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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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哲學 黃天老師解題 

一、校園霸凌事件層出不窮，試從《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的思想

論述解決之道。（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偏難: ★★★★ 

難度偏難，主要因為需要特別重視中庸的思想精隨，且進而論述於教育現場之實踐。 

《破題關鍵》 

需要將潛能開展、性善論、潛在課程加以融入，並論述「反霸凌」解決之道。 

《使用學說》 

生命教育、性善論、自律動機等學說。 

【擬答】 
「反霸凌」的教育實踐是建立對生命的尊重、人性的尊嚴與健全的人倫關係之中。涉及人性

論、教育目的與實踐哲學等整合性的教育哲學思想，而《中庸》揭示的「天命之謂性、率性

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正可作為「反霸凌」教育實踐之參考。以下茲就《中庸》哲思主軸論

述解決之道。 
啟發學生良善的本性-「天命之謂性」 
「天命之謂性意旨：即是一種自然天道中的「本性」，萬物各有其存在的模式與基本的特

性，而教育則是要啟發學生天性本善。因此，教育活動安排要能夠引發學生良善好的一

面，開啟潛能，讓學生能自我肯定。 
依循良善本性-「率性之謂道」 
「率性之謂道」，意即依循良善的本性，順著本性走下去，即是實踐人生的正道。 如此，

不讓後天社會環境中的貪嗔癡私慾所蒙蔽。因此，教育活動應培養學生的自律實踐，秉持

Imm.Kant 所主張之良善動機，以真摯的自律行為來培養學生道德並處理校園中的人際關係。 
安排潛移默化的德行活動-「修道之謂教」 

「修道之謂教」，意思是透過教化活動，修養自己走上人生正途。重視學習、成長、教化

的作用，即是「修道之謂教」。 
因此，可透過潛在課程、潛移默化的境教或身教，培養 Aristotle 德行倫理學實踐理性智慧，

落實於日常生活習慣，並營造友善校園，以減少校園霸凌的可能性。 
 

二、教育家 Paulo Freire 認為「教育是解放人性的志業」。試闡釋此理念，並依此論述作為一位教

師所該有的圖像及其教學型態。（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偏易:★★ 

難度偏易，主要是考 P. Freire「人性化」教育之概念，而教師圖像與教學理念部分，可透過

黃天老師《教育哲學》書中的重點整理即可加以書寫。幾乎是屬於記憶性和教科書中重點整

理一樣的答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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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題關鍵》 

本題雖然屬於容易的題目，然要拿高分則仍需具有理論深度，將反對物化、意識化教育、教

師作為文化工作者也能加入論述內容，此外，教師圖像也建議延伸至 H.A.Giroux 教師作為

轉化型知識分子等深入之面向。性善論、潛在課程加以融入，並論述「反霸凌」解決之道。 

《使用學說》 

P.Freire、H.A.Giroux 批判教學論、存在哲學等思想。 

【擬答】 
教育家 Paulo Freire 對人性的看法深受存在哲學重視人主體性之影響，強調「吾-汝」的關

係，並引用存在主義的「主體性」與「自由」，闡釋人與人的對話基礎需建立在互為主體的

尊重關係上。 
一、Freire 主張「教育是解放人性的志業」之論述 
恢復人性化－反對物化、反對去人性化 
「人性化」的志業常遭受壓迫者的打擊，教育需幫助受教者經由「批判意識」的覺醒來完

成主體性的「解放」與「展開」。Freire 所致力的批判教育學的實踐即是一種恢復人性的

實踐，人性化是人類的志業，但常受到不義、剝削、利用及壓迫，去人性化是對於人性化

志業的扭曲。 
重視「吾-汝」互為主體的對話關係 
人性化 社會係指個體具有「自主性」及「批判性」的對話能力。由社會的面向以究，則係

指人人基於「吾-汝」相互尊重的關係，共同創造民主的文化。 
提倡「意識化」的教育： 
「意識化」（conscientization）係指學習去覺察社會上、政治上及經濟上的矛盾，並採取行

動，反抗現實中的壓迫性因素。透過意識化的教育，使人們覺悟自身遭到壓迫，產生「自

覺」、進而尋求「自決」，並透過「實踐」改變此狀態。 
二、教師圖像及其教學型態啟發 

教師作為文化工作者 
Freire 所主張的教育是一種恢復人性化的「解放教育」，教師的角色則是批判的文化工作

者（critical cultural worker），於《教師即文化工作者：致勇於教書的人們》一書中所形塑

的教師圖像，在教師特質方面，Freire 認為教育工作者必須先是世界的閱聽人，體會生活

世界與文字世界的連結性，重新檢視自身對於世界的前理解，進而產生批判的意識，教師

所應具備的內涵有謙讓、愛心、勇氣、寬容、果斷、可靠與耐心，而這些特質是成為進步

動能教師的養分，需要教師在教學過程中不斷地自我檢視與省思，才能逐步培養而成。 
強調平等的「師生關係」： 

Freire 認為以「權威」為基礎的論證將不再有效，透過世界的媒介與那些可認知到的事

物，人們「彼此」教導。教師的角色轉變為「同時身為學習者的教師」（teacher-
student），在與學習者對話的過程中，教師本身也受到教導。良好的師生關係建立在教師

