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卯靜儒博士 

 

 

 

 

人本教育基金會管教論述之探究 

 

 

 

 

研究生：林俶敏 撰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 





 

謝謝謝謝    誌誌誌誌    
      寫到論文的謝誌，象徵著我的碩士生涯即將告一段落，拿到碩士文憑不知道

自己究竟增長多少知識、增加多少研究的功力，但至少我知道碩士論文裡充滿著

這一路走來最深刻的痕跡，過程中，一步步辛苦又踏實的足跡都幻化成論文裡面

的字字句句。 

   在這論文寫作的路途中，最需感謝的就是指導老師卯靜儒教授的幫助與鼓

舞，老師在過程中，時而督促怯懦的我往前進，時而挺起厚實的肩膀讓我依靠，

不止一再修正不夠成熟的思考與字句，面對我這麼一個敏感又焦慮的學生，還要

關照學生情緒上的不安與焦躁，老師您真的辛苦了。 

王麗雲教授也是影響我碩士生涯的重要老師，難以忘懷課堂中熱烈的思辯與

精彩的問答，上老師的課一直有如沐春風的感受，謝謝老師在口試場上針對論文

給予精闢與犀利的見解，讓我對於研究主題有了更深刻的思考。而蘇峰山教授百

忙之中，遠從嘉義北上指導我的論文，給予學生論文實質的建議與溫暖的鼓勵，

讓我不勝感激。同時要感謝就學期間系上教授的指引，黃鴻文教授、譚光鼎教授、

周愚文教授、洪仁進教授、林逢祺教授、葉坤靈教授等多位系上老師的鼓勵，從

大學到研究所，在教育系最深刻感受到的就是一份師生之間真摯的情誼，願將這

份對於教育的熱情一直延續下去，才不愧系上老師對教育的投入、對學生的栽培。 

   遠在美國的鏗任，扮演著我論文背後的重要推手，不論我遇到大小疑難雜

症，第一個先想到的朋友就是你，你總是不疾不徐給我懇切的建議、細心的叮嚀

與實質的幫助，謝謝你從大學以來一路的相挺。研究所的依萍、子瑤、怡婷與雅

雯，因為你們的相伴，讓我研究路上不孤單，使碩士生活多了更多色彩與歡笑。

大學的伙伴時達、怡君、青妤與伯儒，謝謝你們的關懷與支援，是你們賦予我勇

氣，堅定的完成碩士論文。謝謝素昧平生的曾春榮校長，我冒昧的 email 換來的

是您實質的幫忙與建議，內心充滿著感恩。 

   感謝這本論文中受訪的十四位伙伴，限於研究倫理，我無法一一道謝，因為

你們誠摯的分享，使我得以順利蒐集資料，若沒有你們無私的幫忙，論文終將不

能完成，在此要對您們致上深深的謝意。 

   最後，感謝爸媽、公婆與外子瑋琳，你們無怨無尤的支持與包容，讓我沒有

後顧之憂的順利完成論文。 

這本論文的初衷來自於我第一屆導師班的師生相處，帶著時常懷想與那群孩

子五味雜陳的相處滋味，我完成它了，而它也將開啟我與另外一群孩子的結緣。 



 

 

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解析「人本」管教論述的建構，剖析「人本」管教論述的陳述主

軸與陳述策略，了解現場教育人員對於「人本」管教論述的迴響，理解「人本」

管教論述對現場教育人員的作用。本研究偏向以傅柯式的論述分析為研究方法，

以《人本教育札記》與訪談文件作為分析的對象。 

 

研究結果顯示「人本」管教論述的建構主要搭建在教育體系問題、文化風氣

與人權概念之上，而「人本」交替使用不同他者來擔任「人本」管教論述的主體，

同時運用稀釋化、忽視化與兩面化的策略來搭建其管教論述。在教師迴響的方

面，「人本」管教論述有其作用力，使得校園體罰管教現象有所減少，而「人本」

與教育人員最根本的歧異來自於管教觀點的差異，「人本」以個體為出發來形塑

管教議題，而教育人員以集體經營的觀點來端看管教問題。 

 

