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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本論文以「人權教育的民主理論基礎」為研究重點。首先，於第

一章的緒論中，研究者將陳述研究動機與文獻分析的結果，據此闡述

研究目的與問題等。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背景與動機 

 

康德(Imm. Kant, 1724-1804)眼中的教育，是一種播種和栽培的工

作，主要在培養人類技能的、實用的和道德的素質(歐陽教，1964)。

而教育的目的，依照康德(Imm. Kant, 1724-1804)的想法，在於能使個

人學會自律，完成「公民」所應具備的人格與德性。 

在教育的過程中，個人透過了對話(dialogue)的關係，與社會逐步

產生互動，並得以進入社會。對話關係的本身，就是社會建構的活動

(Nixon et al., 1996:53)。人類經由這樣的互動來「學習」這個社會，成

為這個社會的公民。 

 

壹壹壹壹、、、、台灣的教育需要人權教育台灣的教育需要人權教育台灣的教育需要人權教育台灣的教育需要人權教育 

 

如同後現代教育哲學學者所言，學校教育是思想再製的工廠，這

個社會需要怎樣的公民，多透過教育活動施予影響，特別是透過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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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這一環。所以當我們著眼於台灣的歷史脈落，從專制到民主的社

會環境，也造就了迥異的學校教育風格。研究者在此將先以歷史的演

變，說明台灣社會不同的環境所造成教育模式的轉變，進而說明現今

台灣教育為何需要重視人權教育。 

 

一一一一、、、、台灣教育的轉變台灣教育的轉變台灣教育的轉變台灣教育的轉變 

 

台灣社會與教育的關連性，最直接的相關乃屬「公辦教育」的環

節。台灣公家辦學的制度起於日本統治時期。從台灣公家辦學的歷史

脈落看來，過去台灣的教育受到了專制主義的控制。 

 

 1.日本統治時期日本統治時期日本統治時期日本統治時期(西元西元西元西元 1895-1945 年年年年) 

 

十九世紀末，因中日甲午戰爭勝利而獲得台灣的日本，為了實行

對異族殖民地的統治，日本政府開始利用學校教育作為意識形態控制

的場所，這時期的學校就成為訓練台灣人民服從與認同的地方。 

在日本統治後期，日本政府實施了「皇民化運動」，積極地拓展

受教育的人口，想以此大規模且有系統的塑造台灣人民成為日本人。

但如果從當時的公學校與小學校「修身」、「國語」課程內容來分析，

殖民政府有意在課本內文中給予「在台日人」和「台籍國民」不同程

度的訓示(許佩賢，1994)。日治時期台灣以殖民地的身分處於日本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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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管控之下，特別在教育的課程與制度中，相較於日本人，台灣人民

低下的身分導致自我價值被輕視，台灣人民也就不得已地養成了服從

的慣性。 

台灣的公辦教育制度在日本殖民期間建立，即在日本明治憲法體

制之下，成為所謂國家目的的工具，將接受國民教育視為一種義務 

(蔡月裡，2002：116)。因為教育的義務性質，使日本統治所實行的權

威體制教育模式，造成了台灣人在教育歷程中遭受到壓迫與不平等的

關係，讓台灣學生的權益相較於日本學生是比較低落的。 

 

2.國民政府接管時期國民政府接管時期國民政府接管時期國民政府接管時期(西元西元西元西元 1945-1987 年年年年) 

 

二十世紀中葉，正值二次大戰結束，當時接管台灣的行政長官陳

儀在 1945 年的除夕廣播中就提到：「台灣既然復歸中華民國，台灣同

胞，必須通中華民國的語言文字，懂中華民國的歷史。學校既然是中

國的學校，應該不再說日本話、不再用日文課本。現在各級學校暫時

一律以國語、國文、三民主義、歷史四者為主要科目，增加時數，加

緊教學。」(許智香，2006)，從這番話裡可以發現，國民政府企圖將

台灣殖民時期的日本文化全由中國文化所取代。 

不同的政權和不同的理念，對教育的影響也就不同。此時的國民

政府首先著重去除日本殖民的影響，旨在建立「中國化」的教育，消

除日本在台灣人民的形象和影響力，透過教育手段轉變原先台灣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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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識型態以穩定當時的政局，讓台灣人民心向中國，成立國語(北

