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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本刊第 5 期，承蒙學術界踴躍賜稿，經多位評審委員專

業審評，共刊登 3 篇論文，涵括社會及政治學門二大領域。 

本期社會領域刊載二篇論文。延續社會關懷初衷，〈同

儕霸凌情境在性別上的差異性研究〉一文係針對青少年霸凌

所進行的實徵研究，結果呈現霸凌情境與霸凌行為的關聯

性，適可供教職員生對於霸凌情境與其產生的霸凌行為有所

辨識，進而採取關懷與輔導，甚或達到預防重於治療及早期

發現早期處置之效；而〈新加坡幼兒園華語教師多元文化素

養與實踐之個案研究〉則係針對華語熱的浪潮，新加坡幼兒

園跨海向台灣與中國大量徵募華語教師，提供高薪資與相關

福利，引發許多幼教(保)科系學生跨海任教的教育問題進行

深入探討，同時指出新加坡的國家文化認同已從生活與幼兒

教育扎根落實，使新加坡人以己文化為榮的愛國情操涵養，

足資我國在推動多元文化教育時之參考借鏡。 

    本期政治學門關注於中國制度改革議題，張子揚之〈中

國推動地方政府實施權力清單制度之分析〉，作者運用艾森

伯格（Eric M. Eisenberg）的組織溝通理論中的「策略性模糊」

理論為研究途徑，探討習近平主政下的權力清單制度。其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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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發現指出中共中央在權力清單制度指導意見的制定上，運

用了策略性模糊，有助於降低推行簡政放權和依法行政的阻

力，然亦使地方政府可能利用模糊空間謀求私利進而危害共

產黨的領導地位，因而中共在推行權力清單制度時，亦須進

行包括重新詮釋「黨的領導」和分散「黨管幹部」的權力等

組織變革。 

     

                                        

                          南華社會科學論叢編委會 

20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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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幼兒園華語教師多元文化素

養與實踐之個案研究 

 
周佩諭 1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幼兒保育科助理

教授) 

摘要 

本研究以探究新加坡幼兒園華語教師的多元文化素養內

涵及其實踐。近幾年因華語熱的浪潮，新加坡幼兒園跨海向

台灣與中國大陸大量徵募華語教師，以教導幼兒中文學習的

課程為主，提供高薪資與相關福利，引發許多幼教(保)科系

畢業的學生跨海任教。對於多元族群和多元語言的新加坡國

家，華語教師的個人文化素養對其教學有何影響，引發研究

者好奇，再加上目前並無相關文獻對此主題有任何探究。因

此，本研究以一位新加坡華語幼兒園教師為研究對象，探討

其多元文化素養的內涵與教學實踐產生的影響，故採取個案

研究法，透過訪談與文件分析法蒐集資料，以紮根理論作為

分析方法，期能架構出新加坡華語幼兒園教師的多元文化素

養與實踐的模式，及其表現在教保實務工作上的具體策略，

茲做為台灣後續研究、師資培育機構與教學實務工作者的參

考。 

關鍵字：新加坡幼兒園華語教師、多元文化素養、文化能力 

                                                      
1 Email:s314@mail.mk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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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Study of the multicultural literacy and practice into 
their care and  

teaching task for Chinese childcare teacher in Singapore 
Pei Yu, Chou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ment of Early Childhood Care 

and Education  
Mackay Junior College of Medicine, Nursing and 

Management) 
 

Abstract:The study is aim to explore the multicultural literacy 
and practice into their care and teaching task of Chinese 
childcare teacher in Singapore. By the Chinese learning trend in 
recent years, the kindergartens of Singapore recruit more 
Chinese childcare teachers to teach 2-6 years old children 
Chinese from abroad, especially the nations of Taiwan and 
China are hired. With high salary and much more social welfare 
the positions of Chinese childcare teachers were attracted more 
graduated students who studied the departmen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in Taiwan or China. As these Chinese 
childcare teachers faced the facts of the ethnic and linguistic 
diverse how their multicultural literacy function as life adaption 
and teaching practice, moreover, less discourses centered and 
none firsthand research topics. The qualitative case study 
addresses the multicultural literacy and in practice of the 
Chinese kindergarten teachers in Singapore. Using a grounded 
theory approach, the study is analyzed data sources, including 
interviews and documents. The researcher hopes to propose a 
multicultural literacy with practice framework and 
transformative teaching strategies for Chinese childcare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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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Singapore. Discussion of the implica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to teacher education institutes, childcare 
teachers and future reseaches as a reference for implementing or 
study the “multicultural literacy on Chinese childcare teachers” 
with character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C hinese c hildcare t eachers in S ingapore, 
multicultural literacy,  
cultural compe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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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台灣幼教亞洲第一大陸照搬」新聞發佈在 2015 年 2 月

23 日的中時電子報（簡立新，2015），文中林佩蓉教授提及

台灣幼教優勢秉持人本理念，融合西方理念與台灣自有的文

化脈絡，打造中西合璧的幼教課程-「既不像西方幼教『玩』

到底，也不像東方幼教『教』到底！」，台灣幼教的軟實力

引發大陸來台取經，不論在政策規範、陸生到台當交換生，

甚至天津市與台北市政府簽約學習台灣幼教的 know-how，

台灣幼教專業特色在亞洲展現亮點。不僅如此，將華語視為

第二外語的新加坡也向亞洲國家徵求華語教師人才，不過新

加坡早期的華語教師大多來自大陸，但因大陸各省口音不一 

，相形之下，台灣幼教師資訓練紮實、素質與專業水準都高，

因此近三年來時常來台徵才，目前有高達 80 位台灣畢業學

子在新加坡任教，兩年一簽，期約到幾乎都續簽（邱嘉琪，

2014）。新加坡幼兒園來台徵募華語教師，祭出 56K 的高薪

又享有 7-14 天年假等許多福利，引發許多幼教(保)專科以上

學校積極幫忙學生媒合，透過實習或就業輔導策略讓學生能

到海外展現專業所學，不受台灣幼教工作因少子化造成工時

長薪水低而轉行。因此，在網路或大專以上幼教(保)科系網

頁皆可搜尋到新加坡幼兒園華語教師的徵才訊息，甚至許多

技職校院也在這一兩年送出多位幼教(保)畢業生到新加坡工

作，相對地也有抱持觀望態度，不只是物價高的考量，而是

截至目前尚未有公開訊息證實新加坡幼兒園華語教師的實

際效益如同新聞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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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任教的幼保科畢業生自 2015 年在新加坡幼兒園

擔任華語老師，他們常常與研究者聯繫並分享他們的發現，

看到年僅 20 歲他們單槍匹馬到新加坡從事幼教工作，在他

們身上看到許多專業成長，研究者引述其中一位華語教師在

社群軟體的分享： 

「在這的孩子，對於玩玩具的時間是非常少的，通常都

是老師教完課，孩子寫完作業，用來打發時間的。下午時，

帶六歲班的孩子，顧他們吃點心，喝完水壺的水，我看離他

們上英文課還有些時間，於是讓他們玩玩具（樂高）然後先

告訴他們，等等收玩具時，我會把小朋友的作品，放在老師

桌子上，讓他們跟大家分享他們的作品，就在收玩具時，把

孩子的作品放到小講桌。結果有個男孩就開始哭，可能是不

瞭解我的意思，所以請同學再跟他說一次（孩子的語言，他

們應該比較好懂）。然後集合其他孩子，問作品是誰的，請

他們上台分享，每個孩子分享完都有請大家給他掌聲，輪到

那個孩子時，他不敢上台分享，我也不勉強他，但也有請大

家給他掌聲，因為他用自己的想法跟創意完成一個作品，在

大家掌聲時，那個男孩對我笑了一下，眼神好像在告訴我什

麼。也問了孩子們以前有這個方式嗎？他們說沒有，而且也

喜歡這樣分享作品的感覺。要是把照片上的馬賽克拿掉，你

會知道他們笑得多燦爛。今天是很多人的 blue Monday，卻

是我心裡有小感動的一天，好像自己真的帶給他們什麼，也

許不能真正影響到他們很多的什麼，但也希望自己將所學的

專業，學以致用。p.s有看完文章的，更是我的大大感動」

(2015/7/27 社群軟體的動態訊息) 

除了這則玩玩具與分享的教學反思外，另外對於 5 歲幼

兒拿筆寫中文字也讓這位華語教師在幼教理念的思維產生

拉扯，研究者就其修習過的幼兒多元文化教育課程的觀點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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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對話，讓華語教師的幼教信念能稍微獲得說服的同時，也

喚起兩位華語教師堅定改變當地幼兒園的教育觀為使命—

以幼兒為中心，尊重幼兒，讓幼兒從遊戲中學習的開放教育

思維。由此觀之，兩位華語教師的多元文化素養因幼教信念

而悄然啟動，從身處他者文化中，學習了解與適應，並透過

反思，將其幼教專業運用人際溝通與交流方式傳遞與影響他

者。 

研究者分析國內外探究教師多元文化素養為主題的相關

文獻，結果發現教師多元文化素養的實踐皆在原生國家，並

無像本研究的華語教師是跨國家的情形，實無可沿用的參考

案例；再者，細探國外教師多元文化素養（multicultural literacy)

的研究大多從諮商、文學作品和英語等實踐方式提升學生素

養（literacy)，唯有探討文化能力(cultural competence)才概括

性地簡述教師自身的多元文化素養內涵，故教師的多元文化

素養的實質內涵並無具體策略。國內相關研究大多調查國小

教師(含公幼教師)多元文化素養與教學實踐的關係，運用多

元文化素養量表進行量化施測，提出的研究結果大多只是分

別呈現性別、區域、年資、接觸多元文化教育課程或研習等

因素對多元文化素養的影響，對於教師多元文化素養的應然

與實然面沒有深入的討論，以至於教師多元文化素養能否類

推跨國的教育現場，經由不同文化的接觸與互動下，是否產

生改變等，沒有參酌的具體原則和案例。 

新加坡幼兒園華語教師是目前國內幼教(保)科系新興的

就業徑路，將從台灣養成的幼教專業知能帶入他國，讓具台

灣特色的幼教專業在他國發光發熱，因此教師是否具備多元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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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素養，對其教育實踐也會產生極大影響。面對於多元文

化的新加坡，幼兒園華語教師如何將其幼教專業知能透過多

元文化素養轉化，提升幼教品質，符合世界幼教發展趨勢實

為重要的課題。本研究期以新加坡幼兒園華語教師為探究主

題，藉由質化研究歷程，初步彙整教師多元文化素養在應然

與實然面的架構，所獲致的研究結果能作為台灣大專校院幼

教(保)科系在規劃多元文化教育課程的參考，以及提供給後

續研究與實務工作者的相關建議。 

基於上述，本研究目的在於探究新加坡幼兒園華語教師

的多元文化素養與實踐，研究者透過文獻蒐集與分析，釐定

多元文化教育理論中所倡導的多元文化素養內涵，在透過訪

談以及實地觀察與文件分析，瞭解研究對象的多元文化素養

內涵是否因跨國文化不同而產生變化，真正能從適應他國文

化進而實踐的，在異鄉產生的文化適應是否增進更多的體會，

能理解外人適應文化的感受，讓自己未來更具多元文化教育

素養。同時輔以專家諮詢的策略，提供研究對象更多在教保

實務更全面向的具體建議，期望能提出教師多元文化教育素

養與實踐的研究發現，對於實務工作者、師資培育機構具有

參考價值。 

因此，本研究目的透過個案研究法，以一位新加坡幼兒

園華語教師為研究對象，透過訪談和文件分析蒐集資料，採

取紮根理論分析資料，歸擬具參考價值的研究結果，下表為

本研究具體目的及對應的研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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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研究目的 研究問題 
1.探究多元文化素養

內涵 
1-1 對於新加坡多元文化展現面貌的

認識與特色為何？ 
1-2 感知的多元文化氛圍下，其多元文

化素養如何展現在具體 
行為（生活、工作與人的互動溝通）？ 
1-3 多元文化素養在後設認知運作下

應具有那些實質內涵？ 
2.釐析多元文化素養

對實踐的影響 
2-1 多元文化素養如何表現在工作職

場與教保課程活動？ 
2-2 整體敎保實務工作有哪些可以表

現出台灣幼教專業特色？ 
2-3 如何運用多元文化素養將台灣幼

教專業理念與實務影響新加坡任教幼

兒園? 

二、文獻分析 

多元文化教育追求教育機會均等與社會正義，提倡反歧

視、偏見與刻板印象，期望能透過不同文化之間的了解，而

能促使每個文化皆能獲得接納與尊重。其中，教師的多元文

化教育素養為實踐多元文化教育的關鍵，一位具有多元文化

素養的教師必能發現與重視每個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使其

學業成就提升，並能對自我族群文化肯定，也能接納與尊重

不同族群文化，讓社會的每個族群文化皆能共榮共存。 

(一)多元文化素養內涵 

多元文化教育的定義依據多元文化教育辭典如下： 

多元文化教育起源於 1960 年代的族群研究運動，它是一種

哲學概念，也是一種教育過程。多元文化教育植基於平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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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正義、尊嚴等概念，希望透過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

提通學生不同文化團體的歷史、文化及貢獻等方面的知識，

使學生瞭解與認同自己的文化，並能欣賞及尊重他人的文化。

另一方面，多元文化教育對於文化不利地位的學生亦提供適

性及補教教學的機會，以協助學生發展積極的自我概念，它

牽涉族群、階級、性別、宗教、語言、特殊性等層面的議題

（譚光鼎、劉美慧、游美惠編，2010）。 

Banks(1979, 2001)是最早提出多元文化教育概念的學者，主

張多元文化教育是一種想法或概念、一種教育改革行動，及

一種持續不斷地進行歷程。不論學生的性別、社會階級、種

族、或文化特徵都應有均等的教育機會概念，透過學校整體

或教育環境的教育改革行動，嘗試改變學校與其他教育機構

讓所有學生都享有均等的教育機會學習，以永續性朝向實現

教育機會和消除歧視的理想化目標。 

長久以來處於一個多元文化社會，我們都是人類，因性

別、宗教、文化、社會階級、能力和專長有所不同，數不清

的歧異性卻在共同的人性而結合。為修正存於教育和社會間

的少數文化知識被錯誤安排，必須仰賴重新建立的多元文化

教育和課程作為途徑(黃政傑，2000)。文化存有民族性的特

質，當「文化」運用在教學當中，除了知識內容傳授之外，

最重要莫過於教學者的態度。教學者必須接納與尊重每一個

文化的特性，而非用既有的主流文化思維改變文化的特質(周

佩諭，2010)。王千倖(2013)指出多元文化教育的實踐要深入

探究教師的生命經驗，喚醒教師的批判意識，促使教師覺察

學校課程的政治性，鼓勵教師採取具體的教育改革行動，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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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教育體制中不符合社會正義原則的教育政策與作為。因此 

，多元文化教育成功的關鍵在於教師，教師的多元文化信念

與知能，是引領教師從事多元文化課程決定與實施的重要條

件（吳瓊洳，2007）。 

面對一個多元語言與多元族群的教室環境，教師要能意

識班級裡每個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接納與尊重每個學

生獨一無二的族群文化，公平地對待學生(周佩諭，2005；

Han& Thomas, 2010; Steven & Brown, 2011; )。Ukpokodu(2011)

認為教師若無培養文化素養，就不會有在教學、師生互動、

或評量學生上公平公正，文化素養的教師要能意識到自身文

化，且需以世界觀的觀點認識他者文化，進而應用在教學和

互動，文化素養教師要涵養一個在文化多元、差異與跨文化

的正向態度，以及在多元文化下的自我與專業經驗的反思。

多元文化教育的本質是讓教師學習教學轉化，以能促進社會

文化行為下個體及文化多元與世界觀的知識，並能在教學和

批判思考中瞭解文化的角色。Pang, Stein, Gomez, Matas 和

Shimogori (2011)也提出文化素養的發展對於教育者而言，要

能隨時檢視自身偏見和了解相關文化，包括成見檢測、對文

化世界的不同觀點接納、在互動中能擴展知識、關懷態度與

修正行為的技能，同時要認為不同文化的榮耀和認同能更豐

富社會的多元文化，因此，多元文化教育的推展有賴於教師

的多元文化素養，方能有效地轉化教學，促使每個學生都能

獲得公平的對待。 

多元文化教育是一種跨文化接觸，教育者必須具備支持 

與回應不同文化學生的正面態度等多元文化素養（巫鐘琳，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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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依據多元文化素養在文化素養的辭典上定義為：「不

同國家與民群的風俗習慣、信念和經驗的反思，且設計對於

來自不同文化與民族背景的學生，在興趣、詞彙和經驗的反

思」。多元文化素養聚焦在強調和慶祝其文化與歷史觀點、

傳統和文化遺產、語言和對話及經驗的文化特色(引自 Strain, 

2002)。具有多元文化素的教師，能看見學生的文化多樣性，

讓每個學生不會被誤解之下，皆能享有最好的照顧與教學，

並將學校與學生的家庭文化與教學實踐連結(Han & Thomas, 

2010; Steven & Brown,2011)。 

王雅玄(2007)彙整國外應用在諮商的多元文化素養量表

提出教師多元文化素養內涵建立在：多元文化認知、多元文

化情意、多元文化技能、族群意識、文化意識、語言意識、

多元文化環境、多元文化關係等 8 個類目，摘要如下表所示。 

 

表 2 教師多元文化素養的內涵摘要表 

類目 意義 內涵 
多元

文化

認知 

文化知識是理解文化

差異的關鍵，具備對

不同族群的「文化知

識」與「文化理解」

能力 

1.文化經驗的知識：慶祝多元族群

節日或事件的知識，說明刻板印

象等多元活動訊息。 
2.文化記憶的認知能力：醞生創新

的概念與解決辦法、世界觀的思

維、自我檢視文化偏誤，將學生

涵化程度應用於教學中 
3.文化批判能力：有效評估與檢視

文化偏誤；評論解析文化的構造

要件，提供較好且有效可靠訊息

與資源給不同文化的學生 
多元

文化

情意 

接受文化差異的關

鍵，具有「文化接受

度」、「文化同理」與

1.文化覺察能力：覺察文化訊息帶

給學生的效果，並能覺察不同文

化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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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寬容」 2.文化敏感能力：自我文化的敏感

度，樂意在教室中讓學生討論差

異性議題，樂意讓學生在教室中

挑戰主流文化的觀點 
3. 文化欣賞能力：教師可以盡量

展現對少數族群學生之文化藝術

的興趣；欣賞其服飾風格、音樂

文化等 
多元

文化

技能 

處理文化差異問題的

關鍵，具有文化溝通

能力與多元文化評量

能力 

1.尋找文化資源與文化適應能

力：幫助不同文化背景學生最普

遍的能力。例如，教師要能夠尋

找願意分享該文化的人予以協

助； 
2.文化愉悅能力，應給予學生機會

學習自己本身的文化，並讓學生

對自己的文化感到驕傲 
3.文化學習能力，要能夠學習少數

族群兒童文化的語言表達方式、

少數族群社區與自身不同的觀點 
多元

文化

意識 

勇於面對文化差異的

關鍵，具有揉和文化

觀與文化相對哲學能

力 

文化回應能力，也就是能對不同

文化積極進行回應，官方語言之

使用；延伸接觸少數族群的生活

經驗 
多元

族群

意識 

挑戰種族主義的關

鍵，具備多元族群意

識的教師具有辨識族

群差異與挑戰族群偏

見能力 

1.「辨識族群差異」與「挑戰族群

偏見」能力：教師能透過族群俚

語來辨識不同的族群；教師要能

意識到自己對種族差異的看法並

教導學生處理種族歧視的狀況 
2. 族群警覺能力，在教室情境中

能夠自我知覺/知覺學生對不同族

群氛圍的態度與行為；能將自己

對差異性議題的察覺連結到課程

內容 
多元

語言

意識 

是強化文化氛圍的關

鍵 
多元文化社群中語言與翻譯的使

用，例如所提供的資料與手冊除

官方語外，也應以其他語言呈

現，包括各族群母語的使用等 
多元 物理環境要能夠反映 經常聚集的地方成立一個「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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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環境

