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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管教與行為管教的階級差異： 

兼論家庭與學校文化的連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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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分析家長對子女之生涯管教與行為管教，由於階級之不同所產生的

差異，並據以檢視教育機會不均等的一項主要命題，即家庭文化與學校文化的連

續性越強，子女的適應越佳，反之則否。經驗研究的資料，來自臺灣北部兩所社

經組合不同的小學，透過對學生、家長及教師的訪談，並搭配必要之參與觀察及

文件分析後，主要發現包括：（一）中上階級家庭多採積極介入式的生涯管教，勞

工階級家庭多採消極因應式的生涯管教；（二）中上階級家庭的行為管教較為民主

化，勞工階級家庭的行為管教較為威權化；（三）學校之管教方式，不論在生涯管

教或行為管教方面，多半符應學生之階級背景，亦即，學校實施的生涯管教與行

為管教，不論對那個階級的學生來說，都跟其在家所接受的生涯管教與行為管教，

具有相當程度的連續性。 

關鍵詞：社會階級、文化資本、管教方式 

張建成，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陳珊華，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助理教授 
電子郵件為：jchang@ntnu.edu.tw; shanhua@mail.ncyu.edu.tw 
投稿日期：2005年9月30日；修正日期：2006年1月7日；採用日期：2006年2月18日 



 
130 教育研究集刊 第52輯 第1期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March, 2006, Vol. 52 No. 1  pp. 129-161 

Social Class and Career/Behavior Supervision 
over Children: Reconsidering the Cultural  

Continuity between Family and School 

Jason Chien-Chen Chang Shan-Hua Chen   

Abstract 

This study presents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childrearing practice in terms of ca-
reer and behavior supervision over children. Taking social class into account, it reex-
amines a prevalent assumption concerning educational inequality: the stronger the cul-
tural continuity between family and school, the better will be children’s future oppor-
tunities. For empirical purpose, qualitative methods such as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and document analysis were used to collect data from two 
primary schools in northern Taiwan. The major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So far as 
career supervision is concerned, upper-middle class parents get more thoroughly in-
volved in their children’s educational and occupational preparation, while their work-
ing class counterparts take somewhat more passive and fatalistic attitudes. (2) As for 
behavior supervision, upper-middle class parents appear more democratic and working 
class parents by comparison more authoritarian. (3) No matter in respects of career 
supervision or behavior supervision, teachers adopt almost the same way as parents do 
to supervise students from each class, thus setting up a corresponding link between 
schooling and parenting in a class-specific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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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有關社會不公平或教育不均等的問題，一直都是教育社會學研究的重要課

題。儘管歷來切入此一課題的理論或方法，往往因人、因時、因地而異，但不論

何門何派的學者，大致都同意一項通則性的命題，亦即，家庭文化與學校文化的

連續與否，攸關學生之發展甚鉅。因此，家庭文化若能連通學校文化，則學生的

適應較佳，成就較高，未來發展也較順暢。 

對於這項命題，國內這十幾二十年來，比較流行從泛屬衝突陣營之「文化再

製」理論，加以解釋。普遍的看法是：學校乃傳遞中上階級思想及價值的場所，

來自中上階級家庭的學生，由於具備與學校場域相符的文化資本，所使用的語言

符碼也能與學校系統接合，因而容易適應教師的教學，獲得較高的成就與發展。

相對地，來自勞工階級家庭的學生，則因語言文化與學校不盡相通，致其學習困

難，表現不佳，最後不論是退縮或是抗拒，都不免重蹈勞工階級的老路。換言之，

學校宛若中上階級的堡壘，文化資本相契相合的中上階級學生，入學之後，如魚

得水，事事順遂，而文化資本有段「落差」的勞工階級學生，至此縱想步步為營，

恐亦難有所成。 

然而，事實真是如此嗎？揆諸國內外的相關研究，迄無一致的發現。也就是

說，雖然有些研究指出，社經地位或文化資本越「高」的學生，教育發展的可能

性也越高（翟本瑞，2002；Wong, 1998）；不過，也有些研究的結果，並未證明文

化資本與教育成就之間，存有文化再製理論所預設的關係（鄭燿男、陳怡靖，

2000；Katsillis & Rubinson, 1990）。此外，還有些研究發現，文化資本之發揮作用

與否，是有條件的。例如，DiMaggio（1982）指出，文化資本對人文社會學科成

績的影響較大，對數學的影響較小。 

這些研究之所以難有定論，可能是Bourdieu（1986）的文化資本概念，指涉

範圍過於龐雜籠統，不易精確界定之故。一方面，不僅在短期之內很難憑藉幾個

實證指標的調查，便可窮盡文化資本的所有面向；另方面，特別是在不同的歷史

時空或社會文化脈絡下，學者之間更難凝聚有關文化資本的研究共識，或共同性

的操作定義。因此，不同學者對於文化資本便有不同的定義（陳珊華，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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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6），有些指家長或母親的教育程度（林松齡，1999；Lareau, 1987; Reay, 1998），

有些指具體消費之文化商品項目（何瑞珠，1998；孫清山、黃毅志，1996），有些

則以參與的文化活動，作為文化資本的指標（鄭燿男、陳怡靖，2000；DiMaggio, 

1982; DiMaggio & Mohr, 1985）。除此之外，前述「家庭文化與學校文化的連續與

否，攸關學生之發展甚鉅」的通則性命題，恐怕也是一項造成困擾的原因。近來

的研究顯示，這個命題可能欠缺邏輯上的周延性。不但中上階級學生的學習，有

其獨特的問題（陳怡潔，2005；Power, 2001）；並且勞工階級學生的學習，也可在

所屬學校的文化之中，找到不少呼應家庭文化之處（張建成，2004：168-172）。 

依此看來，關於家庭文化與學校文化的連續性命題，顯然有待進一步的檢證，

而一個可行的突破點，或許就在重新界定家庭管教的類型，並據以觀察學校的回

應方式。此一觀點之浮現，是因「文化資本」之累積與傳遞，原本即與家庭管教

關係密切，所以當筆者嘗試從管教方式的角度，就國內最近幾篇有關「文化資本」

之質性研究論文（如林湘慧，2003；陳珊華，2004；謝孟穎，2002）加以解析、

比對、整合時，發現家長對於子女的管教，其實有「生涯管教」與「行為管教」

之分。生涯管教主要跟未來的生涯發展有關，重在教育與職業準備方面的管教；

在這方面，中上階級所接受的管教似乎較為綿密，勞工階級相對較為鬆散。行為

管教主要跟日常之生活規矩有關，重在言行舉止與應對進退方面的管教；在這方

面，中上階級所接受的管教似乎較為寬厚，勞工階級相對較為嚴厲。 

得到此一初步結果之後，我們回頭查閱相關的文獻，又再發現：過去的研究

當中，有關不同階級之「生涯管教」與「行為管教」的素材，其實屢見不鮮（陸

洛譯，1997；Gecas, 1979; Kohn, 1976; Lareau, 1987），只是過去很少有人提出這類

的名詞或概念，既以區分家長的管教方式，復以檢視家庭與學校的文化聯繫。一

般說來，在生涯管教方面，中上階級的家長通常較有計畫，會預先盤算子女的未

來（陳怡潔，2005；Brantlinger, 2003），並積極參與子女的教育（李威伸，2003；

林義男，1993），勞工階級的家長則不然。例如，勞工階級的家長會以指導孩子的

作業為苦，常將子弟教育的責任轉移到教師身上（Lareau, 1987; Reay, 1998）。而

在行為管教方面，中上階級的家長常用說理或委婉的方式，激發兒童的自主性；

勞工階級的家長則常用體罰或威權的方式，加強兒童的服從性（林湘慧，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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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碧蓮，2002；陸洛譯，1997；Kohn, 1976; Kohn, Naoi, Schoenbach, Schooler, & 

