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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教育行政 

科 目：教育心理學 

彭博老師 

甲、申論題部分 

一、請問何謂「修復式正義」(restorative justice)?又如何使用修復式正義的原則與程序來處理校園

的衝突?(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修復式正義與修復性諮商的理念已提出多年，故有許多考生應該不至於太陌生，

但因為是實務導向問題，且屬於校園行為處理議題。因此，本題首要明確定義修

復式正義的內涵目的與實施要素與程序，並將上述理念與做法，具體陳述如何以

此解決校園衝突或霸凌等事件，重點必須符合教育原則與法規，考生在答題時，

亦可著重在於校園人己關係溝通、人本價值諮商關係的教育價值與社會公平正義

理念的實現。 

【擬答】 

近來台南市政府與台南地方法院檢察合作，將引進修式正義處理校園反霸凌及衝突事件，成

為全國第一個運用及推動的縣市，更是教育界的創舉。近來犯罪學裡推動的修復式正義主張

將受事件影響的各方當事人聚在一起，陳述雙方與社會所受的影響，共同討論解決及回復原

狀的途徑，並預防類似事件的再生，這樣的理念與想法，與教育中想要教導的價值觀是一致

的。 

『修復式正義』定義為：犯罪是對對人們及人際關係的侵犯，因此破壞關係之人，便有義

務去回其原來的狀態，且在此修過程中，應讓加害者、被害者及社會共同來謀求解決之

道，以便能修補和解及再次獲得安全感。本題應將修復式正義定義為：在學生的衝突或霸

凌行為中，將相關的當事人聚集在一起，透過調解斡旋之會議程序，協調出應如何修復衝

突霸凌行為，所造成後果的一種過程。其重點在損害關係上的補救與修復，認為犯錯者必

須為所造成的犯錯行為與傷害負起責任，盡力補償被害者、家庭班級學校甚至社會的傷

害，最後則希望將加害者與被害者重新健全整合於學校社會發展，而非依賴處罰與制裁來

達成目的。 

學生產生偏差行為時，諸如肢體衝突言語辱罵恐嚇破壞上課秩序等，即可應用所謂修式正

義理念，其重視傷害之修補而非懲罰協修傷痛排解衝突，而不是用於處罰加害者的一 種實

踐方式藉加被害學生與所有關係者間嚴的對話寬恕道歉與關係 修等整合程序，使加害者能

避免落入烙式羞恥惡性標籤下成為真正犯罪 人，並誠心的改過向善;被害者也能得到心理

物質或關係上的滿足與修;加 被害雙方與班級或學校間的損壞關係也能藉此得到修，重新

將加害者整合並提 供一個具安全感的學習環境予被害者。 

以下僅以修復式正義的原則與程序，來處理校園衝突、攻擊或霸凌行為，應重視的原則與

參考的處理程序：修復式正義的程序首先要請當事人參與，讓整個事實可以真實完整的呈

現，在過程中予雙方皆有發言的機會，以得到情感上之紓解，並設法補償被害人與修復雙

方損害之關係。達成修復式正義之目標，有以下要素： 

說實話。 

https://www.public.com.tw/


公職王歷屆試題 （111地方特考） 

共6頁 第2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s://www.public.com.tw 

 

公
職
王 

面對面：經過說實話之過程後，各方當事人釐清衝突事件的始末或細節，使整個事實可

以真實且完整之呈現，並透過自表達各自情緒心靈上的創傷來使情感得到抒解。 

人權保障：修復式正義程序首先應重視雙方當事人的自願性，避免任何一方是受到壓迫

來參與且必須避免各方當事人間權力的不平衡。 

結果：面對面協商的結果，就是要有協議結果的出現，以及協議的付諸執行。 

評估：修復式正義評估的結果，才是判斷一個修復程序是否為修復式正義的充足要件，

修復式正義是結果導向的，修復式正義應以損害的關係回復多少為評量之標準，而非以

加害人是否受到等價式的懲罰為標準。  

結論：修復式正義的理念的推廣與落實，可從以下三點作為起點。 

學校改善面，應強化校內理念宣導與訓練：校規明訂鼓勵修復傷害，並規定於會議結

束後，令加害者持協議內容確認單，請被害者簽名確認，來作為行為之後續追蹤。 

學校應落實導師制與增加導師時間，並由學務處召集組成修復會議委員會，且暢通申

訴制度，當遇有跨班級或申訴案件，則轉由該委員會的專責修復促進者，處理教育學

生。 

衝突與霸凌事件的旁觀者也應負其責任。上述實施過程三階段中，應著重於實施修復

會議之前置運作，落實預防校園衝突霸凌的發生。另外，在家庭面，應對父母實施親

職教育課程，或給予親子教育相關資訊。家庭內的衝突可以修復式正義理念處理，並

與學校攜手合作，以教育孩子正向人格，避免校園衝突霸凌行為發生。 

參考資料：陳昭穎(2014)：修復式正義應用於處理校園霸凌事件之實施過程與評價。

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碩士論文。 

 

二、請問「成功智力的三元理論」(Triarchic theory of successful intelligence)包含那三種成功智力?