的素

養 

出文化的差異性 文化資源中心」，使得文化差異足

以反映 

多元

文化

關係

的素

養 

聯繫文化差異間最好

的橋樑，具有「文化

親和」 
與「文化信任」能力， 

1.多重伙伴關係與跨文化人際互

動：能和社區領導者或運用其他

社區相關資源協助學生及其家庭 
2.文化關連能力：建立學生文化傳

統與其原生家庭的關係，進而連

結與教師身文化傳多元文化素養

評量工具及其應用 
3.跨文化關係能力：檢視自己是否

對少數族群學生過度補償、過度

勸誘或感到自責；檢視自己對少

數族群學生的既有概念並非刻板

印象或偏見；師生之間有不同的

世界觀 

要成為多元文化素養的教師在教學信念上必須落實以下特點

(引自 Hasslen&Bacharach,2007)： 

1.相信所有學生都有他自身的價值，學生只要持續努力學習      

都能獲得高成就水準。 

2.必須在個人、專業和自我文化認同有強烈的自我意識。 

3.實施多元文化回應的技能和策略，創造一個文化、發展和    

語言有效的學習環。 

4.持續從多元觀點對自身的專業訓練不斷檢驗和建構。 

5.必須抱持一種彈性和開放的態度，能接納複雜性與多種解

釋的包容力。 

6.創造文化相關的教學，課程發展和評量，以促進文化的民

主性。 

7.發展一個可以改變學校理論、財政和組織結構的共同運作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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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持續深入理解學生的文化，包括第一語言、所居住社區和

學區文化。 

9.不論是個別或集體的運作模式，要將學生視為關鍵的朋友

並予以保護。 

Pang, Stein, Gomez, Matas 和 Shimogori (2011)提供多元文化

素養的教師在教學策略上，其具體作法包括： 

1.全面性地掌握主要領域專門知識，以能連結各學科的關

係。 

2.了解膚色盲的限制，不只是在教學上，甚至影響學生選擇

學業成功和文化認同的觀點。 

3.將學生生命經驗作為教學統整的案例。 

4.發展與實施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環境，教學程序要納入學

生文化脈絡和文化內容。 

5.隨時反思主要學科知識是否促進文化自由和認同的假定。 

6.了解文化在知識所扮演的角色，知識是具有價值的。 

整體而言，教師的多元文化素養具發展的必要性，首先

教師要檢驗自身的偏見、誤解和成見，要能意識到自己是否

都能均等的看待學生。第二，教師要理解文化在知識中扮演

角色，故需壯大自己的語言條件和發展技能的教學背景。最

後，教師必須要教導學生在文化脈絡下，需學習批判思考和

決策技巧。教師需具備多元文化素養的重要性在於，避免自

身文化背景與刻板印象對教學的影響，應知覺並尊重學生的

文化，提供公平的學習機會與學習動機，以學生的文化學習

型態為教學與互動，因應學生的需求，適應學生的文化、民

族和語言背景，有助於學生能了解自己與他人，勿讓教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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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文化溝通模式，低估弱勢族群學生的成就期望(林乃馨，

2008;Strain, 2002)。Ukpokodu(2011)和 Keengwe(2010)表示多

元文化素養有助於培養教師的跨文化能力，在多元文化的教

育脈絡下，教師必須降低偏見，發展尊重與接納的能力，學

習從不同文化群體欣賞到個別差異，並能反思潛藏的偏見和

發展對差異的尊重，讓自己在文化上更博學，才能落實多元

文化觀點的實踐。此觀點是許多學者尚未討論的範疇，而卻

是對本研究而言是很重要的立論，新加坡幼兒園華語教師在

多元文化素養的發展，確實比在原生國家教育工作者多了一

道異鄉文化適應與融入的程序，甚至是自身語言文化和他者

文化進行複雜的交織運作，因此，跨文化能力確實是必須的。

唯，對於新加坡幼兒園任教的華語教師，如何運作自己的跨

文化能力而讓自己更具多元文化素養，才能真正落實教師多

元文化素養，值得深思的課題。 

綜合上述，王雅玄所提出的多元文化素養內涵能涵括多元文

化素養的論述文獻資料，故以該八項類目作為文獻基礎，以

能與研究結果做比較，期能推展出新加坡幼兒園華語教師在

這八項類目中的異同，以及實務性策略，更能窺知多元文化

素養的教師在異國其實踐的情形，以能作為探究教師多元文

化素養在應然與實然之間更多的論述。 

(二)多元文化素養相關研究 

Assaf 與 Dooley(2006)表示教師可以從自身文化探索、欣

賞差異進行教學實踐，就是多元文化主義的轉化方式。陳志

賢、李翰林，張靜儀（2009）認為具多元文化素養之教師要

能體認所有學生都是獨特的，了解、欣賞、尊重班上學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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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背景，融合班上所有學生的文化於教學，以真實情境提

供學生文化的學習與了解、使用真實評量活動來評量學生的

學習與成長、融合文化於課程計畫、教學及日常關懷中。做

一個尊重、欣賞其他文化、語言的身教模範，採用學生經驗

作為課程計畫及活動基礎，對自己的文化充分了解、引以為

榮、且願意分享(Morrison, 2003)。為了從教師多元文化素養

的論述性內容獲致具體的研究結果參考，研究者分析國內外

探討多元文化素養的相關實徵研究，結果發現國內和國外探

究的面向有所差異，國外文獻資料大多偏向在諮商領域的應

用，其次為語言和素養的關係，國內的文獻資料大多採取相

同研究設計證實教師多元文化素養的影響因素，在實質具體

的教學實踐，並無研究者可應用的參考。因此，研究者分別

整理國外和國內的相關研究結果，試圖從中發掘重要的論點 

。Richards(2015)認為教師多元文化素養必須認識不同文化的

傳統、價值和風俗習慣，他依據美國各州共同核心標準(CCSS)

提及教師必須創造一個文化差異的學習環境，讓師生同樣被

尊重和支持，教師要能意識到學生本身的文化價值以及有意

願學習欣賞其他人的文化價值，並建立一個安全的學習環境。

但對於教師自身忙碌的班務與教學情形，難以執行美國各州

共同核心標準。他提供一個獨特的建議，即是教師可以分享

20 本有注釋的多元文化參考書目，並透過群組分享，對於學

生的素養學業成就是具支持性。 

另外，Kelly 與 Gayles(2010)及 Steven 與 Brown(2011)則

透過課堂對話與科技工具引導在職教師發展多元文化素養。

Kelly 與 Gayles 發現即使在多元文化課堂上讓碩士班學生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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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對話，但事實上有些學生仍是拒絕對話，尤其是像種族這

類的敏感議題；Steven 與 Brown 運用部落格的科技工具探討

大屠殺的文化主題，結果發現可以促進批判性的多元文化素

養教學，且能廣度應用在社會正義的教學主題，並能促進更

深度的反思。Han 與 Thomas(2010)主張幼教師必須了解來自

不同文化背景的幼兒，並增進其社會能力發展，首先，教師

必須對文化多樣性的幼兒背景具有敏感性與意識，要能對自

身的文化行為產生反思，以及能欣賞文化的不同。第二，教

師須具有多元文化知識和資訊，最好能從孩子的家庭個別了

解其文化行為，所獲得的資訊不僅正確，更能擴展教師的多

元文化知識。最後，教師展現的多元文化技巧，是植基與尊

重與對等的對話能力，尊重差異，及用對等的觀點看待每個

個體對其群體關係都是有貢獻的，而這就是一種多元文化回

應教學的實施原則。 

    Lee, Poch, Shaw和Willians(2012)從跨文化能力去談教師

的多元文化素養，跨文化技能包含三個實施原則，一、跨文

化技能可以增加和刺激有目的的互動，能跨越複雜的文化、

經驗和認識論觀點提供學生經驗溝通、聆聽和協商；二、跨

文化技能重視教室中每個學生帶來的文化資產，讓學生能在

一個開放的空間可以表達和發展複雜的認知與溝通技能，才

有助於發展學生的跨文化素養。三、跨文化技能可以平衡支

持和不一致，引導學生進入一個跨文化會面臨對既存思想與

行為的衝突，學生要能學習面對衝突不能害怕對話，要學習

詮釋與回應的方式，才有機會促進深度的思考。當教室呈現

多元文化的真實脈絡時，教師必須完整地教學生如何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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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背景的人有效溝通、欣賞，以及共同合作，這種讓學生

必須在新的或改變脈絡下持續實踐和多元機會成長，跨文化

能力確實能對多元文化素養產生影響。簡要歸納國外學術研

究的結果顯示，提供一個具安全、尊重、和諧與對等的環境，

讓師生可以在多元文化的教室裡，透過互動，有助於發展多

元文化回應教學、多元文化素養與跨文化能力。另研究者檢     

索國內探討多元文化素養或多元文化教育素養(因關鍵字的

英文皆是 Multicultural Literacy)的博碩士論文共計 39 筆，在

研究對象上以教師和學生的多元文化素養居多，教師包括幼

兒園教師、教保員、高中職教師、國中小教師、特殊教育教

師，研究方法大多以問卷調查、個案研究和行動研究為主，

分析後發現教師的多元文化素養容易呈現出認知、情意的表

現，相對地多元文化技能表現較弱，因此，教師若能從跨文

化能力和多元文化回應教學發省，即能從與他人的互動對話

中，檢視自己的偏見，發現每個學生的文化多樣性，創造一

個安全、公平、和諧、包容的學習環境，師生得以透過溝通、

聆聽和協商的歷程中尊重不同的觀點與接納文化的複雜性，

強化教師善用多元文化回應教學與跨文化能力，以落實多元

文化素養的實踐。 

    綜合國內外教師多元文化素養相關研究分析發現，理論

面勝於實踐面，在學理上許多學者提出素養的架構，但卻無

相關的實徵研究可以逐項對照實踐的困難，國外的研究基於

聚焦於人種和限定科目教學的學生多元文化素養為主，教師

的多元文化素養內涵則依學生的研究結果作為反推定論；國

內的研究是對各學制現場教師的問卷調查以及學生和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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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從其研究方法而言，該主題的複製性高，在結果上僅

只是分析台灣各地區教師的多元文化素養的自我意識情形，

但真正教師實踐上產生的困難與解決策略並未討論。另對於

探究學生多元文化素養的研究也未分析設計課程的教師其

多元文化素養情形，是否有背景變項的依據，以至於學生多

元文化素養僅是符合九年一貫課程的能力指標，但對於多元

文化素養內涵是否達到廣度與深度，甚或正確性，皆未釐清。

正確來說，教師多元文化素養應植基於學理，透過實徵研究

檢測內涵的實際面，方能建構出台灣教師多元文化素養在學

理、自身文化，以及教學上(學生)的展現情形，促使台灣在

教師多元文化素養的研究能更有台灣文化脈絡，也能在國際

間引領他國。 

(三)小結 

根據上述教師多元文化素養的理論與實徵研究分析結果

可知，教師的多元文化素養內涵必須以自我意識與反思作為

基礎，肯認與接納學生的文化多樣性，並透過教學策略引發

師生在安全且開放包容的教室實踐，其中，陳淑玲(2009)與

林瑩淑(2011)指出國內教師在多元文化技能的表現較弱，而

國外的研究資料亦強調跨文化能力與多元文化回應教學在

多元文化技能的具體策略，兩方各缺理論與實務的驗證，以

至於教師多元文化素養在技能表現的實徵性產生缺口，亦即

教師在多元文化技能的運用策略是否真能幫助教師在跨文

化能力的提升，讓教師的多元文化素養更具知行合一的實

踐。 

檢視教師多元文化素養的相關文獻，提供理論與原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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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厚根基，也透過實證研究篩選出教師多元文化素養成功的

因子，決定出教學實踐的有效具體策略。從這些研究結果中，

研究者不禁反思，目前台灣新興的工作職缺-新加坡幼兒園華

語教師，是否能從文獻資料的研究結果可以獲得驗證？因文

獻資料並未分析教育工作者的對環境的文化適應力，以及真

正遇到不同人種的同事，溝通與協調的能力是否有助於教師

多元文化素養的發展，以及有效的教學實踐。當文獻的研究

結果一致肯認修習多元文化教育學分或參加多元文化教育

研習的教師，其多元文化素養的實踐較佳，但是，若改變了

教師原本的教育情境現場，教師學習的多元文化教育課程或

研習，是否會「因地因人」產生變化？甚至教師在適應文化

環境的同時，必須進行教學實踐，其中衍生的真正文化差異，

教師如何因應？多元文化教育是以差異為核心，認識差異，

尊重與接納不同文化的觀點，並透過溝通和互動，促進文化

彼此的認同與接納，促使社會的文化多樣性皆能獲得相同的

尊重。而面對一個多元文化的教育環境，教育工作者是否能

否理解與適應文化時，能將自身的文化與其交流，甚至可以

產生影響或改變，但截至目前，沒有確切的實徵研究結果可

以找到解答。 

研究者研究多元文化教育約莫有 10 年時間，在大專校

院教授多元文化教育的課程也有 5 年時間，直到研究者聽聞

赴新加坡幼兒園擔任華語教師的畢業生，將多元文化四個字

朗朗上口，甚至也能直言不諱的表示得融入當地的生活，適

應該國的文化，尤其新加坡在節慶、宗教、飲食、人種、區

域、儀式等具真實且多元的文化多樣性面貌，即使華語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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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過多元文化教育課程，但對其多元文化素養與實踐是否

會產生改變，甚至透過自我反思與觀察所產生的改變之際，

是否也有可能將台灣的文化透過自己而影響當地的幼教環

境與信念？讓台灣的幼教專業特色不僅立足他國，甚至更充

分展現多元文化素養的實踐，讓多元文化教育的討論更具實

務與多元的觀點。基於新加坡幼兒園華語教師是當前新興的

幼教專業就業徑路，尚未有正式的官方資料或者並未有相關

學術資料上的發現或討論。因此，藉由本研究對象作為探究

多元文化素養與實踐的「跨國個案」，期望能引發學術研究

的另一個討論觀點，也能推展台灣幼教專業知能藉由教師的

多元文化素養與實踐，讓華語教師更具多元文化素養，也讓

台灣在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或實務工作更有多元的討論觀

點。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探討一位新加坡幼兒園華語教師多元文化素養

與實踐的個案研究，從其多元文化素養內涵與在教保實務工

作上的實踐，對其整體多元文化素養的影響，透過訪談與文

件分析法蒐集資料，依據紮根理論建構新加坡幼兒園華語教

師在多元文化素養的應然與實然面的研究結果，以提供後續

研究與實務工作者參考建議。 

(一)研究方法 

1.訪談︰由於研究對象長期在新加坡工作，為能提

供研究對象所需的專業諮詢策略，研究者配合研究

對象每個月返台期間進行訪談共計 10 次。訪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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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依據研究目的歸擬出教師的多元文化素養內涵

與實踐兩大面向，依面向歸擬出各 3 項子題，期望

藉由研究對象的訪談資料做一個初步的架構，以利

後續研究方能針對教學信念、師生互動、跨文化能

力、幼教多元文化課程設計實施等其他主題做深度

的探討。 

    2.文件分析︰文件分析的內容包括研究對象的工作

手札、教學文件與個人反思紀錄，以能強化訪談與

觀察法的資料豐厚與確實。由於文件相關紀錄可以

透過網路或通訊軟體蒐集，同時，更能將台灣的專

家諮詢具體建議在網路上進行互動。對於本研究更

能獲致具體的多元文化教育素養運作結果。 

   3.專家諮詢︰專家諮詢是提供在幼教實務工作的具

體建議，有利於研究對象在工作職場能有效運用，

故本研究邀請具幼兒教育或幼兒課綱專長背景學

者與兩位任職台灣公立幼兒園教師及教保員為專

家，依其專長提供研究對象在幼教專業實踐的多元

面向思維。此外，由於本研究焦點實屬新興的幼教

發展趨勢，再加上在教師多元文化素養也無跨國案

例等文獻報告得以討論，為讓本研究的歷程與結果

能具有嚴謹性，故透過諮詢多元文化教育學者專家 

    ，以利本研究所獲研究歷程與結果能更具參考應用

價值。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一位新加坡幼兒園華語教師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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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104 年畢業於五專幼兒保育科，以應屆畢業

生之身分，通過新加坡面試，104 年的 7 月月初前

往新加坡任教。由於個案在新加坡幼兒園工作時能

依據幼教專業勇於向校長提出幼兒教育的實施要

點，也獲得校長同意，以至於個案帶的班級能實施

台灣的幼教精神與規範，相較於同校其他班級的幼

兒僅能照著新加坡的制度進行，因此，本研究認為

個案能意識兩國之間的文化差異，並試著進行專業

知能的協調，在多元文化教育素養上，個案具有覺

知和人際相處能力，故擇定為本研究的個案對象。 

 以下表摘要說明研究對象的背景與工作現況。 

表 3 研究對象資料摘要表 

研究對象(化名) 小儀老師 
年齡 20 
族群身分 台灣閩南 
幼兒園規模 連鎖私立幼兒園，4 間連鎖幼兒園 
幼兒園地區 新加坡-菜厝港 
幼兒園家長的社

經水準 
少數家長是老師，多數為一般上班族 

幼兒園人數 75 
幼兒園班級數 5 
幼兒園行政人員

數與族群 
校長、行政老師、廚房阿姨、打掃阿姨

各 1 名 
幼兒園教師人數

與族群 
9 人 
4 位英文老師為 1 位新加坡籍、1 位印度

籍、1 位菲律賓籍、1 位馬來西亞，4 位

華語教師(中國人 2 位，台灣與新加坡各

1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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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教班級 3 歲幼兒班 
工作任務 華語教學、基本生活習慣建立、校內生

活環境管理、活動執行與支援 
工作簽約期限 2 年一約 

(三)資料分析 

由於本研究並無直接相關文獻作為論述的基

礎，故採用紮根理論分析資料，以能建置出研究結

果的具體發現。紮根理論是源自 Glaser 和 Strauss

所提出的方法論，Strauss 提及在進行資料分析時，

資料間進行比較的必要性，以確認、發展和使概念

產生關聯。因此，紮根理論指的是透過有系統的蒐

集和分析資料的研究歷程後，從資料衍生而來的理

論，在資料的蒐集、分析和最終形成的理論，彼此

具有密切的關係。紮根理論是從資料所建立起來的，

更能提供洞察、促進理解，並對行動提供有意義的

引導(吳芝儀、廖梅花譯，2001)。 

本研究在資料上的分析，以訪談、觀察和文件蒐集到的原始

性資料，從概念化、定義類別，整理出類別之間的關係後，

並連結類別與次類別後，依據核心類別拉出故事線，撰寫研

究結果等透過開放性譯碼、主軸譯碼和選擇性譯碼三個程序

建立理論，同時比對文獻資料，依據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找出核心類別，統整整個理論架構，以作為研究結果的支