Slomczynski, 1990）。 

有鑑於此，本文之目的，乃在重新整理筆者新近一項有關文化資本的經驗研

究資料，以具體說明不同階級家庭對其子女的生涯管教及行為管教，究竟有何差

異，同時分析學校對學生的生涯管教及行為管教，究竟與不同階級的家庭管教方

式有何關聯。希望藉著這樣的探討，能對家庭管教方式的階級差異，以及家庭文

化與學校文化的連續性問題，提出一些新的詮釋或一些補充性的詮釋。 

貳、方 法 

本文的經驗研究資料，來自臺灣北部兩所70班以上的大型公立小學，一所位

於都市文教區，一所位於市郊加工區。研究的進行，係在這兩所小學中抽取五年

級的學生各一班，並以這兩班之學生、家長、教師作為主要研究對象。位於文教

區的小學，家長以白領階級居多，故抽自該校之班級化名為「白雲班」，班上男生

17人、女生19人。位於加工區的小學，家長以藍領階級為主，故抽自該校之班級

化名為「藍天班」，班上男生22人、女生16人。筆者自2001年9月進入這兩班蒐集

研究資料，至2003年3月退出研究現場，約一年半的時間，第一年的重點放在學校

生活的探討上，也訪談學生放學後的時間安排及居家情況，後半年的重點則擴大

到學校之外的社區及家庭，深度訪談不同階級背景的家長。 

茲依家長（以父親為主）之教育程度與職業階層，將這兩班學生的社會階級

分布情形，示如圖1。圖中每一個學生，皆以單名形式之化名呈現，字型為細明體

者，為白雲班之學生，字型為標楷體者，為藍天班之學生，兩種字體之加陰影者，

為單親或隔代教養的學生。圖中任何一列的學生化名，皆採男左女右方式排列，

為易辨識起見，不論何種字型，加劃底線者，皆為女性學生之化名。最後，化名

位於圖中標有□A 字樣之橢圓形區塊者，代表中上階級的學生（白雲班18人、藍天

班4人），化名位於標有□C 字樣之橢圓形區塊者，代表勞工階級學生（白雲班3人、

藍天班17人），這些學生將是本文特別關注的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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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白雲班與藍天班學生的社會空間分布圖 

說明：細明體字型之化名代號，代表白雲班的學生。 

標楷體字型之化名代號，代表藍天班的學生。 
化名代號劃有底線者，代表女生。 

化名代號加陰影者，代表單親或隔代教養的學生。 

 

本文的經驗研究資料，主要是以參與觀察、半結構式訪談、文件分析等三種

方法蒐集之： 

一、參與觀察 

筆者自2001年9月進入研究現場，初期每週到訪各校一個半天，主要的工作，

研究所   源俊麟純馥琪璇琳菱珮芊

大  學  辰懿翠  □A  正諺順智宇運雲 

專  科 鋒霞 良婉炫瑤蕙燕娟 謹煌堂 

高中職 誠龍發全輝莉詩 磊昇翔平卿蓉英明柏騰啟羽秀薰儀 宗富 

國  中 仁彬松文勇艾如香菁鵬萍珍 廣梅夢柔  

國  小 偉  □C    

無    

 勞力工作 半專業、技術工作 專業技術、管理工作 

家長的職業階層  

＋
家
長
的
教
育
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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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隨班觀察級任教師的課堂活動，如國語、數學等，同時也得到體育老師的允許，

觀察記錄學生的體育活動。2002年2月至6月，每週到訪各校兩個半天，參與觀  

察的課堂，擴大到自然、英語、音樂、美術等科目。除了校內的教學活動，筆    

者亦曾參訪學校附近之安親班。在課外活動方面，有幾個週三下午，跟著學生  

參加他們放學後的活動，並曾以義工身分，參與藍天班的戶外教學及端午節慶活

動。 

每次參與觀察，或多或少會與教師、學生、家長等相關人士談話。不論是觀

察或談話所得資料，皆儘量於當天鍵入電腦作成札記逐字稿，並依「班別」、「資

料類別」、「日期」、「參與活動」之順序，建立檔案編碼。例如「白雲，觀901005，

國語課」之編碼，代表該筆資料是2001年10月5日觀察白雲班國語課之札記。每筆

檔案資料，皆依重要關鍵字詞加以分類，並編定主題碼，待資料逐漸豐富後，歸

納性質相近的主題，形成若干範疇，最後再依範疇之相互關聯，對照其他方法所

得之資料，發展初步模型架構，以備進一步之分析。 

二、半結構式訪談 

本文之訪談資料，主要來自學生及家長。在學生方面，自2001年11月至次年6

月間，筆者常利用觀察各校之下課時間，與學生進行非正式談話，及時掌握或釐

清上課發生的狀況。中午時間，研究者會與學生共進午餐，聽聽學生吃飯聊天的

話題。午休時間進行的正式訪談，是以半結構式的訪談為主，研究者通常會借一

間無人的教室，或是學校輔導室裡的諮商室，希望在不受干擾的情境下，讓學生

暢所欲言。此階段的訪談，每次會有一、兩個主題，參與談話的人員，通常是由

研究者選定一、兩位學生，再依其意願邀請其他願意分享經驗的同學，實施小組

訪談。如果談話內容涉及隱私，研究者會以個別方式實施訪談。 

待學生的訪談資料大致蒐集齊全，並完成初步分析之後，研究者在2002年11

月間，開始以半結構式的問題訪談家長。訪談時，以親訪為主，若是家長無法配

合，才改以電話訪談。至2003年3月完成家長訪談並逐步退出研究現場之前，以及

離開研究現場一年之內，研究者仍不時與學生、教師保持聯繫，以聯絡感情，同

時進行彼此資料之三角檢證，或請教一些資料上的解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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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訪談主題，包括家長的管教方式、教師的課堂教學、同儕的互動關係、

下課時的活動、放學後的安排、以及對學校的想法等。關於家長的訪談，主題包

括家庭的教育資源、教養子女的方式、學校活動的參與、休閒活動的安排、對於

子女未來的期許，以及對於學校的要求等。每次訪談之後，如同前述的觀察一樣，

亦儘量於當天將訪談資料鍵入電腦作成訪談逐字稿，並依「班別」、「資料類別」、

「人名」、「日期」之順序，建立檔案編碼。例如「藍天，訪翠梅菁英901112」之

編碼，代表該筆資料是2001年11月12日對藍天班小翠、小梅、小菁、小英之訪談。

每筆檔案資料，亦依前述觀察札記之分類方式，循主題、範疇、模型之順序，逐

步建構研究結果。  

三、文件分析 

本文蒐集的文件資料，包括學生學籍資料卡、輔導資料卡、班級懇親會紀錄、

學校家長會會議紀錄，以及學生作業、考卷、學習單、聯絡簿、作文簿、日記簿、

每週自我評量表等。這些文件資料的蒐集，主要用意在於問題背景的瞭解，而文

件內容的分析結果，有時亦可作為與學生進一步談話的問題來源。例如，聯絡簿

裡親師之間的溝通，有助於瞭解家長的理念及對子女的期望。因此，研究者特地

將學生的聯絡簿一一看過，並登錄重要的親師溝通留言。 

本文以上述多種方法蒐集資料，除為達成研究目的外，另有一項重要的用途，

即遵循三角檢證的精神，進行不同來源資料的查核與比對，以確保研究資料的真

實性與可信度。在為期一年半的資料蒐集期間裡，筆者反覆檢視各項資料間的一

致性與關聯性，遇有疑惑、矛盾或不確定之處，皆會透過繼續的觀察、訪談（對

象包括相關的學生、同學、教師、家長），以及文件檔案的查閱，加以釐清。因此，

本文所呈現的資料，都是在研究過程中經過各種資料來源的「參證、佐證」工夫，

才確定下來的結果。也就是說，本文每一項論點的形成，基本上都具備多種資料

相互「對話」的基礎，只不過在撰寫論文時，由於顧及行文之流暢程度及稿件的

篇幅限制，有些時候只好選擇最為生動傳神的某些資料（例如訪談資料），用以鋪

陳筆者的論點或詮釋，而未同時「舉證」各種不同來源的資料。爲了避免誤解，

特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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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主要發現 
本文之主要發現，包括生涯管教的階級差異、行為管教的階級差異、家庭管

