地互相交換」（H-127-1-2-2）。

裴利的故事說演教學是反省和實踐

道德信念的途徑：她致力於賦予每一位孩

子公平發聲的權利，傾聽每一位孩子的故

事，她認為「我們的目標不是幻想，而是

公正性」（H-16-19-2-2），她發現孩子
在虛構的故事形式「最容易步入合理行為

的道路」（H-156-22-2-2），所以，她創
造喜鵲的故事做為行為改變的建議，讓孩

子瞭解「教室是大家的」（C-28-16-2-2），
希望孩子「知道怎樣做才是公平」（C-
99-16-2-2）。因為，裴利認為「教室乃
是孩子開始學習公正的所在，也是教學成

為道德行為的所在」（H-16-2-2）。

裴利的故事說演教學是她實踐公平信

念的途徑，她經由說演故事引發孩子產生

共鳴，學習同理處境不同的人，反思個人

行為，實踐道德信念，目的是要幫助班上

孩子「在這個公共的地方，不僅有親密的

友誼，也有平等參與活動的機會」（C-
34-19-2-2）。實際上，故事原始的功能
正是強化道德秩序的規範，並為社會的需

要形塑個人（Atkinson, 2002）。裴利由
故事說演形塑孩子的道德信念與行為，目

的是使教室公平的成為所有孩子的歸屬，

實踐她的道德信念。

三、 故事說演教學宣揚自然與人
的關聯和共好

（一）自然與人類的相互關聯創造奇蹟

裴利的喜鵲故事來自她所謂的奇蹟：

「即將發生的奇蹟卻是令人驚愕的⋯⋯樹

上的一隻鳥開始對我講話」（C-16-1-3-
1）。裴利人在異地倍感孤單的時候看見
一隻喜鵲對著她叫，她驚奇的不是喜鵲的

啼叫，而是自然環境在她孤單的時候正好

賜下一隻愛說話的喜鵲，令裴利稱為奇蹟

的是外在的自然環境竟回應自己內在的渴

望。

因為，外在的自然環境和裴利的內

在產生關聯，使她感受到來自大自然的引

導：「那隻鳥只是繼續往前面的樹枝移動，

好像在引導我」（C-16-6-3-1）。那一隻
喜鵲引發裴利的內在動力，她從外在的自

然環境取得喜鵲的形象，創造出一個幫助

孩子彼此接納的喜鵲故事。外在環境與內

在動力相互結合，成為裴利故事說演教學

的資源，也是她所謂的奇蹟。

（二）促進人類與自然互惠共好的關係

裴利故事說演教學為自然的花草動物

賦予人的特徵、情感和思想，一方面可以

增加孩子對自然感到親切的情感，另一方

面，裴利的故事會以孩童的口吻宣導「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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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自然」，具有教育的寓意。如安娜公主

的自白反省：「真不好意思。我剛剛就像

大人們一樣想把你們摘回家。不過，從現

在開始，我一定不是你的敵人」（C-59-
1-3-2）。裴利說的故事不以成人的姿態
說教，而是以孩童的角色做為愛護自然的

典範，表現與自然為友的態度。

而且，裴利以孩童的角色代言愛護

自然的心理報酬：「我喜歡幫助那隻小動

物，那種感覺好快樂」（C-95-22-3-2）。
她的教學以擬人化的自然故事示範：當人

愛護自然，會感到快樂，人與自然可以互

惠共好。孩子也會在說故事中展現愛護自

然的意向：「我就把牠（老鷹）的翅膀包

起來」（C-53-11-3-2）。如研究發現，
將自然擬人化可促進人的親環境行為（宗

陽、王廣新，2016）。故裴利故事說演教
學的目的，在於促進孩子愛護自然環境的

道德行為。

四、 故事說演教學揭示裴利對神
聖的想像

裴利尋找的神聖是什麼？裴利說演的

故事反映其對神聖的想像：她將自然現象

視為神的化身，動物是神的使者，例如：

她的故事提到「霧之神，火之神」（C-
130-9-4-1），及其故事中的喜鵲被視為
「是天神派來的使者」（C-38-6-4-1）。
而喜鵲的故事揭示裴利相信「這個世界上