持。 

 

四、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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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經訪談小儀老師以及相關教學日誌等文本資

料做交叉檢證外，同時 

經由三位幼教學者專家對於本研究歷程提供諮詢，有助於本

研究結果與結論避免過度解釋。本研究將成果分別就多元文

化素養的內涵及轉化兩面向作呈現。 

(一)多元文化素養自文化適應與理解為關鍵，以達跨文

化的互動與適應能力 

小儀老師自進入新加坡後，從適應環境、融入環

境，自然發展出對異文化的尊重與行動，並能在他

者文化發現對國家的文化認同，而再次對自我文化

的反思，構勒出其多元文化素養之內涵表現。 

1.理解文化差異之多元文化認知素養 

小儀老師在多元文化認知素養表現在具備對

不同族群的「文化知識」與「文化理解」能力，

由於新加坡是一個多種族國家，小儀老師所工

作的場域就有 3 種國籍的同事，小儀老師能吸

收與理解同事文化上的禁忌，自然而然入境隨

俗。 

校長是馬來人信回教不吃豬肉，為尊重信仰和文化，

進到園所的食物是不可以有豬肉的。印度人不吃牛

肉，若一起吃飯，就會注意對方的宗教和族群，避

免他們的飲食禁忌。家長和老師也很習慣尊重這種

規則去走。…像我們老師若在外面吃飯的話，同事

會提醒要吃豬肉要在外面吃完再進來，或者不要買，

因為校長是馬來人；自從跟我講之後，也不會想要

買進園所吃，回台灣如果要買禮物送新加坡同事，

也會避免到豬肉部分(訪 2016/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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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儀老師理所當然的態度可見，在適應環境

中，學習別人在生活上或習俗上的禁忌，且形

成認知，規範之後的行動舉止。 

2.對不同文化接受度與寬容之多元文化情意 

小儀老師對於中國人並沒有太大的偏好，但意

識出自己有潛藏的偏見，即台灣與中國自古以

來對立意識，但仍會尊重別人。「中國老師不喜

歡被叫大陸人，他們喜歡被叫中國人(訪

2016/1005)」，這個部分小儀老師並沒有深入去瞭

解中國人的思維，但她僅只是認為別人不喜歡

的，就要尊重。即便自己對中國人有偏見，但

仍保有寬容與尊重之態度。「國家之間會不一樣，

部會因為他的國家或人跟人之間，沒有排斥的

問題，是要互相包容(訪 2016/10/11)」。在異國所

面臨的環境適應，小儀老師能深刻體會人際之

間的相處，對不同文化具有寬容與接受度。另

在種族和諧日的節慶，小儀老師對於能穿上自

己族群的傳統服飾的節慶方式感到有趣，也能

看到工作職場上的同事與幼兒能有不同的文化

特質，生活上也能感受每個人都能以自己族群

為榮的感覺。 

3.對文化適應與溝通之多元文化技能 
剛到新加坡的小儀老師在英語是個隔閡，但由

於任職場域，校長是馬來人，只講英語，小儀

老師若是在沒有人翻譯的當下，也會努力透過

英語和動作手勢，讓校長理解她在課程上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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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與作法，「校長會講馬來語和英文，會一點點

的中文，單字單字的講，有時候要去溝通，不

一定每次都有老師幫我翻譯，所以我就會練習

一點英文和中文溝通，校長也會跟我這樣模式

溝通(訪 2016/10/15)」。 

    此外，由於小儀老師的工作是華語老師，

對於中國籍同事或是新加坡籍同事同樣教授華

語課程時，小儀老師也能理解華文體系國家所

教授華文的差異。 

新加坡學的中文跟台灣中文是不一樣，台灣是注音符

號，新加坡的比較像中國，漢語拼音，他們看不懂注

音符號，不懂怎麼念。所以有些念法上不同，我覺得

新加坡的制度就依照他們國家的，我就覺得不一定要

用台灣。像企鵝，他們是念啟月(訪 2016/11/06)。 

小儀老師在專科時修習幼兒多元文化教育之必

修課程，在修授經驗中獲致對不同文化要有勇

於嘗試的態度，對其在新加坡工作時，能以此

態度適應環境。 

三年級的時候修過幼兒多元文化教育，那時有一次

是深度文化之旅，舊式校外教學去華新街吃泰緬食

物，第一次嚐試吃平常沒吃過的泰緬食物。另外我

們的分組報告做的是家裡拿手菜餚，真的回家請家

長做，帶去學校介紹跟同學分享。這兩件事讓我印

象深刻，對我幫助很大，會主動去澄清文化不瞭解

產生的疑慮；吃的會主動嚐試，不會排斥沒接驗過

的食物，從這門課獲得的勇氣和主動(訪
2016/11/11)。 

4.文化回應策略之多元文化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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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意識能對於環境中不同文化觀點，

採取揉合與相對文化觀，小儀老師既可理解

同處不同文化身分的人感受，提供文化回應

能力。小儀老師提到幼兒園的幼兒有些來自

中國，能感受中國籍幼兒在幼兒園面對不熟

悉的英語環境的心境，「中國的孩感覺比較害

怕一點。我發現新加坡孩子很自然可以講英

文，環境的關係，其他小孩害怕跟別人溝通，

因為要講英文所以不太願意跟別人互動(訪

2016/11/07)」，因此，小儀老師在多元文化意

識上能回應幼兒的母文化，提供同樣的華語

文化讓幼兒在學習上降低適應困難。 

5.每個民族都能獲得尊重之多元族群文化意識 

小儀老師對於新加坡是多元種族國家能清楚

描述在生活上、政策中，能看出新加坡對於

多元種族的重視，「新加坡是新加坡、馬來西

亞和印度人組成，英語是中立語言，鼓勵用

英語溝通。新加坡政府規定國民主屋就是國

民住宅不能整棟是單一種族，比例要跟全國

差不多，都要容納各種種族比例，不可相差

太大(訪 2016/10/05)」。其中舉例新加坡的種族

和諧日的節慶，讓他感受新加坡在多元族群

文化意識在於每個人都能以自己的族群為榮，

也能獲得他人尊重，「新加坡有個種族和諧日

在 7/21，校長會特別介紹學校的教職員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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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是有那些民族組成，會提前跟家長說要辦

party，要小孩穿自家人種族的服裝」。 

6.善用語言回應文化之多元語言意識 

小儀老師帶的班級是 3 歲幼兒，雖然教得是華

語課程，但小儀老師能會使用幼兒熟悉的英語

解釋華語的念法與意義。「像歌詞講到綿羊，

我就會用英文跟他們說綿羊就是 Sheep，讓他

們知道華文的翻譯上會有些不一樣，這是中文

的表達方式(訪 2016/11/07)」。小儀老師的做法

則是能善用幼兒熟悉的母語融入華語課程，讓

幼兒理解語言的使用外，更能讓幼兒理解語法

使用意義。 

7.多元文化環境的素養為自然的多元種族國家

文化 

多元文化環境的素養意義在於要能規劃出物

理環境能展現出文化差異，但新加坡本身就是

一個多元種族的國家文化，在節慶上除了國慶

日、種族和諧日，幼兒園的環境有所改變，國

慶日則是環境掛上國旗、播放新加坡國歌，種

族和諧日則是每個人都穿上自己的傳統服裝，

在實際的環境中可見多元文化的形成。圖 2 則

是小儀老師在第一年國慶日節慶活動的紀錄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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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國慶日的分享紀錄 

 

8.跨文化人際互動之多元文化關係素養 

小儀老師剛到新加坡時，擔憂遭受種族歧視，

但因從同事和室友的協助，以及感受新加坡自

然的多元種族現象，進而展現在文化親和與文

化信任的跨文化能力。 

我當到園所的時候，因為是 20 歲就來新加坡，同

事很佩服年紀小就能到外國工作，沒有種族歧視感

覺，他們會更想幫助我這樣。因為在台灣只要看到

不同膚色出現在公車或捷運上就會用異樣眼光看，

會被貼上標籤，所以會帶著這種緊張和害怕到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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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也怕被貼上標籤產生種族歧視(訪

2016/10/04)。 

就教師多元文化素養內涵文獻資料與實際訪

談小儀老師結果發現，小儀老師多元文化素養

在進入異鄉後，因適應環境與感受生活周遭的

人事物，產生對他者文化尊重的態度與行動，

並能主動與他者文化溝通互動，甚至對自己潛

藏的種族歧視擔憂，也因在環境感受及與他人

互動中消除，進而能展現出對他者文化的友善

與尊重行動力與內化態度。 

(二) 多元文化素養再思與形塑，對他者文化所展現的高

度國家文化認同而感動 

文化認同是多元文化教育的目標之一，亦是台灣在實施

幼兒園教保課程暫行大綱中的目的-發展幼兒文化認同。認同

是很抽象難以量化具體行為，但小儀老師在進入異國後，從

新加坡國慶日節慶感受到新加坡人的團結與對國家的認同，

這一點讓研究對象意識到台灣人對國家與新加坡人對國家

的差異。 

新加坡的團結是可以感受，愛國歌曲和對國慶日的

重視，這是在台灣看不到的。新加坡人的國慶日他

們很開心是覺得很榮耀是新加坡人，而台灣人國慶

日的開心是因為放假，不會有我是台灣人而驕傲的

開心。…每年國慶日也會有超市、機票促銷，T shirt

會印國旗或 51+國旗這樣販售，從這些環境可以感

受到新加坡人非常團結。例如今年奧運比賽游泳選

手是新加坡人奪得新加坡第一面金牌，從第一場比

賽同事就在關注，一直到奪到金牌回國後，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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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紙都是他，連總理也讚賞選手，計程車的跑馬燈

廣告也會出現新加坡人奪得金牌，大家都很高興

(訪 2016/10/05)。 

新加坡的國家信念是讓每個新加坡人以自己的國家為

榮耀，完全是多元文化教育所重視的目標，也是台灣當前最

期望能從幼教發展幼兒對己文化的認同。新加坡在幼教的做

法是透過歌曲、故事和遊戲傳遞愛國的重要，再加上成仁皆

有高度國家文化認同的身教影響，自然也會無形中對孩子產

生影響。 

新加坡的國慶日是 8 月 9 日，去年是第 50周年，

非常盛大，休了 4 天，可是久久才這樣放。今年的

話只休一天，沒有特別補假。她們前一個月在住宅

掛國旗，掛到國慶日結束後一個月，有的人就是一

整年都沒拿下來。我們園所的國慶日也會辦 party,
會講國慶日故事，唱完愛國歌曲，小朋友都會唱，

我們就會進行遊戲。新加坡的愛國歌曲有分中英文 

、馬來語和印度語，華語愛國歌曲有一首小人物的

心聲，裡面有一句話說「也許我一個人不能成就一

番大事業，但能貢獻我的力量」，他們的歌曲都有

在傳達愛國的重要。新加坡的國慶日在前一個月會

在超市或經過商店聽到廣播，小朋友進到幼兒園都

在聽，所以到國慶日就會唱，更何況是聽好幾年。

老師也會特別教，尤其是大班的看得懂歌詞，老師

就會教。方便幼兒邊認字邊唱，但並不是要小朋友

硬背(訪 2016/10/13)。 

從小儀老師在生活上、教學的事例說明，新加坡在國家

文化認同的目標紮根非常深，這點也是身為台灣人的小儀老

師第一次對這樣的文化產生感動，新加坡在這方面的教育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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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可以成為各國的參考。 

(三)多元文化素養的轉化應用在教保職場的具體行為 

教師的多元文化素養若能成為有效的轉化教學者，則能

促進教師的多元文化素養不是只有認知，而是態度與行動力。

以下將從小儀老師的工作內容分析出多元文化素養從一開

始的接受到專業知能的意識，扭轉在教學應用。 

1.文化接受新挑戰:幼兒沖涼之作息內容 

新加坡四季都是夏天的天氣，幼兒在園所活動

一天容易流汗，造成不舒適，故安排沖涼的作

息時段，讓教師幫幼兒進行沖涼，更換乾淨衣

物。這個沖涼的工作內容在台灣僅只有協助幼

兒更換衣物，小儀老師表示在台灣的行前會就

已經獲悉這個訊息，認為到當地再仔細學習就

好。 

華語教師，與當地老師工作內容一樣，寫教案，帶

幼兒戶外活動，跟台灣沒有太大差異。最特別是要

沖涼洗澡，這是新加坡的風俗文化特色，四季都是

夏天，收托時間是早上七點到晚上七點，看家長要

放的時段多長，所以幼兒都待 12 個小時，在學校

都會玩得流汗，所以有準備毛巾和衣服，基本上小

孩都會沖涼，因為會流汗。當時校長告知要沖涼，

也請老師指導沖涼的注意事項，怎麼打肥皂阿。之

前仲介公司行前說明會就有稍微提到新加坡的環

境，那時候就有想說到這裡再看老師怎麼做，畢竟

台灣沒有這樣的特色，所以是順其自然的心態(訪
2016/10/16)。 

由於小儀老師在專科即有修過保母照護課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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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到托嬰中心實習經驗，在對於嬰兒洗澡的工

作並無太大的擔憂；只是對於在新加坡幼兒園

的場域，小儀老師連結到的是文化差異所衍生

的注意須知。 

2.文化適應:簡體字、同事相處與家長教養 

新加坡主要語言為英語，雖有華語，但文字書

寫以簡體字為主，學習系統以羅馬拼音，不同

於台灣的中文教育系統。小儀老師對於教案等

書面記錄需要撰寫出簡體字，以及書寫表現在

剛開始感到困惑，因過去並無相關經驗，但簡

體字在技術上較易克服，使用語言的翻譯軟體，

將繁體字翻譯為簡體字，小儀老師在謄寫到教

學日誌上，如圖 2。 

 

 
圖 2 小儀老師第一年的教學日誌照片(簡體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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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事相處上，由於面對來自不同國家的華語

老師與英語老師，小儀老師比較會常諮詢新加

坡籍的華語老師在教學上的盲點，共同找出解

決方法。 

我剛進去的時候，校長會安排我到每一班去跟老師

學習，有一個教學五年的新加坡老師，大我 2 歲，

一職工作到現在，也是教小班，他的教學經驗很豐

富，當我發現自己的教學有些疑問，我也會請教他。

當他講出來的意見讓我有衝突時，我們就會一起去

問校長，看以前有沒有更好的案例可以解決(訪
2016/11/07)。 

新加坡同事的友善回應，讓小儀老師在工作職

場上有感受到被幫助的溫暖，也因此，小儀老

師對於同事間的相處很肯定的表達雖然有不同

國籍的同事，但彼此就是互相幫忙，也更能看

到跨文化的互動能力表現。 

小儀老師提及新加坡家長會教導幼兒尊師重道，

不若台灣的家長在親師互動是緊張的關係，這

一點是小儀老師感到訝異的。 

我們的家長會要小孩尊重老師，比如說小朋友要回

家了，看到家長來接很興奮，馬上就跑到家長那，

但是新加坡的家長就會告訴小孩說去跟老師說再

見，而且要小孩做到才帶小孩離開。這點跟台灣的

家長比較不同(訪 2016/10/08)。 

親師關係一向是台灣各教育階段最為緊張的，

面對於台灣現在的家長教育心態與價值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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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儀老師反而在新加坡感受到尊師重道的意涵，

更能感受被尊重的溫暖，這點是在台灣比較少

看到的現象。 

3.文化差異的矛盾:幼教專業理念的衝突 

由於小儀老師工作的場域就有不同國家的同事，

剛開始小儀老師是跟中國籍的華語老師共同帶

班，小儀老師對於中國籍同事重視教學以及威

權方式進行師生互動較不認同，與小儀老師在

台灣接受的幼教理念不同。 

跟中國老師一起帶班，當時有一個小孩喜歡用左手，

用左手比較順，當時在做勞作，中國老師很堅持要

小孩用右手完成作品。當時我有疑惑說為什麼要強

硬小孩用右手做作品。結果中國老師回答我說就是

要改過來。像他們做事就會比較一板一眼，我的彈

性會比較高一點。我覺得比中國老師來講我有耐心，

像是吃飯，我會有耐心讓孩子慢慢吃，中國老師就

會說不要吃整個拿走。像玩玩具也是一樣，我會提

醒還有多久(只有我的時候)，可是中國老師就會直

接結束。沒有給小孩緩衝時間，沒辦法了解小孩想

法和想玩的心態，有些小孩就會覺得突然要收玩具

就會哭呀鬧呀，可是中國老師就會更強硬要他們做。

我發現他們跟小朋友會有距離感，比較少抱他們和

互動，比較著重在教學，部會跟小孩聊天，像是當

下小孩出現什麼問題，他們解決完就結束。像我會

去分享今天生活周遭發生的小事，和孩子討論，以

後遇到該怎麼解決，和生活常規(訪 2016/11/09)。 

從小儀老師的回應當中，對於同事的教育理念

產生疑惑，並能感受幼兒的心情，反而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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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一眼」文化差異的詞語定義同事的行為，而

非去思考同事的幼教背景學習模式。同樣的，

接受台灣幼教模式的小儀老師，對於教學進度

和拿筆寫字不認同，在台灣先進的幼教開放教

育而言，屬傳統教學，甚至是違反幼兒發展專

業知能，因此，小儀老師並未去干涉同事的帶

班方式，她用自己的方法與幼兒互動，建立自

己的教育理念和教學模式。其幼教專業並未受

到文化差異而有所改變。 

4.多元文化素養在教學上的扭轉:台灣幼兒園教

保暫行課程大綱精神的融入改變 

小儀老師目前在新加坡工作第二年，對於新加

坡的幼教理念無法認同，尤其是四歲以上的幼

兒必須拿筆寫字，以及有教學進度，這是在開

放教育中不會看到的幼教現象。尤以接受台灣

五年幼教專科養成教育的小儀老師，在其學習

與實習歷程接受開放教育的理念進而落實，新

加坡的幼教做法確實讓小儀老師感到不適。 

新加坡老師蠻注重在教學，小孩每天的教學進度一

定要趕上，有時間就是要補課，有他們的壓力在。

4 歲就會開始拿筆，寫簡單的華文，可能寫「大」、

「小」簡單的字，撇那彎鉤豎橫之類的，英文就寫

字母。3 歲要升 4 歲班(下學期)也會寫字，是描字跟

著虛線去寫，教華文的數字寫法，一是一橫，二是

兩橫，就是要拿筆寫在紙上，才叫寫(訪
2016/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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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儀老師所帶的班級是三歲幼兒班，為堅持台

灣給予的幼教專業信念，小儀老師像校長爭取

其教學方式與內容，透過溝通，讓校長理解對

孩子最適宜的教育為何，也因為堅持台灣的幼

教訓練作法，讓其他老師感到羨慕，但其他老

師無法脫離教學進度的新加坡幼教策略。 

 