又教育工作者如何從學生的行為來評量其是否具備這些智力?(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本題並不難，必須正確簡要敘明史騰伯格成功智力三元素的內涵與應用。並依

此智力觀念，說明如何具體來評量與觀察學生行為表現，因此，考生答題時可

將多元評量與真實學習和素養評量的內涵與精髓充分呈現出來，必能獲得高

分。 

【擬答】 

成功智力的三元理論」(Triarchic theory of successful intelligence）是美國心理學家斯騰伯格 

(Robert J. Sternberg) 於 1985 年首次提出。他主張人類智力是由三個不同維度形成的複合

體：包括組合智力、經驗智力、情境適應智力，史騰柏格認為以上這三種智力，並非各自

獨立、互不相干的，而是三面一體、相輔相成的。以下針對三者詳細說明。 

組合智力(componential intelligence)：指善於記憶、辨別、分析、判斷、從而找出問題答

案的能力,傳統智力測驗所測到的能力。 

經驗智力(experiential intelligence)：指善於從經驗中得到啟發與領悟，從而形成個人的創

造性能力。 

情境適應智力(contextual intelligence)：只因應環境需要而隨機應變的能力，情境因應智

力高的人，在生活適應時既能改變自己適合環境要求，也能改變環境條件從而達到自己

追求的目的。 

史騰柏格的三元智能理論對於教育產生很大的影響，教育工作者應該依此具有正確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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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尤其史騰柏格認為智力並不等於智商，它還包括存在現實世界中多項生活能力，這種

智力觀更接近真實生活情境中的智力定義。史騰伯格強調智力是可以訓練的，智力的表現

會隨著「生活廣度」的改變而改變。因此，智力是可以訓練的。要如何評量學生具有這些

致力要素呢？可以以下幾種原則進行行為評估與觀察。 

採用質的分析方法來闡述智力:智力測驗的評量的方式逐漸重視質的分析與採用文化生態

的(cultral ecological)的觀點。且可多採用實作評量、真實評量、定錨評量、歷程檔案評

量、動態評量等觀點與策略。 

重視實用智能的培養:史騰柏格十分重視實用智慧，尤其對生活中實際應用的能力之重

視，因此情境式的學習與認知學徒制的教學與評量方式，和社會建構學習及合法周邊參

與等系統觀念，都是其評量重要關鍵因素，且與 108 課綱所揭櫫的素養目標有異曲同工

之妙，及重視認知情意、行動實踐與意志目標的達成。 

教學的內容及方法兼顧學生的個別差異與多元發展:課程的設計應與學生的實際生活相結 

合，注意學生的認知型態與個別差異，並配合其個人經驗及文化背景，使教學內容 及方

法能兼顧三種智能的應用。 

 

三、創造力是最高層次的認知學習目標，也是學生未來成功的關鍵因素。請問創造力表現最重要

的特徵為何?又教育工作者如何評估學生是否具有創造力?(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本題並不難，若能以創造力定義的各層面（個人、系統、歷程、產品）去闡釋

創造力的特徵，當然最為完善。評估創造力標準測驗評估創造力之外，最重要

如何在實務教學過程中評量出學習歷程的創造力特性與產生，可能更為重要，

考生應就此點加以發揮，配合教學課程與評量綜合答題尤佳。 

【擬答】 

OECD 針對全球 15 歲學生進行的 PISA（國際學生能力評比），向來是各國教育界人士

關注的焦點。從 2000 年以來的第一次評測起，測了閱讀、數學、科學，在近年也加測創造

性思考（Creative Thinking）。OECD 指出，創造性思考跟學業興趣、成就、甚至自我認

同、社交與情緒發展都息息相關，因為它能夠用新穎又對個人有意義的方式，幫助學生解

讀各種經驗、行動與事件。因此，創造力既是重要特質、能力也是教育目標與評量內容。

以下針對幾層面說明創造力的特徵與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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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力是一種能力  