有一種奇妙的魔力」（C-152-18-4-1），
這一種神奇的力量，使喜鵲將故事主角的

命運因緣巧合的結合在一起；如同裴利渴

望她的教學能將教室所有人整合為一體。

裴利尋見教室中心的舞臺具有這一

種神聖性：「當故事在表演時，那兒是神

聖不可侵犯的」（H-73-8-4-1），孩子知
道不是演員的人不能在舞臺上，這是屬教

室的社會契約。以傑生為例，他原將自己

單獨封閉在直升機的幻想，有別人與他互

動的時候，他只會回答他的直升機壞了，

更無視於舞臺的規則和故事。然而，在某

一次說故事的舞臺上，有孩子說故事中的

小松鼠看見傑生的直升機：「他們聽見它

飛過，然後它降落在這裏」（楊茂秀、陳

鴻銘、林意雪譯，1996，頁 74），傑生
竟然跨出他的第一步，有意圖的加入舞

臺上說演的故事，他停在說故事者指定

的位置說：「噗！我把引擎關掉了」（頁

74）。

裴利指出傑生的轉變是因為「在假

裝的舞臺上，任何的認同都是可能的，秘

密的思想得以安全地彰顯⋯⋯大作家們知

道這個真理」（H-27-20-4-1），舞臺做
為一個分別為聖的空間，提供實驗的機會

讓人學習社會化：傑生一方面可以認同自

己做為觀眾，觀看和學習如何符合教室中

的社會契約，直到傑生他可以使用直升機

的幻想，認同創作者給予的角色，按創作

者的劇本進入故事場景。當傑生假裝自己

是別人的時候，他便可以安全的展現自己

內在的感受和想法，將他的想像化為與人

合作的行為，以表情、肢體和聲音構成教

室共同的經歷，他與社群間的分隔線便開

始模糊，超越個人的轉化由此發生；教室

成員因這特定空間揭開彼此共鳴的幻想世

界，從單一的個體結合而成真正的整體。 

五、小結

根據研究分析的結果，從裴利故事說

演教學揭示出的靈性意涵，可見故事說演

教學歷程發生的意義：教師提供說演故事

的空間，故事可以成為教室成員共同的想

像世界，個人在想像中取用自然環境的形

象，創造屬於自己的故事，體現自己的內

在動力，不僅學習如何表達自己的內在，

也可同理他人的感受，教師有機會瞭解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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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為教學困境尋求指引和力量，使用故