 

關鍵字：管教、論述分析、人本教育基金會 

 

 

 

 

 

 

 

 

 

 

 

 

 

 

 



 

Studying on Discipline discourse of the Humanistic 

Education Foundation   

Lin, Chu-Min 

 

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d on the discipline discourse raised by the Humanistic 

Education Foundation(HEF). I was intented on how such discourse has been formed 

and what are the discursive structures and the strategies. In addition, how the school 

educators recognize, feel and reflect over HEF’s discursive practices, were also 

mentioned. Michel Foucaults’ Discourse Analysis was applied as the main research 

approach. The official magazines published by the HEF and school teacher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to obtain the analitical data.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findings, I found that arguments of the discipline 

discourse are grounded on the  problematic educational system, changing culture 

climates, and the evolving of human rights. Interchangably others, such as lawyers, 

psychological therapists, professors in education, and teachers, are manipulated to 

serve the diverse roles of the multiple claiming subjects for the HEF. Meanwhile, the 

strategic rarifying, neglecting, and purposeful overlooking and emphasizing, are ways 

of how HEF structures her discourses.  

  

The outcomes of HEF’s discipline discourses are somewhat productive and 

influential. Corporal punishment and immoderate disciplines are banned and reduced 

significantly in schools. However, it is hard to merge the essential perspective gaps 

about discipline between HEF advocates and school stakeholders, which HEF takes 

an student-centered individualistic positions but school stakeholders keep the class 

management in mind from collective positions. 

 

Key words：discpline、discourse analysis、Humanistic Education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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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本章共分為五節：第一節說明本研究的背景；第二節闡述本研究的動機；第

三節說明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第四節為名詞解釋，最後第五節說明本研究的範

圍與限制。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背景研究背景研究背景研究背景 

     

    1987 年的解嚴是臺灣社會力得以解放的關鍵年代，解嚴鬆動了臺灣既有的

政治與社會空間，民間社會希望衝破過去威權時代的各種控制體系，那是人民社

會力展現的時代，各類改革團體在 1989 年〈人民團體法〉修正之後，如雨後春

筍般的成立，此法改變臺灣政治與社會的內涵與體質。「教育」這塊過去受人詬

病的「威權地盤」亦復如是，不滿過去嚴格教育控制的人士，在 1987 年至 1990

年陸續成立各式的教育改革團體，如振鐸學會、教師人權促進會、主婦聯盟、大

學教育改革促進會及人本教育基金會（以下簡稱「人本」），一時之間教育改革團

體大量成形。這些團體各自有推動關懷的議題，直至 1993 年末期有了「教育改

革需要大動員」的想法，1994 年初以學術研討會的方式舉辦了第一次大規模由

民間舉辦的學術會議（薛曉華，1996：261-262），同年 4 月 10 日，民間教育改

革團體大串連，進行「四一０教育改革大遊行」，團結起來挑戰國家教育體系，

彼此串聯合作對抗教育行政機關與立法部門，形成一股「教育必須改革」的共識。 

 

為回應民間教改主張與歷年的教育問題，當時在郭為藩部長建議下，由各界

人士組成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簡稱「教改會」），召開會議回應各界、溝

通疏導，並調整教育策略以因應變局（林良淦，2003）。教改會雖是一個臨時性

的組織，卻是由政府主導的單位，使得媒體由追逐民間教改團體轉為追逐教改

會，對於許多民間教改團體而言，大多將教改會視為一個可資用以將理念傳遞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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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媒介，故和教改會採取合作的模式，因此，教改會吸納了民間教改的聲音，

一方面將教改的部分共識突破進入國家體制，另一方面也稀釋了民間教改運動的

正當性（吳維寧，2000）。當時，對不擬向教育體制妥協的「人本」而言，體制

內的教育改革還不是他們感興趣的；「人本」站在體制外的明確立場，使其能量

未被體制內教改會所稀釋。教改會成立之後，隨著時間的遞嬗，許多教改團體紛

紛從民間教改列車中下車，唯獨「人本」依舊屹立於體制外，獨行其道、堅持理

念，著力於教育園地，成立至今已十八年（一九八九年至二００七年），整個組

織越來越茁壯，除了臺北本會之外，並相繼在新竹、高雄、台中、屏東、台南、

嘉義各地成立分會，欲使教育理念能在全台各地落實。 

 

