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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許多研究指出高職教育重視勞動者培育，因此相對忽略民主公民養
成，另外，研究也顯示職業教育學生畢業後的公民參與行為偏低。
有鑑於此，本研究嘗試探究高職學生在學校的公民教育經驗為何
？與勞動者養成的關聯性為何？高職學生又展現出什麼樣的公民身
份實踐？
    透過參與觀察和深度訪談，本研究指出，職校公民養成教育成
效不彰，主要原因有三：一、學生將自己視為升學主義體系中的他
者，因此對於高職課程中的一般科目採取疏離態度，二、師徒文化
主導了高職的勞動者養成教育，而此師徒文化不利現代公民養成
，三、學校雖有學生自治組織，但缺乏運作參與技能的訓練，因此
成效有限。綜合而言，以上不利因素，使得學生未能實踐參與型公
民，但學生也並非威權體制下的臣民式公民。學生所開展的是持續
發展抗拒規範策略，但卻未能挑戰、修正規範體制的諷謔型公民。

中文關鍵詞： 職業教育、公民養成、師徒文化、諷謔型公民

英 文 摘 要 ： The current literatures point out that vocational education
at high school places more emphasis on cultivating workers
and this leads to a neglect of citizenship cultivation.
Moreover, the literature about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demonstrats students at vocational schools shows less civic
participation than students at academic schools. Inspired
by these literatures, this research aims 1) to explore
students’ experience on citizenship education at
vocational high school; 2) to explicate how their
citizenship education experience relates to orientation of
worker cultivation at vocational schools; and 3) to
understand how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practice
citizenship at current stage.
By conducting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and depth
interview, this research argues there are three main
reasons for the current low performance in citizenship
education at vocational schools. Firstly, students identify
themselves as “the other” in mainstream diplomaism
culture and this other identity leads to their alienation
to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 Secondly, the worker
cultivation at vocational schools are highly oriented by
the master-apprentice culture primarily characterized by
privatized relationship, which is contrary to the
democratic citizen cultivation. Thirdly, due to the lack of
appropriate training for participation skills, the students
self-governance organizations doesn’t function well to
develop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To conclude, although
students don’t act as participatory citizen, but students
are not subject citizen as well. This research argues
students at vocational schools practice citizenship as
cynical citizen, who constantly resist and avoid governing
power but fail to challenge the governing institution.



英文關鍵詞： vocational education, citizen cultivation, master-
apprentice culture, cynical citiz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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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許多研究指出高職教育重視勞動者培育，因此相對忽略民主公民養成，另外，

研究也顯示職業教育學生畢業後的公民參與行為偏低。有鑑於此，本研究嘗試探

究高職學生在學校的公民教育經驗為何？與勞動者養成的關聯性為何？高職學

生又展現出什麼樣的公民身份實踐？ 

    透過參與觀察和深度訪談，本研究指出，職校公民養成教育成效不彰，主要

原因有三：一、學生將自己視為升學主義體系中的他者，因此對於高職課程中的

一般科目採取疏離態度，二、師徒文化主導了高職的勞動者養成教育，而此師徒

文化不利現代公民養成，三、學校雖有學生自治組織，但缺乏運作參與技能的訓

練，因此成效有限。綜合而言，以上不利因素，使得學生未能實踐參與型公民，

但學生也並非威權體制下的臣民式公民。學生所開展的是持續發展抗拒規範策略，

但卻未能挑戰、修正規範體制的諷謔型公民。 

 

關鍵詞： 職業教育、公民養成、師徒文化、諷謔型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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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ent literatures point out that vocational education at high school places 

more emphasis on cultivating workers and this leads to a neglect of citizenship 

cultivation. Moreover, the literature about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demonstrats students 

at vocational schools shows less civic participation than students at academic schools. 

Inspired by these literatures, this research aims 1) to explore students’ experience on 

citizenship education at vocational high school; 2) to explicate how their citizenship 

education experience relates to orientation of worker cultivation at vocational schools; 

and 3) to understand how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practice citizenship at current 

stage. 

By conducting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and depth interview, this research argues 

there are three main reasons for the current low performance in citizenship education 

at vocational schools. Firstly, students identify themselves as “the other” in 

mainstream diplomaism culture and this other identity leads to their alienation to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 Secondly, the worker cultivation at vocational schools are 

highly oriented by the master-apprentice culture primarily characterized by privatized 

relationship, which is contrary to the democratic citizen cultivation. Thirdly, due to 

the lack of appropriate training for participation skills, the students self-governance 

organizations doesn’t function well to develop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To conclude, 

although students don’t act as participatory citizen, but students are not subject citizen 

as well. This research argues students at vocational schools practice citizenship as 

cynical citizen, who constantly resist and avoid governing power but fail to challenge 

the governing institution. 

 

Key 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citizen cultivation, master-apprentice culture, 

cynical citizen  

  



3 
 

報告內容 

 

壹、 前言 

 

    儘管國內外研究指出學校教育為民主公民養成的重要機制，但晚近研究卻點

出，學校教育也可能促使青少年的公民養成，出現公民培力差距的不平等現象。

此既有研究文獻引領我們意識到，面對國內現行高職的公民教育學習資源相對缺

乏，以及高職教育所存在的勞動者養成的教育取向下，已然相對有限的公民教育

課程內容教師會如何在教學現場中實作？教師會如何擇取課程文本，採取什麼樣

的教學策略來呈現高職公民教育？學校關於公民養成的非正式課程，如：班會、

學生自治組織等，又會如何影響學生的公民養成？這些似乎都成為理解台灣高職

公民教育亟待補足的部分。然而，值得說明的是，本研究對於高職學生之公民養

成的理解，側重於理解學生的主體實踐探究，這意味著本研究在分析上，著重探

問在既有高職公民教育體制下，高職學生如何看待學校的公民身份養成，以及學

生又如何在其校園生活經驗裡，發展並實踐其公民身份？ 

 

貳、 研究目的 

 

（一）探究以養成勞動者為核心目標的高職教育脈絡下，所開展的公民教育實踐

樣貌為何： 

    有鑑於國內研究僅指出高中職學校存在教育資源的差異，而國外研究雖指出

高職和高中學生存在公民學習機會與培力的差距，但甚少探究學校現場的教學實

作與此公民培力差距現象之間的關連性，而研究者透過現行研究更初步發現，高

職以勞動者養成為核心的教育取向明顯牽動著公民教育的實施，故本研究意欲透

過參與觀察現場的教學實作，實地理解公民教育相關科目教學中教學活動的開展，

同時也瞭解學生對於公民教育相關課程的參與和回應。以理解在偏向勞動者教育

的特定脈絡下，公民教育的實踐樣貌。 

 

（二）探究高職學生的公民身份實踐，重新省思公民教育/培力的想像 

    儘管國內研究僅指出高中職學校存在教育資源的差異，而國外研究也指出高

職和高中學生存在公民學習機會與培力的差距，但在揭露此結構性的分析下，我

們仍不可忽略高職學生的公民主體性，亦即，這意味著學生在面對公民教育相關

課程內容時，不必然只是接受，而是可能有所積極回應、抗拒或甚至予以轉化。

故本研究在欲進一步探究高職學生的公民實踐經驗及其回應與詮釋，並分析這些

經驗對於高職學生的公民認同建構、公民意識與培力的發展可能有何影響。希望

藉此得以重新檢視、批判既有的青少年公民培力相關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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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文獻探討 

 

    公民教育一直被視為重要的公民培力管道，並被視為培養積極公民、維持民

主社會的重要基礎。近來國外研究指出高中職學生之間不僅有公民培力的差距，

極少數的研究則進一步指出教育體系在公民養成上也有差異化的課程內涵與公

民身分想像。但國內高中職教育機會均等的研究對於教育資源落差的探究，卻甚

少從公民培力的角度分析差異化的公民養成及其伴隨的不平等問題，缺乏進一步

檢視用來衡量青少年公民培力「差距」的尺度，以及結構內的「教學現場實作」

與學生的公民身份實踐經驗與能動性的可能。 

 

