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社會學 
早期重要學者 

※ 19世紀末~20世紀初為萌芽期 

1. 法國 孔德(Comte 1798-1857) 

社會學之父..主張從神學→玄學→科學 

著有《實證哲學論文》，主張實證社會學分為 

2. 英國 斯賓塞(Spencer 1820-1903) 

社會達爾文主義之父..主張有社會有機論、社會進化論、生活預備論 

3. 德國 馬克思(Marx 1818-1883) 

主張「經濟基礎決定上層結構，上層會利用教育壟斷來蒙蔽低階級者，所以

教育對經濟基礎有反作用。」生產力是變遷的根本動力 

影響 20世紀 70年代後的結構主義、法蘭克福學派 

4. 涂爾幹(Durkheim 1858-1917) 

教育社會學的真正奠基者..有系統地考察教育與社會關係的社會學家。對象

是社會事實。 

5. 德國 韋伯(Weber 1864-1920) 創立科層體制，建立權威類型(後面有詳解) 

6. 英國 曼漢-主張知識社會學，對英國的新教育社會學產生影響 

7. 美國 華德-美國社會學之父，以有目的的社會行動來引導社會進步的「社會

導進論」。 

 

教育社會學的進程 

※ 教育社會學研究應偏重具體性、診斷性、預測性、應用性 

1. 傳統的教育社會學 

盛行於 20世紀初期-50年代的美國，又稱「思辨教育學派」，屬規範性 

只是將教育與社會的知識拼湊在一起. 

1917 出第一本教科書 1923成立全美教育社會研究學會 1928出《教育的社

會學刊》 1932華勒《教育社會學》←對學校/教學社會學的影響頗大 

2. 新興的教育社會學 

1950 年代-1970年代，發展的分水嶺，屬驗證姓 

此時為「鉅觀」的教育社會學發展，研究制度、結構和社會流動等。柯爾曼

提出了教育機會均等、布勞&鄧肯提出地位取得模式 

3. 新的教育社會學 

發展於 1970年代以後的英國，又稱人文研究典範階段，屬解釋性 

英國楊格所著《知識與控制-教育社會學的新方向》奠定基礎 

屬「微觀」的教育社會學，放棄質.改進行量的研究 

   →人與人.師生之間.學校文化.教學活動等 

※ 新馬克斯主義-文化/社會再製、資本壓迫所以要轉型、解放 

※ 教育知識社會學-知識要傳遞給誰.傳遞什麼.如何傳遞都跟社會結構和權力

分配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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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女性主義.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多元文化主義 

盛行於 1980年代-1990中期，聚焦於性別.種族的社會正義問題、政策形成

與效果、學校教育成效。 

5. 21世紀之後重視 

深化教育系統、福利國家、公共教育政策的分析、全球化與教育 

 

研究方法論 

＊ 鉅觀-研究社會制度、結果的研究。例如結構功能論、衝突學派 

＊ 微觀-研究小團體、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透過個人層次行為研究，才能對所

有社會現象有正確解釋！庫協克《高中學校裡面》、梅澈《教室與走廊》 

＊ 實證研究-孔德提出.涂爾幹確定對象是「社會事實」.韋伯提出「價值中立」，

強調量化，反對質性(科學) 

＊ 人文研究-批判方法論提出價值反省、意識形態批判/現象學提出理性觀察/

解釋學派提出理解與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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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功能論 又稱功能論、和諧論 

起源於 19世紀，受生物學和工業革命影響，期望建立社會秩序 

※ 孔德、斯賓塞提出基本思想-社會是有機體 

1. 結構與功能:社會是由許多不同部門所組成.各有貢獻 

2. 整合:部門間很少衝突.改變會互相影響.但整合不一定會成功 

3. 穩定:衝擊造成的改變使社會更穩定；家庭的持續、代間價值觀一致會使得變

遷緩慢 

4. 共識:在知覺.情感.信念等等上面取得一致 

5. 社會體系理論(帕森斯 Parsons 1902-1979) 

受涂爾幹影響.借佛洛伊德人格理論說明社會化歷程 

＊ 建立價值共識:教育的功能是社會化和選擇，若無社會化秩序與和諧不可

能維持(成就差異跟機會均等是須培養的共識)。教育均等會帶來成就差異(能力.家

庭.動機)。不公平造成分裂和衝突，接受教育讓人們了解因教育成就所造

成的不公平是可以接受的。 

＊ 對教育功能的主張 

社會化 事實性知識不是重點.學生對教師價值觀的認同與內化才是教

育的主要功能。家庭.教會.學校都是有社會化責任的機構，而

學校具「核心社會化機構」的地位；能力訓練.人格陶冶使學生

具備成功扮演成人角色的動機與技能。 

選擇 是分類的過程，反對個人成就與普遍主義。以「能力」和「成

就」作為社會地位選擇的依據。 

＊ AGIL 模式(行動體系) 