教與學校管教的連續性等三個部分。茲分述如下： 

一、生涯管教的階級差異 

關於中上階級與勞工階級家庭之生涯管教，可從生涯期望與課業指導兩方面

來予以瞭解。 

(一)生涯期望方面 

1.中上階級 

中上階級的家長，希望孩子未來至少取得大學以上的學歷，這樣的期待，一

方面基於他們相信自己孩子的能力，「唸到大學不是問題」（白雲，訪芊母911128，

家庭音樂教師，先生是工研院研究員），另方面則基於他們相信學歷對於未來的重

要性，因為「現在大學學歷是不行的，要到碩士，那未來是不是要到博士都很難

講。」（藍天，訪翠母911213，國小圖書館幹事，先生從事洗衣器材批發）就算孩

子目前的表現未臻理想，家長依舊對其抱以熱切的期望。 

宇母：「我對他期望很高……希望他儘量可以做到……最基本的，大學是一

定要……我常跟他講，『現在大學畢業大概像以前國中畢業……找工作不好

找……』……爸爸常常都會說要他唸博士……」（白雲，訪宇母911127，家

管，先生是客運公司主任） 

小純：「……我哥考不好，他們就叫他重考……大哥本來唸中原，後來轉到

中央……二哥去年考到嘉義大學，今年重考要考陽明醫科。」（白雲，訪

小純910621，科技大學教授之女） 

中上階級的家長，通常也會跟孩子談論未來生涯規劃的話題，「我曾經跟孩子

講，希望我兒子能學醫……我希望女兒學法律……為了他們的前途……。」（藍天，

訪翠母911213，國小圖書館幹事，先生從事洗衣器材批發）有的時候，當孩子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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睹家長的工作狀況與職業形象後，也會激發他們的職業志向。對此，家長多半鼓

勵有加，並告知努力的目標，以及有待培養的心性、態度與能力。例如白雲班的

阿諺想當老師，「因為爸爸跟爺爺都是老師」，可是「他們說當老師不是那麼簡單，

光用講的不行，要去實行……功課不能爛爛、隨隨便便的。」（白雲，訪阿諺

910325；910627，公立高中教師之子）白雲班的小璇更在她的作文簿裡，文情並

茂地寫了下面這段話： 

志願，是一種奇妙的東西，它就像一塊充滿思想的奇石，靜靜地立在茫茫

的腦海邊……總有一天它會裂開，那時你就知道怎麼做了……一天上午，

我看到爸爸教書時認真的神情，我腦中的那塊奇石，便裂開一條縫，我當

時便下定決心……我要好好唸書，成為像爸爸一樣的教授……爸爸聽了我

的想法後，說：「你不要以為教授很好當，只唸書，沒有恆心和毅力，怎麼

會成功呢？」這句話在我的腦海裡烙印了一條深深的痕跡。（白雲，小璇的

作文簿901201，國立大學講師之女） 

2.勞工階級 

白雲班勞工階級的家長，也希望孩子書能讀得高一點，比如至少高中左右，

以免學歷太低，缺乏競爭力，將來出社會容易吃虧。但是因為孩子的成績表現及

家裡的經濟狀況，都比較差，加上本身缺乏指導學業的能力，所以家長不敢要求

太高，惟恐出現反效果。 

鵬母：「希望他讀高一點啊，至少要高中啦，也是看啦……看他興趣還有能

力到哪裡。」（白雲，訪鵬母911127，檳榔攤，先生無業） 

珍母：「不然要怎麼辦……你也是要看看你有沒有那個錢……現在沒有讀到

那個……你去外面跟人家工作，這樣跟人家比起來是不是差一大截？……

我是煩惱說……到時候考高中，不知道考不考得上？……因為上去我也完

全都看不懂，所以我也沒辦法……告訴她說，你就儘量啦……逼得太緊，

小孩子壓力太重，她會更不想讀書……」（白雲，訪珍母911127，家管兼

做手工，先生是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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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天班勞工階級的家長，情況差不多，甚至要求或期望更低。面對不想唸書

的孩子，部分家長憶起自己過去的求學經歷，通常都會感同身受而不勉強。例如

阿彬的母親只讀到國中畢業，已是家裡學歷最高的人，她回想自己當初對讀書沒

興趣，不想參加升學考試，父親告訴她：「若真的不想考，那就算了啊！」現在歷

史重演，她的孩子也不喜歡唸書，雖然她曾經後悔沒有繼續升學，但想起當年自

己讀書所受的折磨，也就不再堅持孩子讀書。 

彬母：「後悔是會後悔，只是說當時……其實書也不會唸，越唸越痛苦。」 

研：「你不會想說希望他們再唸高一點嗎？」  

彬母：「當然是希望啊！只是說他們……也可能會是越唸越痛苦啊，因為我

自己有那種經歷，所以……不會說……很強迫他們一定要讀……你想讀才

能讀得高啊，你不想讀，硬逼他讀沒用啊……」（藍天，訪彬母911226，

家管，先生是臨時工，常不在家） 

一般說來，勞工階級家長對於子女的讀書表現及生涯發展，抱持的是比較順

其自然的態度，既不強求也不奢求。所以當孩子的成績不佳時，他們大都會說：  

「「「「可能她的腦筋不好，心思不在書上，就不再勉強她，以免孩子有太大的壓力。」

（藍天，訪如母911213，作業員，先生為送貨工人）甚至有人擔心「小孩功課壓

力太大」，會像電視新聞報導所說的「跳樓自殺」，「這樣是不是比較划不來？」

（白雲，訪珍母911127，家管兼做手工，先生是木工）可是他們的心情是極其無

奈與矛盾的，尤其當生計問題一併考量進來的時候，更是如此。 

舉例來說，迫於家庭經濟因素，有些家長可能希望小孩「有機會時能去打

工……分擔家裡的壓力，家裡真的就是被逼得很累啊！」（白雲，訪鵬母911127，

檳榔攤，先生無業）不過，他們很快又會憂心忡忡地說：「以前的話，你只要說肯

做，養個家都沒問題。」但是現在的小孩「很可憐！現在的經濟，如果說沒有讀

很多書，沒有一技之長的話，想要賺個錢養個小孩子、養個家也不容易。」看到

自己的孩子不喜歡讀書，他們最大的心願就是希望孩子「不要學壞」，「習得一技

之長……養活自己」（藍天，訪松母919214，合作社賣早餐，晚上兼夜班女工，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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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工作不穩定）。 

(二)課業指導方面 

1.中上階級 

中上階級的家長教育程度較高，工作穩定，有較充裕的資源與人力指導子女

課業。例如白雲班阿諺的母親提到，「他……上課也不是不會……可是就覺得需要

教他……奶奶跟我幫忙看，他爸爸偶爾幫他看一下數學……。」（白雲，訪諺母

911130，大學行政助理，先生是公立高中教師）尤其中上階級學生居多的班級，

成績競爭非常激烈，「程度都差不多……考試時一不小心錯個一題，名次就落差很

大。」（白雲，訪級任老師910516）因此段考前，不僅學生緊張，家長也有壓力，

而家長經常做的就是協助複習課業和指點重點。有時老師在考前出了較為費時的

作業，家長還會插手幫忙，為孩子爭取更多複習功課的時間，好考個更理想的成

績。 

小純：「因為快考試了，……我媽最近要用（台語，做或弄的意思）很多報

告……」 

研：「她不是當老師嗎？為什麼要用報告？」 

小純：「沒有啊！就是我要唸書啊！她就幫我做報告啊！」（白雲，訪小純

910621，科技大學教授之女） 

中上階級的家長，相當重視子女的讀書習慣，會規定孩子的讀書時間，例如

「每天八點半到十點是讀書時間」（白雲，訪琳父911129）。這些規定，子女不僅

必須遵守，而且還要做到「自動自發」的地步（白雲，雲母於自評表留言910426）。

在白雲班學生的自評表或家庭聯絡簿裡，常可看到家長留言勉勵或期許孩子做好

時間管理，「自動讀書」，同時希望學校老師也能配合督導。 

小五的學生了，還似乎不會利用時間，功課要早點寫完，不要拖得很晚，

但比去年是有很大的進步，再加油！（白雲，煌父於自評表留言910322，

科技公司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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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馥很快樂，但是讀書時間安排不夠緊湊，希望做好時間管理，請老師多