一、公民教育與公民培力之研究 

    在國內外關於公民教育與青少年公民培力的研究當中，早期多半著重於探討

公民教育與公民培力的關係，以及如何透過公民教育促進公民培力，但晚近部分

研究則傾向於指出公民教育深受所處的國家與所實踐之社會脈絡所制約，因此主

張教育單位實施的究竟是「什麼樣的公民教育」及其呈現的公民身分、公民培力

的樣貌有必要被檢視： 

    Levinson（2010）認為公民培力（civic empowerment）對青少年未來公民參

與，以及民主社會維持和改良有著重要價值，她認為公民培力的內涵包括：公民

知識、社會信任、政治效能感、公民認同以及公民責任感等概念。而這些概念也

正是各國公民教育所欲培養的重點。國際教育成就評比組織（IEA）在 2009 年

國際公民教育與素養調查，就強調公民教育對於培養學生成為公民，以及發展與

理解公民知識、形成積極公民態度有重要影響（Schulz, et al., 2010）。 

對此，國內已有不少研究探討公民教育與公民培力相關概念的關係（如：公民知

識、公民態度、政治效能感、公民參與等），並指出公民教育對青少年的公民培

力、作為公民/國民認同建構的發展有重要影響。蔡璧煌（1994）以高中職學生

為對象進行調查，發現學生如果感覺學校公民教育對其政治知能的幫助越大（亦

即知覺公民教育的貢獻越高），則對於政治及公共事務感到興趣願意涉入的程度

和政治效能感也就會越高。李書怡（2010）運用 2005 年至 2008 年台灣選舉與民

主化調查資料進行次級資料分析，受教育程度代表公民教育的接受程度，檢視公

民教育對於台灣民眾政治效能感的解釋，結果發現教育程度越高的民眾，其政治

效能感越高。從上述研究，可以發現公民教育對於青少年公民培力有著一定影

響。 

 

二、青少年公民培力差距之研究 

    雖然過去研究已指出公民教育對於學生公民培力有重要影響，因而強調透過

公民教育提升學生的公民培力，但卻也發現學生之間的公民培力仍舊存在差異，

因此開啟關注造成公民培力差距的原因。 

    學生群體身分背景是國內外研究經常用以解釋青少年公民培力差距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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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例如：社經地位、性別、就讀的學區、學校類型等。例如：Torney-Purta

（2002）在美國進行的研究就發現，相較於來自高社經地位家庭之學生，低社經

地位家庭之學生不僅公民知識較低，投票意願偏低，也較少有機會參與公共事務

的討論，因而認為社經地位是青少年公民培力低落的原因需被關注。Rubin（2007）

也發現美國高社經地位青少年通常來自同質的環境，學校教導的公民身分理念和

他們的實際生活經驗之間有著一致感受，但許多都市有色人種青少年則感受到不

一致的經驗，因此他認為青少年公民認同本身就在族群與階級的區分下所開展。

2009 年國際公民教育與素養調查則指出女學生與男學生在公民知識、政治效能

感、未來預期的公民參與上的國際平均分數，兩者達顯著差異（Schulz, et al., 

2010）。Hart & Atkins（2002）則發現美國都市青年的公民培力通常較為不利，

而且都市成年人的投票率與信任度也比郊區的成年人低。Janmaat, Mostafa, & 

Hoskins（2014）則指出學術取向和職業取向學校的學生在公民培力有差異，突

顯學校類別也對青少年公民培力有影響。對此，性別、學校聲望、社經地位、學

校區域、學校類別等也經常是國內研究青少年公民培力與公民參與的重要變項

（蔡璧煌，1994；蕭揚基，2004；李美萱，2006；許國興，2007；蘇澄鈺，2004）。 

    從上述研究也可發現，學生群體身分背景、學校提供的公民學習機會等，被

認為是解釋青少年公民培力差距的重要原因。但卻也發現不管是從學生群體身分

背景、學校提供的公民學習機會來探究公民培力的差距，當中用以衡量公民培力

差距的尺度並未被觀看或檢視。誠如，Fox, et al.（2010）提醒在看青少年公民培

力差距、公民參與低落的現象時，需注意是否我們誤把缺乏公民參與途徑再現為

缺乏動機，忽略了「參與行動」這件事本身是被不平等的階級、種族與性別結構

所形構。這樣的觀點提醒本研究，超越公民培力差距的觀點，避免僅以既有尺度

衡量高職學生的公民培力，轉而以差異化觀點分析高職學生成為公民之歷程。 

 

三、職業學校公民養成與師生公民實踐經驗 

國內相關研究雖已指出高中和高職的教育資源存在落差（廖年淼、劉孟珊，

2004；監察院，2013），並且指認這樣的教育分流其實潛藏著階級再製的問題（施

祐吉、黃毅志，2009；黃銘福、黃毅志，2014）。同時，國內也有許多公民教育

和公民參與的相關研究都指出高職學生在公民參與、公民態度上都比高中學生低

（鄭慧蘭，2001；李美萱，2006；陳怡玲，2003；陳南州，2006）。然而，國內

高中職教育機會不均等的相關研究，卻鮮少關注高職學校公民養成與學生公民培

力的面向。 

    事實上，國外研究已發現高職青少年的公民學習機會通常較少，學生的公民

培力相對偏低（Kahne & Middaugh, 2008; Cicognani, et al., 2012）。近來，針對不

同分流教育系統學生未來政治參與的研究也發現，在比較沒有聲望的職業學校學

生，預期二十歲的投票率明顯低於在有名望的學術型學校學生（Janmaat, et al., 

2014）。這都突顯高中與高職學生在公民培力上存在差異，對此相關研究主要從

公民教育課程、學生公民身份實踐經驗兩個面向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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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職業學校公民教育課程內容之分析 

Van de Werfhorst（2007）針對高職學生未來公民培力偏低的問題進行十七個國家

的研究發現，就讀職業教育者比接受一般教育者獲得的公民培力存在嚴重的差異，

因為職業取向的學校以培養學生進入勞動市場為主，所以較少關注積極公民的培

育。相同的問題，一項針對新加坡學生的研究也發現，不同教育分流的學生，有

著差異化的公民課程，這當中學生被分配了不同的公民角色與責任，創造了差異

化的課程目標、內容、評量模式、公民技能與價值（Ho, 2012）。這些研究結果

突顯普通高中和職業學校的學生在公民養成上可能存在差異化的課程目的與主

體預設。誠如 Michael Young（1971）所言知識是被分層的，而被認為具有較高

價值的知識通常只有比較高地位的課程和教育分流的學生才有機會近用。

Bernstein 則強調社會如何選擇、分類、分配、傳遞和評量被呈現的教育知識，反

映出權力分配和社會控制的原則（王瑞賢譯，2007）。 

Ichilov（2002）就曾分析高中職公民教育的課程發現，雖然所有人都有權利接受

公民教育，但事實上公民教育不僅在課程知識上有分層，學生本身也是被分類的；

他指出有關批判思考、問題解決、評鑑、分析或行動的知識傳遞，通常與比較高

的知識分層連結；他進一步分析以色列普通高中教科書發現，緒論就開始處理與

解釋課程目的，以及做為未來公民的投入，學生也被告知將瞭解多樣的觀點和政

治立場，但高職學校的教科書偏向精簡的介紹，緒論就如同摘要一般，強調學生

掌握學習的步驟歷程，最後兩種學校學生被期待達到的公民學習目標也不同，高

中學生被期望習得廣泛和跨學科的公民議題，但高職學生卻被引導為不關注思辯

和批判的公民型態。同樣地，Ten Dam and Volman（2003）也發現，在荷蘭學術

取向學校的社會科課程關注知識、獨立與批判思考技能的傳遞，但職業學校的社

會科課程則著重培養學生社會技能以及適切的行為與自信展；Ledman（2015）

則發現瑞典高職學校提供學生公民教育的必修課程，對於個人成為公民歷程的貢

獻明顯不足，這當中與教師對於學生擁有的能力和動機預設有關，高職教師傾向

把課程轉化為較實務的知識內容教導給學生。 

    但截至目前為主，國內針對高職公民教育的研究，多半是討論高職學生經過

公民教育之後的公民培力成效，如：蔡璧煌（1994）曾針對高中職學生的公民知

識、公民參與效能感等進行比較，但卻鮮少針對高職學生所接受的公民教育內容

進行探討。目前有關公民教育課程內容的研究，幾乎都以國中、高中的公民課程

為分析主題（陳光輝，2000；鄧毓浩，2012），這都突顯國內關於高職公民教育

的研究近乎付之闕如。 

    從上述國內外研究可發現，高中職學生公民培力的差異，可能不僅體現於高

中職的教育資源落差，更關乎高職與高中不同教育目標的設定，使得高職與高中

在公民養成與培育的公民身分圖像有差異化的樣貌。然而，國內從高職公民教育

相關課程分析高職學生公民養成與公民培力的研究卻明顯缺乏。因此承接目前執

行的研究計畫，瞭解現行權力與資源配置下，高職公民教育的核心論述後，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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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的教學現場的公民養成教學實作之面貌為何是亟待探究的問題。 

 