決定課程是校長的權力，我一開始跟校長提出，校

長有很意外需要這麼多戶外活動時間，在我還沒來

之前，他們小孩最多一周只有戶外半小時。我是拿

台灣來比較，每天要大肌肉活動要半小時，會流汗

會喝比較多水，比較健康。他聽懂後就說沒關係我

決定就好。戶外的大肌肉活動我會幫他們爭取多一

點，像我們有五個年齡層的班級，我是第二個，最

後一個就是幼幼班，有些人走路不穩。我的班是走

路很穩可以爬梯，就可以帶出去。我的上一層是開

始學寫字的，他們老師也是很羨慕我們可以出去跑，

但是他們就是只能坐在教室上課，有時候連補課時

間都沒有，更不用說像我們這樣戶外運動(訪
2016/11/11)。 

小儀老師面對於文化差異，仍可以堅持在台灣

所接受的幼教專業訓練，進而影響在新加坡幼

兒園課程，「我的部分就是勞作多一點，引發想

法的遊戲或是談話(訪 2016/10/13)」，由此可見小

儀老師的多元文化素養在教學上的轉化，能以

台灣的文化影響新加坡當地文化。 

5.多元文化素養對同事在教學上的改變:以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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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教文化為榮 

小儀老師除了在課程上的扭轉外，原本中國籍

的同事在帶班方式如小儀老師所說的一板一眼

與權威教學模式，在觀察小儀老師和孩子互動

的方式後，也悄悄地改變了。 

一開始中國籍老師會好奇為什麼我有耐心，要不要

就一句話就好。跟他代班快半年，我有感覺他有再

觀察我的帶班方式，後來他調班後，我發現他帶班

的方式有改變了，被我潛移默化。應該比較多改變

是跟小朋友講話的語氣、內容和動作，像我跟小孩

講話會平視，不要讓小孩覺得我高高在上，我會用

溫柔的語氣跟他們講，這個部份我有看到中國老師

改變很多。其實我很開心，以前搭班跟他有很多不

同想法很多分歧，但她現在這樣跟小朋友相處得比

較好。也會覺得至少被他帶的小孩比較不會有那麼

多壓力恐懼。我替孩子感到很開心(訪 2016/11/17)。 

 

雖然小儀老師在面對文化差異與適應當中，以

堅定自己的幼教專業知能落實於教學中，並能

影響同事的帶班方式，讓小儀老師非常的有成

就感，也可見台灣的幼教專業知能的文化，也

讓小儀老師無形中產生高度認同，進而實踐在

教學現場。 

五、研究成果討論 

(一)多元文化素養的內化與轉化在於獲致他者文化接受 

根據研究結果可見小儀老師在多元文化素養的內涵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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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在於文化差異，而在適應他者文化過程中感受到他者文化

的友善與接納，以至於對於不同文化的禁忌，小儀老師都能

自然而然直接尊重，甚至內化成在行動上，以不造成他人不

好感受為旨。這種理所當然的自然尊重他者文化，是多元文

化教育所要弘揚的精神，因此，在討論多元文化教育困難之

際，或許可以思考若持文化親和概念宣揚，在尊重他者文化

的情意態度就能扎根落實。另在文化認同，不可否認新加坡

的做法確實深入人心，此舉仍可為我國在發展文化認同的目

標上可做為參考策略。 

(二)多元文化素養與幼教專業知能的相互作用產生的效

益 

小儀老師接受的是屬台灣文化的幼教專業知能，亦即在

開放教育的概念下，幼兒不會只是玩，而是玩的有教育意義，

這是台灣幼教近幾年成為各國參照的特色—在玩得多的西

方文化與教得多的東方文化取得中立平衡。小儀老師帶著台

式文化的幼教理念在新加坡幼兒園任教，影響了該班的課程

內容。由此可見，小儀老師感動新加坡人具有愛國情操的高

度國家文化認同，而小儀老師身上也可見對台灣幼教專業訓

練的高度認同，且小儀老師也確實表現出在文化回應教學策

略，改變幼兒的學習方式。 

(三)多元文化素養有助於幼教專業知能的深化改變 

小儀老師對於不同國籍的同事在教學上即便有些教學

信念不同，但小儀老師並未直接要求對方改變，而是能理解

在新加坡的幼教政策下，老師也是出於無奈，但能看見自己

的教學方式改變其他老師在師生互動的行為，而在彼此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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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也沒有因文化差異而有偏見或負面觀感，也讓小儀

老師更有信心實踐幼教專業信念在教學現場，並能關注學生

的母文化背景進行教學轉化。 

六、結論 

本研究以個案研究的方式，訪談在新加坡幼兒園擔任華

語教師其多元文化教育素養的內涵與轉化改變，發現新加坡

的國家文化認同從生活與幼兒教育扎根落實，確實讓新加坡

人以己文化為榮的愛國情操涵養，這對各國在推動多元文化

教育時可做為參考的借鏡。由於受訪者在台灣接受五年的幼

保專科養成教育，也曾修授過多元文化教育課程以及實務操

作課程訓練，以至於能在新加坡帶著勇於嘗試的心態，適應

環境，同時也在工作場域有所表現。而受訪者在多元文化素

養的轉化確實能整合幼教專業信念，落實於教學轉化，不但

扭轉幼兒的課程教學，也改變了同事和幼兒的師生互動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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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推動地方政府實施權力清單制

度之分析 
 

張子揚 1

 

（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教授） 

 

摘要 
習近平主政下的權力清單制度，是中國自 1997 年中共

十五大確立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以來，中共中

央首度以強制力推動地方各級政府投入簡政放權和依法行

政的一項重要的制度性改革，意義重大。然而，中共中央和

國務院下發的《關於推行地方各級政府工作部門權力清單制

度的指導意見》卻充斥模糊用語。本研究運用艾森伯格（Eric 
M. Eisenberg）的組織溝通理論中的「策略性模糊」理論為研

究途徑，探討此一現象。本研究發現，中共中央在權力清單

制度指導意見的制定上，運用了策略性模糊，有助於降低推

行簡政放權和依法行政的阻力。而為配合推行權力清單制度

而修訂的《立法法》，也運用了策略性模糊，讓絕大多數地

方二級人大和人大常委會擁有因地制宜的立法權，且可在某

些情況下與國家法律和行政法規脫勾。策略性模糊是一把雙

面刃，它可以促進地方政府在執行該政策時，雖有分歧卻仍

可團結擁護黨中央的政策；但地方政府也可能利用模糊空間

謀求私利進而危害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因此中共在推行權力

清單制度時，也不得不進行組織變革，包括重新詮釋「黨的

領導」和分散「黨管幹部」的權力，以維繫共產黨的領導於

不墜。 
 

關鍵詞：中國、中共、簡政放權、依法行政、權力清單、策

略性模糊 

                                                 
1 E-mail: tychang@n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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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China’s Urging Local Governments to 
Implement the Power List System 

Tzu-yang Cha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Business, 
Nan Hua University) 

Abstract: According to a guideline issued by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and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local 
governments must introduce a power list system that publicize 
their administrative powers and processes to ensure 
accountability and transparency. The power list system is part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effort to streamline administration and 
delegate power to lower levels. One can imagine th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hould have communicated with local governments 
clearly to make sure they implement the power list system 
unequivocally. The guideline, however, is full of ambiguities. 
This study employs Eric M. Eisenberg's theory of strategic 
ambiguity to explain why. It is found that the ambiguous 
guideline allows local governments to maintain "diversified 
unity" and the CPC to consolidate its leadership. 
 
Keywords: China,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ecentralization, 

Administration by Law、Power List System, 
Strategic Ambigu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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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導論 
2015 年 3 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

於推行地方各級政府工作部門權力清單制度的指導意見》

（簡稱《權力清單指導意見》），詳列權力清單的定義、實

施方式和目標，並訂出時間表，要求省級政府於 2015 年年

底前、市縣兩級政府於 2016 年年底前，要基本完成權力清

單的公佈工作。為表明黨中央推動權力清單的決心，2015 年

7 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了《推進領導幹部能上能下若干

規定（試行）》，作為 2010 年 1 月黨中央和國務院印發的

《關於實行黨政領導幹部問責的暫行規定》的補充規範性文

件，要求各地方黨政部門一體遵行，其中第七條第二項規定

「法治觀念淡薄，不依法辦事，不按法定程式決策，或者依

法應當及時作出決策但久拖不決，造成不良影響和後果」

者，可以問責，依情節輕重「責令公開道歉、停職檢查、引

咎辭職、責令辭職、免職」（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5）。

迄今權力清單的制定和公佈已成為中國地方各級政府的一

項重要政治任務，無不積極投入，視上網公佈為當務之急。 

實施權力清單制度是中共自 1997 年黨的十五大確立依

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以來，中共中央首度以強制

力推動地方各級政府投入簡政放權和依法行政的措施，「是

黨中央、國務院部署的重要改革任務，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

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重要舉措，對於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建

設法治政府、創新政府、廉潔政府具有重要意義。（新華網，

2015a）」而簡政放權和依法行政分別是中共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的重要兩環，前者的目標為：「（15）全面正確履行

政府職能。進一步簡政放權，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最大

限度減少中央政府對微觀事務的管理，市場機制能有效調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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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濟活動，一律取消審批，對保留的行政審批事項要規範

管理、提高效率；直接面向基層、量大面廣、由地方管理更

方便有效的經濟社會事項，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層管理。」；

後者的目標為：「（31）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革。整合執法

主體，相對集中執法權，推進綜合執法，著力解決權責交叉、

多頭執法問題，建立權責統一、權威高效的行政執法體制。

減少行政執法層級，加強食品藥品、安全生產、環境保護、

勞動保障、海域海島等重點領域基層執法力量。理順城管執

法體制，提高執法和服務水準。（新華網，2013b）」這兩

環均以改革行政制度為中心，前者強調政府應少管市場經濟

活動，後者強調減少多頭多層行政執法問題。 

換言之，中共欲透過權力清單制度推進簡政放權和依法

行政，其成敗關乎能否提高行政效率、減少民怨、促進市場

經濟、和防堵貪腐，對鞏固中共統治的合法性具有重大意義。 

習近平（2012 年 11 月獲選中共總書記、2013 年 3 月就

任國家主席）為推行簡政放權和依法行政，於就任國家主席

的第一天就推出《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強調

「繼續簡政放權、推進機構改革、完善制度機制、提高行政

效能」（中央政府門戶網，2013a），隱含的意義是要國務院

為各級政府的改革以身作則，乃至 2013 年 5 月李克強總理

召開全國視訊會議即明白指出：「地方政府要跟進」（人民

網，2013b）。中共中央接著先後以四項文件指示地方政府

執行權力清單制度，其內容之比較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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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共中央指示地方政府制定權力清單之文件內容比較 

文件名稱 時間 授權單

位 

指示內容 

關於地方政

府職能轉變

和機構改革

的意見 

2013

年 8

月 

中共中

央、國務

院 

梳理各級政府部門的行政職

權，公佈權責清單，規範行

政裁量權，明確責任主體和

權力運行流程 

中共中央關

於全面深化

改革若干重

大問題的決

定 

2013

年 11

月 

中共中

央經中

共十八

屆三中

全會通

過 

推行地方各級政府及其工作

部門權力清單制度，依法公

開權力運行流程。 

中共中央關

於全面推進

依法治國若

干重大問題

的決定 

2014

年 10

月 

中共中

央經中

共十八

屆四中

全會通

過 

各級政府及其工作部門依據

權力清單，向社會全面公開

政府職能、法律依據、實施

主體、職責許可權、管理流

程、監督方式等事項。 

關於推行地

方各級政府

工作部門權

力清單制度

2015

年 3

月 

中共中

央、國務

院 

地方各級政府對其工作部門

經過確認保留的行政職權，

除保密事項外，要以清單形

式將每項職權的名稱、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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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導意見 碼、類型、依據、行使主體、

流程圖和監督方式等，及時

在政府網站等載體公佈。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任進 2014；新華網 2014a） 

 

儘管中共中央從 2013 年 8 月起再三指示地方政府制定

權力清單，如表一所示，但僅有少數省份奉行，其餘都先觀

望。直到 2015 年 3 月《權力清單指導意見》下發較詳細的

指示，並訂出時間表，且 2015 年 7 月祭出問責手段後，全

國各省市縣等地方一二三級政府才開始積極行動。造成這種

延宕的可能原因有二：一是地方政府不清楚該如何制定權力

清單，需要中共中央的機關刊物一再闡釋（李強，2014；夏

勇，2014）；二是地方政府願意自削權力者仍屬例外情況（鄭

少忠，2014）。中共中央似乎注意到了這兩項導致權力清單

執行不力的原因，因而有《權力清單指導意見》及懲罰性的

問責手段的出現，讓地方政府再也沒有藉口及不敢延宕。 
既然地方政府不制定權力清單的原因之一與中央的指

示不夠明確有關，那麼中央應該盡可能將《權力清單指導意

見》明確化，以便促進權力清單制度的推行才是。然而，《權

力清單指導意見》雖較表 1 的前三項文件明確具體，但內容

上卻充斥著許多模糊的用語，例如：在職權分類方面，何謂

職權的「其他類別」？在職權的取消標準方面，何謂「不符

合全面深化改革要求和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在職權取消的

時機上，何謂「及時」取消？ 在職權保留方面，「地方各

級政府要對其工作部門清理後擬保留的行政職權目錄，按照

嚴密的工作程式和統一的審核標準，依法逐條逐項進行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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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合理性和必要性審查。」然而，何謂「嚴密的工作程式」、

「統一的審核標準」、「合理性」和「必要性」？這些用語

均缺乏明確定義。此外，「行政職權取消下放後，要加強事

中事後監管。」這豈不與簡政放權逆道而行？ 
現有文獻對於中國權力清單制度之研究，主要是探討該

制度的根源及意義（王學傑，2013；李強，2014）、推行策

略（夏勇，2014；任進，2014；姜水靜，2015）、推行困難

（羅亞蒼，2015；郭慶松、陳奇星，2015）、及預期成效（曹

海濤、袁鶴齡，2016：127-174）。 相關文獻對於權力清單

指導意見中的上述模糊用語尚無著墨，因而本研究有其意

義。 
本研究運用艾森伯格（Eric M. Eisenberg）組織溝通理論

中的「策略性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理論為研究途徑，

探討權力清單制度所存在的模糊用語的意義及影響，因為根

據研究中共文件的相關文獻，中共中央的任何文件出爐，都

是經過縝密考慮、層層把關，若有語意不清的模糊地帶，不

太可能是倉促草率的結果，而應是有心之作，此將詳述於本

文第貮部分。本文主張：中共中央為了降低地方各級政府推

行簡政放權及依法行政改革的困難與阻力，並要確保共產黨

的領導不會因而受到損害，刻意在《權力清單指導意見》的

制定上和《立法法》的修訂上運用了策略性模糊，結果是達

成了「團結的分歧」（其意詳述於後）及維持了共產黨的領

導地位。 
以下第貮部份說明本文的研究途徑─策略性模糊，及其

對中共中央決策文件的適用性；第參部份探討權力清單制度

的定義及模糊對地方政府權力之影響，第肆部份分析《立法

法》修訂對地方人大權力之影響，第伍部份探討權力清單制

度和《立法法》修訂對中共維持領導地位的影響，第陸部份

為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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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途徑及適用性 
策略性模糊理論是組織溝通理論中的一種。組織是一群

人為實現一個或多個共同目標而集合在一起，並根據一套遊

戲規則運作。溝通是指訊息的傳遞，由發送方傳遞到接收

方，當發送方所欲傳遞的訊息被接收方理解得愈完整，則溝

通算是愈清楚，相反則算是愈模糊。組織的目標能否實現，

關鍵之一取決於組織內發送方的訊息能否有效地傳遞到接

收方，以便讓組織的執行者清楚瞭解如何執行任務，或讓組

織的決策者可以清楚掌握最新的狀況或問題作為修正決策

的參考。清楚或模糊的溝通結果，並非單純是訊息的品質所

造成，發送方與接收方的因素也都會影響溝通的結果。李商

隱的八首「無題」詩，其中有「心有靈犀一點通」，即為一

例。只要接收方能完全明白發送方的心意，訊息本身的完整

與否並無礙於清楚的溝通。 
艾森伯格的策略性模糊理論主張，組織裡的訊息發送方

在傳遞訊息時，可能會基於某些理由（譬如擔心會造成組織

分裂、不願承擔負面後果的責任、不知該如何具體實踐、不

願限制組織成員的創造力、適應力、或靈活性等），而故意

省略一些細節，讓接收方有可以自行詮釋該訊息的空間

（Eisenberg, 2007）。策略性模糊可以運用在組織目標的設

定、任務的分配、或計畫的執行等方面。策略性模糊對組織

的重要性在於它可以促進「團結的分歧」（unified diversity），
其意是指組織成員們在某些方面有歧見，但仍相信他們有共

同的目標或價值，而願意團結在這個組織中一起努力去達成

該目標或價值（Ibid.: 8）。組織領導者可以透過塑造一個所

有組織成員都會認同的目標或價值，並默許他們可以自行詮

釋該目標或價值的內涵或達成方式，以獲取組織的團結，緩

和組織內部的矛盾，避免組織分裂，同時保留了組織成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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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上的創造力和靈活性。 
策略性模糊除了能如上所述促進組織「團結的分歧」

外，還能促進組織的變革，方式有三：1. 重新詮釋組織目標，

譬如從服務本社區變成服務周邊地區，以擴大服務的對象但

又不致引發原來服務對象的不滿；2. 轉換組織意象（image of 
organization）的隱喻（metaphor），譬如從組織像一支軍隊

變成像一個家庭，讓組織成員的思維改變，進而行為改變；

3.重新界定組織成員之間的關係，譬如從稱呼職稱改成暱

稱，以縮小成員之間的距離進而強化凝聚力（Ibid.: 10-12）。 
策略性模糊也能保護身為長官的訊息發送者的特權地

位和既得利益，因為模糊的訊息可以強化訊息接收者本身具

有的既定信念或印象，提升接收者對該訊息的接受程度，進

而增強訊息發送者的可信度（Ibid.: 13）。 
此外，策略性模糊可以讓訊息發送者有空間否定訊息接

收者的詮釋，並容許多種方案並存，既可保存訊息發送者的

面子，也可避免訊息發送者原本發送訊息的企圖夭折（Ibid.: 
14-15）。 

在策略性模糊理論的操作方面，研究者應具備三項知

識，即訊息發送者的溝通目的、訊息的用語（linguistic 
choice）、和接收者的詮釋（Ibid.: 15）。就組織內部的正式

溝通而言，研究者應注意「模糊如何促進團結的分歧及如何

維持特權地位」（Ibid.: 16）。 
對本研究而言，策略性模糊理論恰能適用於中共的情

況，因為中共極為重視組織溝通，若溝通的內容有所模糊，

不太可能是粗心或失誤的結果，原因有三： 
第一、中共重視筆桿子：在中共的革命歷史中，筆桿子

和槍桿子對中共奪權至關重要，毛澤東不善於槍桿子但筆桿

子不離手，能夠「總結社會規律，借歷史交替、風雲際會、

群雄逐鹿之勢，納雷霆於文字，排山倒海，摧枯拉朽，宣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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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政見。（梁衡，2013a）」《毛主席語錄》收錄了毛澤