「人本」發展經驗在民間教改隊伍中獨一無二，其影響力在教改團體中一枝

獨秀，成為體制外，公民參與教育的代表，迄今，亦成為臺灣最具影響力的教育

壓力團體。「人本」因其靈活的策略運用、長期的用心經營，不斷地帶給臺灣體

制內的教育許多震撼與反省。十八年來，「人本」從早期批判體制、與政府對抗，

到後來與公部門合作，協助教育當局發展課程、舉辦活動，靈活遊走於體制內外，

「人本」策略性的經營與高度運用媒體的情況下，其名氣水漲船高，成為頗具知

名度的民間教育團體，對臺灣的教育環境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 

 

壹壹壹壹、「、「、「、「人本人本人本人本」」」」成為管教議題的體制外代言人成為管教議題的體制外代言人成為管教議題的體制外代言人成為管教議題的體制外代言人 

「人本」成立的目的在促使臺灣教育「正常化」，其提出「以人為本」的教

育理念，為能落實理想，「人本」不斷舉辦各種活動，運用宣傳、教育、服務、

遊說等方式，以期能讓社會大眾、家長、老師、學生、政府官員對臺灣教育有所

思考與反省。在所有策略中，以「人本」處理校園申訴案件的方式最為知名，「人

本」認為教育部向來雖有「禁止體罰」的政策，卻從未落實，於是「人本」的首

要業務就是「執行教育部政策」、設立「教育申訴專線」，凡接獲申訴案，「人本」

工作人員會便協助學生或家長與學校協調，如果情節嚴重又無意改善的情況，則

召開記者會訴諸公評，或是加以抨擊，形成輿論壓力（謝小芩，2003）。這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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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媒體的管教案件往往具有爭議性高、衝突性強的特性，特別能引起媒體的關

注、吸引大眾的目光，透過媒體的報導，大眾越來越關心校園當中的管教問題，

不再將校園中教師種種的管教方式視為理所當然，而校園中的管教問題隨著人本

的操作與媒體的放送成為街頭巷尾討論的議題。 

 

現在每當校園中發生處罰爭議、師生衝突、親師對立等管教問題，「人本」

在媒體版面往往有其言論的空間。媒體除了報導事件經過，訪問體制內的代表，

也不忘詢問體制外「人本」的意見，不論該事件最初是否出自「人本」的關注，

都常看到「人本」代表針對事件加以發言，「人本」儼然成為管教事件的體制外

代言人。「人本」關於管教議題的言論隨著媒體的放送，在臺灣社會形成一種影

響力，左右著臺灣民眾對於教育現場管教事件的看法，因此，「人本」怎樣看待

管教議題？形塑出那些管教語言？這些管教語言有怎樣的社會意涵？這都是值

得研究的問題。 

 

貳貳貳貳、、、、校園現場教師對校園現場教師對校園現場教師對校園現場教師對「「「「人本人本人本人本」」」」的反應不一的反應不一的反應不一的反應不一 

「人本」善用媒體，處理校園申訴案件的方式，雖然引起社會廣泛的注意，

卻也同時帶來許多基層學校與教師的不滿與誤會。「人本」握著家長、學生控訴

學校的證據，進入校園為學生、家長的權益請命，或是訴諸媒體、召開記者會，

發動即時而犀利的教育事件批判，緊緊抓住新聞焦點與民眾的注意，甚至因為校

園管教事件協助家長、學生告上法院，這些作法讓事件的學校與教師承受莫大的

輿論壓力，強烈地衝撞了校園原有的生態，形成「人本」對抗學校體制的鮮明色

彩（謝小芩，2003）。 

 

 