（二）職業學校與學生的公民實踐經驗 

    Janmaat et al.（2014）回顧相關文獻指出，學生在不同學校的求學歷程影響

未來公民參與的可能原因除了學校課程外，同儕社會化也是需要關注的重點。這

樣的觀點主要來自於，常見的教育分流方式都是以學業成就為依據，因而造成不

同學業成就的學生被分配到不同的學校體系；而這樣的教育分流又與學生的社經

地位有著密切關係，因為通常低社經地位的青少年，有非常高的比例進入低聲望

的職業教育學校；因此，這樣的教育分流其實伴隨著某種隔離，亦即低社經地位

的青少年聚集發展出不同規範、價值與象徵的生活風格，而這些生活風格又進一

步影響了同儕彼此在政治參與和政治效能感的習得（Hallinan, 1994; Loveless, 

1999; Ichilov, 2002; Van de Werfhorst, 2007）。 

然而，前述研究結果卻也暗示著低社經地位或低聲望高職學生的同儕文化，

是高職學生形成不利或有缺陷之公民培力的原因之一。此研究結論最令人疑慮之

處，在於其忽略了不同群體身分的學生可能近用不同參與形式的機會，及其公民

實踐的多元樣貌。這樣的理論傾向似乎也突顯出弱勢青少年之公共參與的主體性

未能被現有研究貼近解釋，導致對其理解相對不足之現象。  

    Olson, et al.（2014）從後結構主義的取徑分析就認為，其實青少年公民養成

不單來自學校課程，更多來自其所處的生活世界；而青少年的日常實踐、教師與

學生在課堂的互動本身都是「創造」公民身分的實踐歷程。就強調公民的多元實

踐歷程而言，目前國內雖已有針對突破非傳統公民參與形式之經驗的研究，尤其

公民的網路參與更相對受關注（李明穎，2012；曾淑芬、吳齊殷，2015；唐婉珊，

2013）。但這些研究數量上仍偏少，以青少年公民參與為主題的研究更是罕見。 

根據上述相關文獻的分析可發現，國內雖有針對高中職教育機會均等研究，

亦有探討公民教育、政治社會化、公民參與的相關研究，但探究高職公民養成的

教學現場實作與學生的公民身份實踐經驗卻形同一個缺口。這樣的研究缺口或許

也體現了高職在教育體系與公民養成教育上的邊緣處境。因此，本研究一方面採

用前述公民培力差距觀點，探討高職公民教育機會的不平等議題，瞭解在既有的

權力結構配置下的「教學現場實作」；另一方面也旨在超越公民培力的差距觀點，

避免僅以既有尺度衡量高職學生的公民培力，轉而以差異化觀點分析高職學生成

為公民之歷程與公民身份實踐、詮釋的主體經驗。 

 

 

肆、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取參與觀察法以及深度訪談法。參與觀察的場域主要為全學年參與

觀察一所私立高職 T 的汽車科，並選擇一學期參與觀察一所公立高職 A 電機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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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班級之公民與社會課堂。 

  首先，本研究選擇該所私立高職作為主要研究場域的原因，在於既然本研究

欲瞭解高職在既有的資源限制，以及在濃厚的「勞動者」培養教育取向下，其所

實作出的公民養成教育面貌，因此避開以升學為重心的公立高職。而選擇汽車科，

則是因為該科是該校最具歷史傳統的科別，該校的汽車科被認為證照通過率高，

且具技術聲望，而這樣的背景可以推論學校投入該科的教育資源會較完整，由此

也得以讓本研究了解，私立高職在教育資源投入完整的結構脈絡中可能開展出的

公民教育實作及其學生主體經驗。 

    其次，研究期間為一年。由於高職課程中與公民養成的相關課程，包括：公

民與社會、歷史、地理、全民國防、健康與護理、生涯規劃與班會等，在此一年

參與觀察中，研究者固定參與私立高職 T 汽車科 A、B 二個班級的公民教育相關

課程，每週有七堂課，包括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國防、健康與護理、班會、

生涯規劃等課程。每週參與一次學生的放學集合與打掃。 

    最後，在經過一學期一起上課與學生建立一定互動關係後，邀請學生進行訪

談，由於班會以及導師帶班與學生自治密切相關，因此也訪談了二個班級的導

師。 

  除此之外，為了檢視勞動者養成對於其公民養成的影響，因此也選擇了一所

第一志願並強調升學之公立高職 A，選擇該校錄取分數最高之電機科班級，入班

參與該班公民與社會課程一學期，每週 2 小時，並邀請該班級的四位學生進行訪

談。訪談者資料與訪談時間如下表： 

 

受訪者姓名 受訪者身份 訪談日期 訪談時間 

TA T 校導師 2018/03/30 1.5 小時 

TB T 校導師 2018/03/26 2 小時 

T1 T 校學生 2018/02/09 1.5 小時 

T2 T 校學生 2018/02/01 1 小時 

T3 T 校學生 2018/03/27 1 小時 

T4 T 校學生 2018/03/28 1.5 小時 

T5 T 校學生 2018/02/01 1.5 小時 

T6 T 校學生 2018/04/08 1.5 小時 

T7 T 校學生 2018/04/25 1 小時 

T8 T 校學生 2018/04/27 1 小時 

T9 T 校學生 2018/04/29 1.5 小時 

T10 T 校學生 2018/05/04 1 小時 

T11 T 校學生 2018/05/06 1 小時 

T12 T 校學生 2018/05/13 1.5 小時 

T13 T 校學生 2018/05/23 0.8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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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4 T 校學生 2018/05/25 1 小時 

T15 T 校學生 2018/06/17 1 小時 

T16 T 校學生 2018/06/17 1 小時 

T17 T 校學生 2018/06/19 1 小時 

T18 T 校學生 2018/06/19 0.8 小時 

T19 T 校學生 2018/06/19 1 小時 

T20 T 校學生 2018/06/28 1 小時 

T21 T 校學生 2018/06/29 1 小時 

T22 T 校學生 2018/06/29 1 小時 

T23 T 校學生 2018/06/30 1 小時 

T24 T 校學生 2018/06/30 1 小時 

T25 T 校學生 2018/07/29 1 小時 

T26 T 校學生 2018/07/01 1 小時 

T27 T 校學生 2018/07/01 1 小時 

T28 T 校學生 2018/07/01 1 小時 

A1 A 校學生 2018/07/02 1 小時 

A2 A 校學生 2018/07/01 1 小時 

A3 A 校學生 2018/07/01 1 小時 

A4 A 校學生 2018/07/02 1 小時 

 

 

伍、 結果與討論 

 

    綜合一年的入班參與觀察和訪談，本計畫發現高職學生的公民養成與實踐，

不僅受其社經背景脈絡所牽引，也與高職的勞動者養成取向有著密切關係。亦即，

特定社經背景與勞動者養成取向的脈絡，不利於高職學生的民主公民養成，也牽

引著研究中高職學生呈現出特定的公民身份實踐，跳脫過往公民參與理論所區分

的參與型、臣服型、傳統型的分類系統，呈現出嘲諷性的公民身份實踐。 

    以下從三大面向呈現研究結果：首先、描繪出研究場域中高職學生的社會身

份特色，因為在後續討論會清楚看到此社會身份框架著其公民身份養成與實踐，

其次、分析學生從學校公民教育的正式課程、非正式課程，以及在勞動場域中開

展的公民養成，最後、總結提出高職學生的公民身份實踐樣貌： 

 

一、 框架高職學生公民養成的社會身份與認同 

    批判教育學取向的學生校園生活經驗研究指出，學生在學校裡的學習往往牽

連著校園外的社會結構，同樣地，在分析學生在學校的公民養成經驗時，本研究

也注意到，其經驗與學生的特定社會身份有著密切關聯，其中因經濟資源不利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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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勞動者，以及在過往學習歷程中，因未能掌握嫻熟文化資本因而成為學校教

育主流文化裡的他者認同明顯具影響力： 

 