加督促！（白雲，馥父於自評表留言910405，科技大學教授） 

白雲班的中上階級家長，平時也會觀察、評估孩子的學習能力，根據子女的

學習狀況，進行診斷分析，協助孩子找到困擾的癥結與解決辦法，不必等到老師

反映之後，才知道子女的學習問題。有時學生繳交的作業，達不到老師要求的標

準，或是不盡瞭解老師的標準何在，不免感到挫折。此時，中上階級的家長會協

助孩子跨越老師的門檻，突破學習的困難。 

Dear老師，您是否可以借我一張已經寫好的學生數學日誌做參考，幫阿麟

抓到寫數學日誌的方向和內容……他今天有點難過，他很用心寫，可是被

點名要重寫，如果有可參考的樣本，我可以幫他……（白雲，聯絡簿，麟

母910509，社工人員，先生是職能治療師） 

中上階級的家長，也會特別針對子女的「未來學習」預作準備。例如在國小

擔任幹事的小翠母親，發現現在的教科書版本比之前的簡化，擔心將來孩子上國

中後程度跟不上，「就要她趕快……把哥哥以前的參考書，每一題都算一點……」

（藍天，訪翠母911213）。另如白雲班阿宇的父母，希望他將來在國、高中時能夠

適應得更好，故趁現在小學課業負擔不大時，就自行為其增添古文與英文的背誦

作業，讓他先讀些未來可能需要唸到的材料。 

宇母：「他還要背一些古文觀止……放學後，我監督他讀這些內容，晚上的

時候就是他爸爸要驗收啊……大概四年級左右開始吧……把國中的教材拿

來讓他唸，國中的英文單字大概都要唸三遍以上……他現在是唸高中的，

但是只限於單字……」（白雲，訪宇母911127，家管，曾任職外商公司，

先生是客運公司主任） 

2.勞工階級 

勞工階級的家庭，家長的教育程度較低，雖然也希望子女的學習表現好些，

但是卻不知從何幫起。尤其小學高年級的課程，對於書唸得不多的勞工階級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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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造成相當困擾。如白雲班小珍的媽媽只是國小畢業，回想「二十年前，那時候

國小讀的很簡單……才幾本而已啊！現在一大堆……光背著那些書，都壓得小孩

子都長不大，為什麼現在的課本會這麼多？」（白雲，訪珍母911127，家管兼做

手工，先生是木工） 

鵬母：「他現在的作業，還是要寫什麼作文，要看什麼，我有時候也看不太

懂，不知道這教材在說什麼……我就覺得很煩……以前比較不會有這些有

的沒有的，現在很常有單子（學習單），一直問什麼一大堆的，很煩。後來

就問我兒子：『到底是你的作業，還是我的作業？媽媽也要寫作業嗎？』」

（白雲，訪鵬母911127，檳榔攤，先生無業） 

另外，阿鵬的母親想起自己以往求學的歷程，「這個不會、數學也不會……讀

得這麼痛苦……也很無聊，就不想再讀下去……。」（白雲，訪鵬母911127，檳

榔攤，先生無業）或許是曾有學習挫折的經驗，家長對於孩子跟不上進度，頗能

理解，「考很爛，也不會怎樣……不會打、也不會罵，只會說一說而已。」（白雲，

訪阿鵬910412） 

藍天班裡，許多勞工階級的家長，對於子女的課業指導同樣缺乏能力，而且

更為費時費力。通常他們能做的，就是將孩子送請安親班或補習班代為督導。例

如小艾的母親在工廠當作業員，晚上或假期有時還得加班，根本無暇管理孩子的

課業。如同多數的同學一樣，小艾放學就直接去安親班，由安親班老師督促功課。

她的輔導資料卡有如下的記載：「父母忙碌，安置在安親班，學業成績不錯。」（藍

天，小艾的輔導資料卡）另外，阿松的母親平時接兩份工作，也沒有什麼時間指

導孩子課業，只得讓阿松到補習班補習數學。阿松便靠補習班的協助，數學成績

顯著優於其他科目，甚至還跟母親說「以後想當數學老師」（藍天，訪松母919214，

合作社賣早餐，晚上兼夜班女工，先生工作不穩定）。 

可是安親班不見得對每個人都有效，平日在工廠上班的小如母親，曾讓孩子

到安親班補習，但是小如的成績依舊未見起色。等到她高年級時，家裡經濟負擔

更為吃重，家長就不讓小如繼續再上安親班，認為安親班老師同樣教導別家的小

孩，他們的成績不差，自己孩子的成績卻不好，可能是小孩的程度差，「再逼也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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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由於家長自己也幫不上忙，只好要求孩子「不會的話就要去問老師。不然，

也不曉得要怎麼辦。」（藍天，訪如母911213，先生是送貨工） 

(三)小結 

中上階級的生涯管教，較有規劃也較為綿密，子弟通常遵循家長安排的路，

一步一步向前推進。在生涯期望方面，家長普遍期許子女追求大學以上的學歷，

以及專業性質的工作，他們預為籌謀、以身作則，連帶拉高了子女的生涯抱負。

在課業指導方面，中上階級的家長教育程度較高，具備指導子女學業的能力，同

時也積極介入子女的學習過程。從檢查作業、複習考試、補救教學、規定讀書時

間到提前準備未來功課等，環環相扣，前後呼應。當學生成績不如理想時，他們

傾向於認為子弟「努力」不足，不夠「自動自發」，因而惕勉有加。 

勞工階級之生涯管教，則較為隨緣，也較為鬆散，子弟通常無所參照，而需

自求多福。在生涯期望方面，家長大都順其自然，故當孩子無意繼續唸書時，也

不勉強，只期望子弟能有一技在身即可。在課業指導方面，勞工階級家長的教育

程度偏低，加以工作粗重，經濟窘迫，通常無力亦無空親自指導，必須借重安親

班或補習班之力，幫助子弟學習。而當子弟學業成績不佳時，他們回想自己過去

也有類似的痛苦經驗，往往不忍苛責，甚至傾向於認為子弟「能力」不足，不必

強求。 

二、行為管教的階級差異 

(一)中上階級 

不論白雲班或藍天班的中上階級家長，對於兒女的行為管教，比較常用鼓勵

或讚賞的方式。學生每週的自我評量表裡，經常可以看見家長鼓勵的話語及各類

叮嚀。例如「阿麟這一年來，很有自己的主見，表達時有點理直氣壯，容易得罪

人，希望他能學習以柔軟之心，表達看法和意見。」（白雲，麟母於自評表留言

910531，社工人員，先生是職能治療師）「看完你這週的自評表，媽媽以你為榮，

盡力的孩子最棒，對不對？」（藍天，翠母於自評表留言901028，國小圖書館幹

事，先生從事洗衣器材批發）有一回，白雲班的阿宇在自評表寫了「爸媽沒誇獎

我」，也讓母親連忙補充「爸媽有誇獎你呀！說你讀書認真、做事負責……。」（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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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宇母於自評表留言910405，曾任職外商公司，先生是客運公司主任）總之，

中上階級的家長，常找機會鼓勵孩子，或是委婉提醒孩子改善之處。 

孩子平時犯錯或表現不如預期時，家長較常以說理的方式規勸，打罵孩子的

次數不多。根據學生的回憶，遭受體罰通常是「小時候發生之事，例如說謊。」

（白雲，訪阿諺910408；訪小芊910408）一般說來，中上階級的家長常用道德勸

說的方式，讓孩子心生警惕，以糾正不良行為。有時家長稍假辭色，「用唸的，就

夠讓孩子傷心了。」（白雲，訪小璇910329） 

除了以言語勸說之外，中上階級家長糾正孩子的方式，還包括禁玩電腦（白

雲，訪諺母911130，大學行政助理，先生是公立高中教師）、扣零用錢（白雲，訪

琳父911129，工研院課長；藍天，訪翠母911213，國小圖書館幹事，先生從事洗

衣器材批發）等。同時，家長也會替換處罰的方法，不斷尋求有效的行為管教方

式。也就是說，中上階級的家長，對於孩子的教養方式，都在不斷地調適和學習，

隨著時間的改變，他們「一直在想，要怎樣才能帶給孩子最好的，雖然還不確定

怎樣是最好的，但會很認真地學習，也會跟別人一同討論。」（白雲，訪芊母911128）

舉例來說，小琳的父親這幾年來，對於孩子的教養方式有極大的改變，他反思自

己過去威權的教養方式，著實讓子女不快樂，也未達到原來想要達到的目的，因

此他決定讓自己調整得更為民主些。 

琳父：「我現在已經學到了，家長所想的不見得是對的，也不見得是對孩子

最好的……以前很多事情都是很獨裁地把它定下來，結果發現小朋友就不

是很快樂……比如說買玩具，我們覺得說這種玩具對她比較有幫助，寓教

於樂嘛，結果她喜歡另外一種玩具……當父母，也是在學習啊，因為你所

做的一些不好的行為，或者一些習慣啦，言語的態度……小孩子身上會

feedback回來……那時候你就會嚇到，原來她們……都是……從你身上獲

得的。」（白雲，訪琳父911129，工研院課長） 

(二)勞工階級 

勞工階級的家長，較少在孩子的聯絡簿或自評表留言，如藍天班17位勞工階

級的家長，一學期僅留言兩次以下的家長，多達9位。即使留言的家長，直接稱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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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鼓勵孩子的情況亦不多見，大部分都是訓示的性質。白雲班上勞工階級的家長

