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社會學專題研究                                    批判觀下的教師與教學 

                                                    洪幸如 

 1 

 

批判觀下的教師與教學 

一、 批判理論在教育上的應用 

（一）批判理論與教育 

批判理論學者的共同特色：關懷教育的不平等與不公平，其次主張探求

不平等與不公平的源頭進而計畫矯正不平等現象。 

1. 教育與國家權力的再製： 

（1）學校為何被設立？其實學校的建立是為了國家存在與維持而來的，

阿圖塞將學校描述為一個「意識型態的機構」，學校成為再製國家權力和

意識型態的手段，例如：歷史課本上的偉人崇拜及部分突顯男尊女卑的父

權意識。 

（2）國家與教育關係亦受到工具理性的影響：在學科上邏輯與思維重於

情感的抒發，確定性的答案重於暫時性的答案，藝術與人文地位偏低，在

在說明工具理性支配了學科內容的重要性概念。  

 

2. 教育與文化的再製： 

文化資本是指語言、意識、思考與行為模式、價值觀等.，教育所做的

是有利於某一特定的文化資本，屬於支配者文化傳承給下一代，而缺乏文

化資本的學生發現自己的文化被貶低或否定時也造成自我否定：此時主流

文化鞏固了。 

 

（二）批判理論在教育上的啟示 

1. 在教育目的上： 

霍克海默曾在批判理論選集上提到批判的目的在重建一個沒有剝削、不

具宰制的人類社會，而這種社會依賴人類理性反省與批判能力，故當人具

有反省批判的能力後，人才會對不合理的現象加以質疑批判，同時也亦將

他人視為「人」，故教育的目的在發揚人的理性並兼顧個人與社群間的和

諧。 

 

2. 在教育理念上： 

（1）重哲學「思辨」成分，以「詮釋的辯證法」來詮釋教育概念。批判

理論重視「主體理性的批判」，理想的教育也應該重視主體性的價值

與地位，加重思辨的成分。 

（2）教育不再是扮演意識型態灌輸的角色。而是幫助受教者透過其現代

社會實踐活動，提供生命意義的藝術。 

（3）文化多元化與合理化。唯有在合理的、民主的制度中，才可能在開 



教育社會學專題研究                                    批判觀下的教師與教學 

                                                    洪幸如 

 2 

 

放的、機會均等的結構下達成共識，科技發展才不至於過度膨脹，或

被少數人所利用。科技發達對社會文化的影響，是取決於社會文化，

而不是科技本身，因此，文化的多元化與合理化，才能真正的防止科

技的負面負擔。 

 

3. 在教育研究上： 

（1）加強科技整合 

哈伯瑪斯的批判理論是當前科技整合研究的典範，其重視反省、批

判、分析、統整，深具多元融會貫通的啟示意義。教育現象日益複雜，

今後的教育應綜合多元典範，予以妥慎運用，才能有效解決經緯萬端

的教育問題。 

（2）「微觀」分析 

教育研究的「微觀」層面，例如：學校生活世界、班級情境、師生

互動。「鉅觀」層面，例如：社會階層、經濟結構、文化與教育關係。

鉅觀研究的大型問卷調查測量方法，自以為具有客觀性，其實可能忽

略受試者的主觀感受，未來應把焦點放在活生生的教育事實。 

（3）強化後設分析 

教育科學在這方面的省察相當重要。從「後設分析」中，才能真正

了解方法論背後的預設、限制與適用性，使其定位，不至成為獨斷的

局面。哈伯瑪斯對實證論科技意識型態批判，教育後設理論的建立具

有深遠的意義；唯有培養「後設分析」的能力，教育才不至於落入技

術性活動的危機。 

（4）多元研究典範～實證、解釋、批判的方法兼容並蓄 

實證論強調事實描述、資料量化處理，過度發展工具理性，只敘述

如何，而不詮釋為何，忽視教育價值的形成過程，只關心達成目標的

手段，而不批判目標本身是否合理。簡言之，教育研究不在促成「學」

之發展，而偏重「術」之應用。哈伯瑪斯主張教育研究應該同時關照

「經驗～分析」、「批判～重建」、「詮釋～理解」之多元典範，以反省

批判的態度，理解理論的特性、背後預設極其限制，以擴展教育理論

的基礎。 

 