東的名言「槍桿子出政權」，但《毛主席語錄》本身即是重

視筆桿子以鞏固權力的展現（蕭延中，2014）。國家副主席

林彪也曾說過：「筆桿子、槍桿子，奪取政權靠這兩桿子。

（博訊，1995）」顯示毛澤東、林彪都重視組織內部溝通。 
第二、中共重視起草工作：毛澤東對各種文件起草工作

的嚴謹認真態度，被中共黨史奉為圭臬（梁衡，2013b）。

他在 1948 年為中共起草《關於建立報告制度》時提出：「各

中央局和分局，由書記負責（自己動手，不要秘書代勞），

每兩個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綜合報告。」1958 年起

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條》第三十八條規定「不可以一切依賴

秘書…要以自己動手為主，別人輔助為輔」（梁衡，2014）。

根據朱光磊的研究，中國的決策過程，是有一套系統性的方

式和步驟，一般要經過傳達、試點、計畫、組織、指揮、協

調、控制、總結等過程（朱光磊，1997：205-212、431），

所以中國問世的官方文件，不可能是草率的產物。另據李林

的研究，中央文件製作是有專門機構層層把關，在 1987 年

之後，「作為政治局及其常委會辦事機構的中央書記處，為

有效地實現作為辦事機構的職能。中央書記處對政治局及其

常委會負責，內部則實行分工負責制，每一名書記負責一個

系統或若干方面的事務，通過聽取匯報，審批工作報告、工

作計劃、參與人事任命等方式，對所負責方面事務承擔領導

責任。…某些具有全域性、特別重大的問題，分工負責的書

記須將其提交書記處會議討論甚至呈交政治局及其常委會

討論，還需要就該問題進行介紹、說明及提供可供選擇的決

策預案。（李林，2007）」因此「字斟句酌」是中共對各項

文件問世前的基本要求，也是研究中共文獻的研究者和媒體

的普遍看法（〈「字斟句酌」寫下黨心民意〉2012；張素華，

2008；明鏡月刊編輯部，2013：48；杜聖聰，2008：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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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中共善於運用文字營造團結：《經濟學人》雜誌

（Economist）曾對中共運用文字的巧妙，讚譽有加，它在一

篇報導中指出：中共文件的起草者是語言藝術大師，並舉鄧

小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用語為例，既可滿足意識型態

強硬派的要求，又可把國家推向資本主義；習近平在 2014
年 10 月中共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所做的工作報告中提出要「堅

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亦有異曲同工之妙

（The Economist, 2014）。「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

用語，既可滿足既得利益者對共產黨領導的堅持，又能把國

家推向法治的道路，因為根據中共中央的機關刊物《求是》

雜誌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之意涵為「堅持

黨的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貫徹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法治理論」（本刊評論員，2014）；另根據中共中央政

法委秘書長汪永清的詮釋，是指任何組織和個人都必須尊重

憲法法律權威、在憲法法律範圍內活動，而堅持共產黨的領

導可以確保憲法法律的權威受到尊重，因為共產黨可以「領

導立法、保證執法、支持司法、帶頭守法」（汪永清，2015）。 
 

三、權力清單制度的定義與模糊對地方政府權力之

影響 
根據《權力清單指導意見》，權力清單的定義、實施方

式和目標如下：  

（一）權力清單定義：「地方各級政府對其工作部門經

過確認保留的行政職權，除保密事項外，要以清單形式將每

項職權的名稱、編碼、類型、依據、行使主體、流程圖和監

督方式等，及時在政府網站等載體公佈。（新華網，2015a）」

其中職權類型的制定，是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政府

可參照行政許可、行政處罰、行政強制、行政徵收、行政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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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行政檢查、行政確認、行政獎勵、行政裁決和其他類別

的分類方式，結合本地實際，制定統一規範的分類標準，明

確梳理的政策要求；其他類別的確定，要符合國家法律法

規。（Ibid.）」行政職權的依據為法律、法規；另根據中華

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第七條，國務院部、委員會規章和地

方人民政府規章也是行政職權的依據，但規範性文件（俗稱

紅頭文件）則被行政復議法排除，不是行政職權的依據（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1999）。所謂紅頭文件是指法律、行政法

規、地方法規、及規章以外的「鄉、鎮人民政府的規定、縣

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門的規定、國務院部門

的規定」（Ibid.），以及各級黨委、人大、政府、政協所制

定的各種政策性文件、決定、意見等。 
（二）權力清單實施方式，分成梳理與審核兩步驟： 
1. 梳理現有的行政職權：由各級政府所屬的工作部門清

查現有行政職權，提出要取消、保留、下放、或調整職權的

建議，過程為「按照職權法定原則，對現有行政職權進行清

理、調整。對沒有法定依據的行政職權，應及時取消，確有

必要保留的，按程式辦理；可下放給下級政府和部門的職權

事項，應及時下放並做好承接工作；對雖有法定依據但不符

合全面深化改革要求和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法定依據相互

衝突矛盾的，調整物件消失、多年不發生管理行為的行政職

權，應及時提出取消或調整的建議。行政職權取消下放後，

要加強事中事後監管。」 
2. 審核保留的行政職權：程序為政府的工作部門先提出

權力清單，由該政府的「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簡稱「編

制辦」，設於省、縣、市等三級政府內）審核後，呈報該政

府和黨委確認。審核的標準為合法性、合理性和必要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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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各級政府要對其工作部門清理後擬保留的行政職權目

錄，按照嚴密的工作程式和統一的審核標準，依法逐條逐項

進行合法性、合理性和必要性審查。需修改法律法規的，要

先修法再調整行政職權，先立後破，有序推進。在審查過程

中，要廣泛聽取基層、專家學者和社會公眾的意見。審查結

果按規定程式由同級黨委和政府確認。」地方政府本身的權

力清單，則是經上一級政府的編制辦審核後，由該政府批准。 
（三）權力清單實施目標：有兩項，其一是簡政放權，

邁向利民、便民，亦即「把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的職權事項

放在優先位置，著力解決行政許可、行政處罰、行政強制等

領域社會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讓公眾切身感受到改革帶來

的變化。」其二是全面監督，邁向權責分明，便於社會外部

監督和政府內部監督，有助於提升行政效能，亦即「行使的

各項行政職權及其依據、行使主體、運行流程、對應的責任

等，以清單形式明確列示出來，向社會公佈，接受社會監督。

通過建立權力清單和相應責任清單制度，進一步明確地方各

級政府工作部門職責權限，大力推動簡政放權，加快形成邊

界清晰、分工合理、權責一致、運轉高效、依法保障的政府

職能體系和科學有效的權力監督、制約、協調機制」。  
 根據以上簡述，權力清單制度有下列模糊用語及弊病： 

第一、中央的權力清單指導意見並未統一全國各省的職

權類別，而是指明九個類別外加一個「其他類別」，要各個

省級政府在符合國家法律法規的規範下，自行「結合本地實

際」、「制定統一的分類標準」，實際上中央可以公佈統一

的職權類別，例如以行政命令、行政補償、行政執行、行政

徵用、行政救助、行政規劃、行政監督、行政登記、行政指

導、行政合同、行政允諾等十一個明確的類別（任進 2014），
取代「其他類別」，各地方政府可視實際發生情況，挑選適

用者。這個「其他類別」產生了一個很大的模糊空間，讓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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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職權全都納入這裡，如河北省所屬的工作部門總共保留

3995 項職權，其中就有 633 項職權屬於此，比例高達 15.8%
（新華網，2015c）。這個「其他類別」與「明確梳理」的要

求相互矛盾，且讓各地因地制宜或巧立名目的自設職權，有

個可以魚目混珠的歸類。 
第二，權力清單指導意見規定，對沒有法定依據的行政

職權又確有必要保留者，應按程式辦理。所謂程式包括三部

分，先由編制辦審核其必要性、經黨委和政府批准、最後修

法以謀求法定依據。而在修法完成前，中央規定應「及時」

取消而非「即時」取消。因此，會發生地方認為該管的卻無

法律依據可管，形成一段空窗期，暫時處於非法管理的逾權

狀態。這個對缺乏法定依據的職權保留程式，可使地方職權

持續行使，不急於取得法律依據。 
第三，權力清單指導意見規定，「可下放給下級政府和

部門的職權事項，應及時下放並做好承接工作」，但是職權

的下放與承接，需要承接單位具有人力配置和相應的能力。

這個問題的解決不可能是由下放職權的部門同時調撥人力

下放支援，因為下級單位的數量遠多於上級單位數，上級單

位的人力供不應求。若由承接單位另聘人力亦不可行，因違

反簡政原則。因此只能由承接單位就現有人力增加業務量。

下放的職權分成兩種，一是虛權，並無實際的業務，下放的

目的是為配合簡政放權的要求；另一種是「含金量高」的職

權（亦即可用於自肥的權力）（人民網，2012），雖有下放

之名，但仍對下級承接單位行使督導之權，形成疊床架屋更

不便民，實際上也並未簡政放權。 
第四，權力清單指導意見規定由地方各級政府「按照」

嚴密的工作程式和統一的審核標準審核工作部門欲保留的

職權，但權力清單指導意見本身並未設立一套嚴密的工作程

式和統一的審核標準，導致地方各級政府無從「按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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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地方政府得自行設定工作程式及審核標準，嚴密與

否、統一與否，各憑自由心證。由於中央事前沒有設立統一

的審核標準，事後也不需要中央批准，等於中央實際上是默

許地方政府就地合法現有的職權。 
第五，權力清單指導意見對於政府欲保留的職權，要求

地方政府的編制辦的審核既要考慮合法性，又要考慮合理性

和必要性，卻未定義何謂合理性和必要性，形成一個很大的

模糊空間。再者，合法性是法律考量，合理性和必要性則是

政治考量，編制辦若建議政府現正管理的某些事務是不合理

的、沒必要繼續管下去，很可能會犯了政治不正確的錯誤，

因此會形成職權只要具有合法性，編制辦即予通過，沒有合

法性的職權，只要政府工作部門提出要保留，編制辦也會通

過排入修法程式。換言之，編職辦審核的性質比較屬於形式

審核，這對地方政府的職權不太會造成減損。 
第六，權力清單指導意見認為公開權力清單可以便於社

會外部監督，但社會監督需要資訊，公開權力清單本身只是

公開最基本的資訊，社會監督需要更多的資訊，且這需要有

相應的資訊公開法配套，而 2008 年 5 月 1 日起生效的《中

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資訊公開條例》，則有窒礙難行的情況，

原因包括：條例內容充斥原則性表述，籠統模糊的規定沒有

統一的實施標準，讓各級政府得以自行裁量；行政機關缺法

依法行政的素養，既缺乏資訊製作和保管意識，也不願主動

公開資訊以免不小心曝露本機關侵犯人民利益的事實，譬如

涉及徵地、拆遷、徵收事件的資訊（程琥，2016）。 
第七，權力清單指導意見認為公開權力清單可便於內部

監督，內部監督包括上級對下級的垂直監督和同級專門監督

部門的水平監督，惟兩者均需打破官官相護及家醜不外揚的

傳統官場文化陋習和利益計算（包括自利和部門利益），以

及紀委監督無力的制度上弱點（徐斯儉，2007），否則單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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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權力清單並不足以改變監督的現狀。 
綜合上述七項對權力清單制度的批評可知，由於職權的

「其他類別」可讓各地因地制宜或巧立名目所創設的職權，

有個可以魚目混珠的歸類，不必非得取消；對於地方政府想

保留缺乏法定依據的職權，權力清單指導意見所規定的處理

程式，可使地方職權持續行使，不急於取得法律依據；關於

職權的下放，「含金量高」的職權即使下放，但原單位對下

級承接單位行使督導之權，有違簡政放權的精神；由於中央

事前沒有設立統一的審核標準，事後也不需要中央批准，等

於中央實際上是默許地方政府就地合法現有的職權。審核的

性質比較屬於形式審核，這對地方政府的職權不太會造成減

損。外部監督缺乏配套機制，內部監督還需改變官場文化和

制度，單憑權力清單不足以改變現狀。因此權力清單制度對

地方政府既有的權力不會有顯著影響。 
 

四、《立法法》修訂對地方人大權力之影響 
就在《權力清單指導意見》公佈之前九天，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於 2015 年 3 月通過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

（簡稱《立法法》）（新華網，2015b），其中有多項修訂

是讓地方政府權力就地合法，以下先就《立法法》第四章地

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規章之重要修訂列於附錄

1，第四章之新增條款則列於附錄 2。 
根據附錄 1 及附錄 2，《立法法》之修訂對地方政府的

權力有以下影響： 
第一，《立法法》的修訂擴大了享有地方立法權的主體，

從原本 18 個較大的市擴增為所有設區的市（即 304 個地級

市及 30 個自治州），使它們在城鄉建設與管理、環境保護、

和歷史文化保護等事項擁有立法權，即使缺乏法源依據仍可

制定地方性法規，並只須報省或自治區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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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批准後即可施行，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只能接受

備案而無審批權。有了法規，地方政府就可以合法行使行政

處罰、行政強制、行政許可…等各項職權。 
第二、這 304 個地級市和 30 個自治州還可根據法律、

行政法規、本省（自治區、直轄市）或本市（自治州）的地

方性法規，制定和城鄉建設與管理、環境保護、歷史文化保

護有關的規章，由地方政府首長簽署行政命令發布即可生

效，導致規範性文件在這 334 個二級行政區可以很容易就地

升格為規章，取得合法地位。 
第三、凡在《立法法》修訂前存在的所有規章（亦即「較

大的市」的所有規章），都繼續有效，只要該規章不涉及擅

自減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權利或者增加其義務。 
第四、根據《立法法》，地方政府規章不得減損公民、

法人和其他組織權利、或增加其義務，但地方性法規則無此

限制。因此既存的減損權利、增加義務的行政措施，地方政

府只要透過地方的人大或人大常委會制定地方性法規就可

變成合法。 
綜上所述，《立法法》的修訂對地方政府的主要影響是

絕大多數的地級市和自治州的人大和人大常委會開始享有

立法權，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規。這些地方的行政首長則開始

享有制定規章的權力，且不需經任何人或單位批准，而規章

雖不得設定減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權利或者增加其義務

的規範，但只要多一道人大或人大常委會的立法手續，地方

政府就可以合法增減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權利義務。 
 

五、權力清單制度和《立法法》修訂對中共維持領

導地位之影響 
 「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是鄧小平在 1979 年為推動改革

開放、消弭黨內阻力所提出的一項保證，連同堅持社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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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人民民主專政和馬列毛思想，構成「四項基本原則」，

並在 1981 年 6 月由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1982 年寫入

憲法，1987 年寫入黨章，成為中共所有立法、行政和改革的

基本原則。但這些基本原則面臨雙重挑戰，一是黨的領導遭

遇「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官僚怠惰（新華網，2013d），

二是黨的權威大於法，導致黨在各機關的領導幹部容易不尊

重法而濫權腐敗（王利明，2017）。乃至從 1997 年至 2012
年歷經中共中央多次決議和下令推行的依法行政，均無成

效，令中共中央的威信大打折扣。然在 2015 年透過推行權

力清單制度，並且在策略上刻意保留模糊的空間，既化解了

地方黨政幹部的阻力、又確保了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以下從

兩個方面說明這種策略性模糊的成效。 

（一）促成團結的分歧 

前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在 1997 年 9 月中共的十五大報告

中，提到要「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以及「一

切政府機關都必須依法行政，切實保障公民權利，實行執法

責任制和評議考核制。（人民網，1997）」根據該報告，依

法治國的涵義是指中共領導人民依照憲法和法律管理國家

各項工作，而中共的角色是領導人民立法和守法；依法治國

對中共的好處是可以從制度上和法律上保證黨的路線方針

貫徹與領導地位鞏固。有鑑於依法治國對強化中共領導的重

要性，「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文字，更於

1999 年 3 月第九屆人大決議寫入憲法（中國人大網，1999）。  
基於依法治國已納入憲法且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國的重

要組成部分，從 1999 年起的十年間，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共

採取了六項推動依法行政的措施： 
1. 1999 年 11 月由朱鎔基擔任總理的國務院發佈了《國

務院關於全面推進依法行政的決定》（國發〔1999〕23 號），

要求各級政府及其所屬部門加強制度建設，嚴格行政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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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行政執法監督，和提高依法辦事的能力（北大法寶，

1999）。 
2. 2000 年 10 月中共的十五大五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

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

議》，其中強調「推進政府工作法制化，從嚴治政，依法行

政。（人民網，2000）」 
3. 2002 年中共十六大決議，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

義法治國家」寫入黨章（人民網，2002）。  
4. 2003 年 3 月胡錦濤擔任總書記後，2003 年 11 月中共

十六大三中全會通過要「推進依法行政，嚴格按照法定許可

權和程式列使權力、履行職責。（人民網，2003a）」 
5. 2004 年由溫家寶擔任總理的國務院，制定《全面推進

依法行政實施綱要》，在 42 項綱要中，其中第 5 項闡明依

法行政的基本要求為「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式正當、高

效便民、誠實守信、權責統一」，並設定「十年左右基本實

現建設法治政府的目標」，亦即 2014 年左右（中央政府門

戶網站，2005）。 
6. 在 1997 年中共十五大之前，中國先後實施了 1990 年

《行政訴訟法》、1995 年《國家賠償法》、和 1996 年《行

政處罰法》；十五大之後，又實施了 1999 年《行政復議法》、

2004 年《行政許可法》、2006 年《公務員法》等，為依法

行政奠定法律基礎。 
7. 2009 年 3 月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簡稱中紀委）

與中共中央委員會組織部（簡稱中組部）啟動「縣委權力公

開透明試點工作」，在中國東部、中部、和西部各選擇了一

個縣級行政區為試點進行改革，即江蘇省睢寧縣、河北省成

安縣、和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區（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網站，

2011）。中國的地方共有六級行政區，第一級至第六級依序

為省級、地級、縣級、鄉級、村級、組級，其中第三級是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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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行政區，2016 年有 2851 個，上承中央 、34 個省級行政區、

334 個地級行政區，下接 39829 個鄉級行政區及數量龐大不

詳的村級、組級行政區（百度百科網，2016），縣級行政區

的居中位置，頗適合擔負把中央要求依法行政的路線方針落

實於基層的重任，而縣級黨委的表現能夠影響成敗，故有上

述三個縣委權力公開透明試點。 
綜上所述，中國在邁向依法行政方面，是有逐步完善行

政法制並且落實的現象，推進行政權受到法律的節制，而執

政黨和政府的領導人也都對依法行政顯現出一貫的重視。 
然而到了 2010 年 3 月，溫家寶總理在十一屆全國人大

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透露出依法行政的推行並不順利，有「各

自為政」的情況，並要求各級政府和官員「自覺」守法，他

說：「各地區、各部門對中央的決策部署要執行有力，絕不

允許各自為政。各級行政機關及其公務員要自覺遵守憲法和

法律，嚴格依法行政。（溫家寶，2010）」 
儘管推行依法行政並不順利，但有黨媒連續報導河北省

大名縣推行公務公開透明及改革幹部選拔制度的新聞（人民

網，2009a），大名縣委書記不但成為「自覺」依法行政的模

範，他所編制的「職權目錄」還獲得中央的青睞（新華網，

2010b）。 2010 年 11 月中共中央紀委、中共中央組織部下

發《關於開展縣委權力公開透明運行試點工作的意見》，總

結 2009 年 3 月以來的三個試點改革的經驗，並發出通知，

要求各省級政府結合實際認真貫徹執行，開展縣委權力公開

透明運行試點工作，部分重點包括：縣委的職能部門應編制

「職權目錄」，明確行使權力的主體、條件、運行步驟、完

成時限、監督措施；並應公開與經社發展、人事任免、違法

亂紀等有關之決策事項；及應結合黨內專門機關與黨外群眾

監督力量，確保縣委和尤其是縣委書記權力的正確行使（新

華網，20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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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中共中央從 2009 年 3 月起展開縣委改革試點，並