不多，他們在孩子聯絡簿或自評表留言的情形，大致與藍天班的勞工階級家長相

同。 

「……很生氣、很討厭某個人時，也絕對不可以出手打人。」（藍天，發

母於自評表留言901105，家管，先生是環保局司機） 

「還是一句，用心點！」（藍天，勇母於自評表留言901209，女作業員） 

「好好加油！」（藍天，艾母於自評表留言901105，女作業員，先生是建

築工） 

「沒意見。」（白雲，萍母於自評表留言910308） 

「希望乖一點、聽話一點！」（白雲，珍母於自評表留言910329，先生是木

工） 

藍天班或白雲班的勞工階級家長，管教子女的方式均較直接，較少運用說理

或其他委婉的管教技巧，所以孩子只要犯了錯或闖了禍，不論事情大小，通常都

是藉由打罵，以制止孩子的行為。處罰的工具五花八門，棍子、皮帶、衣架、拖

鞋等，家長手上有什麼就用什麼。 

小英：「我被用棍子打，打很多下……很痛。」 

研：「小菁是怎麼被打？」 

小菁：「皮帶呀！……我是跑出去玩時被打……」（藍天，訪菁英910326，

小英，雇員之女；小菁，板模工之女） 

小艾：「我是用皮帶、衣架、拖鞋……爸爸、媽媽都有，拖鞋、皮帶是爸爸，

衣架是媽媽。」 

研：「通常是因為什麼事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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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艾：「拖鞋是因為我們晚上太吵了，爸爸就進來，打離他最近的那個人；

衣架是我們不做功課，被媽媽發現了，就被打；皮帶是做錯事的時候。」

（藍天，訪小艾910326，建築工之女） 

勞工階級家庭直截了當的行為管教方式，養成子女忍讓順從的習性。因此藍

天班的學生來到學校，即使遭受教師不合理的待遇，通常家長都教他們逆來順受，

保持沉默，以免惹人討厭，於是學生們常說：「沒什麼好講的，講了也沒用，反正

就是忍耐一下。」（藍天，訪廣松901217）可是藍天班幾位中上階級的學生及其

家長，對於教師「有問題」的作為，反應就大不相同。例如，小翠曾接連幾天因

為「非故意的」犯規而被罰抄課文，小翠反彈很大，認為「老師應該清楚原因，

瞭解一下事實後，再做處分。」於是家長就要孩子「暫且先不要抄課文，隔日到

學校與老師溝通。」（藍天，訪翠母911213，國小圖書館幹事） 

少部分勞工階級的家長，對於孩子的管教方式，有時採取消極的放任方式。

例如，阿彬的母親受到電視媒體的影響，認為打罵孩子，可能沒用，且會導致更

為麻煩的事情，因此決定順著孩子，不再勉強小孩。她說：「因為打不行啊！罵也

不行啊！就隨你們，不要惹事就好了……現在的小孩，罵一下就離家出走，一下

又發生跳樓什麼一大堆的。」（藍天，訪彬母911226，家管，先生是臨時工，常

不在家）一般說來，當打罵無效之後，勞工階級的家長甚感為難，不知如何是好。

不像中上階級的家長會變換不同的管教或懲處方式，勞工階級的家長所能變換

的，可能只是體罰的工具，當心存顧忌，或「招數」用盡又不見效果時，便只好

放手不管，聽其自然了。 

(三)小結 

中上階級的家長，日常百般叮嚀，要求孩子「知書達禮」，但在落實這項管教

時，他們的做法比較婉轉。他們採取讚賞、說理、規勸等比較「民主」的方式，

讓子女知道什麼可以做、什麼不能做，促其「心領神會」、「自立自強」，很少直接

加以斥責或體罰。此外，中上階級的父母，也比較能夠透過訊息的交換與接收，

深刻反省自己的作為能否讓孩子變得更好、感覺更好，從而謙沖調整之。相對而

言，勞工階級的家長，雖然也會為其子女訂下若干行為的規矩，但通常都是一些



 
張建成、陳珊華 生涯管教與行為管教的階級差異 147 

 

 

 

 

 

 

不可違逆的規矩，鮮有商量的餘地。他們比較是以命令、交代、訓示等威權的方

式，管教子女的行為。子女最好不要惹事，否則免不了一頓打罵。這或許是因為

他們的教育程度有限，拙於言詞之故，只好施以立即而直接的斥責或體罰，以收

實效。而當打罵疲乏之後，他們可能放棄管教，撤除外在的控制力量，聽任子女

各行其是。 

三、家庭管教與學校管教的連續性 

一般以為，學校重視的是中上階級的價值，傳遞的是中上階級的文化，所以

勞工階級的學生來到學校之後，由於學校文化無法接續家庭文化，不免適應困難。

然而，實際的情形卻可能是：如果學校位於某一階級為主的社區，或是學生來源

集中於某一特定階級，長期招收此類學生、接觸此類家長的結果，學校及教師可

能形成某種「習性」，傾向以該階級之方式來實施管教。於是文教區的學校，乃順

勢延展中上階級家庭的生涯管教與行為管教；加工區的學校，則日益體現勞工階

級家庭的生涯管教與行為管教。 

(一)中上階級的符應情形 

1.生涯管教方面 

中上階級家庭的生涯管教，對於子女未來的升學及就業目標相當明確，希望

子女取得高級學歷，躋身專業人員。因此，如同前文所述，他們投入不少時間指

導孩子課業，診斷孩子的學習狀況，補救孩子的學習進度，並預為安排未來可能

學習的內容。透過這樣的過程，他們的子女得以累積銜接學校課程的文化資本，

不僅跟得上老師的進度，更充分展現學習的自信，上課發言踴躍，樂於「說出自

己的感受」（白雲，阿諺的生活小札記910402，公立高中教師之子）。而老師對於

這類學生的表現，也經常給予正面的回饋，例如「小琪……思考有條理……能在

課堂激起許多寶貴的想法。」（白雲，老師於小琪的聯絡簿上留言910320，公營機

構主管之女）相較於中上階級學生在課堂上的學習興致，白雲班的勞工階級學生

卻「不敢」發表意見（白雲，小珍的生活小札記910402，木工之女），因爲「怕講

錯」（白雲，小萍的生活小札記910402，餐廳服務員之女）或「不知道怎麼說」

（白雲，阿鵬的生活小札記910402，檳榔攤販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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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上階級的家長，一路推著小孩前進之餘，更要求學校做出相對的配合。他

們透過家長會，介入學校的行政與教學，「希望學校支持配合辦理各項活動（如萬

聖節），如果學校認為（這是）浪費正常上課時間，則有違教改鼓勵創新精神，學

校應鼓勵老師、學生設計自己的學習課程。」（白雲班所屬學校之家長委員會會

議紀錄，901110）家長要求學校教學積極展現創意，係鑑於這是日後擔任專業管

理工作必備之能力。而學校對此之回應，便是鼓勵活潑多樣的教學風格。不僅老

師自己會辦些主題統整的教學活動，甚至九年一貫課程尚未實施之前，同學年的

老師就以班群的方式，共同規劃辦理有關的教學活動。例如某學期末，有幾個班

級便以闖關活動的方式，共同辦理健康教育課的成績評鑑。「三個班級一起玩，共

分為醫藥、保健與急救三關……各設計一些問題或實際操作，通過的學生能在學

習單上蓋印章。不少學生拿著蓋滿章的學習單，顯得相當高興。」（白雲，觀910621，

健教課）不少中上階級的家長，也支持教師辦理這些有趣的活動，肯定「學校老

師對於知識傳遞的功能」。 

諺母：「學校方面知識的傳遞，老師還是算蠻重要的……阿諺在學校那邊也

得到蠻多知識……」（白雲，訪諺母911130，大學行政助理） 

白雲班的老師，平時除了基本的習作練習之外，還常出些多元、開放類型的

作業。像每教完一個數學單元之後，老師會鼓勵學生以漫畫或其他形式寫「數學

日誌」，自行整理該單元的重點與相關應用題型，以確定學生能否靈活應用所學的

觀念。老師也出過練習撰寫廣告詞（白雲，910401的作業）、童詩（白雲，910408

的作業）之類的作業，或是配合教師節活動，讓學生訪談學校老師，寫成訪談稿

與心得。這類重於活用的開放類型作業，不限於學科範圍，有時不見得容易寫，

多數的中上階級家長會協助子女共同完成這些難度較高的課業。中上階級的學

生，遂在老師活潑的教學與多元的作業下，日益養成家長所期望的創新及勇於接

受挑戰的能力。 

然而，對於勞工階級的學生來說，卻很難從這類的教學或作業中獲益。例如，

白雲班有次綜合活動課，主題是兩性的議題，全班到體操館辦了拋繡球、擂台、

娶親之類的活動，讓學生瞭解古禮迎娶的細節（白雲，觀911126，綜合活動）。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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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之後，要求每位學生完成一張學習單，訪問父母親當年婚禮的情況，並請教將