京話)推行委員會，並於各縣市設立國語(北京話)推行所。 

1949 年，國民政府因國共內戰失敗後播遷來台，展開以國民黨

政府為主的統治。雖然台灣在國民黨接收，日本退守台灣之後，台灣

戰後混亂的情勢持續惡化，生活條件不佳，再加上國民黨對於台灣社

會的嚴密監控與規訓，台灣教育遭受到的權威壓迫仍不見鬆綁。當時

雖然有民主、法治與自由等相關口號，但戒嚴與動員戡亂等訓政方

式，卻讓專制集權的政治力量仍然存在當時的台灣。教育事務上，受

到國民政府「以黨治國」、「一黨訓政」的影響，教育方針之建立是立

基於「國民黨的根本政策之上」 (周志宏，2003：67)。接著，1947

年二二八事件的發生，以及種種白色恐怖事件，更加壓抑台灣民眾的

內心。 

歷經種種壓制，抑止了台灣人民對權利的伸張，民眾未因國民政

府的統治而讓人民意識擡頭，所以即使到了國民政府接管時期，台灣

人民仍未能正面地捍衛自己的權利。 

 

3.解嚴之後解嚴之後解嚴之後解嚴之後(西元西元西元西元 1987 年以降年以降年以降年以降) 

 

1987 年台灣解嚴，台灣人民此後逐漸擁有更多行使公民與政治

權利的自由，然而這一時期的政府仍然保有一些限制，導致 1989 年

堅持主張台灣獨立者鄭南榕，為了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而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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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自焚。 

1980 年舉行的國是會議，國民黨與民進黨大體上同意民主化的

全部程式。發展到此，政府當局對於來自社會各階層的不同聲音開始

重視，也開始以人民權利為主體來進行政治上的評估；1991 年 5 月

的「獨台會案」引來各界的強烈反彈，透過進行示威、抗議、遊行、

罷課等方式，終於使立法院決議廢止《懲治叛亂條例》；1992 年 5 月，

修正了刑法第 100 條，刪除了陰謀叛亂罪處罰，於是在法律上能夠落

實思想自由、學術自由與言論自由。至此，台灣人民終於享有百分之

百的言論自由。(李酉潭、張孝評，2002：45-87) 

於是乎解嚴後的教育，在民意及教育改革的呼聲中，總算鬆綁了

一些。但是今日，台灣的教育體制與環境仍趨於守舊。特別是校園景

觀所見的是各種標語、宣導，透過擴音器與布告欄，制度運作上則將

言教、訓誨與獎懲的功能，發揮得淋漓盡致；學生到了中學時期，還

須倚重教官們做訓育式的管理，使得學生的角色與學校環境的權力關

係產生對立(蔡月裡，2002：81)。 

弔詭的是，美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
1」發表的世界各國

自由度調查報告，台灣被列為第一級的「完全自由國家」，和英國、

日本、法國、德國等先進國家同樣等級2。台灣民主的發展不到二十

                                                
1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是以前美國總統羅斯福夫人（Eleanor Roosevelt）為首，於六十餘年前

所成立的國際人權組織，宗旨在監督與鼓勵各國的民主發展與自由保障，1972年邀集專家學者，

依據「政治人權」（Political Rights, PR）與「公民自由」（Civil Liberties, CL）的重要內涵，編

制了兩套指標，並依據這兩項指標，評估世界百餘個國家的民主與自由狀況，現在已成為檢視一

個國家是否屬於民主的重要依據。 
2詳見文後所附之「附錄四 獨立國家表：自由度的比較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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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們的腳步卻也跟上了這項民主潮流。Huntington(1994: 330)提

及在八○年代後期的台灣，蔣經國和李登輝對經濟和社會變遷所造成

的壓力有所因應，使社會朝著政治開放的腳步邁進。 

如今，台灣的經濟與社會環境促進了民主的進步，據自由之家近

期的資料3，台灣獲得自由之家在「政治人權」(Political Rights, PR)