（一） 經濟資源不利處境下的勞動者身份： 

    既有研究已經指出高職學生的平均社經背景明顯較不利於高中學生，屬於經

濟弱勢（施祐吉、黃毅志，2009；黃銘福、黃毅志，2014）。但透過研究歷程實

際接觸學生的校園生活，才能更清楚地知道此統計數字顯示的社會結構是如何定

位著學生的社會身份，又如何在實際地牽引著學生的高職生活。承載著經濟資源

不利處境，使得研究中多數的高職學生除了學生身份外，都同時有著勞動者此一

身份，亦即，下課後密集的打工。 

    對 T 校的許多學生來說，打工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一環，雖然這當中也有人

是打工增加自己的零用錢，但多數人是為了生計。學生其實很清楚打工這件事情

與高職生之間的結構性關聯，許多受訪的學生都在訪談中提及：「會來念高職的，

很多都是經濟狀況不好的啦」。課後打工聽起來乍聽之下並不與學生生活有高度

衝突，但有二點是值得點出來的： 

1. 打工是學生的生活重心： 

    雖然學生每天幾乎花了八小時留在學校，而打工不過是放學後的活動，但與

其說是「課後打工」，其實更精準來說，或者應該說是，學生對學校生活的態度，

深受打工生活所影響。亦即，到學校雖然是有必要取得文憑，但對許多學生來說，

打工更是目前的生計維持。學生看重打工，最明顯地表現在學生對教師懲罰的反

應。這群汽車科學生在學校常睡覺或說話吵鬧，對此，導師費心地想了許多懲罰

方式來試圖規範學生，這包括罰寫，跟老師一起跑步、體能訓練等。但學生一致

告訴我，大家最不喜歡的是放學後留下來，因為只要涉及放學後留下，就影響到

打工，所以只要相關違規可能導致全班被留下時，這時候往往不用等幹部出面，

同學們就會相互制止、喝叱吵鬧的人。由此可以看出維持打工順利十分受學生看

重。 

2. 打工的勞動強度過高不利學生學習： 

    雖說是打工，但實際接觸才會知道多位學生的勞動強度都高於想像，例如

T21 在粥店工作，每天放學後工作到凌晨一點多，每個月薪水二萬六，這樣才足

以應付他每個月要給媽媽一萬元，也要應付自己開銷的經濟需求。但工作到兩點，

回家後梳洗好睡覺，大約都是 2 點多至 3 點。而家裡跟學校通勤必須花上一個小

時多一點的時間，所以 6 點出頭就必須起床。這等於每天幾乎都只睡四個小時。

T16 則是放學後固定去摩托車店當學徒，當學徒是為了之後長遠的工作生涯，但

學徒薪水很低，所以摩托車店下班後，他還另外從事牛郎夜店服務生的工作。這

個工作的時間則較為不固定，如果當天他只是純粹當服務生，也沒有客人包場

party，那大約兩點就結束。但如果他當天有被客人指定陪酒，則大約必須工作到

四、五點。我聽到問他：那隔天呢？他說：回家沖個澡，就到學校啊。 

    T 校學生之勞動者社會身份的特殊性，在與 A 校對照時最為凸顯。在我於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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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入班觀察的互動裡，打工是我跟學生的常見話題。但在以升學為主的 A 校裡，

觀察學生彼此的聊天互動，從來不曾提及打工。而在我訪談的 A 校學生中，也

僅有一位有打工過一個月，而他當初去打工的原因竟是「因為看動漫裡的人好像

都在打工，就好奇想試試看！」 

    當打工成為 T 校學生生活中的重要面向，且勞動強度又如此高時，不難想

像這些學生在學校的上課時間裡會感到體力不支，加上汽車科的實習課常常需要

大量體力，於是實習課之外的一般科目課，包含公民教育相關課程等，也就難免

地成為學生的「休息時間」。 

 

（二） 學校升學主義文化下缺乏文化資本的他者： 

    國中畢業後選擇高中或高職，是台灣學生所普遍經歷的第一次分流選擇。理

論上在此分流機制中做出的抉擇，其目的應該在於適性發展、性質上應該是一種

發現、並肯定自身特定能力的展現。然而，不難想像升學主義的作用，會扭曲著

適性分流體系，那麼值得去探問的便是，高職學生如何去詮釋、定位自己選擇了

高職？ 

    幾乎所有受訪者被問到為什麼選擇高職時，都是想也不想地立即回答：「不

喜歡唸書啊」。進一步聊天，才會有後面的「我想說那就學個技術吧」。這個高度

相似、重複的詮釋模式呈現一個傾向：學生是從否定自身的某項特質、認定自己

「不是讀書的料」來建構自我，亦即是從一種界定自身「缺乏」的狀態來建構自

我認同。這樣的缺乏，雖然被以「不愛唸書」或「不是讀書的料」命名，但從知

識階層化的觀點來看，毋寧更應該說是未能掌握學校體系所要求的特定知識之文

化資本。透過以往的學校生活，學生清楚意識到，學生被區分為兩種類別，一種

是會唸書的、會去念高中，是厲害的、也是較受社會肯定的；另一種則是前述這

一類的對立面。這種透過對比於唸書的學生，將自己放在「他者」位置的自我認

同，是學生自我認同中的核心要素。 

    此一他們 vs.我們認同在學生的日常互動裡常有所透露。我入班時被介紹的

身份是在師大教書的老師，學生對於大學老師的聘用資格、工作內容並不熟悉，

但學生顯然用來辨識我的指標，就是我是那種會唸書的人。有一次我跟著學生一

起參與班會時間的全校演講活動，所有學生被要求坐在水泥地上聽生命教育的演

講，在等待的時間裡，有同學拿出國文課的考卷，我向同學借來以瞭解他們的評

量內容。拿到考卷，裡面有好幾則的古文閱讀測驗，我那長年被學校教育調教出

來的慣習（habitus），讓我一看到卷子就習慣性地畫重點，好回答接續的問題。

這時我聽到班上的同學，在後面小聲地說：「你有沒有看到，他就是會知道要畫

那裡的重點，所以可以讀博士，我就是看半天都不知道要怎麼劃，幹，難怪都看

不懂」。我這才意識到，我個人所體現著的是他們認同上那缺乏的元素，也正是

透過學生對我的觀察，我才意識到我有著那升學文化下調教出來如何答題的慣習。

而這個我們 vs.他們的分野影響著學生的公民養成。 

    不過，在進一步討論學生的公民養成前，關於學生這種以「缺乏」為主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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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有幾點特質必須說明： 

1. 此認同累積形成於過去的學校生活經驗，但過程當然有著個別差異：訪談者

中少數幾位是更早在小學就知道自己「不愛唸書」，好多位在國中時，就「幾

乎都沒在上課」，但也有一些受訪者是曾經為成績努力，成為掌握文化資本會

唸書的人，但後來未能成功因此放棄。 

2. 此他者認同，但並不意味學生的完全自我貶抑。幾位學生都在訪談中強調，

念高中的人是會唸書，但他們有的是技術，且技術還是重要的，因為人們總

是需要騎摩托車或開車，所以技術當然還是需要。不過儘管學生以掌握技術

肯定自己，但這種論述裡，不僅潛藏著唸書 vs.技術的分工，也將自己指認為

唸書上的缺乏。 

3. 學生雖自我界定為不喜歡唸書，但並不意味著學生普遍不喜歡思考、不喜歡

閱讀。事實上，幾位學生私底下有看小說，或者看網路評論的習慣。但每每

當學生不願意上課時，卻總是將其簡化為自己不喜歡唸書。 

4. 雖然有著不喜歡唸書的認同，但不同於 Paul Willis 書中那些貶抑成績良好學

生的小伙子，研究中的學生在台灣的升學主義文化脈絡下，儘管偶有幾分嘲

諷，卻並不貶抑或敵對會唸書的人。即便是社會歷練多，曾透過經營賭局，

與幫派有密切接觸而獲得高收入，且修車技術也頗在行的 T10，在與我談到

學歷時，也會說「人家（指學業高成就者）有人家厲害的地方，要我去考，

我應該也考不上」。 

 

二、 公民身份養成的三大面向 

 

    在描繪學生的勞動者身份與學校升學主義文化下的他者認同後，以下要從三

面向來談高職學生的公民身份養成，由於本研究的問題意識提問為高職學校教育

裡的公民養成，以及高職的培育勞動者目標如何牽引其公民身份養成，因此不僅

分析高職學校教育中正式課程與非正式課程的公民養成，由於大多數學生同時有

著勞動者身份，因此也分析勞動場域中的公民身份經驗： 

 

（一） 正式課程：公民教育相關課程之學科化形成的疏離效果 

    本研究裡所指的公民教育相關的正式課程包括了公民與社會、歷史、地理、

全民國防、健康與護理、生涯規劃等六項課程，這些科目在高職課程裡的分類被

稱為「一般科目」1。我與學生一起上了一年的這些課程，也在訪談中詢問了學

生如何詮釋課程。整體來說，學生在這些課程裡的學習狀況以及所開展的公民養

成都十分有限，因為多數時候裡學生都幾乎並不甚投入於參與課程。乍看學生上

課狀況，很容易直接詮釋學生就是學習動機低落，因此無心上課。但要說明學生

的此一學習現象，還必要進一步仰賴理解學生的生活情境，狀態以及更重要的，

學生對學校生活與課程的詮釋。 

                                                 
1 一般科目除了這六個科目外，主要還包括國文、英文、數學、自然科課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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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當詢問學生比較喜歡上什麼課程時，學生幾乎都是回答實習課程，一