研究者在國中有三年的實務經驗，任教學校老師曾經因為管教問題引起「人

本」高度關注，「人本」拿著老師處罰學生的證據到校要求學校說明，學校的說

明未能說服「人本」，彼此未有一致性的共識，最後證據流向媒體，引來電視新

聞、平面媒體爭相報導。老師處罰學生的方式的確可議，但在過程之中，周遭學

校同事深深為當事者感到不平，「人本」語言的鋪陳、媒體報導的角度，使得整

個事件只突顯教師管教失當，卻未加以深入探討學生行為的偏差與校園結構的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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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在「人本」透過媒體報導的言論中，「人本」通常以學生的立場為出發，關

懷學生、支援家長，對老師作法採取質疑的態度，用批評的語言描述教師的行為，

過程中，傳遞學生的遭遇、家長的聲音，相對地，老師的立場與困境往往予以忽

略，「人本」言論中帶有批判，卻未能給現場教師具體可行的作法，或是任何支

援同理的言論，排山倒海的媒體訪問與社會輿論使得老師變成社會事件的主角，

這種方式或許帶給老師強烈的警惕作用，卻不一定能賦予教師深入反思師生關係

與教育價值的能量，反而使得老師更加不知所措、灰心喪志，也使得校園現場的

教師更加質疑人本處理管教議題的手法。「人本」屢次採取這種揭弊的作法，透

過媒體使得校園管教議題成為全國民眾關注的焦點，這種方式使得許多教師認為

「人本」是與教師對立的教育團體，批評「人本」的作法過於粗糙、抱怨「人本」

忽略教育的實況，高舉學生權益、空有教育理想，造成教師管教學生動輒得咎的

情況。 

     

    若了解「人本」組織的活動，以「人本」的角度出發，其未必全然與教師處

於對抗與競爭的位置，「人本」也有意願與現場教師從事交流互動。「人本」除了

運用申訴專線與媒體管道糾舉校園管教失當事件之外，其也透過辦理營隊與活動

來推廣理念，企圖影響校園現場教師的管教與教學，在活動過程中理解現場教師

的聲音，與現場教師從事實務的交流。「人本」成立至今已辦過「新鮮教師營」

十四期，營隊中談及管教實例、人本理念、教學概念，其教師營隊也能與教育政

策互為呼籲，因應九年一貫，辦理九年一貫腦力激盪營，回應 2006 年年底，零

體罰納入教育基本法，「人本」辦理「正面管教教師研習營」，協助教師迎接零體

罰的挑戰。據研究者所悉，研究者教師朋友中，也有曾經因為參加新鮮教師營，

感動於「人本」對教育的熱情與投入，參加完營隊之後，努力企圖將「人本」理

念落實在教學現場當中。 

 

    同樣為教育現場工作者，有的教師對於「人本」非常反感，甚至直覺地將「人

本」歸類於「找碴」的民間教育團體，而有的教師投身於「人本」的懷抱，參加

「人本」的活動，在教育現場中實踐「人本」管教的理念，兩種類型差異南轅北

轍。這種差異引起研究者的好奇，「人本」的管教議題與現場教師交流的情況如

何？「人本」管教論述又怎樣影響現場教育工作者？現場教師如何看待「人本」

管教論述？這也是本研究關注的重要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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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從語言從語言從語言從語言研究研究研究研究「「「「人本人本人本人本」」」」的管教議題的管教議題的管教議題的管教議題 