4. 對德、智、體、群、美育的啟示： 

（1）德育 

應避免意識型態的扭曲，以符合自由的真諦；學校教育不應符應資

本主義社會；在德育上意識型態的口號、教條，都在排除之列。此外，

學生的叛逆性、創造性，不應以保全現狀而受壓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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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智育 

在教學過程中，重視學生之主觀體驗與批判能力的訓練，而不重視 

記誦之學，教材上重視社會科學的內涵，較排斥自然學科，因為高科

技恰成為工具理性以宰制人類。 

（3）體育 

建構心理健康的訴求，呼籲人要身心和諧，不接受破碎、庸俗的現

世生活，要謀求不斷超越顛峰的絕對價值。 

（4）群育 

不強調畫一性，因個體有其主體性，不應被外在意識型態的壓抑而

喪失自我；學校不應強調學生過度的紀律與服從，以此作為群性教育

標準。 

（5）美育 

就內涵而言，應發展學生對藝術之鑑賞力，以了解作品之象徵意

義，還應培養圓融和諧的人性，以看這友情的世界，從而擴大人的胸

懷，達到人物交融的境界。同時，應發展精緻文化以對抗大眾文化可

能造成人的假性需求。 

 

二、 教師角色與教學 

（一）教師角色的內涵 

教師的角色與任務可以從多種角度來分析。傳統上，我國教師主要任務

在傳道、授業、解惑，教師必須兼扮經師與人師的雙重角色，以達到身教、

言教、境教的目的。而今日中小學教師大致上也都以扮演好此等角色為期

許。但往往經師易得，人師難求，能夠兼顧此二種角色者並不多。換言之，

經師的角色容易扮演，但人師的角色卻不易達成。多數的教師是以課業知

識的傳授為主要任務，而將智育以外的教學目標如群育、德育等視為次要，

甚至忽視它，使的教師純以教「書」為主，忘卻教「人」的重責大任，淪

為販賣知識的教書匠，這也是今日我國中小學校教學的一大偏差。 

事實上，教師的角色可分為人際的角色（interpersonal roles ）及教

學方法的角色（pedagogical roles）（林寶山，民 87）。人際的角色是從

教師與家長、社區人士及學生之關係等面向來分析。教師是學生在精神上、

社交上、人格上、行為上的「輔導者」；教師與家長則是「合作者」的關係，

彼此要密切的溝通、聯繫、配合和合作；教師在社區上更是重要的成員，

他必須了解社區的特色、背景，才能深入了解學生及家長和社區的需求，

因此教師又是扮演著「支持者」的角色。 

至於教學方面的角色意指教師是課程的發展者、實際教學者及行動研究

者。教師必須決定課程內容與教學目標、選擇教材、設計教案、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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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這些都是課程發展者必須考慮的要務；教師在實際教學時必須以最合

適的教學方法、提供最佳的學習經驗，以指導學生的學習，並體察學生之

個別差異，以提供適性適材的教學為要務。因此，教師所扮演的是學習的

領航者、指導者和診斷者的角色；至於行動研究者的角色將使教師從研究

中不斷的成長，增進專業的素養，這也是極重要的一項任務。 

 