般科目幾乎從來不會在學生第一次的直覺回答當中出現。而考量前面所述多數學

生因為打工，來到學校常常都處在疲累狀態，在實地操作的實習課之後，就不難

理解一般科目課程被視為休息時段。但除此之外，學生對於這些公民養成課程的

排斥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在於這些課程在學生的詮釋體系裡，被視為具有學科的

符號性質，亦即屬於過往國中就學經驗裡被歸類為「唸書性質」的學科，所以當

我問到為什麼不喜歡這些課時，學生常說：「我就不喜歡唸書，怎麼還要叫我唸

書！」。 

    「不喜歡唸書」這個看似學業成績低落學生常有的說法，需要結合前述學生

的他者認同加以理解。這裡的不喜歡唸書意味著學生的詮釋體系裡有著一個符號

劃分體系，亦即將學校裡的所學和事物區分為「所謂跟唸書有關的、學科的、高

中的」vs.「不是唸書的、技術的、高職的」這兩類。而學生在過往學校生活經

驗裡不僅形成了前述指出升學文化中他者的認同，也因此將屬於唸書相關的事物

排除在自身學習之外。越是他者認同強的學生，越是排斥具學科性質之事物的學

習。 

    學生這種潛在詮釋意義體系所形成的排斥，展現在兩件看似沒有關聯、但卻

反映出學生相同學習心態的事情上。第一件事是在我進入 T 校參與觀察的前半

年，這個學校剛好換了新校長。在我開始跟學生相處約二個月後、陸續的訪談以

及瀏覽學生在該校匿名論壇網站上的留言，便一再出現學生對校長不滿的聲音，

部分學生宣稱校長想要把 T 校變成高中，並強調自己就是要念高職，對於學校

走向高中化頗為反彈。進一步詢問學生的不滿原由，其實有著具體的理由，就是

這位校長陸續取消了學校過去往往盛大舉辦的迎新、送舊以及軍歌比賽等活動，

學生聽到活動取消，感到不滿，但值得注意的是，這個不滿卻被結合在「校長想

把學校變成高中」這樣的說法，學生所提出的證據是校長在朝會時，常提醒學生

還是要多唸書、多讓自己成長，加上校長過去曾擔任高中校長，而朝會時校長也

幾次將我們 T 高職口誤為我們 T 高中。在這樣的詮釋裡，我們看到學生將「高

中化、多唸書」視為一個與己身相對之事物。 

    回到教室裡的課程學習，我們也會看到此一劃分體系對學生的影響，提到排

斥上課的理由，學生往往描繪「不喜歡那種講課本、考試的那種老師」，受肯定

的則是「會跟我們講生活上的事情」。因此在 T 校的 A 班觀察與訪談裡，在我入

班參與上課的這一年，剛好換了一個國文老師，雖然研究者並未參與國文課，但

學生多次提及對國文老師上課方式的不滿，而且常對照於前兩年的國文老師，而

某次因為公民與國文臨時調課的關係，我於是有機會參與了一次國文課。我注意

到這位老師上課非常仔細，認真解說所有註釋、字義，也要求學生必須筆記。但

這種重視解說課文字義，且在課程過程中不時叮囑評量學生能否掌握教科書內容

的教學策略，明顯具有著升學考試取向的風格，讓這個班級的學生非常排斥。事

實上，不僅是這個班，在我最後參加這個班的謝師宴時，當學生聊到這位國文老

師時，學校的輔導老師便提及：「好奇怪，這個老師到底怎麼了，好像他教的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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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跟他氣場不合，一堆學生在抱怨！」但若從前述學生的意義劃分體系來說，這

位老師的教學風格正如同校長的部分學校領導取向，都非常認真且用心良苦，但

卻都為學生之意義體系所排斥。 

    從前述討論可以發現，學生的此一意義體系也正可以說明，公民養成相關課

程所具有的學科化性質，使得這些自認為不愛唸書、也不是讀書的料的學生有著

某種程度排斥，而顯得成效不彰。不過，值得說明的是，學生的「不愛唸書」並

不理所當然地等同於「不喜歡思考」，事實上，一年當中課程裡曾經出現部分課

程片段，教師引用了真實的案例，並提出具體的問題要學生小組討論，而學生在

訪談中都對於這一課程有著正向評價，並說上這個課「老師一直給你事做，你也

比較知道自己在幹嘛」。這說明，學生會喜歡思考，但卻難以接受單純接受教科

書概念的介紹。例如，某次公民與社會課裡，當天老師用哈佛大學政治哲學課的

正義課程題材之一，亦即火車司機要不要撞死一個人以拯救全車旅客的思辨議題，

連結樂生療養院拆除議題的討論，那堂課吸引了不少學生注意，因為老師聲音頗

小，甚至原本坐在後排學生 T22 都主動跑到前面去聽課。但這個討論在半場時

結束，老師接著開始說，下星期要月考了，我跟你們講一下可能會考試的題目，

於是一一講述課本上不同選舉投票制度等概念，並說明那個概念最可能考，沒想

到這直接關係到學生考試利害的解說與複習，竟讓全班近三分之二的人都睡了，

包括特別跑去前面聽課的 T22。 

 

（二） 非正式課程：缺乏民主技能培養機制與師傅文化取向 

    校園裡的公民養成除了正式課程外，校園的民主自治組織與班會，以及師長

的管教方式與態度等，都是學生學習公民與社群生活規範等公民養成內涵的核心

要素。 

1. 學生自治組織：班聯會與班會     

    學生學習學生事務自治是重要的公民養成教育。一般來說，高中階段的主要

學生自治組織有班聯會與班會二者。在班聯會部分：基於法規要求，T 校也設有

班聯會，每班有一個班代可反映學生對校園事務的意見，同時也傳遞學校的意見

給同學。在班會部分：每週有固定的班會課，但輔導處若安排有大型講座活動，

如生命教育、性平教育或勞動教育等，會安排在此班會時間，若無則各班各自進

行班會，學校規定必須繳交班會記錄，包括各幹部報告工作事項，與臨時動議討

論事項。 

    但在二者的參與經驗裡，可以發現學生都面對同樣的問題，缺乏運作自治組

織的相關能力訓練培養，包括很重要的形成提案、表達意見，如何在不同意見中

協商討論等能力都沒有適當的機制培養，因此學生得以獲得的自治能力發展都十

分有限，於是也相對難以提升參與效能感的重要公民養成目的。以班聯會而言，

同學都知道班上有班代機制，但對於此機制能否發揮學生自治的功能，則絕大多

數學生都是否定或多有保留，少數學生記得班聯會曾成功使得學校開放穿黑襪，

但除此之外，學生的理解都是「班代就是會回來說學校決定的事情啊」。也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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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大多數學生不滿的沒有運動短褲、天氣冷不能自行視個人感受加外套」、「制服