A daptation 適應-外在環境與行動體系的互動關係 

G oal attainment 目標達成-有界定目標的能力.並能動員達成目標 

I ntegration 整合-維持內部協調，凝聚價值與規範 

L atency or latent pattern maintenance 潛存/模式維持 

 手段性功能 目標性功能 

對外功能 適應/經濟資源 目標達成/政治目標 

對內功能 模式維持/價值觀 整合/規範 

6. 莫頓(Merton)-教育有顯性功能知識傳授、隱性功能階層篩選.維持利益、反功能

幫派集結、無功能過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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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分析理論 

起源於 1960年代以後，與功能論對立。強調社會強制性.社會變化的普遍性 

※ 馬克思主義-經濟階級之間的鬥爭；非馬克思主義-權力競爭 

※ 社會需不斷變遷、重組，教育是階級再製的元兇 

1. 衝突-不同目的的團體會有衝突，是普遍存在且公開暴力的 

2. 變遷-權力鬥爭導致連續變遷，平靜階段是暴風雨前的寧靜 

3. 強制-以宣傳.教導或獎賞去強制或壓迫權力較小的團體為其做事 

4. 社會再製理論(包爾斯&金帝斯)經濟決定論 

＊ 教育傳遞生產形式的意識形態，將技術專家主義(功績主義)合理化，並

社會化學生的勞工意識 

＊ 教育制度符應生產的社會關係，學校進行著階級再製的教育 

**批評-忽略了性別.種族.宗教或其他層面的壓迫型態 

5. 文化再製論(布迪厄) 

學校的功能是將高階層(最顯著)的文化傳遞給所有階層 

學校教育再製社會階層-各種標準規則接力於上層.下層需改變自己方能向

上，此稱為「象徵暴力」 

＊ 將資本分為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象徵資本。文化資本是指高地

位者的文化資產 

＊ 慣習/生存心態/習慣-規律.有系統的固定模式是文化資本要繼承的 

 

解釋理論學派 

有現象學.俗民方法論.知識社會學.批判理論等 

1. 符號/象徵互動論(米德)受實用主義哲學和心理學行為論影響 

＊ 匯集了「角色理論」、齊美爾的「互動分析論」、胡賽爾的「現象學」、舒

茲的「現象互動論」 

＊ 強調人類行為的主自性和創造性，人不是社會產物而是創造者 

＊ 符號-社會生活基本，用以建立不同關係 

＊ 意義-假設人的行為是以人事物對它的意義為基礎、意義來自社會互動過

程、要闡釋在闡釋 

＊ 角色-互動所發展而成，符合社會期待 

2. 米德-社會化理論(社會自我論) 

＊ 社會自我的發展-由自我概念/察覺/價值.自尊所組成，發生於人與人的

互動，其從未定型或僵化，而會依不同角色產生不同變化 

＊ 重要他人和參照團體的重要性-個人產生心理認同的他人或團體會影響

個人行為或價值觀，有時為獲社會贊同會受同儕吸引做不對的事 

＊ 社會化階段與概括化他人理論- 

自我是學習他人及想像他人評價而逐漸發展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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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化他人-以有系統.預期的行為.意義和觀點來要求自己與他人 

0-2 準備階段 會模仿但不知意義 

2-4 遊戲階段 自發性但無規則.會模仿重要他人 

9歲以後 比賽階段/團體遊戲階段 1. 遵守規則 

2. 考量他人的角色 

3. 了解自己與他人位置的關係 

3. 靜中自我理論(顧里)-想像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想像他人對此形象的

批評→發展出自我感覺。自我概念的建立需靠他人協助! 

4. 符碼理論(伯恩斯坦) 

關懷社會正義與公平.提示弱勢團體在教育中可能的潛能浪費 

＊ 符碼-語意體系，是深層結構的語言原則，分精緻型符碼(上層)跟限制型

符碼(勞工)。學校使用精緻型符碼，所以會造成勞工階層子女學習困難 

＊ 分類-類別間分化的性質，分類強則各類間有極強的疆界，反之亦然 

＊ 架構-傳送者可控制溝通情境是強架構，接收者可控制則是弱的架構 

＊ 是溝通符碼造成階級再製 

＊ 主體外意見及訊息之再製-人在自己的分類中，分類會排斥他類意見滲

入，但架構規範著分類內部的社會關係與溝通原則，因此個體不得不接

受 

＊ 主體內意見及訊息的獲得-有時自我和所獲訊息會產生衝突，則可能會改

變.懷疑原有的訊息 

＊ 分類強.疆界明顯-集合型課程。極專門化，形成學術社區的部落化.巴爾

幹化，主張維持現狀.社會再製 

＊ 分類低的是統整形課程，挑戰社會現狀.民主.多元.公平正義.階層流動 

 