來選擇結婚對象的建議。班上中上階級學生的學習單都寫得很好，獲得老師很高

的評分。但是班上勞工階級背景的阿鵬，隔天卻交不出這項作業，因為他的母親

不願配合。 

鵬母：「奇怪了，連這個方面也想要問，問這要幹嘛的？我就覺得很煩。」 

研：「好像有一題問到：將來選擇結婚對象要注意些什麼？」 

鵬母：「我沒有跟他看，我就說填那個很無聊啦……講哪麼多也沒有用，以

後發生什麼事情也不曉得……只能叫他找乖一點、勤勞一點的……我們家

裡沒錢，怎麼要求人家？（台語）」（藍天，訪鵬母911127，檳榔攤販） 

2.行為管教方面 

中上階級的家長比較尊重個人的自由與發展，故常以說情論理及委婉勸導的

方式管教子女的行為，很少出現強硬的高壓管制。而當我們觀察白雲班所屬學校

之常規管理時，處處可見這所中上階級學生居多的學校，在行為管教方面也採取

類似中上階級家長的民主方式，賦予學生相當高的自由。茲舉數例說明如下： 

白雲班所屬的學校裡，每週升旗一次。「升旗當天，全體學生到大操場集合，

操場非常熱鬧，學生們排著不甚整齊的隊伍，間雜著講話聲音……唱完國歌、升

完旗後，學校行政人員讓學生坐在草地上聽取報告，但整個時間沒拖太久就宣佈

解散。」（白雲，觀升旗900921）這是因為有一年的開學典禮，九月初的大晴天，

校長講了二十分鐘的話，就遭家長來電抗議，認為紫外線過強，傷害兒童健康。

此後的例行升旗，校方多半能簡則簡。 

學務處曾經辦理整潔、秩序競賽，將表現優良的班級張貼在校園公佈欄上，

學生下課或放學經過時，偶爾會去觀看比較。但是有些老師質疑評分標準，主張

撤除這類競賽，因為某些班級裡，倘若有些特殊的學生，難免影響全班的常規表

現，所以進行這類的生活競賽，意義不大。經過這場爭議後，取消了競賽，整潔

與秩序成為各班老師與學生間「自行約定」之事，學校不再介入。 

由於尊重學生的適性發展，校園裡的生活常規似乎備而不用的時候居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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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說，學校不會強制執行校規，或刻意以外鑠的方式要求學生順服，而是採用勸

導、說理的方式，讓學生由衷瞭解應該遵守校規的原因。例如每週固定的升旗日，

學校規定學生穿著運動服，但對於違規的學生，卻不見學校直接施以處罰。學務

處的作法是，藉著稱讚遵守規定的學生，提醒大家記得下週升旗時，要穿著正確

的服裝，究其用意，主要在於激勵學生產生內發的自律行為（白雲，觀升旗900921；

910621）。平日，學生可自由穿著便服，校園到處可見五顏六色的裝扮，但整體來

看，學生的穿著相當得宜，多半以容易活動的服裝為主，少見奇裝異服者。 

有段時間，曾有教師提議，學生下課在走廊橫衝直撞，非常危險，希望學務

處加強宣導。該校原無專屬的糾察隊組織，為此，生活輔導組組長特別召集高年

級學生，組成志願糾察隊，利用下課時間到走廊各處登記奔跑的學生。遭到登記

的學生，名單會送各班老師處理，違規者須將個人榮譽卡繳出記點。執行期間，

研究者看到幾位學生為趕時間，在走廊用「跳」的方式前進。他們所持的理由是

「這樣就不算違規了」，因為學校的規定是不能奔「跑」，並且以「跳」代「跑」，

速度變慢了，造成的衝撞力道也比較小（白雲，觀走廊910325）。不久，糾察隊就

解散了，此一違規登記的措施並未徹底執行，改由各班級任老師接手，持續提醒

學生走廊奔跑的危險。 

放學時，鐘聲響起，學生依指定的路隊排妥，由路隊長帶領走出校門。此時，

常見學生興高采烈地邊聊天，邊走路，而生輔組組長則忙著在旁勸導學生維持隊

形與秩序。部分學生會在校門口脫隊，等待家長接送，家長尚未到達時，校門口

的警衛伯伯會幫忙看管一下，以免孩子太過追逐遊玩，忘了安全（白雲，觀放學

910308；910412；910510）。這樣的放學情景，看似有些凌亂，但卻亂中有序，同

時也突顯了小學生活潑好動的面貌。 

值得一提的是，白雲班的學生，相當重視自己的權益，並勇於挑戰教師的威

權作為。五年級下學期時，許多班級要到六福村辦理戶外教學，白雲班的級任老

師，鑑於上次戶外教學的常規不佳，加上顧忌安全的問題，乃自行決定不發布這

次戶外教學活動的訊息。對於這項決定，班上學生反應激烈，認為「老師相當不

合理，居然封鎖消息……上回戶外教學……又不是每個人都吵，更何況自己也沒

吵到那裡去。（白雲，訪芊琪琳910605）」曾有學生試著找老師談，但是見到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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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意已堅，深恐再談下去只會惹來老師惱怒，於是開始另覓管道，或向家長訴苦，

或找其他師長協助勸說，甚至更有8、9位中上階級背景的學生，共同投書到輔導

室的信箱，希望透過義工家長影響老師。最後，該班級任教師在找來家長背書，

並對學生常規約法三章的情況下，同意舉辦戶外教學。 

總之，在這所中上階級為主的小學裡，各類功過獎懲，是個人自行負責的事，

限制個人自由的規定，似乎不太容易貫徹執行。各班老師雖然擁有管理班級學生

的自主權，但在實施管教時，倘若過於強制，或是未能妥善說服學生時，家長關

心與投訴的電話便可能接連不斷，因此放學後，經常看到老師在辦公室措辭謹慎

地與家長交涉（白雲，觀辦公室901123；910408；910620）。有時，當學生與家長

質疑學校或班級的規定，且其理由又合情有理時，學校行政人員及各班老師，通

常不會堅持嚴格執行規定之必要性。因為以嚴厲外控的方式管束學生，蓋與學生

自幼在家庭養成的習性不合，容易引發爭端。於是學校行政人員與老師，面對學

生的生活常規，經常是盡力勸導學生自我約束、自動遵行，尊重學生的自主發展，

配合家庭管教所培養之內在控制特質。 

3.小結 

中上階級家庭的生涯管教，通常出於家長的事前規劃，權力比較集中於家長

之手，期望子女學業與生涯的發展，都在家長預先設想的路線之內。位於中上階

級社區的小學，可能因為學生年紀還小，雖未明白告訴學生要以成為專業人員作

為生涯目標，但至少在教學內容與過程方面，是呼應中上階級家長之想法的。老

師會採生動而統整的方式，設定較高難度的學習，配合家長培養學生的創意與自

信，奠定日後從事專業工作的基礎。至於行為的管教，中上階級家長相當尊重子

女的人權，以比較民主的方式引導子女知書達禮，強調溝通、讚美、認可與鼓勵，

而少強制或體罰。學校對於中上階級學生的行為管教，通常也都順應家長的尺度，

容許學生適情適性的自由發展，不會設置太多硬性的規定，即使有所規定，在執

行上大概也都從寬解釋。如此雖有規矩鬆散的顧慮，但也預留了學生自主的空間，

從中上階級的價值與文化來說，是樂觀其成的。 

(二)勞工階級的符應情形 

1.生涯管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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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階級居多的藍天班，家長學歷較低，本就缺乏指導子女功課的能力與技