（二）教學的意義 

      教學是施教者以適當的方法，增進受教者學到有認知意義或有價值的目的 

活動（黃光雄，民 88）。事實上，教學應指教師的「傳授過程」與學生的「學

習過程」這一完整體系。教學即是由教師透過教學傳遞系統，將教材內容傳

達給學生，並指導學生主動積極的學習，以獲得預期的學習成果的過程，即

達成教學的認知、情意、技能態度層面的特定目標。但這非意味著教師將教

材內容「奉送」給學生，學生被動的「承受」而已。學生必須主動的去學習

獲取，唯有學生自我主動地進行學習活動，積極地鑽研教材內容時，真正的

教學過程才算完成。 

      Gage（1978：14）認為教學是一個人想要幫助他人學習的活動，所以教學

可藉由許多方法來進行。 

Simth（1987：11-15）則將教學之定義歸納有五： 

1. 教學是「傳授知識或技能」（Teaching is imparting knowledge or 

skill）。 

2. 「教學即成功」（Teaching as success）之觀念，意指「學」包含在「教」

之中，而「教」通常被期望發生在「學」之中。 

3. 「教學是有意的活動」（Teaching as intentional activity），此意指

教學不僅是從事某種活動（to engage in activity），而且試圖注意（to 

try to pay attention）正在進行的活動，有意診斷並改變一個人的行為。 

4. 「教學是規範性的行為」（Teaching as normative behavior），此觀念

指教學的活動適合於一些倫理的情境。 

5. 教學的科學性定義。因為教育科學所需要的不只是基礎上的提升，而且

也是一有效實施系統的發展。 

  Medley（1987：170）則認為教學應包括下列三項工作的同時執行：（1）

維持班級的學習環境；（2）提供適合個別學生改變需求的學習經驗；（3）在

執行這些經驗中，教師是一個行動的參與者（陳奎熹，民 89）。 

  總的來說，教學是依據現有的行為科學的原理原則，運用適當的發方法與

技術，來刺激、指導和鼓勵學生自動的學習，以達成教學目的的活動。所以， 

無論視教學為一種社會制度，或邏輯的行動，亦或是一種策略的行動，其目

的均在激發並維持教者與受教者的有效互動，藉以使受教者得到最佳的發展

（林生傳，民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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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批判觀下的教師與教學 

  有關於教學過程的研究，國內外泰半以「過程─結果」(process-product)

的教學模式來進行，並以量化實證居多，質的研究法進行教學過程研究的數量

較少(陳奎喜，民 79)。而多數研究也僅將教師與學生間的互動歷程視為研究

變項，忽略了對於變項間的相互關係作較深度且系統的描述。更遑論變項背後

對於師生在教學活動中從事決定與判斷時的思考運用內容。為突顯教師在教學

歷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下先大略說明教師思考研究，然後再就批判觀點

論述所謂的批判思考教學法及其實際應用。 

（一）教師思考研究 

  泛指一般對於教師之知覺、反省、問題解決及觀念運作、計劃及決策

(decisionmaking) 、內隱性理論(implicit theory) 、先前概念、信念等教

師有關心理特質及歷程方面的相關研究

(Clark&Peterson,1986;Calderhead,1987，轉引自林進財，民 84，頁 270)。

相對於以往教學研究偏重於教師外顯行為，教師思考研究則是直到 1975年才

逐漸為人所重視。因而教師如何在教學過程中將教學計劃完全轉化為實地教

學？彼得森及克拉克(Peterson&Clark1978)曾提出教師思考和實際教學行動

模式說明兩者間的雙向回饋關係。如以下圖例所示： 

 

                          限制與機會 

                             

     教      教                 

     師           師              教          學 

   理     教師的        計         師     教師之行動之    生 

   念     思考過程       劃        教     其可觀察行為的影響   教 

                   

      教師教學時互動的思考與決定                                          

                                   學 生 成 就   

 

 

教師思考的行動與模式(Clark&Peterson,1986,p257﹔轉引自林進財，民 84，

頁 134)          

   另外有關於教師思考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透過教師有效地的自我陳述報告認

知過程，根據簡紅珠的說法有以下幾種方法： 

1. 說出思想(think aloud) 

此種方式是由教師在從事教學工作時(例如教學計劃)口語敘述他的思想或

判斷，然後將這些敘述加以錄音或錄影，而後轉寫成書面文字，藉以描述教

師思考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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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刺激回憶法(stimulated recall) 

將教師教學的過程錄影、錄音，重播教學事件的影片或錄音帶，使教師回憶

或陳述在教學事件中的思想與決定，並配合以開放式方式作答。 

3. 政策捕捉法(policy capturing) 