教育與社會階層化 

※ 教育對職業的影響增加，家庭背景因素減弱就稱為功績主義 

1. 現代化社會不平等特徵 

＊ 以階級階層化取代 or打破喀斯特階層化(世襲.封閉的體制) 

＊ 中產階級人口百分比上升 

＊ 少量的上層階級控制生產.政治和權力 

＊ 小量低層次的勞工但是來自不同的種族 

＊ 性別的平等開始增加  **韋伯認為階級.地位.權力造成社會階層化 

2. 社會階級評定法 

*何林夏兩因素社會地位指數-職業與教育 

 批評-年代久遠且不夠周延，太粗略 

                               *賴特的階級結構分類(來自馬克思理論) 

*戈德索普的職業劃分法 

 分成服務階級、中間階級和勞工階級 



教育社會學 
 

 

3. 杜納/特納(Turner)的教育選擇理論 

贊助型流動 英國 是否能向上流動要看既有上層是否認同。 

上層會依自己的功績標準訂定規則 

競爭型流動 美國 上層生活是獎賞，每個人都可以努力去爭取上位 

4. 社會再製理論(包爾金&金帝斯) 

 

 

 

 

 

 

 

 

5. 威斯康辛地位取得研究模式 

教育成就與學校無關而與心智能力及家庭背景有關(柯爾曼) 

中介因素 

家 

庭

社 

經 

地 

位 

  

1.物質條件 2.教養態度 

3.教養方式 4.價值觀念 

5.語言型態 6.智力因素 

7.成就動機 8.抱負水準 

9.學習環境 

 

教育成就 

1. 教育機會 

2. 學業成就 

6. 資本 

經濟資本-除了經濟因素，也會影響非經濟因素(性情.興趣等)，可獲較完善

的教育，可得文化或其他投資 

家庭文化資本-分成具體化形式(與個人身體直接關)、客觀化形式(物質.媒體

有關)、制度化形式(合法的像文憑.證照等)。還有生活習慣跟穿著打扮 

社會資本-人際關係.工作的群體的組織的關係 

柯爾曼-家庭內社會資本-父母的養育.栽培與互動 

       家庭外社會資本-鄰居.親戚.學校同儕.師長 

7. 家庭語言模式(伯恩斯坦) 

形式語言/精緻型語言符碼/中產階級以上 

公共語言/限制型語言符碼/勞工階級 

8. 社會心理因素-態度.自我期許.成就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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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階層化造成教育階層化 

美國 羅爾斯《正義論》 

1.平等原則 2.差異原則(補償.互惠.博愛) 

1966年 柯爾曼認為羅爾斯只考慮機會均等的補償教育而沒想過結果均等，他將

教育機會均等界定是「立足點的平等」，並融入積極性差別待遇。 

1990年提出機會或結果君等都不太可能實現，較合理的概念是「不平等的減少」 

發展歷程 

第一階段(1950以前)-盡量免費的義務教育 

第二階段(1950-1960 中期)-共同教育經驗，因材施教 

第三階段(1960中期-1980)-1964＜人權法案＞第 402條，要求教育機會均等須

提出調查報告，1965-1968柯爾曼《Coleman Report》。 

英國有「教育優先區」、「積極的差別待遇」 

美國「積極肯定行動」、「補償教育」 

第四階段(1980-1990)-新保守主義和新右派、新自由主義，不重視均等而是強調

品質、效率和自由。艾波批評其「以自由之名行再製之時」 

第五階段(1990年以後)以教育公平來探討機會均等 

 

功績主義 

開放社會，靠個人的才能與努力就可能有上位的機會 

1.教育與職業相關  

2.父母與子女的地位相關低  

3.父母與子女的教育成就相關低 

＊ 影響學生成就因素 

學校教育資源對學生學業成就的影響不大，而設備跟規模可能略有影響 

教師因素的素質.態度.投入等變相可能會影響學生的學業成就 

能力分組理論上會有利於師生，實則不然，而分流或分軌的教育可因材施教 

＊ 美國的補償教育政策 

原因  

1. 早期發展學習快 2.匱乏家庭的發展較落後 3.可改變貧困兒童的未來  

＜及早教育方案＞ 

1. 內涵-積極的差別待遇，不同但相同的教育補助策略，提供弱勢兒童有

助發展的多項服務  

2. 成效-對 3.4 歲兒童的認知.健康有顯著的助益，親子關係亦有改善，此

對兒童期發展有幫助 

3. 職業教育-貧困者可學一技之長改善生活；使用雙語教育 

英國的教育優先區方案 1967《卜勞頓報告書 Plowden Report》積極的差別待遇 

指標-家庭缺乏基本舒適，過度擁擠，需要學校提供免費午餐。或父母為外來移

民，國語文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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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教育優先區條件 