巧，加以景氣好時，家長得在週末、假期到工廠或工地加班，景氣差時，工作又

不穩定，苦惱家裡的經濟問題猶且不及，實在難有多餘時間參與子女的教育。因

此，勞工階級家長對於子女的生涯管教，多半採取順其自然或聽天由命的態度。

間有家庭經濟稍微寬裕者，會送孩子上安親班或補習班，以分擔家庭的部分教養

功能，但是「有些父母，就把孩子送去安親班，然後拼命工作，有時跟家長聯繫，

家長甚至要學校老師直接跟安親班老師聯絡。」（藍天班所屬學校，訪輔導主任

910605）一般說來，大部分勞工階級的家長，很少出席班親會，對於親師間的聯

繫，大都是能免則免，不似中上階級家長那麼積極。而家長委員會的工作，主要

是核備校方列支的相關活動經費，不太介入學校的行政或教學。 

勞工階級家長希望子女學習基本的知識，成績如何則在其次。學校的教學，

似乎也儘量配合家長的要求，針對明確可見的課本內容或知識，安排較多的反覆

練習，以應付考試。其他具有創意的活動，或課程目標未予明訂的內容，通常很

少納入教學範圍。因此，藍天班各科老師的教學方式，大都依循正式課程的進度，

照本宣科，鮮見彈性自主的安排，也不特別強調主題統整的多元教學活動。因為

生動活潑的教學容易引發學生吵鬧，牴觸學校向來重視的秩序規定，同時勞工階

級的家長也不喜歡太過多元、又須家長通力配合的課程內容。例如九年一貫課程

實施後，藍天班小莉的爺爺，面對幾個孫子班上增加很多主題式的教學活動，便

認為如此根本是在找麻煩，且偏離學習主題。 

莉爺：「我幾個孫子裡，有幾個老師喔……很用心啦……很用心在多元化。

但是多元化就是會造成我的困擾……像那種搞怪的事情我不要啦……我沒

辦法給他們指導啦！寒假作業做什麼花燈喔，我沒有這種能力啦……我要

做的就是真的有效的，才做！」（藍天，訪莉爺920220，退休工友） 

翻閱藍天班學生的作業本、作文簿，常可見到「限制型」的語言表達方式，

語彙不豐，辭不達意，還錯字連篇，有幾位學生，如小如、阿輝、阿文等，甚至

無法寫出一篇完整的作文（藍天，如輝文的作文簿910305）。看到班上多數學生如

此的語文程度，老師規定的作業形式，多半是抄寫的形式，或僅以習作為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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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像白雲班那麼具有多樣的特性。而就算如此，學生通常也無法自行順利完成，

很多時候家長又幫不上忙，只好「隔天到學校問同學，不然就來學校再抄同學的

作業呀！」（藍天，訪阿輝911212，臨時工之子）以致抄襲同學作業的情況相當普

遍。像國中畢業的阿彬母親，有時會幫阿彬看看作業，「順便看自己會不會」，遇

到兩人都不會的地方，阿彬便會告訴母親，「沒關係啦！我明天去抄同學的就好

了！」 

研：「你不會反對他抄作業？」 

彬母：「不會啦！因為之前自己也是抄過啊！我們以前……會的就自己寫，

不會的就抄人家的啊！因為你再找、再怎樣想，都想不出來，就抄人家比

較快啊……」（藍天，訪彬母911226，家管，先生是臨時工，常不在家） 

藍天班的老師，偶爾也會出些開放性作業，如剪報、學習單等，但學生由於

在家乏人協助，若非缺交，便是無法準時繳交符合老師期望的完整作業，是以老

師不僅得花更多時間檢討訂正，老是催收作業，也感疲累。久之，老師對於家長

之配合程度，以及學生之「勤學」、「負責」態度，均感無奈，乃逐漸調降標準，

儘量避免開放性的作業。是以藍天班學生平日常見的回家作業，大致是「帶計算

機、訂正數習pp.14～20、數習pp.21～24、國語第四課圈詞兩次、社會考卷訂正、

簽名。」（藍天，回家作業910312） 

2.行為管教方面 

勞工階級家庭，家長嚴管嚴教，深怕子女學壞，但因家長工作忙碌，無法時

時刻刻在旁叮囑，為求子女聽話、順從，慣以直截了當的打罵方式，處分子女行

為踰矩之處，以嚇阻再犯，很少理會子女犯錯的原因。位於勞工階級社區的學校，

對於學生行為的管教，基本上亦維持相同的模式，嚴格要求學生服從既有的規範。

所以勞工階級的學生來到學校之後，即使遭遇不合理的對待，大都逆來順受，默

不吭聲。茲舉數例說明如下： 

藍天班所屬的學校，向來重視學生的生活常規，為了維護團體規範，學務處

培訓了組織嚴密的糾察隊、交通隊與衛生隊，每週由中、高年級學生輪流值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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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真執行任務。例如，學校規定學生進出校門必須戴帽子，平日穿制服或運動服，

星期三可穿便服，但都得縫上名牌，合作社門口還貼有「未別名牌者禁止進入」

的標誌（藍天，觀下課901207；910319）。衣服穿著須縫名牌，是為方便糾察隊登

記違規名單，凡走廊奔跑、服裝不整（包括未戴帽子、未別名牌、未依規定穿著

便服或涼鞋等等）、排隊講話或脫離路隊者，都是嚴格取締的項目。違規名單交給

級任教師處理，存根聯則由學務處每週統計各班違規情形，列入生活競賽的評比

範圍。整潔、秩序、路隊是學校重視的三項生活競賽，每週升旗時，透過公開儀

式，宣佈各年級表現優異的班級，並頒發優勝獎牌懸掛一週，以示表揚。得獎結

果還會公佈在校園佈告欄，每週累計的得獎紀錄，也會在校園網頁更新。 

學校每週舉行全校升旗一次，七點五十分各班準時帶到操場就定位，由於學

生基本教練完備，因此導護老師很快就完成整隊工作。從司令台往下望，各年各

班的隊伍整齊有序，一目了然。升旗的時間，一般都比白雲班的學校長，即使碰

上大晴天，豔陽高照，曬得皮膚刺痛，汗流浹背，學生依舊挺直腰桿聽著校長、

主任、導護老師的再三訓示，反覆強調學生應行遵守的事項。升旗時間有時會拖

到八點四十分上課鐘響才結束（藍天，觀升旗901004），若是當天學校又安排了特

別的講習或活動，更有可能延到八點五十分（藍天，觀升旗910603，女警隊介紹

防身術）。這些在白雲班的學校幾乎是不可能發生的事，這裡的學生習以為常，也

沒聽說家長抗議或質疑長時間頂著大太陽聽訓的合理性。 

放學鐘聲響起，學生必須立刻到走廊排隊，配合全校的放學規定。全校分成

八條路隊，各設路隊長一名，帶領路隊依照固定路線走法放學，不得隨意變更。

學生的帽子上，縫有路隊編號的標誌牌，一走錯路線，帽上的標誌牌馬上顯示該

名學生違反校規。路隊走出校門前，須保持肅靜，學生違規講話，除了「訓導主

任會罵，生輔組長也會罵，級任老師也會罵。」（藍天，訪阿龍910521，便當工

之子）雖然校方嚴格禁止放學行走時講話，學生還是會趁著老師不注意，偷偷地

講，只是講話者一旦遭人發現，可能導致全班留下，等到全校放完學後才能離開。

如前所述，放學講話的違規登記，也會送到學務處併入各班生活競賽成績處理。

因此，在藍天班的學校裡，學生個人的行為舉止或功過賞罰，不像白雲班的學校

那樣只是學生個人的事，更是全班的事，學生個人的榮譽一直都跟班級團體的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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譽緊密相連。 

3.小結 

綜上所述，可知勞工階級學生居多的小學，家長由於各種主客觀條件的關係，

對其子女的生涯期望多半採取順其自然的態度，不刻意強求子弟的教育成就。如

此一來，學校的課程雖與文教區的小學來源一致，但傳授的重點卻有很大差別。

也就是說，當家長的期望不高，學校似乎也跟著降低標準，當家長不耐多元開放

的課業內容，教師似乎也跟著擱置創新、統整能力的培養，轉而著重一些基本的

練習、簡單的記誦。影響所及，學生往往習於反覆操練的作業型態而難有突破，

所學當然有限，將來的生涯定位也就不言可喻。再就行為管教來說，勞工階級家

庭比較重視角色與地位的傳統分際，家長由上而下地養成子女順從權威的習性，

以維持家庭的紀律。位於勞工階級社區的小學，似乎也接續了這樣的管教文化，

呈現出集體主義的管教傾向，前述文教學區之傾向個人主義的行為管教模式，在

此毫無跡象可尋。所以當勞工階級的子弟來到學校之後，很快就發現他們所面對

的，幾乎是跟家裡差不多的統一制式管理。老師也好，糾察隊也好，一切皆以校

規為準，很少顧及個人理由，勞工階級學生從家裡帶來的順從習性，在此得到進

一步的強化。 

肆、結 語 

本文從文化再製的相關文獻中，發現學生經由家庭管教所形成的文化資本，

可能影響他們的學校適應及未來發展，可是此一影響過程，卻又可能不像國內一

般的說法那樣單純。也就是說，勞工階級之教育失利，不盡然在於所有學校之傳

道、授業、解惑，都只呼應中上階級的知識、文化與價值而已，可能尚有其他的

原因，限制勞工階級的教育機會。本文透過兩所小學的觀察、訪談與文件資料，

分析不同階級之家庭管教與學校管教的關係，結果發現的確如此。以下先歸納本

文的重要發現，繼而進行相關問題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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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發現結要 