於 2010 年 11 月企圖推展至全國各縣級行政區，但效果不

彰，乃至 2012 年 11 月胡錦濤在中共十八大開幕報告時，雖

寄望達成「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全面落實，法治政府基本建

成」，但表示是以 2020 年為目標（中國網，2012），亦即

從 2004 年溫家寶所規劃的 2014 年，如前所述，再往後推遲

六年，顯示依法行政的推行確有阻礙。 
阻礙的來源，根據溫家寶總理 2010 年 3 月的政府報告，

如前所述，為地方政府各自為政及政府官員不守法。兩者其

來有自：1.各自為政的形成，與各級政府的行政權力事項既

多且雜及各地民情不一有關，上級政府雖對下級政府有監督

之權，但難以面面俱到，且上級政府往往要求下級政府結合

實際施政，亦即鼓勵因地制宜，導致各級政府變相將行政權

無限上崗；2.官員不守法與「一把手（黨委書紀）負責制」

的權力過度集中和事後監督制的監管不到位有關，亦即中共

的紀律檢查機制，因盤根錯節的派系、人情和利益關係，遠

大於法律的約束、主義的價值和道德的規範，令紀檢難以發

揮作用。此外，即使有官員因濫權而被移送法院，但拉關係

和走後門是官場常態，加上政府對法院有人事權和預算權，

儘管司法人員的專業水準因整體教育水準上升而有提升，但

司法審判仍難獨立公正，導致地方保護主義盛行，地方山頭

林立，中央權威難以普及。這些情況導致中央推行的依法行

政改革，在地方上長期遇挫。 
習近平 2013 年 3 月上臺後，決定把邁向依法行政的改

革與權力公開透明的政策結合，從中央至地方一體推行，在

中央方面由國務院以身作則，遂有 2013 年 3 月的《國務院

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在地方上則從縣委擴大適用到

地方縣處級以上黨政機關和幹部，遂有 2013 年 8 月中共中

央政治局通過《關於地方政府職能轉變和機構改革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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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目標是「適應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需要」、「解決事關

民生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方法是「要把職能轉變作為改革

的核心、把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作為重要抓手和突破口」。 
然而地方政府對這項改革仍是以「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的心態投入，這點可從 2013 年 11 月李克強總理召開全國視

訊會議的講話看出，他說：「今年 5 月份以來，各地新一輪

簡政放權取得積極成效，但受地方和部門利益影響，也出現

了一些『錯放、空放、亂放』等現象。有的只下放複雜的、

管理責任大的，『含金量』較高的仍然留在手中；有的放權

有水分，動輒上百項，但『乾貨』不多。這裏要強調的是，

在改革過程中，各地要有全域觀、大局觀，不能打『小算盤』、

『小九九』，更不允許『走過場』、『變戲法』，確保簡政

放權真正到位、見效。（人民網，2003b）」 
中共中央為因應地方的不配合，強調改革落實的關鍵在

於「與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結合，用制度解決『四風』

問題，使人民群眾切身感受到實實在在的成效和變化。（〈中

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 決定召開十八屆三中全會〉2013）」

「四風」問題是指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

風等四種不良風氣（新華網，2013c）。此處「黨的群眾路線

教育實踐活動」則是指中共十八大決議，以一年為期，在全

黨深入開展以「為民、務實、清廉」為主要內容的黨員再教

育運動，並以縣處級以上領導幹部為重點對象（新華網，

2013a）。換言之，中共中央認為地方政府職能轉變和機構改

革能否落實，關鍵在於能否剷除領導幹部的四風問題，並寄

希望於縣處級以上領導幹部的再教育運動。 
然而中共黨官不良作風的改革並非一蹴可幾，誠如習近

平在 2014 年 10 月的「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

會上指出：「作風建設永遠在路上，永遠沒有休止符…各級

黨委要把作風建設緊緊抓在手上，持續抓好各項整改任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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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絕不允許出現『爛尾』工程，決不能讓『四風』問題

反彈回潮。（新華網，2014b）」這顯示習近平並未不切實

際地以為僅憑一個黨員再教育運動就可以改變行之有年的

官員作風和官場文化。同時，中共中央還認為需從制度面著

手，藉由推行依法行政，方能進一步對官員加以制度化的約

束，故有 2014 年 10 月十八屆四中全會一改一貫正面表述的

作風，以罕見的嚴厲字眼、以懲罰為威脅，表達要求依法行

政的決定：「行政機關要堅持法定職責必須為、法無授權不

可為，勇於負責、敢於擔當，堅決糾正不作為、亂作為，堅

決克服懶政、怠政，堅決懲處失職、瀆職。行政機關不得法

外設定權力，沒有法律法規依據不得作出減損公民、法人和

其他組織合法權益或者增加其義務的決定。推行政府權力清

單制度，堅決消除權力設租尋租空間。（新華網，2014a）」  
為化解前述推行依法行政的阻礙，中共中央從先前的經

驗得到啟發，採用 2010 年 3 月溫家寶在十一屆人大政府工

作報告中所提出的公務員「自覺」為主軸（中國共產黨新聞

網，2004b），這個主軸並有習近平的背書（黨建，2015），

由各級政府及所屬工作部門自行檢視行使各項權力的合法

性，並可自行篩選要保留那些權力，形成權力清單；各級政

府所屬工作部門的權力清單由本級政府批准，本級政府的權

力清單則由上級政府批准，且沒有具體的、統一的審核標準

如前所述，批准後即可公佈權力清單給民眾，以強化可問責

性。這種可以自行篩選要保留那些權力的彈性，導致地方政

府願意制定並公佈權力清單，並且與以往許多改革不同的

是，地方政府沒有找出各種理由表達窒礙難行，反而是讓中

央的指示順利貫徹到地方。這就是中央的策略性模糊的作用

之一，讓地方政府可以根據自己的詮釋和利益執行權力清單

政策，最後雖會導致各地方政府在執行此政策時形成分歧，

甚至也難免會發生李克強所要求杜絕的「錯放、空放、亂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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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但畢竟仍會維持團結在黨中央的政策之下，亦即達成

了團結的分歧。 

（二）維繫共產黨的領導 

中共用策略性模糊推行權力清單制度除了促進團結的

分歧外，也促進了黨組織的變革，並有助於維繫共產黨的領

導。主要的變革有二：1. 重新詮釋「黨的領導」、2. 分散

「黨管幹部」的權力，分述如下。 

1. 重新詮釋「黨的領導」：中共從對日抗戰時期起就提

出「黨的一元化領導」和「黨領導一切」，前者從黨的集體

領導演變成黨委書記的個人領導，後者則從政治領導大政方

針演變成包攬一切具體事務，形成從中央到地方眾多一把手

獨攬大權，又無有效監督機制，乃至貪污腐敗、目無法紀等

弊病叢生。鄧小平主政時期，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在黨

的一元化領導下，認真解決黨政企不分、以黨代政、以政代

企的現象」，十二屆七中全會又提出「總攬全域、協調各方」，

十三大報告提出「黨政分開才能使黨駕馭矛盾，總攬全域，

真正發揮協調各方的作用」，強調黨的領導是總攬全域而非

包攬全域，協調各方而非指揮各方（姜裕富、齊衛平，2015）。 

江澤民主政時期，在中共十五大報告提出：「總攬全域、

協調各方，是中央和地方各級黨委在同級各種組織中發揮核

心領導作用的基本原則」，其中的「核心領導」使得以黨代

政再度興起，乃至 2002 年中共十六大之後，全國許多地方

的市、縣黨委書記兼任人大常委會主任成為常態，立法和人

事全憑黨委書紀決定。 

習近平主政時期，2013 年 11 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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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主

張「黨的領導」體制需要朝向規範各級黨政領導幹部職權方

面完善，亦即：「（35）形成科學有效的權力制約和協調機

制。完善黨和國家領導體制，堅持民主集中制，充分發揮黨

的領導核心作用。規範各級黨政主要領導幹部職責許可權，

科學配置黨政部門及內設機構權力和職能，明確職責定位和

工作任務。（新華網，2013b）」2014 年 10 月中共十八屆四

中全會做出《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

的決定》，要求各級政府及其工作部門根據權力清單，向社

會全面公開政府職能、法律依據、實施主體、職責許可權、

管理流程、監督方式等事項。 

2. 分散「黨管幹部」的權力：打破黨管幹部權力集中於

寡頭的現象，邁向幹部人事制度改革，反映在選拔、任用、

及考核幹部的權力分散，亦即「（59）…發揮黨組織領導和

把關作用，強化黨委（黨組）、分管領導和組織部門在幹部

選拔任用中的權重和幹部考察識別的責任，改革和完善幹部

考核評價制度，改進競爭性選拔幹部辦法，改進優秀年輕幹

部培養選拔機制，區分實施選任制和委任制幹部選拔方式，

堅決糾正唯票取人、唯分取人等現象」（新華網，2013b）。 

中共在黨管幹部方面，歷經多次改革，企圖擺脫人治、

邁向法治。1953 年之前的黨管幹部是由中央及各級黨委的組

織部統一管理政府部門幹部（軍隊另外單獨管理），組織部

負責管理幹部的吸收、分配、提拔、任命、調轉，以配合高

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1953 年之後，基於大規模經濟建設

的需要，中央改行「分部分級」管理，其中「分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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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原有黨委組織部統一管理之下，逐步設立計畫工業、

財政貿易、交通運輸等新黨委工作機構，分管對應的政府部

門幹部；「分級」管理是指將所有幹部都劃定職務名稱，按

職級由中央或地方分別管理，每一上級管理下兩級的領導幹

部（謝慶奎、楊鳳春、燕繼榮，1999：46）。在黨的一元化

領導下，儘管分部分級管理幹部，但黨委管理幹部的權力仍

集中於寡頭。 

改革開放以後，既存的黨管幹部原則所造成的權力集中

於寡頭的現象，越來越無法配合市場經濟的需要，因而有中

共中央的指示：「要堅持黨管幹部的原則，改進黨管幹部的

方法。」其所謂的原則是：「黨要加強對幹部工作的領導，

制定幹部工作的方針、政策，推薦和管理好重要幹部，指導

幹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做好對幹部人事工作的宏觀管理和監

督。（中國共產黨新聞網，1989）」而具體的改進方法則是

在幹部管理方面，改行下管一級體制；在幹部分類方面，將

國家幹部分為黨政幹部、企業領導人員、事業單位領導人員

三大類；在管理方法上也較以往更為開放，摸索能夠真正甄

別人才的做法（梁妍慧，2005）。然而黨政幹部的選拔任用，

仍是由黨委及組織部門統一掌管和決定，權力仍集中於寡

頭，尤其是第一書記的權力最大。影響所及，選拔人才不講

原則只講關係的現象蔚然成風，後雖改以票數決定或分數決

定幹部的選拔，但仍無法阻止腐敗（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2013）。候選人為了拉票拉分而請客送禮找關係走後門成為

常態，乃至「跑官要官、拉票賄選、買官賣官等不正之風屢

禁不止。（中共山西省委組織部 12380 舉報網，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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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為了將幹部選拔任用制度化以避免少數人操

縱，頒佈了一系列黨內法規，包括：1995 年《黨政領導幹部

選拔任用工作暫行條例》，明令選任或推薦提名領導幹部的

權力屬於黨委（黨組）集體討論決定，且不准以書記辦公會

或領導圈閱等形式代替，不准個人決定幹部任免（中國共產

黨新聞網，1995）；2002 年頒布的《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

工作條例》，納入公開選拔、競爭上崗為選拔任用黨政領導

幹部的方式之一，黨政領導幹部任職前需要公告 7 至 15 天

無異議方能上任，地／司級以上領導幹部應具大學以上文

憑，不准超額配置領導幹部，用人失察失誤要追究責任（中

國共產黨新聞網，2002）； 2004 年頒佈《公開選拔黨政領

導幹部工作暫行規定》、《黨政機關競爭上崗工作暫行規

定》、《黨的地方委員會全體會議對下一級黨委、政府領導

班子正職擬任人選和推薦人選表決辦法》、《黨政領導幹部

辭職暫行規定》、《關於黨政領導幹部辭職從事經營活動有

關問題的意見》等，作為 2002 年《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

工作條例》的補充性規定（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04a）；2006

年頒布《黨政領導幹部職務任期暫行規定》、《黨政領導幹

部交流工作規定》、《黨政領導幹部任職迴避暫行規定》等

3 項黨規，進一步釐清領導幹部職務任期、交流、及利益迴

避的問題（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06）；2009 年頒布《關於

實行黨政領導幹部問責的暫行規定》，用以增強黨政領導幹

部的責任意識；2009 年頒布《關於建立促進科學發展的黨政

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考核評價機制的意見》，加強平時考核

及追蹤考核；2009 年頒布《地方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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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考核評價辦法（試行）》、《黨政工作部門領導班子和領

導幹部綜合考核評價辦法（試行）》、《黨政領導班子和領

導幹部年度考核辦法（試行）》，企圖具體規範領導幹部政

績考核如何評鑑（百度百科網，2009a、2009b）；2010 年頒

布《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責任追究辦法（試行）》（中

央紀委監察部網，2010d）、《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

有關事項報告辦法（試行）》（中央紀委監察部網，2010c）、

《地方黨委常委會向全委會報告幹部選拔任用工作並接受

民主評議辦法（試行）》（中央紀委監察部網，2010b）、

和《市縣黨委書記履行幹部選拔任用工作職責離任檢查辦法

（試行）》（中央紀委監察部網，2010a）等四項辦法，構成

了幹部選拔任用事前要報告、事後要評議、離任要檢查、違

規失責要追究的完整監督體系；2014 年頒布新修訂的《黨政

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在總則部分納入習近平的「新

時期好幹部標準」，內容則大幅增修對候選人的事前考察，

且從嚴把握破格提拔（共產黨員網，2014）；2015 年頒布《推

進領導幹部能上能下若干規定（試行）》，明令汰劣留良的

用人機制（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5）。 

上述黨規的密集出爐，顯示中共中央在改革幹部人事制

度方面，重視建立完備的人事黨規體系，並有依黨規管理幹

部的任用、升遷、考核、及問責的具體措施，其目的是降低

人治色彩，以便拔擢優秀的幹部，期望幹部能大公無私、服

從黨的指示，把黨的主張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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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 

習近平主政下的權力清單制度，是中國自 1997 年中共

十五大確立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以來，黨中央

首度以強制力要求地方各級政府推行簡政放權和依法行政

的一項重要的制度性改革，也是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重

要一環，其成敗關乎能否提高行政效率、減少民怨、促進市

場經濟、和防堵貪腐，對鞏固中共統治的合法性具有重大意

義。 

然而依法行政的推行，雖歷經 16 年的江澤民、朱鎔基

主政和胡錦濤、溫家寶主政，仍因地方各自為政和官員不守

法而阻礙重重，這些阻礙並非全然是來自於人謀不臧，也有

一部分是來自於制度的不完善，包括黨管一切造成法律意識

淡薄、法制不完備導致地方因結合實際施政需要所產生的因

地制宜性質的紅頭文件等不及立法部門曠日費時制定法

源、一把手負責制的權力過度集中導致事後監督流於形式。 

為化解推行的阻礙，特別是地方各自為政和官員濫權怠

惰，中共中央從先前的經驗得到啟發，採用「自覺」改革，

由各級政府及所屬工作部門自行檢視行使各項權力的合法

性，並可自行篩選要保留那些權力，形成權力清單；各級政

府所屬工作部門的權力清單由本級政府批准，本級政府的權

力清單則由上級政府批准，且沒有具體的、統一的審核標

準，批准後即可公佈權力清單給民眾，以強化可問責性。 

這種可以自行篩選要保留那些權力的彈性，加上《立法

法》的配合修訂，讓地方權力的來源可以因地制宜、憑空創

77



社會科學論叢第五期 
 

造，並不要求全部都需有國家法律或行政法規為母法，且具

有這種憑空創造權力的地方主體大增，《立法法》的修訂賦

予了絕大多數的地級地方人大和人大常委會制定地方性法

規的權力，即使沒有法律和行政法規為依據也能制定，而規

章只要有地方性法規為依據即可由政府制定，即使無依據，

也可制定，兩年內有效。換言之，地方政府等於可以自行篩

選要保留那些權力並有管道可以讓這些權力中尚無法源者

得到法源依據，這種可以挑肥撿瘦、就地合法的中央政策，

導致地方政府願意制定並公佈權力清單，並且與以往許多改

革不同的是，地方政府沒有找出各種理由表達窒礙難行，這

也就是中央對權力清單政策採取策略性模糊的作用之一：讓

地方政府可以根據自己的詮釋和利益執行權力清單政策，最

後雖會導致各地方政府在執行此政策時發生標準上、過程

上、和效果上的分歧，但都會維持團結在黨中央的政策下，

達成「團結的分歧」。 

中共用策略性模糊推行權力清單制度的作用之二是促

進了組織的變革，包括：1. 重新詮釋黨在總攬全域、協調各

方發揮領導核心作用的角色，從以黨代政改為依法行政，讓

地方政府把權力攤在陽光下供民眾檢視，企圖遏止有權者的

胡作為或不作為，又不致引發有權者以窒礙難行為藉口抵

制；2. 分散黨管幹部的權力，打破黨管幹部權力集中於寡頭

的現象，邁向幹部人事制度改革，以落實黨的主張。 

然而策略性模糊是一把雙面刃，它可以促進地方政府在

執行該政策時雖有分歧卻仍可團結擁護黨中央的政策，但地

方政府也可能利用模糊空間謀求私利進而危害共產黨的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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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地位。因此中共在推行權力清單制度時，同時採取了三項

針對性的措施，包括：1.打破立法權為行政權附庸的現象，

邁向行政與立法兩權分立，具體反映在提升人民代表大會的

權力與功能；2.打破地方立法權集中於省級政府和省級人大

／人大常委會的現象，邁向省級行政區與地級行政區權力劃

分，具體反映在賦予地級人大／人大常委會立法權；3.打破

黨管幹部權力集中於寡頭的現象，邁向幹部人事制度改革：

反映在選拔、任用、及考核幹部的權力分散。 

權力清單政策透過策略性模糊的訊息傳送後，地方政府

可自行篩選應保留的行政權，並讓地方人大／人大常委會可

以因地制宜制定法規，等於是將行政事項就地合法，讓行政

權均有法可依，而達成了依法行政的目標。至於簡政放權的

實施成效，由於篩選後保留的行政權，權力保留者有可能簡

化前置審批以符簡政放權要求卻新增後置審批；篩選後下放

的行政權力，權力下放者有可能抓住事中事後監管權不放，

兩者均會使簡政放權的成效受限。 

 