1.原住民比率較高  

2.低收.隔代.單(寄)親或親子年齡差大.新移民子女比較高 

3.國中學習弱勢比率高 4.中輟生多 5.離島或交通不方便地區 

6.師資流動率高或代理教師多 

補助 

1.推親職教育 

2.補助原住民或離島學校學生學習補助 

3.補助學校發展教育特色 4.修繕宿舍 5.充實基本設備 

6.協助學校發展文化特色 7.補助交通車費 8.作為社區化活動的場所 

 

性別與教育 

※「性別」是社會文化所建構的，跟「生理性別 Sex」並不相同 

＊ 性別刻板印象 

在內涵上-人格特質的差異培養、行為的雙重標準、對未來成就的不同期望、

擔任職務的重要性 

在影響上-傳達錯誤的概念、誇大群體間的差異、對女性的偏見與歧視 

＊ 結構功能論-帕森斯 接受角色分化的必要性，家庭有工作領導角色和情感表

達角色；通常父親為工作領導角色，母親為情感表達角色。 

積極效果－利於子女社會化 消極效果－避免父母競爭工作角色 

＊ 女性主義 起源於 19世紀 法國 

*自由派女性主義-歧視女性應算非法，力求社會上的男女平權 

*激進派女性主義-認為男人是從對婦女的壓迫中獲取利益的 

＊ 教育系統的性別差異 

*入學機會的不均等 *男尊女卑的人事結構 *性別區隔的課程設計 

*教科書中的性別歧視-語文偏見.刻板印象.故意對女性略去不提.比率偏狹   

 失衡.違背現實支離破碎 

*師生互動過程的性別不平等-互動次數與時間多寡.互動內容的差異.指派 

 工作性質.對外表關注.對學生期望 

*不盡公平的考試評量 *空間的使用與分配 *認知表現上的差異 

＊ 性別平等教育的實踐 

*落實性別教育機會均等 

*實施性別平等教育-消除教科書上的性別偏見.理念融入的課程設計.女性 

 主義教學論的落實(重經驗.具包容性.非階層教室.賦予學生權力).經常省 

 思師生互動過程.空間設計有積極差別待遇.改革師資培育教育 

 



教育社會學 
族群與教育 

族群:文化.習慣.價值觀.體貌膚色相近的人種，例如非裔.亞裔.拉丁裔…… 

種族:生物上的分類，例如黃種人.白人.黑人.紅種人…… 

少數族群:不一定是指人數少，而是地位較低且受到控制 

1.貧窮 2.少數種族 3.文化差異 4.居住地 5.社會排斥 

族群關係 

＊ 接受型-文化多元主義 

平等-雖有主流但可保留並使用自己的文化 

不平等-族群各自有界限，但弱勢族群需學習 

強勢族群希望弱勢學習的文化 

＊ 排斥型-因種族中心主義產生的集式或偏見，除個人偏見亦有制度上的偏見 

1.種族的消滅或滅絕 2.驅逐 3.隔離 4.文化殖民主義 

＊ 少數族群的社會心理-1.被動接受 2.個人攻擊或暴力行為 3.集體抗議  

4.自我隔離 5.自願同化 6.相對剝奪感 

文化回應教學-尊重學生的文化，利用學生的知識經驗來進行教學 

新移民子女的教育問題-1.語言發展遲緩 2.低教育成就 

弱勢族群的成就歸因-1.遺傳基因論(詹森理論) 2.文化缺陷論 3.文化斷層論 

4.文化差異論(歐格朋的文化模式理論) 

5.社會再製理論 

 多元文化教育 

1. 獨石論-若弱勢族群以「族群」為名要求利益，則可能變成他們自己的事 

2. 巨傘論-分成族群.性別.宗教.階級等更多元的文化 

 班克斯的課程模式 

1. 貢獻模式-將弱勢族群的文化或經典安排加入課程當中 

2. 附加模式-不打亂課程順序的加入弱勢族群文化 

3. 轉化模式-用不同的文化觀點來指導學生 

4. 社會行動模式 

 蓋伊的課程模式 

1. 基本能力模式-將族群文化融入基本能力課程當中 

2. 概念模式 3.主題模式 4.文化要素模式 

 史麗特&葛蘭特的課程模式 

1. 教導弱勢族群自身的特殊文化與文化差異 

2. 人際關係 3.單一團體研究 4.多元文化教育 5.社會正義教育 

 



教育社會學 
教育與政治 

 古典自由主義(右派)-是工業革命.資本主義盛行後產生的意識形態，為西方

社會的主流，於 19是計時達到顛峰 

 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師承黑格爾，政治國家(團體)+市民社會(個人)=國

家，而國家就是上層，會壓迫人民 

西方:盧卡奇.寇士.葛蘭西.阿圖塞.普蘭查斯.艾波.法蘭克福學派 

東方:馬列.史達林主義 

 義大利 葛蘭西-「霸權」 

國家需靠市民社會進行意識形態的控制，以維持霸權；文化霸權補足鎮壓性

工具強制力的不足，也積極促使各體內化。知識分子具有積極的重要性，其

任務是批判構成嘗試的概念，灌輸新的信念。 

 法國 阿圖塞-國家機器(統治階級為維護自己的權益，而對人民壓迫) 