外套非常不保暖又很不舒服卻被要求一定要穿」等事項，「講很多了，沒有用，

都不會改」。至於曾擔任班代的同學也說自己從不曾在會議中發言，印象中會議

裡也少有討論。 

    至於班會，也少有同學的討論。我第一次參與 T 校 A 班的班會時，A 班導

師由於承擔十分多行政事務不在班上，偶爾會有隔壁老師過來注意一下。因為不

用上課，全班老師開心地聊天、玩鬧，班長站在最前面，在同學太吵鬧時偶爾喝

叱ㄟ小聲一點啦。我問同學「你們怎麼不開班會？」同學告訴我：我們班沒辦法

開班會啦。為什麼？我問。學生說：「一開班會就會吵架啊，一講事情，然後意

見不一樣，就吵架了….以前一年級就試過了。想說，來開班會好了，還有學姐

帶我們，結果每次講沒幾句，就吵架了。我們班就知道我們不能開班會啦。學生

雖不開會，但也很清楚，「班會記錄喔，學藝掰一掰就好了，學校也不會認真看

啦」。B 班的狀況不大相同，導師重視讓幹部上去逐一講話，儘管學生一上台總

是顯得拘謹，就連學校知名的調皮學生亦如此，但導師要求至少要講出兩項重點，

才讓幹部下台。在與導師的訪談裡，導師清楚地告訴我，他想訓練學生的表達，

因為這對職場生活很重要。不過，進一步的討論則相對少獲得發展機會。 

2. 導師班級經營：職場師傅文化的主導 

    對於學生來說，導師毫無置疑是學校生活中的關鍵人物。兩位導師都十分盡

責，特別 A 班導師更是汽車科靈魂人物，他們不僅關注學生證照取得，重視讓

學生順利連結職場，更致力於讓學生常規上符合學校規範。兩位導師對學生至為

用心用力，週間在學校工作到晚上十點後，假日到校，都是家常便飯之事。 

    雖然在我進研究場域不久，就注意到導師的用心，但要瞭解到導師對學生的

影響力，是直到學年快結束，我詢問學生回顧在學校學到的主要是什麼時，我清

楚看到兩位導師的影響。幾乎所有學生的第一個回答都非常明確是「態度」。此

答案甚至明顯凌駕技術之上。重要的是，學生並非僅抬出態度這樣籠統的名詞，

而是清楚地向我說明，為什麼態度最重要？學生說因為「你如果沒有想學的態度，

出去人家也不會教你」。而學生口中不斷提及的態度，正是兩位導師訪談中不斷

向我強調的教育理念。從參與觀察裡，我可以看到，兩位導師面對這群許多在國

中時期都曾桀驁不馴的少年，是如何地琢磨、要求學生態度。此對於態度的重視，

可從一次 A 班的班會課實例加以說明：當天一開始導師未出現，當時距離畢業

剩下不到一個月，班上氣氛相當浮躁，玩鬧聲越來越大，在快下課前，導師突然

從後門出現，班上瞬間噤聲。生氣的導師，發怒大罵了快十分鐘學生的不知節制，

接著轉而指責幹部，痛斥班長未能盡責，因此要依照慣例處罰班長。這時班長試

圖說明自己的難處，主張處罰應該要略有折扣。沒想到，班長的辯解，引發了導

師更大怒氣，導師直接怒斥明說：「你現在在說什麼就算你有難處，也要事後私

底下跟我說，你現在這樣，是要給我難看嗎？你不給我面子，那我何必給你面子！」

接著又是十分鐘的狂罵，強調既然全班吵鬧就是有錯，任何人想要有例外，也必

須私下來說明尋求諒解，有什麼資格公然要求例外，把老師當成什麼！末尾，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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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再次告誡大家畢業前不可心浮氣躁，然後跟班長說，你自己知道要做什麼。班

長於是走到講台前，把右手向上舉直，這時全班也同時都把右手舉直，我從未遇

過此情形，因此低聲詢問左邊同學，要舉手喔？同學緊張地向我丟一句：「跟著

舉就對了」，旋即緊閉嘴。這時班長開始在講台上高聲念：類似「對不起，我沒

把班上管理好，是我沒盡責任」這樣的句子。句子重複約十次後，班長轉頭向老

師鞠躬、回座，全班才放下手。而這場導師的訓斥也才落幕。 

    在前述例子裡，我們可以看出所謂的重視態度，明顯透露出台灣早年以來便

存在、我將其稱之為技術實務界的師傅文化。前面學生說的「你態度不好，別人

也不會想教你」，以及導師直接明白要求班長應該要做面子給他，視其為學生應

該遵循的道理，這些強調的都是如何與擁有技術之師傅互動的方法。這反映出雖

然學生尚未踏出校園，但有利於未來汽車相關職場生存的技能，已然是學生在學

校裡所接受到的非正式課程之核心主題。 

    此師傅文化之所以在這個科裡顯著受重視，原因之一在於兩位導師過去的技

術學習歷程，也是靠著受師傅琢磨，才得以修練一身高超技術。所以兩位導師在

帶領學生拼證照、獲得就業機會的使命感下，實踐傳遞的也就是這樣的師傅教育。

在這樣態度至上的教育脈絡下，許多學生都承認自己過往的散漫有明顯改變。然

而，也因為強調的是師傅文化，所以公民養成裡所重視公民德行與態度，如批判

反思社群規範，關注公共事務等，在這樣的班級經營互動裡，也相對不受重視。

巧妙地是，即便是一般公民德行強調的特質，在這種強調態度良好、作面子給對

方的師傅文化下，往往也會被轉化了內容。例如，上課中，若有學生睡覺或吵鬧，

常有學生會說，ㄟ尊重老師啦，ㄟ尊重一下他啦，此一尊重的訴求會出現在兩種

情形下，一種情形是學生吵鬧：這時若有人出來維持秩序，要求吵鬧者尊重後，

通常會轉頭跟授課老師說，「我有挺你喔！」。另一種情形是學生上課趴著睡覺，

這時候的「尊重」，意味著要「坐著睡」，也就是，想睡，這沒辦法，但應該要坐

著睡，至少給老師面子，不要趴著睡。我去上課幾次後，便發現常聽學生說，「坐

著睡啦」。後來相處久了，才知道坐著睡的道理。有趣的是，這種對特定個人「相

挺」的尊重與一般公民德行訴求以所有理性公民應被平等看待其價值的尊重，已

然有著實質意義上的不同。 

 

（三） 勞動場域中的公民身份經驗： 

    前述提及打工是許多學生的生活重心，而適應職場也是學校非正式課程的核

心，那麼學生由是否從勞動場域裡獲得了什麼樣的公民身份經驗，與學校的公民

養成又可能有什麼樣的關聯性，便值得進一步探究。 

    學生的打工主要有兩大類，一種是與摩托車有關，另一種則是餐飲或超商等

服務業。但這二者裡，在摩托車相關業界打工者明顯為少數，而學生幾乎都仍是

學徒身份，因此也自認本來就不應該拿基本工資，學到的不只技術，也學到與師

傅的相處之道：知道要跟師傅要學到東西，要會看臉色，看師傅心情，例如，

T28 說的，「你問了，他不回答你，你就不要再問了，等過一會，不同情形時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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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一次，他可能就會回答你了」。另一種則是在餐飲或零售的服務業。這一大類

是學生打工的最大宗，在學生這一類的打工經驗裡，就有著相當異質的經驗，有

提供甚至高於基本時薪，職場環境也算和善親切。但也有著非常多的勞動權益受

損狀況，最常見的是雖有基本工資，但雇主常要求超時工作，在學生的實際經驗

裡，婚宴場的外場服務工作最常見這種情形；或者將工時依照資方需求任意拆散，

導致薪資低，卻又無法好好休息的。誇張的例子還包括，T23 在超商打工，但常

常在結帳時被要求因為短少金額，所以兩名員工必須平分負擔不足金額。雖然每

次短少金額都很小，可能不到 100 或 100 出頭，但二個月下來，也賠了三千多元，

而且他多次提議對帳，老闆都不肯。他不堪賠償，只能滿懷怒氣離職。 

    勞動場域的勞動條件與勞資關係，是政治社群中公民身份保障的重要一環，

學生在勞動場域所能獲得和感受到的權益保障，或者如何實踐自身權益，對於學

生來說，具有重要的公民養成意義。因此，我們有必要觀察，學生如何界定勞動

者與資方的關係，如何看待其中以公民身份為基礎的權益保障： 

    觀察學生的勞動經驗，處於汽機車技術相關職場的學生，進入的與其說勞資

關係，更像是師傅體制，而這樣的師傅體制，等於是把現代化過程中由國家介入

的勞資權利義務關係界定，翻轉回過往傳統社會之私人化的師傅、學徒關係，在

這樣的私人關係裡，國家的作用力被排除，公民的身份也無從被彰顯。至於在餐

飲零售服務業的學生，確實相當可能面對不當勞動條件與職場環境，但當遭遇這

些職場的不當對待時，學生採用的回應方式千篇一律都是離職、快速找到下一個

工作。職場環境中大量的餐飲業、零售業的鐘點人力缺，讓學生可以快速轉換工

作，同時，這些學生的實際生計需求，也讓他們必須盡快找到下一份工作，在這

樣的脈絡下，學校勞動權益教育裡所談的申訴管道，對學生來說，難以浮現為實

踐選項。公民身份為基礎的權益保障，也僅成為理論上存在的事項。 

    前述提及 A 校幾乎未曾聽聞學生打工，對比之下，研究中兩個學校的學生，

呈現出另一個對比，亦即，在與 A 校學生一起上公民與社會課程的一學期裡，

下課間偶爾會聽到學生嘲諷政府施政，其中與勞動權益政策相關的批評，包括功

德院、政府殺人等口號都曾出現，但這些學生其實幾乎全無勞動經驗。相反地，

T 校學生幾乎都同時有著勞動者身份，勞動權益的侵害最為直接感受，但卻鮮少

聽聞 T校學生評論國家的勞動政策。這並非意指 T校學生不懂得如何評論政策，

對此本研究認為一方面是成效不彰的正式課程並未能有效提供足夠的相關知識，

以作為行動基礎。另一方面，更因為在公民身份的權益論述得以捍衛他們之前，

生計的壓力讓他們有必要採用更快速、更能立即有效的解決方式，也就是自己離

職換工作。這樣的困境，或許是所有處境不利公民的常見難題。 

 