由研究者呈現給教師一系列關於學生假設性的教學情境或教材的描述，此類

描述由研究者加以編輯，讓教師對每項描述作決定。並以其在李克特量表所

呈現的情形，作成直線迴歸，以探討教師在各方面的政策。 

4. 撰寫教學日誌(journal keeping) 

根據教師所做的教學計劃，描述各類事項(1)擬定計劃時的情境﹔(2)選擇某

一行動的理由﹔(3)教學計劃實施時的反省與評鑑。此種方式經常佐以面談

的方法加以澄清和補充受試者不清楚或不完全的敘述。 

5. 庫存方格技巧(repetory grid technical) 

此方法適用來研究教師的內隱信念，由凱利(G.A.Kelly)所發展出來。用來

探究影響個體行為的個人構念(constructs)。由研究者在卡片上寫下所想研

究的一個字，或一段文字。然後將一連串的卡片呈現給受試者，要求受試者

指出哪些卡片是相似的或不同的，並解釋原因，藉以分析自身思想與行為的

能(簡紅珠，民 81，頁 57)。 

 

(二)批判思考教學方法 

    批判思考教學大體上可分為兩類：第一種是將批判思考界定為採取科學客觀

態度，依邏輯程序與法則，進行高層次推理分析的理性活動(黃嘉雄，民 85，

頁 231)。在進行此種批判性思考時，教師通常以嚴謹的科學步驟引導學生一

步步進行批判性思考，來檢驗各種驗證的邏輯性發展、系統性陳述、證據效度

和下結論時是否符合邏輯的一致性。這樣的「訓練」雖有助於學生提昇其嚴謹

且深入的思考能力，但其基本立論終究是站在實證主義上。因而這樣的教學並

未能進一步釐清理論與事實，知識與價值間的辨證關係﹔把批判思考當作一項

價值中立的科學客觀推理的思考活動(黃嘉雄，民 85)。換言之，教師如果採

取第一種的批判思考教學，學生無疑在一個個既存的科學步驟失去了自我的主

體性，而這並不是所謂批判性思考的真義。 

  第二類的批判思考教學，源自於批判理論和批判教育論的知識論與價值論 

，強調課程的政治性、社會性和倫理性。將批判思考的範圍拓展至既有的知識

規則與倫理規範上，批判知識規則與倫理規範背後的深層意義(黃嘉雄，民

85，頁 232)。相較於前一種將批判思考劃歸為高級的實證科學思考能力，第

二類則是將批判的觸角延伸至意義規則本身，也就是批判原有知識的社會結構

意義。在這樣的批判教學活動中，學生能批判反省自己原有的認知參考架構，

因而其認知能力和知識，能在不斷的批判思考能力中獲得超越與提昇。尤其政 

治上與倫理上的意義而言，此類批判論者更強調：批判思考不祇是一種認知 

  活動，而且也應是一種實踐性活動(黃嘉雄，民 85)。因為在進而檢視自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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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架構的同時，將會發現其背後知識與權力間的關係。所以第二類的批判思

考教學還帶有政治實踐上的意義。 

  下面要介紹屬於第二類的批判思考教學法分別是蕭爾和吉魯斯的批判思考

教學方法，除了說明個別特色之外，將更進一步具體描繪在一般教學情境中的

適用方法： 

 