分成鎮壓性的國家機器和意識型態的國家機器 

 希臘 普蘭查斯-將國家機器細化，再提出經濟機器，人民有相對自主權，給

人民好處以換取控制。 

 艾波-受阿圖塞影響，教育是意識形態的機器，它會 1.訓練工作所需技能  

2.培養良好規則與態度 3.灌輸國家意識形態，但教育也有相對自主性，不

一定會全盤接受政府的壓迫。 

 社會改革主義(民主社會主義) 

19 世紀末到 20世紀初盛行，偏左派，因為 1930 凱因斯革命(總體需求不足

時，國家需介入經濟與社會)影響，產生福利國家(國家-教育) 

 新自由主義(傅利曼&海耶克的經濟理論)1974-1975 

1.市場規則導向 2.刪減社會福利公益支出 3.支持鬆綁 4.產業私有化  

5.消除公共財產.社區合作概念 6.教育市場化(家長選擇權.學校管理自主. 

  自治) 

 新保守主義(法國大革命後的英國) 

1. 堅持西方價值觀(資本主義 yes 共產主義 No) 

2. 社會福利政策須小心謹慎的實施 

3. 維護傳統的宗教和道德意識 

4. 強調機會平等，反對優待弱勢。並提倡能力分班.體罰與正式考試 

 威權民粹主義及專業管理的新中產階級組成「新右派」，促成美國的「沒有

一個孩子落後法案ＮＣＬＢ」1.加強學業成就績效 2.改善學校品質和教師

素養 3.減少科層體制 4.授予家長教育自主權 

 進行政治社會化的機構-家庭.學校.同儕.團體.工作場所.大眾傳媒.政黨.

社會團體 

 學校與政治社會化-教師.課程和教科書.慶典儀式.活動社團活動或課外活

動.考試 

 



教育社會學 
 權力的類型-武力.權威(傳統權威、卡里斯瑪權威:精神感召.人格魅力、法

理權威)→老師的權威 1.傳統:一日為師終身為父 2.精神:人格特質有智慧 

3.法理:制度權威.專業(家)權威 

 傅科的規訓理論(權力即知識) 

1.治理的知識 2.調查來的知識 3.審訊的知識. 

政府藉由知識與權力來規訓人民，學校使用考試來規訓學生 

 布迪厄的教育場育與權力鬥爭理論 

行動者具有足夠的資本(文化.經濟)去佔據場育，場育之間有相互滲透姓(官

僚.經濟.藝術等等都會相互影響) 

教育是最關鍵的重心，只是為了使統治階級的分化合理化，所以教師是統治

階級的守門員! 

 

教育與經濟 

馬克思的社會結構觀 

1.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結構 

2. 上層結構對經濟基礎具有反作用 

人力資本論-教育的擴充或教育程度的提高可促進經濟成長 

二元勞動市場理論(勞動市場區隔理論) 

*經濟結構決定教育制度 

經濟類型 教育對象 教育制度 學校組織 教育內容 教育功能 

前農業經濟 全體兒童 無 無 所有生產生

活內容 

社會化.適應社會的訓

練 

農業經濟 1.貴族兒童 

2.極少數有錢 

  的平民子女 

等級制 

正規學校形

成發展 

以身分文化

知識為核心 

(如七藝) 

1. 社會化:培養社會

菁英.庶民教化 

2. 不平等社會再製 

工業經濟 

全體兒童 

雙軌制 

1. 菁英教育 

2. 大眾教育 

學校組織逐

漸趨向科層

制 

以生產知識

為核心(科

技.經濟) 

1. 強化選擇功能 

2. 社會化 

知識經濟 全體兒童 終身學習 學校.家庭.

社會教育一

體化 

知識創新.

實踐能力 

1. 社會化 

2. 選擇 

知識經濟社會-教育制度與經濟是相互作用的，教育是社會的基礎設施和工程。 

以「知識」為核心，以「科技」為手段，以「成長」為目的，智慧資本是經濟生

活中最重大的因素!! 