三、 結語：抗拒規範但不挑戰規範體系的諷謔型公民 

    校園裡各項教學與課程的開展，與校園外的社會結構和文化體制往往有所關

聯，本研究嘗試理解研究高職學生在學校開展的公民養成，特別關注勞動者養成

的教育目標與此公民養成有何關聯，並嘗試進一步探究學生的公民身份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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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發現，要理解學生在職校中的公民養成，有必要先理解本研究中學生

的經濟資源結構中的位置，以及在學生過往校園中升學主義主流文化中，所建構

的他者認同。此經濟資源不利處境與他者認同，深刻牽引著學生在高職的公民養

成：在公民養成的正式課程裡，打工的高度勞動，讓學生傾向將非實習課程的一

般科目視為休息課程，加上一般科目在學生的意義詮釋體系裡被歸類為與其自身

認同對立之事物，更容易強化其排斥感。除了部分課程片段，教師引領學生進行

生活中實際議題思考，並鼓勵學生討論、形成想法外，正式課程的公民養成成效

十分有限。 

    在公民養成的非正式課程上，學校雖開始重視學生自治，設有相關機制，但

卻因為缺乏自治技能的培養，使得自治制度成效有限。至於導師的班級管理，由

於導師自身的技術養成背景，使得導師的管教具師傅文化特色，亦即傳遞的是傳

統職場之私人化師徒關係重視的價值與規範，取代了以公民身份為基礎的的勞動

權益與合理勞資關係規範。而學生在職場的經驗，要不就是同樣面對師傅文化，

抑或者雖不強調師傅文化，但學生的經濟資源不利位置，讓學生在面對勞動權益

受損時，也傾向以自己離職、盡快找到下一份工作為解決方式，在前述非正式課

程養成與勞動經驗裡，公民的角色被忽略、遮掩，替代的是學徒或個人生計者的

私人角色。 

    當代民主政治理論強調應培養參與型的公民，政治學者分析各國政治發展，

也歸納出不同政治文化下的三種類型公民，包括參與型公民、臣民式公民，以及

傳統型公民。參與型公民瞭解國家的規範體制作用，但也瞭解自己的權利，並能

透過採取行動，參與政府統治。臣民式公民理解國家體制與政府權力的作用，但

並未意識到自身也有參與權利，也不會試圖參與政府統治。傳統型公民則並未意

識到國家統治的作用，當然也不會意識與思考到如何參與統治。這樣的分類，在

界定學生的公民養成上，也可以進一步將分類中所指的國家體制與國家統治進一

步擴充為學校的規範，這也是為什麼有必要推行學生自治，讓學生學習理解學校

規範，清楚自己的參與權利，進而關注、參與學校公共事務。 

    理論上，民主公民養成也是高職教育的目標，參與型公民的養成更是積極目

的。但如前所見，高職的公民養成課程並未能有效地落實，學校的勞動者養成目

標，並未能與公民養成目標相互支持，反而遮蔽了公民角色，而學生的勞動場域

經驗，更呼應了學校在公民養成的空白。然而，儘管學校之參與型公民養成之發

揮未如預期，但若因此認為學生是只會服從學校、國家規範臣民式公民，或是傳

統性公民，則同樣未能說明學生的公民身份實踐。 

    這些學生大多常習慣性地在對抗著學校的「不合理規範」，學校有要學生交

出手機的規定，學生就去弄來展示機蒙混。對此，學生會說：我阿公自己一個人

在家，他如果臨時有事情要找我，電話沒接到怎麼辦？學校會搜查學生機車置物

箱，看看有沒有煙之類的違禁品，學生就會找到適合停機車的地方，包括距離適

合、車子也不會受損的地方；學校當然禁止學生抽煙，學生就能找到校外固定抽

煙的地方，學生會說：抽煙是對身體不好，穿校服抽煙也很不對，可是你不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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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煙就是壞人。這些理由有時常禁不起檢驗、質疑，但學生持續會想出方法來迴

避規範的約束，這些學生當中，有許多位在過去的成長經驗裡，就是不斷地在抗

拒規範，甚至戲弄規範，例如，T10 說他在國中時，學校說不准抽煙，他不僅想

辦法偷抽煙，甚至想出把麥香奶茶吸管洞擴大，把煙藏在吸管裡，大喇喇拿著飲

料，在校園裡吸煙。 

    然而，弔詭地是，雖然學生抗拒著規範的約束，但若問他們是否應該修正校

規，他們又幾乎並不認為有其必要。學生對校規的反應當然有差異性，差別在於

部分非常遵守校規的學生會說，校規都沒問題，你不犯錯，校規就不會來找你，

但是許多不想被校規約束的學生，則是不斷在實踐中閃躲校規。但二者的共同點

在於，若問及是否需要修正校規，則學生幾乎都是回答不需要，因為「校規既然

這樣定，應該有他的理由吧」。或許是因為缺乏知識概念藉以提出論述、拆解校

規的正當性，或許是並沒有在日常實踐中見證過規範被合理地質疑批評並修正，

因此並無挑戰、修正規範體系的效能感；也或許因為其實規範如何並不重要，因

為他們總是能找到縫隙。然而，這一身閃躲本事，弔詭地構成了規範與實際生活

的落差，也反向地促使學生對於統治作用反而失去信心，因此，當我試圖與他們

談到政治事務、談到未來投票年齡的可能降低，談到是否會去投票時，非常高地

比例都是回答，「不會去投吧，不差我這一票啦」，以及儘管有特定喜歡、欣賞的

政治人物，但還是覺得「誰當選，其實都是差不多啦」。也因為雖然學生抗拒、

閃躲、甚至戲弄著規範，但並不認為規範體系應該被改變，這之間形成的一種對

結構的疏離感，正造就了學生對公共事務有所批評、但卻又保持距離的諷謔型公

民（cynical citizen），如何重新導向此諷謔型公民取向的發展，或許將是民主公

民養成上的重要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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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參加會議經過 

    研討會在愛爾蘭的都柏林舉行，會議有四天 07.15-07.18。但

15號和 18號都是安排讓各國參加的學者可以自由地交流對話。主

題演講與各場次都安排在中間兩天。第一天的交流裡認識了一位都

柏林當地的學者，介紹了都柏林各項景點與愛爾蘭獨立運動的關聯

性，地理位置與當年的獨立戰爭的軍隊部署等，讓人對於這個城市

立刻有不同的理解。16與 17日兩天有著豐富的場次與主題，我選

擇了與人權教育以及教育正義相關的論文發表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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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ivation Embodied in Taiwanese Vocational High School Textbooks.  



二、 與會心得 

參與發表的文章非常多，可以聽到其他國家的教育研究文章收穫

不少。從我聆聽的場次來看，觀察到個有趣的研究方向： 

首先、俄羅斯與愛沙尼亞這些國家的大學教育改革，越來越重視

讓大學教育更緊密地銜接職場所需，且提及在這樣改革的過程裡，教

師的反彈往往是最大阻力。有趣的是，我所閱讀的晚近北歐地區的大

學教育反思論文，卻大都偏向檢視新自由主義如何影響大學的課程規

劃，過度偏重提供職場所需。這樣的對比或許反映出社會經濟結構如

何影響著高等教育課程規劃與發展取向。 

其次、另外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希臘的學者透過繪本進行小學階段

的人權教育，以繪本理解學生對學校生活的理解，有助於發展出貼近

小學生的人權教育內容。 

另外，我也注意到一篇討論巴西科學教育論述分析的文章，討論

科學知識發展的社會脈絡，是少見的 STS文章。 

不過，除了收穫之外，我覺得相對可惜的是，我自己發表的場次

中，主辦單位所安排的文章異質性太高，因此無法進行有效的聚焦討

論，尤其俄羅斯、愛沙尼亞學者不斷強調如何有效讓學生所學呼應職

場所需，但我的論文卻批判所謂公民教育中的自我發展，被窄化成職

場所需要人才之培養，其實並不符合民主公民的自我發展權利。兩相



對比，立場似乎有所衝突，但現場討論卻鮮少針對此衝突討論，較為

可惜。 

 

三、 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The title of my paper is “Calling for a Democratic Citizen?” It is about the 

citizenship cultivation embodied in Taiwanese vocational high school textbooks.  

My research is mainly inspired by the abundant research literature about 

education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mong the studies about education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democracy, there is one major issue recently has attracted 

academic concerns, that is, how educational tracking affects civic participation. The 

current literature has identified that educational tracking has substantive influence 

on political engagement in democracies. Overall, students at vocational schools show 

les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an students at academic schools across conventional or 

unconventional types.  

 

Inspired by these researches, I see one important question arising: What kind of 

elements of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would lead students to 

have les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is question leads me to review the citizenship 

curriculum in vocational high school, since there has been a so-called democratic 

turn in the aims of Taiwanese vocational education.  