附錄 1 《立法法》第四章之修訂條款前後差異（註：文字

底線外加以便於比較） 
修訂條

款 
修訂後 修訂前 差異 

第七十

二條

（原第

六十三

條）第

二款 

設區的市的人民

代表大會及其常

務委員會根據本

市的具體情況和

實際需要，在不同

較大的市 憲法中的「市」

有「較大的市」

（目前有 18
個）、「設區

的市」（286）
和「不設區的

的

人民代表大

會及其常務

委員會根據

本市的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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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憲法、法律、行政

法規和本省、自治

區的地方性法規

相抵觸的前提下，

可以對城鄉建設

與管理、環境保

護、歷史文化保護

等方面的事項制

定地方性法規

情況和實際

需要，在不同

憲法、法律、

行政法規和

本省、自治區

的地方性法

規相抵觸的

前提下，

，法

律對設區的市制

定地方性法規的

事項另有規定

的，從其規定。設

區的市的地方性

法規須報省、自治

區的人民代表大

會常務委員會批

准後施行。省、自

治區的人民代表

大會常務委員會

對報請批准的地

方性法規，應當對

其合法性進行審

查，同憲法、法

律、行政法規和本

省、自治區的地方

性法規不抵觸

的，應當在四個月

內予以批准。 

可以

制定地方性

法規

市」（5 個）。

設區的市全為

地級市，為第

二級行政區，

僅次於省。這

項修訂打破了

原先較大的市

與設區的市的

分野，並將前

者納入後者，

大幅擴大了享

有地方立法權

的主體，從 18
個擴增為 304
個，使它們在

城鄉建設與管

理、環境保

護、和歷史文

化保護等事項

擁有立法權。

設區的市的地

方性法規須報

省或自治區的

人民代表大會

常務委員會批

准後施行。 

，報省、

自治區的人

民代表大會

常務委員會

批准後施

行。省、自治

區的人民代

表大會常務

委員會對報

請批准的地

方性法規，應

當對其合法

性進行審

查，同憲法、

法律、行政法

規和本省、自

治區的地方

性法規不抵

觸的，應當在

四個月內予

以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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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

三條

（原第

六十四

條）第

二款 
 

除本法第八條規

定的事項外，其他

事項國家尚未制

定法律或者行政

法規的，省、自治

區、直轄市和設區

的市、自治州

除本法第八

條規定的事

項外，其他事

項國家尚未

制定法律或

者行政法規

的，省、自治

區、直轄市和根據

本地方的具體情

況和實際需要，可

以先制定地方性

法規。在國家制定

的法律或者行政

法規生效後，地方

性法規同法律或

者行政法規相抵

觸的規定無效，制

定機關應當及時

予以修改或者廢

止。 

較大的市

擴大賦予所有

設區的市和自

治州在缺乏法

源依據時仍可

因地制宜制定

地方性法規。 

根

據本地方的

具體情況和

實際需要，可

以先制定地

方性法規。在

國家制定的

法律或者行

政法規生效

後，地方性法

規同法律或

者行政法規

相抵觸的規

定無效，制定

機關應當及

時予以修改

或者廢止。 
第八十

條（原

第七十

一條）

第二款 

部門規章規定的

事項應當屬於執

行法律或者國務

院的行政法規、決

定、命令的事項。

部門規章規

定的事項應

當屬於執行

法律或者國

務院的行政

法規、決定、

命令的事項。 沒有法律或者國

務院的行政法

規、決定、命令的

部門規章不得

減損公民、法

人和其他組織

權利或者增加

其義務，亦不

得增加本部門

的權力或者減

少本部門的法

定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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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部門規章不

得設定減損公

民、法人和其他組

織權利或者增加

其義務的規範，不

得增加本部門的

權力或者減少本

部門的法定職責。 
第八十

二條

（原第

七十三

條）第

一款 

省、自治區、直轄

市和設區的市、自

治州

省、自治區、

直轄市和

的人民政

府，可以根據法

律、行政法規和本

省、自治區、直轄

市的地方性法

規，制定規章。 

較

大的市

廣泛賦予所有

設區的市和自

治州制定規章

的權力。 
的人

民政府，可以

根據法律、行

政法規和本

省、自治區、

直轄市的地

方性法規，制

定規章。 
第八十

五條

（原第

七十六

條）第

二款 

地方政府規章由

省長、自治區主

席、市長或者自治

州州長

地方政府規

章由省長或

者自治區主

席或者
簽署命令

予以公佈。 

市長

地方政府規章

從較大的市的

市長擴大為所

有設區的市和

自治州的首長

均可簽署命令

公佈。 

簽署命令予

以公佈。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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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立法法》第四章之新增條款內容及意義 

新增條

款 
內容 意義 

第七十

二條第

四款 

除省、自治區的人民政府所在地

的市，經濟特區所在地的市和國

務院已經批准的較大的市以

外，其他設區的市開始制定地方

性法規的具體步驟和時間，由

省、自治區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

委員會綜合考慮本省、自治區所

轄的設區的市的人口數量、地域

面積、經濟社會發展情況以及立

法需求、立法能力等因素確定，

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

員會和國務院備案。 

設區的市（自治

州）只需經省（自

治區）的人大常

委會同意，即可

制定地方性法

規；省人大常委

會只需向全國人

大常委會和國務

院備案。 

第七十

二條第

五款 

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

務委員會可以依照本條第二款

規定行使設區的市制定地方性

法規的職權。自治州開始制定地

方性法規的具體步驟和時間，依

照前款規定確定。 

自治州（30 個）

的立法權比照設

區的市辦理。 

第七十

二條第

六款 

省、自治區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

市，經濟特區所在地的市和國務

院已經批准的較大的市已經制

定的地方性法規，涉及本條第二

款規定事項範圍以外的，繼續有

效。 

省會和較大的市

既存的法規若超

越對城鄉建設與

管理、環境保

護、歷史文化保

護等方面的事

項，繼續有效。 
第七十

三條第

三款 

設區的市、自治州根據本條第一

款、第二款制定地方性法規，限

於本法第七十二條第二款規定

的事項。 

設區的市和自治

州在缺乏法源依

據時之因地制宜

立法權，僅限於

城鄉建設與管

理、環境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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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文化保護等

方面的事項。 
第八十

二條第

三款 

設區的市、自治州的人民政府根

據本條第一款、第二款制定地方

政府規章，限於城鄉建設與管

理、環境保護、歷史文化保護等

方面的事項。已經制定的地方政

府規章，涉及上述事項範圍以外

的，繼續有效。 

設區的市和自治

州政府在所有事

項方面的既存規

章繼續有效。 

第八十

二條第

四款 

除省、自治區的人民政府所在地

的市，經濟特區所在地的市和國

務院已經批准的較大的市以

外，其他設區的市、自治州的人

民政府開始制定規章的時間，與

本省、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常務

委員會確定的本市、自治州開始

制定地方性法規的時間同步。 

省（自治區）人

大常委會一決定

設區的市和自治

州可以開始制定

地方性法規就立

即生效，地方政

府即可開始制定

規章。 
第八十

二條第

五款 

應當制定地方性法規但條件尚

不成熟的，因行政管理迫切需

要，可以先制定地方政府規章。

規章實施滿兩年需要繼續實施

規章所規定的行政措施的，應當

提請本級人民代表大會或者其

常務委員會制定地方性法規。 

地方政府規章缺

乏母法仍可制

定，有效期為兩

年。 

第八十

二條第

六款 

沒有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

規的依據，地方政府規章不得設

定減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權

利或者增加其義務的規範。 

地方政府不得擅

自以規章減損公

民、法人和其他

組織之權利或加

重其義務。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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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為：（1）了解高職生同儕霸凌之情境現況（2）
各種同儕霸凌情境所產生的霸凌行為（3）同儕霸凌情境及

其所產生的霸凌行為在性別上有無差異。研究對象為台北市 

、苗栗市及彰化縣各一所高一至高三高職生，共計 149名學

生，將所得資料以描述統計、卡方考驗等統計方法處理與分

析。 

 結果顯示：（1）高職生較常發生的前 3 項霸凌情境，依

序為『對方講話很白目（101 人）』、『對方在背後散佈我的負

面謠言（83 人）、『對方做人做事太過機車（77 人）』等。（2）
在各項霸凌情境中高職生最常以口語霸凌表現之，僅在『對

方不跟我當朋友』時，會常以關係霸凌示之。（3）在『家長

或老師視而不見的態度』、『對方講話很白目、言行舉止較為

女性化或男性化、搶了我的朋友、做人做事太過機車』及『為

了獲得一時的好玩開心』等 5 項霸凌情境在性別上有顯著差

異，其中僅『對方搶了我的朋友』為女生顯著高於男生外，

其餘各項皆反之。（4）在 15 項霸凌情境，如『為了能在群

體中獲得認同』、『家長或老師視而不見的態度』、『自己有不

如意的事』等所產生的肢體、口語、關係、性及網路霸凌皆

有性別上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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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高職生、性別、同儕霸凌、霸凌行為 

Gender Differences in Peer-bullying Situations 

Ching-Fei Yu 
 (Ph.D. Candidate, Institute of Education,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bstract：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are: ( 1 ) understanding of 
the situation of peer bullying in vocational high school students. 
( 2 ) type of bullying generated by various peer bullying 
situations ( 3 )whether gender significantly differ in peer 
bullying situations and the type of conflict caused by peer 
bulling situations. The samples of this study were 149 vocational 
high school students recruited from Taipei City, Miaoli City and 
Changhua Count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hi-square tests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collected data. 
 The results showed: ( 1 ) The top 3 bul lying situations that 
occur m ore of ten i n vocational hi gh s chool s tudents are: “t he 
other pe rson s peaks o blivious  ( 101 pe ople)”, “ The ot her 
person s preads m y n egative r umors be hind the ba ck ( 83 
people) ”, “the other person is doing hella annoying (77 people) 
“ and so on. ( 2)In t he bul lying context, vocational high school 
students are most often expressed in verbal bullying, only in the 
"other people do not  be  friends with me", i s t he most f requent 
relationship conflict. ( 3) T he s ituation in w hich “ attitudes tha t 
parents or teachers ignore”, “the other person speaks oblivious, 
the words and demeanor are more feminine or  masculine, grab 
my f riends, a nd t he ot her pe rson i s doi ng h ella a nnoying” and 
“get a moment of fun” are in the situation of bullying.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 fferences i n g ender, of  w hich on ly “the ot her 
person robs my friend”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for girls than for 
boys, and the others are all the opposite. (4 )  There are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types of physical, verbal, relationship, sexual, 
and cyber bullying generated in the 15 bul lying situations, such 
as " in o rder t o gain r ecognition i n t he group", "attitudes tha t 
parents or teachers ignore," and "something unsatisfactory". 

 
Keywords ： vocational hi gh s chool s tudents, ge nder, peer 
bullying,conflict 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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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近年來大眾媒體皆曾報導數則校園霸凌行為的新聞

事件，如『高中生校門口大亂鬥中壢警方逮捕 8 人到案

（2018）』、『校園霸凌打傷同學眼睛高中生遭判刑 2 月（黃

建華，2018）』、『兒手機狂震 母點開見同儕霸凌「你是 X
你爸還你媽」（賴俊佑，2018）』、『疑長期遭霸凌國一生教室

開空氣槍洩憤（林樹銘，2018）』及『家長控同學霸凌 小

四女被 K 瘀青、餵吃沙（吳淑萍，2018）』等真實案例，從

上述案件中可意識到校園同儕霸凌事件在青少年所處的教

育環境可說是層出不窮，且不分年齡於各階段皆可能發生。 
不僅如此，在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2014）對全國

國小至高中職的兒少進行抽樣調查，結果發現有 26.4%的兒

少從幼稚園迄今皆曾經有被欺負的經驗，其中仍身處霸凌陰

影的比例中，有 15.2%「在過去一年內」仍曾被欺負，3.5%
的兒少甚至處在「過去一年內每個月被欺負 2~3 次以上］的

長期霸凌狀態，就此調查結果初估至少有高達 4 萬名以上的

兒少過去一年仍深處霸凌的傷害中。 
再則，根據「教育部 105 年各級學校校園安全及災害事

件分析報告」中可知，屬於法定通報（知悉）霸凌事件項目，

共計通報發生 606 件，影響 1831 人次，依各教育階段學童

曾遭受霸凌事件之發生數與人次分別為：高中 127 件、414
人次，國中發生 205 件、642 人次，小學則為 274 件、775
人次，以國小生遭受霸凌的人數最多。 

綜合上述，霸凌事件不僅在大眾媒體時有所聞外，其在

教育實務現場上也是作為一個教育人員都會面臨的挑戰。故

想藉本研究對校園中可能發生同儕霸凌的各種情境及學童

在面臨不同情境下可能產生的的霸凌行為有所了解，進而幫

助教育人員做到事前預防與事後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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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探討 
（一）霸凌的內涵與相關性研究 

根據 Dan Olweus（1993）及 Roland（1989）所提出的「霸

凌」一詞，係指一個人受到一個或多個人長時間、刻意的、

重複地欺負或騷擾行為，但被霸凌者因個人力量或心理上的

懼怕而無法反抗。另教育部於 2012 年公布之校園霸凌防制

準則中，將校園霸凌定義為：「相同或不同學校學生與學生

間，於校園內、外所發生之（學生）個人或集體持續以言語、

文字、圖畫、符號、肢體動作或其他方式，直接或間接對他

人（學生）為貶抑、排擠、欺負、騷擾或戲弄等行為，使他

人（學生）處於具有敵意或不友善之校園學習環境，或難以

抗拒，產生精神上、生理上或財產上之損害，或影響正常學

習活動之進行」。 
此外，依霸凌方式的不同，將霸凌行為的種類，大致可

分類為：1.肢體霸凌：以肢體（打、推、踢、捏）或武器等

造成他人身體上的傷害；2.言語霸凌：運用語言刺傷或嘲笑

別人造成他人心理上的傷害；3.關係霸凌：藉著良好的同儕

關係，進行孤立、排擠、造謠等行為，造成他人人際關係的

疏離；4.性霸凌：以性或性議題有關的方式傷害他人及 5.網
路霸凌：透過網路散布謠言、圖片或恐嚇、嘲笑的字眼傷害

受凌者（Bella & Willis,2016；Hymel & Swearer,2015；羅丰

苓、盧台華，2015；陳淑卿、陳國彥，2016；王伯頎、劉育

偉，2018） 
而在霸凌情境的描述性研究中，大陸學者紀林芹、張文

娟、張文新（2004）在學校欺負與同伴背景的關係研究中述

明：青少年在欺負方面存在著明顯的同質性現象，亦即是物

以類聚。此外在新同伴群體的形成過程中，一些兒童把欺負

行為作為獲得控制力的一種手段。也就是說，因在同儕的支

持、鼓舞與壓力下，使得青少年可能發生欺負行為，而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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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霸凌發生的情境之一。再則，在中小學兒童受欺負原因探

析研究中，發現中小學兒童受同學欺負的情況包含如下：沒

有原因、人太善良、看不順眼、口誤說錯話（語言表達有問

題）、遭人嫉妒、學習成績差、長的不好看、行為遭人厭、

人際關係不好、經濟情況太好或太差及挑剔別人等等（吳素

梅、何光耀，2006；黎素君，2005；劉仕慧，2015）。且國

內學者針對小三至小六 5688 名學童進行調查，研究發現感

到寂寞、成績較差及較少同學支持者，在霸凌他人或被霸凌

的發生機率均有所提高（洪文綺、黃淑貞，2015）。 
以中學生霸凌行為而言，Cheng、Chen、Liu 與 Chen

（2011）對 860 位學生或 Mok、Wang、Cheng、Leung 與 Chen
（2014）對 11876 位臺灣、香港與澳門三地之中學生所做的

研究中，其結果皆發現中學生最常見的霸凌類型是罵髒話、

嘲笑、取綽號等言語霸凌、以及肢體霸凌，最少見的則是網

路霸凌。此外，國內學者所做的研究中也同樣顯示國中生最

常使用言語及關係霸凌、欺負與攻擊他人，再則才依次為肢

體霸凌、性霸凌及網路霸凌（賀欣音、郭丁熒，2012）。而
在小學生霸凌類型上，相關的調查研究指出，小學生最常遭

受的校園霸凌行為是言語霸凌（如亂取綽號、造謠、恐嚇威

脅）、肢體霸凌（如碰撞推倒）與關係霸凌（如排擠孤立），

最不會遭受網路霸凌（戰寶華，2011）。 
此外，呂敏綺（2016）對嘉義市高中職 630 位學生所做

的研究也發現：「負面言行及被害無助」、「負向特質與疏離

人際互動」在霸凌行為上有顯著差異，其中「負面言行及被

害無助與言語霸凌、肢體霸凌、關係霸凌」呈現正相關，而

「負向特質與疏離人際互動」僅在關係霸凌上有正相關存

在。 
綜合上述可知，在有關霸凌議題的研究上，多著墨在普

遍霸凌行為產生的類型、霸凌者與受凌者的特質等，而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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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在不同的霸凌情境下，青少年所產生的霸凌行為有無因

所面臨的狀況不同而有所差異。因此本研究乃針對霸凌發生

的情境及其產生的霸凌行為進行探究。而本研究採用 WHO
（2010）的霸凌行為定義為－一個以上或一群學生對另一個

學生說出或做出惡意又討人厭的事情；也指重覆不斷用令人

不喜歡的方式去戲弄或故意排擠某位學生。然而，從上述研

究中可看見，多數的霸凌研究對象皆為中小學兒童，甚少探

究高中職階段的青少年，因此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高一至高

三高職生曾發生過霸凌行為的青少年。 
（二）霸凌情境與所產生之霸凌行為在性別上的比較研究 

大陸學者張文新（2004）所做的學校欺負及其社會生態

研究中分析發現，在欺負者方面：1.小學階段有 8.7％的男生

與 3.0%的女生，表示在本學期『有時』或更頻繁地欺負過別

的同學；2.中學階段也有 4.3%的男生與 0.8%的女生，表示欺

負過別的同學，且男生欺負同學的比率顯著高於女生。此外，

吳文琪、陸玓玲和李蘭（2013）對台灣 3,441 位國中生所做

的研究調查，也發現在曾霸凌他人的比率上，男生顯著高於

女生。 
而就性別在霸凌情境的國內研究中，有研究者曾分析性

別在中小學兒童受同學欺負的情況有無差異發現：1.小學男

女生在各種欺負情境上不存在顯著差異；2.初中男生則在『人

太善良』、『行為遭人厭』的情況有顯著高於初中女生，其餘

情況則不存在性別上的顯著性差異（吳素梅、何光耀，

2006）。 
然而，不僅霸凌情境在性別上有不同的差異外，性別在

霸凌者所產生的霸凌行為也有所不同。根據大陸學者針對中

小學欺負方式進行研究，發現：1.中小學階段以言語欺負比

率最高，佔 35.1%，其次是身體欺負，佔 20.8%，而關係欺

負的發生率最低，佔 18.3%。2.在小學階段男女生在言語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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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上無顯著差異，但在身體欺負或關係欺負上，則為男生顯