因應知識經濟的教育改革方針: 

1.重視創新人才的培養 

2.建立完整的終身學習教育機構  

3.重新檢視學校課程.教學與評量 



教育社會學 
人力資本理論與教育-最早可追溯至亞當．史密斯的《國富論》，而第一位有系統

討論者為”舒滋” 

投資形式:1.學校教育(溝通.計算.內在技能.人際關係.其他) 2.在職訓練 

理性選擇理論(ＲＣＴ)/理性選擇模式(ＲＣＭ) 

下一階段求學Ｅｎ＋１／停留Ｅｎ／收益Ｂ／成本Ｃ／地位下降幅度ＳＤ／失

敗風險ｐｆ 

要求學或是停留端看 

1.En+1的勞動市場回報率 2.決定停留可能導致的 SD 3.En+1的成本 

4.En+1失敗的風險 

**假設機會和收益對所以階層都一樣，但 SD和 pf則對中產影響較大 

教育投資報酬率-高水準或有特殊專長的教育程度能獲得較優的薪資成就 

1970-1980 左右，投資正是教育的比率減少，稱為「過度教育」或「文憑貶值」 

教育與經濟是因果關係，會影響社會 1.勞動力減少 2.有新的觀念或知識生產  

3.改善生產品質 4.有較高生產品質 5.有更好的表現 

高等教育市場化-1.政府減少投資，非政府企業增加 2.強化大學與商.工業界的

聯繫 3.加強私立大學的競爭力 

高等教育產業化(盧治)-知識產業(第三產業) 

 

教育與文化 

文化分成物質與非物質(象徵系統) 

功能論:文化有社會功能 

衝突論:文化有象徵權力，經文化專斷形成象徵暴力→社會再製 

 英國 馬凌諾斯-將文化現象分為物質設備.精神方面.語言.社會組織，文化

是一種社會遺產! 

 佛斯-文化是人類繼承.使用.轉化.增添.傳遞學習來的行為 

 巴特摩爾-文化是觀念 

象徵系統:語言文字.各團體的 

記號.行動或象徵式的風俗習慣 

意識形態.信念 

 

 

 

※ 文化類型:1.主流文化與次文化 2.反文化(屬於次文化，與主流衝突) 3.學

校文化 

 

 

 

 



教育社會學 
青少年次文化 

1. 世代解釋論-只重因年齡造成的代溝與差異 

2. 1945 結構解釋論-伯明罕學派，是一種社會危機，會造成社會矛盾 

3. 90年代後期 後次文化理論-法國 馬佛索利提出「部落時代」，次文化是新部

落 

青少年次文化特徵: 

1. 對形式主義的反抗 

2. 對機械生活的不滿 

3. 對功利商業主義的抗議 

4. 自我表現的趨向 

青少年次文化內涵: 

1.消費文化(向錢看，怕不流行) 2.服裝造型文化 3.網路文化 4.偶像崇拜文化 

5.漫畫閱讀文化 6.嘻哈文化 7.流行語文化 

積極功能: 1.社會化 2.滿足安全.自由需求 3.紓解對現實的不滿 4.適應學校

生活 5.尋求自我認同感 6.滿足社會歸屬感 

消極功能: 1.反智主義(柯爾曼.高登) 2.偏差行為 

青少年反文化 

1. 反學校文化(威立斯:工廠.家庭.鄰里文化) 

2. 為進工廠做準備 

3. 教育的階級差異(威立斯.包爾) 

4. 性別差異-女性會強調自己的家庭角色，想提早進入家庭，導致社會再製 

5. 威立斯反文化-階級低→反文化→再製低階級 

反學校文化類型分為:偏激型、消極型、形式型、創新型、玩樂型 

 學校的文化: 1.次文化 2.綜合性文化 3.對立與統整互見的文化 4.積極與

消極兼具的文化 5.刻意安排或引導方向的文化 

 歐溫斯&史坦霍夫學校文化: 1.價值和信念 2.傳統和儀式 3.故事和迷思  

4.英雄人物 5.行為規範 

學校冰山 

顯性成分 外觀.制度.行為.標語等等 巴爾幹文化 

政治性錯綜.高持久性.個人

認同.低滲透性.互不相干卻

緊張對立 

灰色地帶 傳統 

隱性成分 價值觀.動機 

學校文化內涵-教師文化(學校教師之間存有巴爾幹文化).行政文化.學生文化.

社區文化.物質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 

反功能-1.孤立巨變的教師文化 2.反智/學 

習的學生文化 3.科層保守的學校文化  

4.干預抗具的社區文化 

 



教育社會學 
重建策略 

1. 檢視當前的學校文化(哈格里夫斯) 

2. 領導者塑造優質文化 

3. 建構合作性 

1993達林將學校分成三類 

1.結構鬆散的學校 2.方案學校 3.學習型組織的學校 

 

家庭教育社會 

*功能學派的家庭觀:帕森斯的社會系統理論-初級社會化.人格穩定的功能 

核心家庭是最能滿足工業化社會的單位 

*衝突學派的家庭觀:男性壓迫女性，婆媳.兄弟姊妹.夫妻…之間都有衝突，但好  

 好處理的話可使關係更和諧!! 