Here let me briefly explain this so-called democratic turn first.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in Taiwan was established since 1945 and America played a highly 

significant role in providing guideline during the process. To fulfill its military strategy 

in East Asia, U.S. took some major moves to boos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aiwan, one of its important allies in East Asia. One of the major moves was help 

Taiwan to develop new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accordance to American’s guidance, 

Taiwan’s vocational high school education had previously been oriented by the goal 

of providing primary-level technicians for industry for half century. This orientation 

led to a neglect of citizenship education for students. 

However, in the late 1990s, alongside democratization in Taiwan, the social 

movement of advocating for student-centered educational reform thrived. 

Instead of only focus on training the primary-level technician for labor market, the 

ideal of cultivating democratic citizens began to be included as one of the aims of 

vocational high school curricula around 2010. 



 

Inspired by the above-mentioned discussion about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o critically review the major change in Taiwan vocation 

education, I present the following two research questions: 

 

Q1: How this newly added civic ideal is embodied in citizenship textbooks? What kind 

of ideal civic subject is assumed in textbooks? What kind of elements of citizenship 

education are included or excluded? 

Q2: Since cultivating workers remains one of central goal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how is cultivating citizens discourse in relation to cultivating workers in textbooks? 

 

Research Method: In order to answer the two questions, I adopt discourse analysis 

as my research method and my analyzed texts include Taiwan’s National Course 

Guideline and Citizenship Textbooks. 

It is worthwhile to point out that unlike other countr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in 

Taiwan all high school textbooks are required to be written in accordance with 

national course guidelines, and moreover these textbooks are the main, if not only, 

teaching material in classroom. In this educational context, my research assumes 

textbook discourses have substantive influence on how civic ideals are conveyed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aiwan. 

 

Here are my research findings. Basically, the central argument of my research is there 

are some noticeable changes in citizenship textbooks along with the democratization 

in Taiwan. Some democratic citizenship elements were newly added in new course 

guideline and textbooks. That is a new calling for democratic citizen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but this bourgeoning calling, I argue, is very vague and even lack of some 

substantive democratic components.  

 

Let me explain how I come to this argument. Firstly, I point out there are four 

democratic citizenship elements are added into new curriculum. They are protection 

of citizen’s rights, deregulation of government, student-centered curricula, and the 

advancement of concerns for disadvantaged groups. However, I argue that these 

newly-added citizenship discourses are arranged in particular discursive formations. 

 

According to Foucault, discursive formation is a system of dispersion between 

objects, concepts and thematic choices. A Discursive formation refers to rules. These 

rules set up the conditions of existence of statements in a given field. Which means 

what would be said or unsaid are always preconditioned by a discursive formation. 



 

In my research, I point out there existing 4 discursive formations embedded in the 

citizenship curricula and these discursive formations preclude certain democratic 

citizenship elements and implicitly prescribe certain power relations.  

 

The first discursive formation my research identifies is that the curriculum texts 

on the one hand introduce the protection of citizen’s rights, but on the other turn a 

blind eye to how rights are exercised. Under this discursive formation, the citizen is 

portrayed as the bearer of popular sovereignty whose voice, however, is muted. The 

curriculum texts introduce many different citizen rights and all the rights are 

portrayed as the property which are already fairly distributed to all citizens. However, 

there are almost no examples about how citizens can use the rights to increase their 

well-being. For example, in the chapter about labor rights, the texts point out all 

citizens are guaranteed for basic labor rights, including such as minimum wage and 

safety working environment, but the texts don’t mention how labor can organize 

union or take any collective action to negotiate with employers at all. In this way, 

citizen rights are depicted, defined and categorized but not exercised. Under this 

discursive formation, although citizens are the bearers of many different rights, 

paradoxically, citizens appear having no voice and action. 

 

The Second Discursive Formation my research identify is the curricula texts on the 

one hand define the government’s obligation as providing services for citizens,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 texts constantly overvalue government’s function. The textbooks 

focus on introducing various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explaining what kind of 

functions government can achieve in many different passages. Under this discursive 

formation, citizens are expected to be adaptive to governmental governance and it 

becomes unnecessary to discuss democratic governance in which citizens participate 

in the pla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wer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ext is the third discursive formation. As I mentioned before, the new vocational 

education curricula were designed to respond the educational reform advocating for 

student-centered curricula. However, although the current curriculum place great 

emphasis on self-development, the self-development discourses paradoxically 

prescribes new obligations to citizens at the same time. For example, the curricula 

introduce abundant knowledge and daily practices to enhance citizens’ self-health,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 texts also maintain citizens should manage their own 

self-health in order not to become a burden on society. Another example is in the 

Career Planning course, the textbooks encourage students to find the career they will 



be devoted to,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 textbooks list the ideal characteristics 

employers expect and then claim that citizens should make themselves master of 

proper skills and attitudes to become ideal workers for employers. In a word, this 

discursive formation only values certain types of self-development which decrease 

social cost and increase the benefit of capitalists.  

Here is the last discursive formation. To respond the prominent social justice issues 

in democracy, the current curricula include discussion about inequalities faced by 

disadvantaged groups. However, by reviewing all the texts, we can see the curricula 

almost only focus on cultivating the civic virtue for citizens to respect disadvantaged 

groups but offer little discussion about how disadvantaged groups are oppressed by 

established social structures. The texts use a lot of general civic virtue vocabularies 

such as, toleration, respect, open-minded etc, but the structural analysis terms such 

as domination, oppression, social hierarchy, are rarely seen. Moreover, in some 

passages, disadvantaged groups are depicted as those which need to be understood, 

helped and even saved. This kind of discourse forges disadvantaged groups as an 

“Other” for most citizens. In a word, this discursive formation redirects social justice 

issues discussion into much more like civic virtue promotion, and therefore the 

oppression discussion becomes not that relevant and then unnecessary.   

 

To sum up, under the context of democratization and educational reform, there have 

emerged appeals to reform Taiwanese vocational education. One of the major 

appeals is to transform the goal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from cultivating 

primary-level technicians to developing democratic citizens. This is an unprecedent 

calling in Taiwanese vocational education. However, when the calling is conveyed by 

the certain discursive formations, the calling for democratic citizen sounds like there, 

but the voice seems so vague and even deluding. How to make the call substantive? 

It leaves an ongoing challenge to citizenship educators. 

 

四、 建議 

從前述的參與經驗，提出兩項建議： 

1. 國際研討會的各場次安排，應更加重視文章主題的親近性，才

有有助於形成更有意義的討論，讓參與者更能從中獲益。 

2. 國際研討會的安排可考慮在研討會場次前，安排自由交流對談



活動，這雖然看似僅為社交，但我發現這樣的社交可簡單累積

某種程度的社會資本基礎，因此有助於後續討論。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研討會當中有三篇論文的呈現，與我的研究與教學特別相關，因

此向作者索取了相關資料，其篇名分別如下： 

1. Generic Skills in Estonian Entrepreneurship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Curriculum Design: Teachers’ Perceptions 

2. But school is boring!’ Young children’s perceptions on their 

education  

3. The Science Education and the Scientific Discourse: An 

Analysis of Brazilian Journals  

 

六、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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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分述研究結果所具有的學術價值與應用價值：
    學術價值：過去研究指出高職教育資源相對低落，不利學生學習，但缺乏
具體探究其學習不利之影響。尤其國外學界已有相當豐富研究指出高職學生的
民主公民養成成效明顯未如高中，並分析其核心因素，但這些議題的討論，目
前為止都鮮少出現於國內研究中。因此本研究具有補充此研究空缺之學術意義
。除此之外，本研究提出諷謔性公民概念，也有助於補充民主政治對於公民身
份實踐類型理解的相關理論。
    應用價值：本研究提出了學生對於公民養成教育的詮釋，點出學生的學習
模式偏好，與此同時，也提出學生的公民身份實踐模式，在此研究基礎上，有
助於高職教育者反思我國高職公民養成教育侷限，並進一步據此發展設計有利
於高職學生的公民養成課程內容與教學方式。



4. 主要發現
本研究具有政策應用參考價值：□否　■是，建議提供機關教育部,
（勾選「是」者，請列舉建議可提供施政參考之業務主管機關）
本研究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否　■是　
說明：（以150字為限）
（一）發現高職生的技術養成場域中，具有濃厚師傅文化，而此文化往往侷限
高職生的公民培力。
（二）發現高職學生之正式公民課程教學成效有限，學生亦呈現嘲諷型公民身
份實踐，二項不利因素，導致對民主政治運作抱持疏離感，此現象為民主公民
教育政策亟須改善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