本文將家庭管教分為生涯管教與行為管教兩大類，經驗研究的資料顯示：

（一）中上階級家庭的生涯管教，比較有計畫和有準備，家長參與子女教育的質

量也比較綿密，可以說是一種積極介入式的生涯管教，目的在於協助子女努力打

通升學與就業的管道，以更高階的學歷換取更專業的工作。（二）勞工階級家庭的

生涯管教，比較隨緣和無為，家長參與子女教育的質量也比較鬆散，可以說是一

種消極因應式的生涯管教，孩子的未來，必須考量本身及家庭的能力，自求多福。

（三）中上階級家庭的行為管教，比較柔性，重視個人的自由與發展，透過平行

的私人關係，以比較民主委婉的協商、認可、鼓勵等方式，管教子女的行為，助

其養成內在的自我控制。（四）勞工階級家庭的行為管教，比較剛性，重視共同的

秩序與規範，透過垂直的角色地位，以比較威權壓制的訓斥、命令、責罰等方式，

管教子女的行為，促其順從外在的社會紀律。 

得到上述發現之後，本文接著檢視不同學校之生涯管教與行為管教的運作情

形，經驗研究的資料顯示：（五）以中上階級學生為主的文教區小學，不論生涯管

教或行為管教，大都接續該校中上階級家長的管教方式，學生在校的課業學習層

次較高，材料較為多元而複雜，以深度培養學生之統整創新能力，並且學校生活

常規亦較人性化，彈性而靈活，尊重學生的個性發展。（六）以勞工階級學生為主

的加工區小學，不論生涯管教或行為管教，大都呼應該校勞工階級家長的管教方

式，學生在校的課業學習層次較低，材料較為固定而呆板，以反覆訓練學生之機

械記誦能力，並且學校生活常規亦較制式化，嚴密而僵硬，強調團體的一致步調。

根據這兩項發現，本文認為家庭與學校文化的連續性命題，殆有修正補充之必要，

下文將對此作一討論。 

二、問題討論 

首先，對於前述（五）、（六）兩項發現來說，不論是Bowles與Gintis（1976）、 

Carnoy（1972）等人主導的經濟再製論，或是Bernstein（1977）、Bourdieu與  

Passeron（1977）等人引發的文化再製論，似都只能提供部分的解釋。不錯，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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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的社會關係，可能在結構上符應或反映產業內部的社會關係，讓不同階級的

學生習得各安其位的知能、舉止與身分認同（此為經濟再製論的說法）。同時，學

校的課程與教學，往往頌揚優勢階層的一切種種，彰顯代表中上階級利益的語言、

知識、價值與文化，因而壓抑了勞工階級發展的可能性（此為文化再製論的說法）。

不過，當我們從實際的教育情境來檢視這兩種說法時，卻可發現能夠支持他們概

念的學校，主要有兩類：第一類是大部分的學生都具中上階級背景的學校，不論

學校之內有無能力分組或課程分流的措施，勞工階級的學生大都處於邊緣的位

置。第二類是學生之階級比例相當均衡或符合社會階級結構的學校，如果學校之

內又有能力分組或課程分流的措施，那麼勞工階級的學生也難跳脫階級再製的命

運。第一類的學校，就是本文獲得第（五）項發現的學校，由前節的敘述來看，

經濟再製論或文化再製論都有一定的道理。至於第二類的學校，雖不在本文的分

析範圍內，但國內最近完成的一篇論文，從文獻探討到經驗研究發現，都有可供

參考之處（許殷宏，2005）。 

問題在於，本文獲得第（六）項發現的學校，很難從經濟再製論或文化再製

論的觀點，提供完整的解釋。這所勞工階級學生占多數的小學，其所實施的課程

綱要及所使用的教材版本，或係中上階級學者的產品，且教師最初所呈現的教學

方式及所規定的作業類型，也都具有中上階級學校的風格。然而，經過一段短暫

的磨合期之後，由於大多數家長及學生的配合度不高，教師只得改變策略，開始

簡化教材，轉以實作練習的方式，灌輸一些基本的知識，從而擱置高層次的思考

與整合。就這整個過程來看，一開始的前半段，文化再製論的說法比較講得通，

到了例行性的後半段，則屬經濟再製論的說法比較說得過。惟若不看過程只看生

涯管教的結果，或是併同該校注重團體紀律的行為管教來看，那麼經濟再製論的

觀點，顯然要比文化再製論具有解釋力。但不論何種解釋較有效力，本文所欲強

調的重點是，家庭文化之連通學校文化，或是說，學校文化之接續家庭文化，對

於勞工階級的學生來說，不見得帶來適應較佳、成就較高、未來發展也較順暢的

結果，反而可能造成階級的再製。 

其次，關於前述第（一）至（四）項發現，似乎卑無高論，因為過去的研究

之中，或許所用的名詞、所分的類別不盡相同，但是可以相互引申的發現其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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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牛毛，不勝枚舉（例如李威伸，2003；林湘慧，2003；陳怡潔，2005；陸洛譯，

1997；黃毅志，1999；Bernstein, 1977; Bourdieu & Passeron, 1977; Brantlinger, 2003; 

Kohn, 1976; Lareau, 1987; Reay, 1998等）。而本文基本上也只是參酌有關文化資本

之累積與傳遞的方式，在概念上將之區分為生涯管教與行為管教兩大類，用以進

行比較具體的分析罷了。儘管如此，若將前述第（一）至（四）項的發現，加以

統合之後，亦有若干矛盾的現象，必須在此作一說明。 

也就是說，何以中上階級的生涯管教看似較嚴，行為管教看似較寬？同時，

何以勞工階級的生涯管教看似較寬，行為管教看似較嚴？這些表面矛盾的對立現

象，何以能夠並行不悖？根據學者們的相關討論（如Kohn, 1976; Kohn et al., 

1990），原因可能是在他們各自一寬一嚴的管教之間，一直有個更高層次的統一作

為調和，而且跟不同階級的工作特性有關。中上階級的家長深知自己的工作，既

需周密嚴謹的教育，以利分析思考、獨立判斷，復需內在控制的人格，以利溝通

協調、自我負責。故當其期待子女也能從事類似的工作時，在生涯管教上自然要

求較高，在行為管教上則儘量民主。勞工階級的工作，剛好相反，通常都是在嚴

密監督的情形下，從事規律性的、重複性的單調活動，講求的不是教育的功用，

而是服從的價值。故當他們發現子女無力攀爬教育的階梯，很有可能繼續承襲類

似自己的工作時，在生涯管教上自然不加勉強，但在行為管教上則傾向於嚴加看

管。 

最後，必須承認的是，本文之分析，依據的是一份原以探討小學生文化資本

為目的的質性研究資料，因此不免受到既有資料的限制，無法完整呈現管教方式

可能存在的各種面向。例如，在生涯管教與行為管教之外，是否尚有其他的管教

面向？或是說，如果生涯管教可以區分為生涯期望與課業指導這兩個面向，那麼

由本文所蘊含的訊息來看，行為管教的內涵是否可以擴大為所謂的「人格管教」，

並區分成人格期望（內在控制的自主性格vs.外在控制的服從性格）與行為管理等

兩個面向？另一方面，本文之撰寫，主要是在「突顯」中上階級與勞工階級的管

教差異，這樣的做法，也不免忽略一些重要的事實，例如同一階級之內由於性別、

族群、地區及其他因素所可能造成的差異，以及介於這兩個階級之間的研究對象

所可能具備的特性等。很顯然地，這些問題均有待進一步的研究予以釐清。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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愷切期望本文能夠拋磚引玉，藉由更多後續有關階級管教的研究與討論，增進大

家對於「階級與教育機會」的另一層認識。 

致謝：本文之完成，感謝審稿教授的建議與鼓勵，以及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連

續兩年之專題計畫補助（計畫編號NSC91-2413-H-003-014和NSC92-2413- 

H-003-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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