*符號互動論:個人在家庭中如何生長，透過互動.溝通來培養自我 

*女性主義:對家庭關係中的父權提出質疑，認為女性既要工作又要做家事還要照 

 顧老幼並不平等 

*柯爾曼的社會資本理論: 

1.可提升人力資本 2.個人追求利益的資源 3.提升成員內部的凝聚力 

*集體社會化-指鄰居可能會影響個人的成就 

*1955傅立曼 家長選擇權:廢止學區.發教育卷讓家長選擇理想學校 

*學校的公共關係 1.聲望 2.政策的爭議 3.個別教師的個別差異 4.與地方政治 

 企業的關係 5.學生安置 6.人事關說 

*因應策略 1.建立並落實有系統的雙向溝通機制 2.成立危機處理小組 3.與社

會保持密切的聯繫 4.社區化 5.辦多樣化的活動 

 

 

 



教育社會學 
組織與領導 

*韋伯的科層體制是最早有系統化的社會組織理論 

*顧里將團體分成初級與次級(差別在於親密程度.持續性.情感表現)，還分成工 

 作取向與關係取向 

*社會組織是教正式且制度化的，並用公認標準去約束成員，分成正式與非正式 

帕森斯 社會功能 經濟生產(利益取向) 政治目標(政府) 

整合(政黨) 模式維持(學校) 

布勞&史考特 受惠者角度 互惠型 服務型(學校) 企業型(盈利) 公益 

埃茲奧尼 

(Etzioni) 

權力運作 

順從程度 

強制性 功利性 規範性(學校) 

組織特性-願景的形成.領導的運用.氣候的形成.衝突的產生.文化.溝通.效能 

※ 韋伯的科層體制 

1.明確的威權階層   2.專職分工   3.法令規章   4.不講人情 

5.記錄檔案   6.支薪用人   7.不擁有生產工具 

*傅科-使用了邊沁的圓形監獄概念，套用在社會組織上，便是「監控」 

*格蘭諾維斯「社會鑲嵌」 

經濟行為是鑲嵌在社會關係之上的結構性與關係性 

※ 學校的特徵(兼具科層化與專業化) 

1.權威層級節制   2.專制分工   3.非人情化   4.職責權限明確劃分 

5.記錄檔案件立 

學校組織特性的劃分 

*哈格-不證自明理論 

複雜化(專門化)/集中化/ 

正式化/階層化 

變項-適應力/生產/效率/工作滿意 

機械化組織 結構複雜化低/集中正式階層高，適應力工作滿意低/生產效率高 

有機化組織 複雜化高/集中正式階層低，適應力工作滿意高/生產效率低 

*魏克-學校是鬆散結構的系統，因為行政和教學專業系統各有自主性 

*歐文斯-學校是科層體制和鬆散結構並行的雙重系統理論 

*校長的權威-法定.獎賞.強制.專家.參照 

*運動策略-分工授權.控制.徇私.人員挑選.職務異動.教化.結盟.交易 

※ 轉型領導-建立共同願景.發揮個人魅力.激勵鼓舞.智識啟發.個別關懷 

*利益團體(壓力)-成員關注自身利益，具特定目標和受益對象，不屬於政府的正 

 式組織，會經由管道提出主張來影響公共政策 

*運作方式-諮詢協商.傳播遊說.干預訴諸行動.司法訴訟 

*學校因應策略-抗爭.逃避.忍讓.妥協.合作 

科

層 

↑ 

權威 

(傅科) 
韋伯 

混亂 專業 

  → 專業 → 



教育社會學 
教師社會學 

教師是否為「專門職業」？ 

古典教師專業主義 

*結構功能論:從社會中以認同的專業中去歸納出專業的特質 

*批判論:專業是社會體系的核心，是歷史奮鬥的結果 

*衝突論:專業與非專業間有差異的意識形態，就是社會距離 

*特質論:教師是屬於半專業的 

新教師專業主義 

1974 霍利爾 擴展專業性 

1980(新自由主義) 

1. 增加機會與責任，做明確判斷 

2. 促使老師參加教學或社會價值的論辯&自我學習 

3. 建立同儕合作的文化 

4. 與社區合作 

5. 主動積極照顧學生 

6. 給予相對地位與酬賞 

波爾森&費德曼 使用了帕森斯的社會系統模式 

*模式維持-學科/教學知識 

*適應-傳遞知識，對未來的師資進行訓練與社會化的學術準備 

*目標達成-發展與改善教學實務，以求學生最大化的學習 

*統整-評鑑 

※ 弗雷勒-1970《受壓迫者教育》 

致力於人的解放、社會轉化，爭取自由解放的意識醒悟，批評傳統「囤積」

教育的壓力，提出與問題化為中心的對話或提問是教學。 

**教師是批判的文化工作者 

****吉諾斯(Giroux)提出教師應為轉化型知識分子 

批判型 抗議批判現有制度 永遠的反對者 

適應型 站在統治階級的那一邊 投機者 

霸權型 在各種學術和政治團體，只注重自身利益  

轉化型 對現狀管理批判，並投入實際社會改造行

動，針對不公平發表意見，洞察意識形態

與利益，不假裝中壢 

來自葛蘭西的有機知識

分子 

角色 

相對角色-單獨不能存在 Ex 沒有丈夫就沒有妻子 

獲致的角色-個人努力所獲得的 

賦予的角色-與生俱來就擁有的 

 