對其與學生關係之間的覺知，其強調學生需要的是民主與互相尊重的教學關係。Freire 指

出威權式的教師無法共享發聲的權力，因為他們只會成為由上而下囤積知識的講述者，在

不自覺中壓迫學生使其成為被動的存在。 
反對「囤積式教學」（banking），提倡「提問式教學」（problem posing） 

Freire 認為主張教學型態並非「存放」的活動，囤積式教育係源於將人當作「物」的錯誤

理解，Freire 反對囤積式教育，因為它會讓受壓迫者不知自己處於受壓迫的 狀態。就其而

言，在人際互動之過程，對話與批判是必須存在的過程，可以使人 不受壓抑及使其具備批

判意識，改變受壓抑的過程；而提問式教學則是具體的展現了溝通，以「提問」及「對

話」的方式教學，朝向解放教育的發展，解放人們的心智。並且以致力恢復人性化教育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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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教育理想目的。 
透過對話，保持自主、反省的意識，加強彼此的對話，解放過去單一式思考的教育，加強

師生對話的機會，彼此辯證，才能明白歷史文化對個人的影響，並拒絕被動接受社會不合

理的現象，進而參與歷史文化脈絡的創造。 

 

三、試從試驗主義（Experimentalism）的觀點論述 108 課綱中的「探究與實作」理念及其實踐。

（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適中:★★★ 

難度適中，主要是考杜威(J.Dewey)實驗主義「做中學」、「教育即生長」、「學生中心」

等教育理念，這些 J.Dewey 主要思想可透過黃天老師《教育哲學》書中重點整理即可加以書

寫。而論述 108 課綱中的「探究與實作」理念及實踐，則可進一步運用教科書中的 J.Dewey
教育啟發，即可輕鬆應答。 

《破題關鍵》 

本題哲學理論雖然不難，透過教科書的重點整理即可輕鬆應答，惟若要拿高分則需再進一步

論述學生中心的學習者主動性及課程教學上的實踐啟發。 

《使用學說》 

J.Dewey 試驗主義（Experimentalism）、實用主義、學生中心教育思潮、課程統整。 

【擬答】 
試驗主義（Experimentalism）提倡者 Dewey 曾於《經驗與教育》相關著作中批判當時學校孤

立於生活，認為傳統學校是「世界上最難得到經驗的地方」，因此提倡「做中學」、「教育

即生活」、「教育即生長」、「教育就是經驗的改組或改造」等思想。以下茲就題意論述如

下。 



公職王歷屆試題  （111 地方特考） 

共6頁 第4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s://www.public.com.tw 

一、試驗主義（Experimentalism）核心觀點 
教育生長說—經驗的二大性質即「連續性」與「交互作用性」 
經驗的「連續性」，意指每種經驗從過去的事物中吸納了某些東西，同時也會 改變未來經

驗的性質。經驗本來就具有連結性和連續性，認為經驗的流動是連續的、一系列的事件。 
「交互作用性」的思維是透過生物與環境的互動關係來看，Dewey 認為經驗是人的機體和

環境互動 的整體（Dewey, 1929）。對 Dewey 而言，即是一種經驗的互動原則，是需考量

個體和各種 客觀條件的交互作用。 
有用者恆為真 
強調知識的實用性及驗證性，重視解決問題導向。重視問題發掘與問題界定，透過理性思

維逐步運用知識解決相關生活問題。持有用者為真之概說。「如果一個命題是有用的，那

麼它是真的」此為真理實用說的核心主張。 
學生心靈的主動求知 

Dewey 認為心靈是主動的，但理想主義者所認為心靈主動，只是重於內在觀念的啟發，自

我發現真理，而杜威認為心靈主動是積極思考出適應或改造環境的觀念，藉以指導行動，

以求其預期結果有效的實現。 
二、對 108 課綱中「探究與實作」理念與實踐之啟發 
內在教育目的與自主學習 
杜威主張理想的教育目的是培養自我控制的能力，也就是在參與活動中，培養個人的反省

和判斷力。 
重視統整及結合生活經驗的課程觀 
課程應切合兒童生活。課程不應採分科方式，世界是一個整體，分科的方式不合兒童對世

界的認知。課程的制定應以兒童需要為出發點。課程應應時而變，應地制宜。 
教學方法—強調做中學 
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力主發掘兒童興趣、需要以此為準則教學、設計課程、教材。Dewey
主張做中學的學習方式，從動手操作的經驗產生學習意義。而其實驗學校所發展的課程計

畫，主要是關於各種活動的計畫，其將各種學科圍繞著共同的中心組織起來，重視學生參

與活動。 
培養反省思維與問題解決的思考 

Dewey 於《思維術》（How we think？）一書中提出「反省思維」是故，教師的任務乃在

於協助學生掌握認識和解決問題的方法及步驟，並且引導學生朝向問題解決的思考。 
培養民主社會的公民 
教師應使班級、學校成為民主社會的縮影，使學生能成為未來民主社會的公民。 