事做為道德典範，使孩子可以反省和實踐

道德信念，表現與自然環境共好的態度，

使教室成員共享故事說演的快樂記憶和歸

屬感，將教室所有成員結合為一體。

伍、結論與建議

基於研究分析，可知裴利的故事說演

教學能提供指引個人的明鏡與力量，做為

社群連結的歸屬與實踐道德信念的典範，

表現人與自然的關聯性和共好，揭示人對

超越的想像。本研究結果可以揭示裴利為

何目的而教，及其如何教的方法和資源，

重新評估裴利對教學的觀點和貢獻，提出

相關建議。

一、結論

本文為使研究結論更具有方向性，以

下由裴利的教學目的、方法、資源、觀點

和貢獻等，綜合結論如下面各項。

（一）裴利的教學目的：幫助孩子和睦相
屬的道德實踐

以靈性為向度分析裴利故事說演教

學的內在意涵，可揭示裴利教學的最高目

的是為實踐道德信念：她賦予每一位孩子

公平發聲的權利，避免教師獨斷的觀點，

她從孩子說演的故事瞭解他們的內在，

提供孩子共享的神聖空間，孩子可以自由

地說演故事揭露自己的感受，使人產生共

鳴，幫助孩子從中經歷自己與社群的相互

連結和歸屬，使教室成員成為一個群體，

一同向故事的典範學習實踐道德信念。可

知，裴利所有教學一致的目的是實踐助人

為善、使人和睦、相互歸屬的道德轉化工

作。

（二）裴利的教學方法：提供孩子共同說
演故事的空間

本文分析裴利故事說演教學的靈性意

涵，揭示裴利故事說演的教學方法是以舞

臺為中心，舞臺做為教室內分別為聖的共

同空間，呈現故事說演如何做為社群可以

共享的想像世界：孩子在這個空間感到安

全，因孩子一方面可以做為觀眾，觀察和

學習他人如何採取社群期待的合作行為；

另一方面，孩子可加入故事說演，用表

情、肢體和聲音將他的想像化為行為，在

表演當中安全地感受、思考好與壞、歡樂

與痛苦、友誼與傷害，超越現實身分進入

共同的想像世界，在共同的舞臺上與社群

連結和歸屬。

（三）裴利的教學資源：自創故事體現內

在動力的指引

裴利故事說演教學使用的故事資源多

元，不僅來自文學作品、傳說、孩子的家

族故事，還有她和孩子創造說演的故事。

裴利以她和孩子創造說演的故事作教學資

源，重視每一個人內在動力的體現，從中

瞭解自己和孩子，尋求教學的指引。以前

面談的傑生為例，當傑生主動回應其他人

說的故事，就是向裴利展現他準備更進一

步社會化的意向，裴利經由故事說演洞察

傑生的渴望，成功的引導傑生學習說出他

個人的故事。同理，裴利也運用自己創造

的喜鵲故事，用以克服教學上的困境，使

孩子更信任她。

（四）裴利的教學觀點：故事交織出教學

歷程的共同意義

裴利對教學的觀點，反映在她對孩

子的理解，她把孩子看成說演故事的人，

孩子能由視覺化的故事，體現個人的內在

動力，教師透過瞭解孩子得到指引。裴利

自認自己身為教師所做的最好的是用故

事「將這個幼兒學校裏發生的每一件事，

都拉上關係，串聯起來」（楊茂秀、陳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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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林意雪譯，1996，頁 16）。身為教
學者的裴利，澄清個人教學觀點的方式也

是經由說故事，她用故事串聯自己和孩子

的故事，為教室發生的事件尋找解答，反

省個人的教師角色，她的故事作品使孩子

的聲音不只在教室被聽見，而且被更多教

室以外的成人看見，孩子才得以在故事中

被成人真正的認識。對於裴利而言，故事

做為教學的內在意義網絡，為教學者、學

習者在教學歷程中的所有活動交織出共同

意義。因此，研究者得以窺見其教學內在

的靈性意涵。

（五）裴利的教學貢獻：故事說演做為賦
權和合一之路

裴利公平的賦予每位孩子向內瞭解

自我，向外自我表達的權利，孩子經由故

事說演學習與自我和社群連結，教師也因

瞭解孩子，得以克服自己與孩子的疏離，

找到教學的角色，實踐公平的道德信念。

裴利的教學使人和自我、他人走向和好、

合一的道路，她在教室內致力實現大同世

界的理想，示範教學如何可能成為道德

轉化工作。如同裴利對所有教師的建言：

「你有很大的力量能從事一些道德轉化的

工作」（林意雪譯，2002，頁 65）。如
Lawrence與 Paige（2016）指出說故事是
賦權的方法，使弱勢者有能力為自己發

聲，使人瞭解自己，並且得到他人的同理

和接納，如此人和自己的異化、人和人的

疏離得以治癒。

本研究的結論使我想起一個罹癌的

孩子，她一次次的說著小羊被人宰殺的故

事，她說的是她在手術臺上的恐懼和孤

獨？或是，她正憂慮死亡臨到？只有孩子

自己才能揭示她內在的真實。裴利的故事

說演教學提醒：幼兒教育工作者若賦予孩

子說演故事的安全空間，脆弱的孩子也可

以自由地揭露深層的恐懼，他們孤獨的

經驗將化為幻想故事，成為教室共同的經

歷，觸動彼此真實的共鳴，所有人都有機

會感受和同理彼此的處境，孩子將不再單

獨地面對生命的難題。故事說演做為賦權

和合一之路，使疏離的單一個體合一成為

真正的整體。

二、建議

研究者基於研究結果和結論，歸納對

現場教師和未來研究者的具體建議，如下

面各項。

（一）建議教師規畫共同說演故事的空間

本研究結果揭示裴利的故事說演教學

有助孩子認識自我和社會化。Cooper認
為裴利的教學有助孩子的社會和情緒發展

（黃孟嬌等人譯，2011）。學者指出，
孩子把故事視覺化的歷程有助他們瞭解

自己與他人的關係（Lawrence & Paige, 
2016）。故建議現場教師應該規劃孩子共
同說演故事的空間，有助孩子表達自己和

同理他人，促進教室成員彼此連結歸屬。

（二）建議教師重視孩子自創說演的故事

本研究結果揭示個人自創說演的

故事，可以體現個人的內在動力。孩子

由故事賦予生命經驗意義（Atkinson, 
2002），在故事中建構和理解自我（黃孟
嬌譯，1998），喚醒內在意識（Bhagwan, 
2009）。現場教師應該更加重視孩子自創
說演的故事，從孩子的故事理解他們個人

的內在世界，以澄清教師自己在教學中可

以扮演的角色，為教學困境帶來指引。

（三）建議未來可研究靈性和學習的關聯

本研究的成果可反映靈性做為具包容

性、多元化和非威脅性的精神向度，如何

提供教學者另一種觀看教學的角度，照見

個體所處的生物心理社會環境和其靈性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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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相互關聯性。本研究分析裴利故事說

演教學的靈性意涵，彰顯出靈性和教學的

關聯，建議未來的研究者，可更進一步探

究靈性和學習的關聯，瞭解個體不同的靈

性向度如何因為學習的歷程而產生轉化？

以及個體學習不同形式的藝術創作如何影

響其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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