 



教育社會學 
影響教師職業地位的因素 

-客觀因素:社會功能/進入制度/收益/環境/歷史聲譽/穩定程度 

-主觀因素:教師自身形象/工作特質/經濟收入/年資/性別/學歷/職位/科目 

教師文化-哈格里夫斯認為教師地位.能力和社會關係會影響文化，而教師多為保

守的不喜改變，少與人互動並滿於現況 

**生涯專業發展時期 

一 1-10年 調整並改變，對一切充滿熱忱，考慮留下或離開 

二 11-20年 趨於穩定中又有部分會期望有所變 

三 21-30年 對於工作已不感到滿足，教學不會太正式並會有彈性 

**教師專業發展階段 1.轉換 2.探索 3.發明與實際 4.專業教學 

**教師生涯循環模式 

1.職前培育 2.導入輔導 3.能力建立 4.熱切成長 5.生涯挫折 6.穩定停滯 

7.生涯低落 8.生涯結束 

**王秋絨  1.師範生階段-探索適應，穩定成長，成熟發展 

          2.實習教師階段-蜜月期/危機期/動盪期 

          3.合格教師階段-新生期/平淡期/厭倦期 

 

教學社會學 

*蓋哲爾和謝倫的班級社會體系理論 

班 

級 

社 

會 

體 

系 

 文化思潮  風俗  價值 理性 

 

 

歸屬感 

 

 

 

 認同 

目 

標 

行 

為 

     

制度  角色  期望 

     

團體  氣氛  意向 

     

個人  人格  需要傾向 

     

有機體  體質  潛能 

*同儕關係-權力結構，內部會分化成正派學生.邪派學生.丑角學生 

社會測量法-莫雷諾 

誰是受歡迎型領導者？ 誰是次明星者？ 誰是一般者？ 誰是被忽略者？ 

誰是邊緣者/孤立者？ 

*艾雪黎的班級教學理論模式 

 1.模式的維持 2.體系的完整 3.目標的達成 4.適應的作用 

*教師的權力(施穆克)-專家權.目標權.合法權.酬賞權.強制權.資訊權.聯繫權 

**單層面理論的分類(蓋哲爾.謝倫)-規範性領導/個人是領導/變通式領導 

*勒溫-專制的領導/放任的領導/民主的領導 

 



教育社會學 
**雙層面理論分類(賀賽&布蘭恰德) 

 

↑ 

倡

導 

告知式領導策略 

低成熟度缺安全感 

工作能力和意願低 

推銷式領導策略 

中低成熟度 

有意願但工作能力低 

授權式領導策略 

高成熟度 

有能力跟意願 

參與式領導策略 

中高成熟度 

有能力無意願且不安 

關懷 → 

告知式領導策略-告知.引導.指示.建制 

推銷式領導策略-推銷.解釋.澄清.說服 

參與式領導策略-餐噢.激勵.合作.承諾 

授權式領導策略-授權.觀察.注視.履行 

※ 新的領導類型 

*轉型領導 

*互異領導-被動的例外管理/主動的例外管理/條件式的酬賞 

教師管理策略-命令.懲罰.管理或操弄學生個人或管體關係.生氣.懇求 

生存策略(伍德斯)-社會化.宰制.協商.合流.迴避.照章辦事.職能治療. 

**教師的印象管理技巧(高夫曼)-維持教師表面集體的高度團結(劇場印象)/學 

  會自我控制/觀察學生暗示，調整自己行為/反思自己的教學表現/盡量做到錢 

  後一至/做好消極印象的修復 

學生應付策略(伍德斯)-殖民化/完全投入/順從(服從.逢迎.機會主義)/冥頑抗

拒/起義 

 

社會變遷 

影響因素:經濟.政治.文化.教育 

類型 

一. 現代化(專門化過程，功能調整適應能力的增長) 

1. 現代化理論-韋伯說現代化就是西化；帕森斯說不只是西化還是美國化 

2. 依賴理論-發展中國家只能依附在中心都會國家，除非脫離資本主義，否

則難以進一步發展 

3. 華勒斯的世界體系理論-國家分成中心與邊陲.半邊陲；第 2.3世界要改變

國家地位的機會只有 1.當中心國家經濟發生危機時，已進口取代工業化

政策 2.在資本主義擴張時期吸引外資投資 3.透過革命自給自足，脫離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