流暢性：指觀念或思考的流暢性，也是指對問題產生多少中肯的觀念或解決方案的能

力。  

變通性：意旨變化思想方式，擴大思考範圍，產生不同類作品的能力。可分成自發性變

通及適應性變通。  

獨創性：是指觀念或思考上的獨性、新穎、不尋常的特性。  

精密性：是指能在思考上、觀念上精益求精、力求完美、更精緻更完備的特性。 

創造力是一種心智歷程 

以 Wallace 的觀點，創造力(產品)產生過程分為： 準備期 醞釀期 豁朗期 驗證

期。 

創造力是人格特質的顯現 

人格特質使人具有創造力，，以 Amaibile 的看法，創造力包括創造力領域知識、創造力

技能態度人格、成就內在動機。 

創造力是一種系統觀：以奇克森特米海伊（Mihaly Csikszentmihalyi）的觀點認為：創造

力的特徵與個人特質、領域(domain)、學門(field)有密切關聯，尤其是守門人的角色，更

決定創造力的鑑定與認可。 

如何評估學生是否具有創造力，除了標準化創造力測驗的施測評估之外，如威廉斯創造力

測驗、托倫斯思考創造力測驗等。在教室裡，可以讓學生演練聚斂性（有標準答案或符合

特定目標）與發散性（沒有標準答案、多元化）的思考，鼓勵孩子開放心胸、勇於體驗各

種新事物與接觸不同領域的知識，深入了解有興趣的專業領域，用不同的方式表達，尋求

新的解方，設定目標與創造自我信念，與人合作，老師要特別重視與激勵學生，讓學生有

產生創造力的環境與動機。重視 STEAM 課程所重視的設計解決問題等學習歷程與評量過

程，同時以 David Kolb 的學習經驗圈理論的學習歷程，來評估在創造力產生的各種學習歷

程，包括： 

具體經驗(Concrete Experience，簡稱 CE)：強調以個人的感覺進行學習(learning from 

feeling)的能力。 

省思觀察(Reflective Observation，簡稱 RO)：強調用看與聽等觀察來學習(learning by 

watching and listening)，作任何決定之前會先仔細的觀察周遭環境、事物的變化，喜歡由

不同的角度來看事情，以尋求事情真正的意義。 

抽象概念(Abstract Conceptualization，簡稱 AC)：強調以思考來進行學習(learning by 

thinking)，會從邏輯的分析與概念來學習，先對情境完全瞭解之後，才做出有系統、有

計畫的行動。 

主動驗證(Active Experiment，簡稱 AE)：強調以實際操作來進行學習(learning by 

doing)，有能力及耐心將事情完成，喜愛冒險性的活動，並且採取行動去影響周遭的人

事物，以上這些都是評估創造力的重要因素。 

四、請問何謂「固定心態」(fixed mindset)、「成長心態」(growth mindset)?又學生持有「固定心

態」或「成長心態」將會對其學習的動機與表現產生何種影響?(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本題對所有考生而言，應該相對容易。解題重點在於說明兩種智力與能力觀的

涵義與在生活中可見的例子。並就此闡述兩種心態與學習目標的關係和對表現

與學習動機的影響，即可獲得高分。但多舉例說明尤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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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答】 

Mindset(心態)指的是每個人持有的一套假設、方法或觀念，即每個人心裡記錄著發生在自己

身上的事情，並且持續解讀這些事情代表什麼意思，並依此主觀解讀意思來決定未來的行為

動力。 

史丹佛大學教授 CarolDweck 認為心態可以分為兩大類型： 

固定型心態（Fixedmindset）：認為自己的聰明才智、控制周遭世界的能力、社交能力等

都是固定無法改變的。 

成長心態（Growthmindset）：相信現在只是起點，總是會有改變和進步的空間，成功不

一定是由上天注定的，能力和智慧是可以經後天培養的，失敗與挫折只是人生路上的片

段經歷而已，失敗並不代表是自己愚蠢，就算是天才也得經歷一番努力才能成功。才能

是可以經由鍛鍊改變，將挫折只是挑戰，只有盡一切努力才有可能成功。 

CarolDweck 發現，當學校課程越來越艱深時，持「固定心態」，特別是那些將以往的成

功歸因於是自己天生聰明的學生，會過得特別困難，並且成績表現會突然下降，因為情況

是不可以改變的，所以特別容易感到挫敗，充滿壓力，甚至會放棄，這種情況在小學過渡

到中學，與及中學過渡到大學時特別明顯。他們往往會貶低自己的能力，千方百計地找理

由藉口來合理化自己所處的困局，於是滿腦都會出現：「我沒有天分。」。相反，「成長

心態」的學生視失敗只是過程的一部分，從失敗的過程中必定可以學習到一些東西，讓自

己變得更聰明，避免重蹈覆轍，他們會承擔錯誤，相信自己是可以做得到的。 

也因此固定心態者多會採取表現目標，而成長心態者多或採取學習或精熟目標，而這也是

決定他們成績表現與學習動機是否能夠持續，以及是內在動機與外在動機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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