著高於女生。3.在初中階段男女生無論在身體欺負、關係欺

負與言語欺負上皆有顯著差異，且均為男生發生的比率高於

女生（張文新，2004）。但是，國內學者蔡靜思和吳明隆（2014）
對國小高年級學童所進行的校園霸凌研究中，則是發現言語

霸凌、關係霸凌、肢體霸凌及物品侵犯上，男生顯著高於女

生。且根據戰寶華（2011）對屏東縣國小高年級 513 位學童

所做的調查也發現：男性學童在遭受肢體、言語、性霸凌的

程度與女性學童有顯著差異。最後，在針對中學生的研究中，

也發現不同性別之國中生在霸凌行為上有顯著差異，其中男

生於肢體霸凌、言語霸凌、性霸凌及反擊性霸凌等 4 種類型

顯著高於女生，而在關係霸凌及網路霸凌上則男女並無差異

（賀欣音、郭丁熒，2012）。 
從上述可知性別在霸凌情境有差異性存在，且性別在霸

凌行為的方式上也有所差異，然而在以往的研究中較少探究

霸凌者在各種不同的霸凌情境下所產生的霸凌行為為何或

其在性別上有何差異性存在等議題。據以，本研究之的目的

有四，分別為： 
1. 瞭解高職生發生同儕霸凌之情境現況為何？ 
2. 各種同儕霸凌情境所產生的霸凌行為為何？ 
3. 同儕霸凌情境在性別上有無差異？ 
4. 各種同儕霸凌情境所產生的霸凌行為在性別上有無

差異？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乃採用問卷調查法蒐集資料，並以方便取樣方式

抽取樣本，抽取的樣本為台北市、苗栗市與彰化縣各一所高

職高一至高三學生。共計八個班級的學生，作為施測對象。

共計回收 277 份，有效問卷為 264 份，剔除從未經歷霸凌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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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的 115 份，僅 149 份符合本研究之研究對象，其中男生為

65 人（43.6％），女生為 84 人（56.4％）；一年級為 80 人（53.7
％）、二年級為 22 人（14.8％）、三年級為 47 人（31.5％）。 
（二）變項測量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以自陳問卷方式蒐集資料，其中

自變項為背景變項－性別，依變項為同儕霸凌情境及在霸凌

情境下產生的霸凌行為。 
1. 性別：運用虛擬碼的方式，將男生取值為 1，女生取

值為 0。 
2. 同儕霸凌情境： 
此變項的測量方法乃由研究者對五位高職生進行個別

訪談後彙整所得之資料，且參照吳素梅、何光耀（2006）之

「中小學兒童受欺負原因調查問卷」與蕭媚蓮（2010）之「學

校人際關係與校園霸凌行為量表」編製而成，形成 30 項自

陳霸凌情境指標，如為了能在群體中獲得認同、與對方有感

情上的糾紛、幫朋友出氣等，來測量高職生產生霸凌的情境

狀況。 
3. 同儕霸凌情境下產生的霸凌行為： 
此變項經由研究者個別訪談，並參考 Hymel 和 Swearer

（2015）針對 40 年來校園霸凌相關文獻而統整出的霸凌行

為類型，界定為：肢體霸凌（如肢體、踢打、搶奪東西）、

言語霸凌（如語言刺傷或嘲笑、綽號）、關係霸凌（如冷戰、

疏遠、排擠）、性霸凌（如說黃色笑話、娘娘腔、批評體型）

及網路霸凌（利用網路散布謠言、留下辱罵或嘲笑字眼）五

類，其測量方式乃由研究對象自陳之。 
（三）資料分析與統計方法 

本研究以次數、百分比等描述性統計（Descriptive 
statistics）分析，來檢視各變項之分佈情形；再由卡方考驗

（Chi-square test）統計分析方法分析各同儕霸凌情境與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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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差異性。 

四、研究結果 
（一）同儕霸凌情境之描述性統計 

表 1 乃是研究者針對 149 位高職生進行霸凌情境描述性

統計分析而得，從表中可知高職生較常發生的前十項霸凌情

境依序分別為：1.對方講話很白目（101 人）、2.對方在背後

散佈我的負面謠言（83 人）、3.對方做人做事太過機車（77
人）、4.幫朋友出氣（76 人）、5.對方在同儕間亂傳話（65 人）、

6.對方將我的隱私散佈出去（64 人）、7.看不慣對方總以為自

己了不起（58 人）、8.為了能在群體中獲得認同（35 人）、9.
自己有不如意的事（34 人）、10.對方搶了我的朋友（24 人）、

10.為了獲得一時的好玩開心（24 人）。從上述十項霸凌情境

內涵中，可發現有四項霸凌情境乃霸凌者本身因素而讓其產

生霸凌行為，此四項霸凌情境為：『幫朋友出氣』、『為了能

在群體中獲得認同』、『自己有不如意的事』及『為了獲得一

時的好玩開心』，其餘情境則顯示使霸凌者產生霸凌行為乃

因被霸凌者表現出不當的言行舉止而引發。 
（二）各種同儕霸凌情境所產生的霸凌行為 

表 2 為高職生經歷各種同儕霸凌情境時，所產生的各種

霸凌行為之次數分配表，從表中可看見，當高職生處於『自

己有不如意的事』、『對方學習表現差』、『對方講話很白目』、

『對方個性較為軟弱』、『對方同儕關係不理想』、『對方搶了

我的朋友』、『對方性格或行為上有異於他人』、『對方做人做

事太過機車』、『對方溝通表達能力差』、『對方將我的隱私散

佈出去』、『擔心對方知道太多自己私密的事情』、『看不慣對

方力求表現的行為』和『看不慣對方總以為自己了不起』之

霸凌情境時，其最常與同儕發生的霸凌行為為口語霸凌，其

次為關係霸凌，再其次則為肢體霸凌。 
而當其處於『為了能在群體中獲得認同』、『為了在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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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威權』、『對方在背後散佈我的負面謠言』、『與對方有感

情上的糾紛』、『對方在同儕間亂傳話』之霸凌情境時，其最

常與同儕發生的霸凌行為則是口語霸凌，其次為關係霸凌，

再其次則為網路霸凌。 
唯高職生在面臨『對方不跟我當朋友』之霸凌情境時，

最常與同儕發生的霸凌行為為關係霸凌，其次為口語霸凌。 
除此之外，當高職生處於『家長或老師視而不見的態度』

與『幫朋友出氣』之霸凌情境時，其最常產生的霸凌行為為

口語霸凌、其次為肢體霸凌，再其次則為關係霸凌。 
最後，當高職生沒有任何原因的與同儕發生衝突時，其

最常表現在口語與關係上的霸凌，其次才為肢體霸凌。 
（三）同儕霸凌情境在性別上之差異比較 

對同儕霸凌情境中的性別差異進行 2*2 的獨立性卡方考

驗，結果顯示（見表 3），在『2.家長或老師視而不見的態度』、

『9.對方講話很白目』、『12.對方的言行舉止較為女性化或男

性化』 、『17.對方搶了我的朋友』、『19.對方做人做事太過機

車』與『29.為了獲得一時的好玩開心』等 6 個霸凌情境上有

顯著性的性別差異外，其餘霸凌情境在性別上皆無顯著差異。

此外，在霸凌情境有性別差異的項目中，僅『17.對方搶了我

的朋友』此項為高職女生（21.4%）顯著高於高職男生（9.4%）

外，其餘各項皆為高職男生顯著高於高職女生。 
（四）同儕霸凌情境所產生的霸凌行為在性別上之差異比

較 
對同儕霸凌情境所產生的霸凌行為在性別上進行 2*2 的

獨立性卡方考驗，以檢驗其在性別上有無差異，結果顯示（見

表 4），第 1、2、4、6、9、10、12、14、17、19、22、23、
25、26、28 等題項之霸凌情境所產生的霸凌行為有性別上的

差異，各種霸凌行為的差異情形分述如下： 
1. 在產生肢體霸凌上具有性別顯著差異的霸凌情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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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朋友出氣』、『對方講話很白目』、『對方的言行舉

止較為女性化或男性化』、『對方在背後散佈我的負面

謠言』、『對方做人做事太過機車』、『對方將我的隱私

散佈出去』、『看不慣對方總以為自己了不起』、『對方

不跟我當朋友』與『對方在同儕間亂傳話』等，且高

職男生因上述霸凌情境而產生肢體霸凌的比率皆顯

著高於高職女生。 
2. 在產生口語霸凌上具有性別顯著差異的霸凌情境有：

『家長或老師視而不見的態度』、『對方講話很白目』、

『對方的言行舉止較為女性化或男性化』、『對方做人

做事太過機車』、『對方在同儕間亂傳話』，且高職男

生因上述霸凌情境而產生口語霸凌的比率皆顯著高

於高職女生。。 
3. 在產生關係霸凌上具有性別顯著差異的霸凌情境有：

『沒有任何原因』、『自己有不如意的事』、『對方搶了

我的朋友』、『與對方有感情上的糾紛』、『對方將我的

隱私散佈出去』、『看不慣對方力求表現的行為』、『看

不慣對方總以為自己了不起』、『對方在同儕間亂傳

話』，且高職女生因上述霸凌情境而產生關係霸凌的

比率皆顯著高於高職男生。 
4. 在產生性霸凌上具有性別顯著差異的霸凌情境有：

『對方長的難看（如肥胖、矮等）』、『對方的言行舉

止較為女性化或男性化』，且高職男生因上述霸凌情

境而產生性霸凌的比率皆顯著高於高職女生。 
5. 在產生網路霸凌上具有性別顯著差異的霸凌情境有：

『為了能在群體中獲得認同』、『對方在背後散佈我的

負面謠言』及『對方搶了我的朋友』，且高職女生因

上述霸凌情境而產生網路霸凌的比率皆顯著高於高

職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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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餘各種霸凌情境所產生的霸凌行為皆無性別上的

顯著差異。 
 

五、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1. 同儕霸凌情境與其產生的霸凌行為之探討 

從本研究結果得知，高職生較常與同儕發生衝突的霸凌

情境依序為：對方講話很白目、對方在背後散佈我的負面謠

言、對方做人做事太過機車、幫朋友出氣、對方在同儕間亂

傳話、對方將我的隱私散佈出去、看不慣對方總以為自己了

不起、為了能在群體中獲得認同、自己有不如意的事、對方

搶了我的朋友及為了獲得一時的好玩開心。此結果不僅呼應

了大陸學者紀林芹、張文娟、張文新（2004）所指出的青少

年在欺負方面存在著明顯的同質性現象，且在新同伴群體的

形成過程中，會把欺負行為作為獲得控制力的一種手段。此

外，也呼應了吳素梅、何光耀（2006）及劉仕慧（2015）的

研究，指出中小學兒童受同學欺負的情況包含有：沒有原因、

看不順眼、行為遭人厭等。 
再則，在各種同儕霸凌情境所產生的霸凌行為方面，從

研究結果可知高職生在面對不同的同儕霸凌情境，而產生與

同儕間不同的霸凌行為，其中最常發生的霸凌行為為口語霸

凌，唯當高職生遭遇『對方不跟我當朋友』的同儕霸凌情境

時，其最常產生的霸凌行為為關係霸凌。此研究結果與國內

外學者 Mok 等人（2014）、賀欣音、郭丁熒（2012）、戰寶華

（2011）及呂敏綺（2016）的研究皆一致。 
此外，本研究結果更可看出高職生在面對不同霸凌情境

時，所產生的霸凌行為各異，如：面對『對方不跟我當朋友』

之霸凌情境時，最常與同儕發生的霸凌行為是關係霸凌，其

次才是口語霸凌，而在『家長或老師視而不見的態度』與『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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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出氣』之霸凌情境時，其最常產生的霸凌行為則是口語

霸凌、其次為肢體霸凌、關係霸凌。與國內學者對嘉義市高

中職所做的霸凌受害學生個人特質及相關因素之研究結果

一致（呂敏綺，2016）。 
2. 性別差異之探討 

從研究結果可看出：性別對於霸凌情境或面對各種霸凌

情境所產生的霸凌行為有顯著差異的存在，且高職男生較高

職女生在面臨霸凌情境時所產生的霸凌行為多為口語霸凌、

肢體霸凌與性霸凌，而高職女生較高職男生在面對霸凌情形

所產生的霸凌行為則多為關係霸凌與網路霸凌。此研究發現

僅在口語霸凌及肢體霸凌部分與蔡靜思、吳明隆（2014）及

賀欣音、郭丁熒（2012）對中小學所做的研究結果相一致，

然而，在關係霸凌部分則與其他研究結果有所不同，其可能

的原因為高中職青少年正處在艾瑞克森(Eric H. Erickson)的
自我統整期，故無論男女生皆重視同儕間的關係，唯女生較

男生而言更重視與同性之間的關係，尤為重視情感親密關係

上的私交，而男生則喜歡以較為直接外顯的方式來表達支持，

因此當遇到霸凌情境時，女生便較容易採取操縱親密感來獲

得權力或他人的認同支持，進而提升自己的地位。 
除此之外，在同儕霸凌情境之性別比較中顯示：高職女

生較高職男生在面臨『對方搶了我的朋友』之霸凌情境時，

易與同儕產生衝突。而高職男生較高職女生易發生同儕霸凌

行為的情境為：『家長或老師視而不見的態度』、『對方講話

很白目』、『對方的言行舉止較為女性化或男性化』、『對方做

人做事太過機車』與『為了獲得一時的好玩開心』等。 
（二）建議 
1. 教學輔導方面： 
（1）提升教師對於各種霸凌情境與其產生的霸凌行為知能

有所辨識，並且對易受凌或霸凌者多加關懷與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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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達到預防重於治療，或早期發現早期處置之成效，

以降低霸凌者或受霸凌者所受的傷害。 
（2）培養學生具備尊重與同理心的態度，以使學童能試著

去了解他人的感受、處境，以降低因個人主觀喜好或

偏見，而產生霸凌他人的行為。 
（3）提升青少年情感教育、情緒管理及解決問題等相關知

能，以期在面臨不如己意之情境時，能有適當的紓壓

及因應策略。 
2. 研究方面： 
（1）本次調查以方便取樣方式，僅抽取彰化以北三縣市進

行研究，其可推論範圍較為侷限，建議未來可擴大研

究對象，除了可擴大推論範圍外，也可進一步了解霸

凌情境及其產生的霸凌行為是否有地區性的不同。 
（2）透過問卷調查所蒐集到的資料因無法深入了解霸凌情

境脈絡的全貌及霸凌者、受凌者在面對各種霸凌狀況

時，當下在做決定時所評估各項考量的想法，故建議

未來可以加入質性研究，例如：觀察法、訪談法等，

以做更深入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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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表 1 同儕霸淩情境次數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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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同儕霸淩情境之霸淩類型次數分配表(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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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同儕霸淩情境的性別比較 

 
 
表 4 同儕霸淩情境所產生的霸淩行為在性別上的比

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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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刊為學術性半年刊，每年 1 月及 7 月出刊，以探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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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刊審查程序如下： 

處    理  

方    式 

第 二 位 評 審 意 見 

 同意刊出 
 修 改 後 

  刊  出 

 修 改 後 

  重  審 

 不 同 意 

  刊  出 

第
一 

位 

評 

審 

意 

見 

同 意 

刊 出 
1 2 3 4 

修改後 

刊  出 
2 2 3 4 

修改後 

重  審 
3 3 5 5 

不同意 

刊  出 
4 4 5 5 

 狀況 1：寄接受函給投稿人。 

 狀況 2：(a)、函知投稿人逐項答覆。(b)、編輯委員核定通過後同狀

況 1。 

 狀況 3：(a)、函知投稿人逐項答覆。 (b)、送回審查人重審。 

 狀況 4：送第三位審查。 狀況 5：函知投稿人稿件不接受並退回

稿件。 

八、來稿請以電子郵件寄至 pychen@nhu.edu.tw。有任何問

題，請以前述電子郵件洽詢，或電洽社科院助理(TEL：
05-2721001，分機 2301 ；Fax：05-2427133 ) 

 
 

120

mailto:請以電子郵件@mail.nhu.edu.tw�


《南華社會科學論叢》撰稿體例 

 

一、來函文稿順序：首頁、中英文摘要、正文（含圖表）、

附錄、參考文獻。 

二、首頁內容： 

1. 中英文論文題目。 

2. 作者資料：作者中英文姓名、任職機構、通訊方式。 

3. 若有致謝詞，請於「註腳」提出。 

4. 摘要與關鍵字：中文摘要（500 字以內）、英文摘要(500
字以內)、關鍵字（勿超過六個）。 

三、正文規格 

1. 來稿請依最新 APA（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所訂之格式撰寫。 

2. 中文用細明體，外文用 Times New Roman，12 級字，1.5
倍行高。每一段落開頭縮排兩個字。 

3. 需要特別強調的文字請以標楷體表示。 

4. 一般專有名詞盡量寫通用的中文譯名，並於首次出現時

以圓括弧加註原文；外國人名直接以原文的姓氏表示，

如遇有相同姓氏者則以全名表示之。 

5. 表格或圖表若超過一頁者，請放在文後以附錄方式呈現。 

6. 標題： 標題序號，請以一、二、三、……，（一）（二）

（三）……，1. 2. 3. ……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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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文標點符號一律以「全形」方式輸入。 

8. 中日文書名前後加《》符號，西文書刊名以斜體表示，

不另加符號。 

9. 中日文篇名、法規、報刊前後加〈〉符號，西文篇名前

後加“ ”符號。 

 

四、引用規格 

1. 文中引用書目時，括弧中中文作者標全名，西文只標姓

氏；作者名與年代之間空半格，不加符號，頁數加在冒

號之後，如(Eliade 1987: 45)。若緊鄰於後的文中需要引

用前面同一筆出處，則請以(ibid.: 頁數)表示。 

2. 文中引用書目時若作者為二人時，作者間以「與」連接；

括號中，中文用頓號、西文用 and 連接。若作者為三人(含)
以上時，中文用第一作者加等字，西文用第一作者姓氏

加 et al.表示。 

3. 在正文中直接引述文句，引文前後加冒號及上下引號。 

(1) 引文後不加出處時，句尾的標點符號在下引號之前。 

(2) 引文後加註出處，句尾的標點符號在出處之後。 

(3) 所引用的文句是全句結構的一部分，下引號之前，不

加標點符號。 

4. 引文格式： 

(1) 如為 40 字以上，應獨立起段。引語左右各縮排兩個

字，前後不加引號。引語請以標楷體表示，引語中若

有需強調的部份請以底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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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為 40 字以內，不需獨立起段，僅需前後加引號。 

5. 數字寫法 

(1) 除特殊需要外，年代以西元為原則。 
(2) 除了年代以外，四位數以上加四位數撇節法。 

6. 註解：註解採隨頁註，正文中的註解編號以阿拉伯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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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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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一字，不加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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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參考文獻 

(一) 中日文在前，西文在後。 

(二) 中日文依作者姓氏筆劃，西文依字母順序排列。 

(三) 參考文獻的條列規則如下 

(1) 如引用的文獻是存放於網路上的文件，請詳細列出其網址。如： 

Rex, J. (1996) “ National I dentity i n the D emocr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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