過去有關「人本」的論文研究，有蔡淑萍（1992）「我國公共利益團體影響

教育政策過程之研究」、傅麗英（1995）「公民參與之理論與實踐—教育改革類民

間公益團體之個案研究」，這兩本屬於「人本」組織發展前期的資料。曾春榮（2004）

「一個教育壓力團體的組織生命史研究—以人本教育基金會為例」、吳沛璇

（2005）「非營利組織教育政策參與之研究—以三個教育團體為例」、謝季桓

（2006）「人本教育文教基金會影響常態編班政策歷程之研究」，這三本著作是近

期研究「人本」的論文。曾春榮以生命史的研究取徑，了解「人本」組織從成立

至 2002 年的整個生命歷程，著重於壓力團體的經營歷程，其論文對於本研究認

識「人本」的發展與行動有相當大的啟發。吳佩璇是以非營利組織的角度，探討

「人本」教育政策參與的途徑與策略。謝季桓以個案研究法，探討「人本」推動

常態編班政策的管道與策略，及其推動該政策的整個歷程。上述相關論文探討「人

本」多從公益組織、利益團體、教育壓力團體的角度，探討「人本」的組織發展

情況，其參與教育活動和政策的手段與過程，聚焦於「人本」如何運用各式策略

達成組織目標。 

 

根據謝季桓（2006）的分析，「人本」成立至今長期關注反能力分班與反體

罰議題，謝季桓選擇探究「人本」推動常態編班的政策，但迄今尚未有論文專門

探討「人本」反體罰的議題。「人本」推動反體罰議題廣義來說就是推動一種新

的管教論述，「人本」的反體罰不只是反對打學生這件事，其最終目的是推廣新

的管教思維，以正面管教方式取代所有負面的管教形式。研究者認為「人本」管

教論述在「人本」努力與耕耘之下，已受到大眾廣泛的關注，這股體制外談論體

制內管教議題的力量，大大地影響社會大眾及教育界對管教議題的思維，實有其

研究之必要，為補充過往研究「人本」論文的遺漏，研究者擬嘗試從管教的面向

來研究「人本」。 

 

教改至今，「人本」成為臺灣最具影響力的民間教改團體，其發行的刊物《人

本教育札記》、人本文庫叢書均公開販售，因應網路時代的來臨，「人本」也發行

電子報，媒體報導教育新聞，亦看見「人本」代表的發言與評論，「人本」的管



第一章 緒論 

 

 
6 

 

教理念已成為一種教育語言，廣泛地在臺灣的社會流傳，「人本」的管教語言透

過各式媒介在臺灣社會逐漸發酵，加上研究者正職國中教師的角色經驗，使研究

者對於「人本」使用那些語言談論管教議題，如何形塑管教論述有高度的興趣？

期待透過該研究能夠解答研究者的困惑。 

 

肆肆肆肆、、、、語言進行社會建構背後所蘊含的意義語言進行社會建構背後所蘊含的意義語言進行社會建構背後所蘊含的意義語言進行社會建構背後所蘊含的意義 

過去傳統的再現觀點，將語言譬喻為透明的鏡子，認為語言可以如鏡像般的

透過描述反應世界，語言被視為客觀中立的；二十世紀六０年代以後，傳統的再

現觀點開始受到質疑，語言可能可作為世界或某些觀念的表徵或模仿，卻也可能

是對世界或觀念的扭曲，語言可能並未或從未忠實反映它所面對的事物，語言轉

向被隱喻為一個營造廠，透過語言的描述與記錄來建構世界，甚至這些描述或記

錄本身就是被建構的，這種觀點認為有關「真實世界」的所有記述，都是觀察者

用語言所生產出來的（倪炎元，2003：10-12）。世界是語言的產物，以此觀點，

「人本」有關管教議題的教育語言可說是「人本」觀察臺灣教育現況所進行的社

會建構，透過語言「人本」再現管教議題，管教議題語言的社會建構如何形塑、

如何組成、如何建製是本研究的重點之一，這社會建構的背後隱含著當代臺灣社

會看待管教問題的社會意義，這些意義和「人本」的管教語言形成一種辯證的關

係，研究「人本」管教議題的語言亦不可忽略。 

    

    本研究基於「人本」管教的論述，對於現今教育體制內管教問題有舉足輕重

的影響力，再加上現場教育工作者對於「人本」管教論述看法不一的情況，引發

研究者高度的關懷，此外，研究者本身國中教師管教的經驗，對於管教議題十分

感興趣，綜上因素，研究者將針對臺灣解嚴之後，至今最具影響力的教育壓力團

體最關心的教育議題進行剖析，而本研究將以傅柯式的論述分析為法，解析與探

究「人本」的管教論述。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目的與研究目的與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待答問題待答問題待答問題 