1. 蕭爾的對話式批判思考教學：其特色有下列各項 

(1) 具批判性教師負有領導的責任，但是他與學生們分享決定、磋商課程、

發展班級活動。 

(2) 在對話過程中，參與者(包含教師與學生)皆有責任評估與評量整個學習

過程，進而獲得回饋。 

(3) 教學目標乃是學習者對本身、既有的知識和社會現狀之批判認識，因而

對既有現狀加以質疑。 

(4) 這是一種互動式、相互性的對話形式，其所關懷的行動超出教室之外。 

(5) 教學可有時間段落，可以是一段時間或是整個學期﹔可用於結構性的課

程方案，或正式的學校教育中。另外諸如教會、活動中心、社區中心之

類的非正式教育場所皆可運用。 

(6) 它亦可以是政治團體或各種學會的教育活動之一。 

(7) 為了促成學校和社會的民主變遷和文化差異特性，此種教學反對像是種

族主義、性別主義的壓迫性意識型態。 

(8) 教學起點考慮到學生的文化和條件：個別的語言、關心的問題、理解的

程度、發展層次和需求等。 

(9) 儘量給於學生表現的機會，少展現屬於教師的專家角色和權威知識體系

(黃嘉雄，民 85)。 

  從上述的特色看來，蕭爾的對話式批判思考教學，是希望教師在有計劃的 

教學過程當中，透過與學生民主而批判的對話活動，來進而深入檢視、批判、

思考自己的觀點及既有的社會知識架構。從這樣的對話過程中，老師導引學生

批判力的養成，更促成實踐力量以改善社會不公平的現狀。 

  至於具體的教學過程，蕭爾說明如下： 

(1) 提出問題 

  可從學生的文化經驗、或社會現行論題與社會問題、或學術性題材中，提出

問題共學生思索。 

(2) 反省此一問題 

  學生們針對選定的問題，以分組方式進行討論，並將討論思考所得寫下一篇

討論文稿。 

(3) 發展基本的讀寫技能 

  學生們可自己訂正或交互訂正、或由討論小組共同訂正，這樣的做法可使得

基本的讀寫技能在訂正中更為純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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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團體報告與班級對話 

  可視班級人數的多寡而決定學生是否為個人報告或分組派代表報告，但值得

注意的是分組代表的報告人必須含括組內各個人的意見。老師這時的擔任角

色則是鼓勵性、支持性的言談，使得整個討論過程得以順暢進行。 

(5) 綜合學生反應，並提出第二層次的問題 

  教師根據前述過程所得學生意見，並就其要點、關鍵性或具衝突性的部分加

以綜合歸納之後，提出更深一層的問題，這樣的做法不但重視了學生們提出

的意見，更進而提供深入探詢問題的機會。 

(6) 再次的發展讀寫能力 

  類似於之前的分組討論過程，再一次將問題回歸於學生本身，讓他們從事討

論、繕寫文稿的工作。 

(7) 第二次的團體討論及班級對話 

學生們的論述進而更完整，思考方向也將更深入。 

(8) 提供統整性的材料 

  教師可就同學們的討論文稿歸納出統整性的教材，或提供相關的教科書、研

究報告及影帶、圖表等，供學生閱讀並討論。此外也可鼓勵學生自行找尋相

關資料在課堂上發表，如提出某文章的論點並指出自己贊同或相異的意見。 

(9) 期中評量 

  就討論過程中聆聽同學們的報告，或由觀察學生在寫作、閱讀和對話中的進

展情形。 

(10)教師以對話式言談發表談話 

  此時教師以民主參與的方式，針對問題提出更進一步深入思考的問題，其作

用不但再一次衝擊了學生既有的知識架構，更激勵學生再進一步對此問題加

以思考。 

(11)鼓勵學生對教師的談話加以思考和反應 

  教師在表述意見之後，鼓勵學生對其提出的內容或問題，在班級中溝通對話。 

(12)提出變通或解決方案 

  不斷思考對話後，對於所討論的問題已相當深入理解，並且有相當成熟的看

法。這時教師可鼓勵學生針對問題，提出解決的變通方案(黃嘉雄，民 85)。 

    由上述看來，蕭爾的對話式批判教學是讓教師營造一個民主溝通的情境，

並在逐漸深入的問題討論中，使得學生從批判思考到實踐行動。這樣的班級

的社會關係就是互助合作的理性溝通關係。 

   

   2.吉魯斯的批判思考教學 

  主要是以辨證的觀念賦予批判思考更深層的意義。其主張的辨證具有四大核

心概念： 

(1) 整體性 

  強調實在(reality)具有不可化約的整體性關係。這裡所指的實在包含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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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會現象在內，認為不能祇有認識其表象，必須綜合而完整地從所處的社