 

四、後現代社會來臨對於現代教育產生了挑戰。試述後現代主義所帶來對現代性教育理念的批

判，並提出教師宜如何因應後現代教育狀況。（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適中:★★★ 

難度適中而稍微偏易，除寫出後現代思潮對現代主義批判的面向之外，還要進一步透過課程

教學、教育研究等多元面向、比較完整的角度，說明教師宜如何因應後現代教育狀況。 

《破題關鍵》 

本題主要是希望考生寫出兩大方向的答案，一方面是後現代主義對現代教育的省思批判，這

方面在教科書中即有整理，考生可直接記憶後書寫；然另方面，「教師如何因應」部分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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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教科書中的教育啟發，加以論述說明，主要還是要力求書寫得完整。 

《使用學說》 

後現代主義、邊界教育學、非線性動力學、校本課程、課程統整、多元創新教學。 

【擬答】 
後現代主義認為自十八世紀以來進行至今的理性計畫已宣告完全失敗，因為理性計畫的科技

至上、直線進步觀與單一普遍化思想，已無法合理解釋多元差異的社會發展，唯有重新建構

並揚棄現代主義的種種預設，現代性的危機才有可能解除。故後現代主義是對自啟蒙理性所

發展出來的「現代主義」的反省與質疑，運用「解構」或「顛覆」的手法來運作。以下茲就

題目論述說明如下。 
一、後現代主義對現代性教育之批判 

批判現代性的「後設敘事」(metanarratives) 
後現代主義反對自啟蒙運動以來如現代主義所主張的整體觀理論，他們相信後現代世界是

多元、去中心化的。後現代主義主張一種局部的、小巧的敘事來加以取代。Lyotard 就曾提

出了一個著名的後現代定義：「後現代就是對於『後設敘事』的質疑。」後現代主義者認

為真理事情境的、暫時性的，因此反對後設敘事，而強調「局部分析」的重要性。 
反對現代性「知識宰制」 
反對科技的進步所造成的知識文化霸權，加深了社會階級的不平等，合法化既有的社會秩

序。後現代主義者認為人類的知識是建構的、是暫時的、相對的，其意義會因為時空脈絡

的不同而改變，因此後現代主義者所提出的「反再現主義」論點，可說是對於傳統知識論

的反動。 
反再現主義 
美國學者羅逖(R.Rorty)則從新實用主義立場出發提出「反鏡式哲學」(或稱為「無鏡哲

學」)，Rorty 批判傳統形上學與知識論所預設的「基礎主義、本質主義與真理符應觀」，

提出反再現主義的核心概念。 
尊重「他者」的主體與歷史 
傅科（Foucault）重視歷史中的「他者」（The Others）。「他者」—是在歷史進程中一向

被社會否定的存在，或被認為是非理性、非主流、被視為不正常的人們，Foucault 認為應

重視這些「他者」，並以他者的眼光來編寫歷史。 
反對「主-客二元對立」 
反對啟蒙以來的理性優位說法以及主體至上的主體理性一元論、邏各斯（logos）中心主

義、主客二元論的說法。「Logos 中心主義」的支配性論述遭解構後，沒有主客的差別才

不會有宰制或優勢的階層產生，此種形上思考的徹底瓦解，奠定了後現代主義的理論基礎。 
二、教師因應後現代教育狀況之理念與實踐 

教師培養「尊重多元差異與他者」的教育目的 
培養對於「他者」（others）的尊重(這些他者是過去被壓迫與剝削的群體。如性少數、有

色人種、弱勢族群等)。「邊界教育學」，亦提出「反主流記憶」、「解構顛覆」、「反主

流文本」的特性，均鼓勵教育應培養尊重對話、跨越多元邊界、重視他者的學生。 
反思單一課程觀，重視去中心化、多元特色課程 
反省 Tyler、Bloom 等人的目標導向單一中心化的課程觀，重視學校本位課程的推行，尊重

地方特性、反中央集權、尊重差異。趨向個別化、適性化、多元化等特性；重視複雜結

構、開放系統、轉型變革的課程特性。Slattery 認為課程設計應該像萬花筒一樣，不斷的變

化，隨時提供新視野，且保持相互關聯。 
重視多元創新的教學與評量 
後現代電腦化新科技對於知識累積的傳播與媒介將產生重大衝擊，而教學型態亦隨之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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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因此，評量方式、網路學習、遠距教學、超媒體教學等將進一步多元創新發展。 
教師角色之轉變 
承上述，教師成為引導者、催化者，重視學習者之間、師生之間的差異，而非共識與統一

性。而師生關係方面：非上—下的宰制關係，而是尊重個別差異，互為主體的多元參照認

同。 
開啟教育研究的多元典範 
因後現代思潮強調多元主體、個人觀點的詮釋，所以也支持各種主體可以各自表述，這也

造成文本因為個體對事件不同觀點，而有不同的意義，導致每個文本都具有某種程度的不

確定性。如此，也進一步提出多元研究典範，尊重多元化的研究取徑。在教育研究上，也

影響質性、量化的並存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