 

   根據上述的研究動機，茲就本研究的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說明如下： 



第一章 緒論 

 

 
7 

 

 

壹壹壹壹、、、、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一、探究「人本」的管教論述。 

二、探究受「人本」管教論述影響下的教師迴響。 

三、根據上述研究結果，對未來國內管教論述的發展提出建議。 

 

貳貳貳貳、、、、待答問題待答問題待答問題待答問題 

依據研究目的，發展本研究之待答問題如下： 

一、探究「人本」的管教論述為何？ 

（一）探究「人本」的陳述主軸為何？ 

（二）探究「人本」管教論述的陳述策略為何？ 

二、探究受「人本」管教論述影響下的教師迴響為何？ 

（一）探究現場教育人員對「人本」管教論述的反應？ 

（二）探究「人本」管教論述對現場教育人員的作用？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名詞解釋名詞解釋名詞解釋名詞解釋 

壹壹壹壹、、、、人本教育基金會人本教育基金會人本教育基金會人本教育基金會 

    在本研究中，為求行為簡潔將「人本教育基金會」簡稱為「人本」，有關「人

本」一詞都加上「」，主要目的突顯「人本」是一個集合名詞，代表該團體或以

該團體為名義發表的語言都是本研究觀察的文本。 

 

貳貳貳貳、、、、管教論述管教論述管教論述管教論述 

本研究將論述定義為某種可辨別而言之成理的一套話語，代表主體身處的社

會脈絡與認同關係，並與社會結構進行一種辯證關係，而話語背後蘊含著主體的

意識型態與權力關係。 

  

本研究所探究的管教論述是「人本」在對臺灣社會管教情況的觀察與想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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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透過話語、語言與言談，形成各式陳述，建構出一套屬於「人本」管教論述

的系統，這套管教論述與臺灣當代社會結構、社會脈絡形成一種辯證關係，這套

論述同時也呈現出「人本」主體位置的認同關係與意識型態。 

 

參參參參、、、、陳述主軸陳述主軸陳述主軸陳述主軸 

    本研究的陳述主軸系指「人本」管教論述相關陳述的搭建主要圍繞在幾大核

心概念之上（參照圖 4-1），在這些核心概念之上，「人本」細密的運用各種陳述

建構出其管教論述，本研究將這些「人本」建構論述的主要概念稱為陳述主軸。 

 

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研究範圍與限制研究範圍與限制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擬從論述分析的理論基礎與方法特色，配合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建構

出本研究所試用的研究方向與分析概念，但礙於研究方法的特性與研究者的時間

精力，以下將就本研究的研究範圍與限制加以說明。 

 

壹壹壹壹、、、、研究範圍研究範圍研究範圍研究範圍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人本」，目前依舊是臺灣社會中相當活躍的教育團體，

因此，對於管教議題的關注、管教論述的形塑，「人本」仍是持續不斷的進行與

作用，但因本研究的時間限制，在資料蒐集部分僅至於 2008 年 4 月，所以「人

本」管教論述文件分析的範疇僅到 2008 年 4 月止。 

 

貳貳貳貳、、、、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 

本研究將藉由訪問現場教師的聲音來理解「人本」管教論述在校園中的推展

情況，進而探究「人本」管教論述突顯與忽略的陳述，但因為研究時間的限制與

研究者的研究關懷取向，本研究未訪問被「人本」協助的家長與學生，以及一般

社會大眾對於「人本」管教論述的想法，此乃本研究的限制之一。 

 

再者，論述分析的方法特性必須選定有限範圍的資料當作分析對象，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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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鎖定《人本教育札記》與訪談資料作為分析對象，但「人本」出版品多元

且豐富，相關出版品可能涉及管教議題的探討與研究，礙於研究者精力與能力，

無法蒐集並分析所有的「人本」文本資料，只選定具有一定範疇的《人本教育札

記》當作分析對象，其他文本暫且不論，所以此乃本研究的限制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