會歷史時空背景、和前後因果關係來理解。 

(2) 中介性 

  吉魯斯以中介性的概念來深化整體性觀念的意義。中介性的兩個重點是：一

是深藏在客體本身的過程，也就是影響我們對所處世界的認識能力﹔另一個

重點是將各種不同所謂直接性的純粹形式：如視覺、常識、事實和感覺等，

都視為一種幻覺。因而批判性思考需以中介性的動態觀念，把客觀世界和自

身視為理所當然的常識和事實加以檢視，進一步揭露其真正意義。      

(3) 採用性 

  乃肯定人為主動的行為主體，具有不同層次的推理及行動能力。因而學生的

批判思考能力是可以培養的，並可進而成為轉化知識而改變世界的動能所

在。 

(4) 超越性 

  為採用性之觀念延伸，吉魯斯認為，超越觀念與矛盾的驅策力、反論的整合、

否定的否定等概念密切相關。也就是當人類們經過批判思考而揭露真實的真

相時，就會有一股無法接受該現象而欲改變的趨力存在。因而超越的觀念是

一種踐履的世界觀，要求自我在所有主、客觀世界各領域理的感受能力、想

像和理性，均能獲得解放。 

    綜言之，就吉魯斯而言，批判思考是一種對社會現象加以深入整體認識的

洞察性思考能力﹔也是一種對自己內在批判的反省思考活動﹔而且進一步

是對於不合理的生活世界加以轉化的實踐性行動能力。 

      吉魯斯較具體性的批判思考教學模式，乃為結合寫作與社會科教學的「習

寫歷史」批判思考方式。此一模式認為歷史學家書寫歷史時，乃由參照架構、

蒐集資料、組織理念和採用證據、四個相互關聯的構念和活動所組成。他認

為學生亦可以經由學習這四個程序來寫歷史及發展批判思考。 

  以下即為「習寫歷史批判教學法」的過程： 

   首先，教師可提出一個大家所關心且值得爭辯的歷史問題。例如，「原住民

的優待加分制是合理的嗎？」問題提出之後，鼓勵學生思考、討論。 

   其次，提供或鼓勵學生們蒐集有關此一問題的資料，讓學生們對此問題有

更深一層的認識。也可閱讀各個歷史家對此一問題的看法及意見，這時學生

也已體會到各種相異的看法。 

   其後，鼓勵學生們分別寫下歷史家們對此一問題的參照架構、蒐集資料、

組織理念和採用證據，以分組討論及相互合作的方式相互激盪思考。學生即

會發現到不同的歷史家採用不同的證據抑或是相同證據來詮釋同一歷史事

件。 

   最後，讓學生們自己蒐集更多的資料來建構自己的組織理念及架構，可在

小組裡或在全班面前發表，此時可提供學生再一次相互激盪思考的機會。當

資料、證據都更加整全之後，學生可以寫成一篇完整的歷史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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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身為一個現代教師，如何在日常的教學歷程中融入批判觀念，首要應該避免

意識型態的灌輸，尤其應給予學生建立自我思考的空間，以從事批判性思考之

可能;主體性的彰顯及批判能力的訓練，都應是教學過程中的主要課題，尤其

教師不應強調畫一性或過度強調紀律與服從，應以對等的態度與學生進行溝通

式的民主對話，以達到所謂真正批判觀下的教師與教學。 

    綜合以上所述，筆者認為實踐批判思考教學有以下幾點作法： 

（一）深究問題：以生活性問題為教學素材，引導學生深究思考其癥結，或質疑

社會上一般嘗試性的假定，藉而訓練學生思考之深度與廣度。 

（二）多面向的參照架構：對同一論題或事件，教師可率先提出質疑，讓學生多

面向的參照點深入思考。 

（三）對話與論辯：從師生的對話式互動過程之中，學生可從而習得民主的社會

參與技巧和理性溝通的能力與態度，並發展自身的多元思考架構。 

（四）主動參與：教師應營造以學生為主體的教學氣氛，學習活動的主角乃為學

生，教師應激勵而非以外在獎賞來促使學生自發性的主動參與。 

（五）個別化過程評量：教師應減少學生個人間之競爭，評量的標準以學生個別

的進步表現為著眼點，採用多元化評量方式，評量的時機應分散於教學活

動的過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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