與「公民自由」(Civil Liberties, CL)評比皆為最高等級的「1」，具備

了司法獨立與公民選舉的部分。台灣能躋身於重視政治人權與公民自

由的民主國家之列，是台灣成為國際上民主國家之一的證明。 

縱使台灣社會已列入高度人權國家，但是，反觀台灣的學校教

育，未因台灣的民主化讓訓育式教育的力量消除，學生仍然會受到訓

育式力量的影響，無法徹底消除教育權威的壓迫。學校教育與自由社

會的步調不一致，教育的步伐陷於過去的泥淖中。 

 

二二二二、、、、人權教育需要在台灣紮根人權教育需要在台灣紮根人權教育需要在台灣紮根人權教育需要在台灣紮根 

 

在自由社會的氛圍中，人民得以維護自己的權利，教育的內容與

方式，就必須跳脫專制的束縛，給予並教導學生以自由社會中的條件

來捍衛自己的基本人權。但令人惋惜的，從 1997 年以來，不論外國

機構或本國人權組織團體，多次對台灣人權狀況做指標式的評鑑報告

都很差，尤其是「兒童人權」更是大不如人意。雖然有人認為「人權

                                                
3
 參見文後所附之「附錄四 獨立國家表：自由度的比較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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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評鑑方式不是很確實，畢竟國情仍然和歐美先進國家有甚大差

別；人權是普世的基本原則，不應有所謂的「亞洲水平」或「地區標

準」或「台灣觀點」。因此我們應急起直追，讓人權意識普遍的在全

民心中形成，其中重要的關鍵就是「人權教育的扎根落實」，也就是

「人權教育如何落實」的根本問題(李柏佳，2006) 。 

在台灣尚未完全落實人權教育之時，我們迫切希望能急起直追，

因為我們需要一個非權威凌駕的教育，讓這樣的教育能喚起對個人人

權的注重，建構出每個孩子生存在自由社會中的「技能」。 

 

三三三三、、、、人權教育在台灣落實的困境人權教育在台灣落實的困境人權教育在台灣落實的困境人權教育在台灣落實的困境 

 

儘管在先進國家中的人權教育已司空見慣，但是在台灣的人權教

育卻在剛起步的階段而已，而且早期台灣教育界對於人權教育理論或

教學實踐的研究都非常缺乏，這就成為台灣現在人權教育在落實上的

阻礙。 

實施人權教育最重要的是施教者的信念及價值，必須符合人性尊

嚴與人權維護的理念，才不致發生言行不一、或侵犯、違反人權的情

形；實行人權教育的困境在於：傳統觀念的限制、教師文化的束縛、

經費資源有限、制度組織不全、實際教學環境並未有太多的改善、教

師教學負荷也未能減輕等 (湯梅英，2005：189-211)。在教育當局一

再要求教師付出卻少有相關支援的情形下，難免在教學運作上會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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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 

除了外在的限制外，台灣教育者的心態，也對人權教育的推動產

生莫大的阻力。具體來說，教學者的觀念存有十項迷思(李章瑋，

2000：38-43)： 

 

(一) 推動兒童人權會侵害教師人權。 

(二) 兒童人權的推動會造成親子關係緊張。 

(三) 人權教育是西方產物，不適合在國內環境發展。 

(四) 現在的孩子應多教他們一些義務的觀念。 

(五) 兒童人權很重要，但先別教給學生。 

(六) 某些特定身分的人不應該享有人權。 

(七) 我們是一個進步的社會，不需提倡人權。 

(八) 人權教育是一個模糊的概念。 

(九) 又要增加老師負擔了。 

(十) 人權是發生在其他地區的事務，和我們的日常生活無

關。 

 

    以上可發現，教學者心態的扭曲，是台灣人權教育推展的最大阻

礙，就算學者們提供方法，或是教育部頒定的人權教育分段能力指標

4，倘若不將觀念導正，人權教育的實踐終究無法確實，人權教育的

                                                
4參見文後所附之「附錄一 九年一貫人權教育議題分段能力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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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展，便會流於虛有其表而已。但是，如何讓過去未能受過人權教育

並對人權意義不甚瞭解的教師們能夠引導學生正確地去思考人權的

內涵，就是人權教育實踐過程中的大問題。 

其他衍生的問題諸如：台灣人權教育的推動，到底學校該開放的

界線在哪裡？根據是什麼？顯然每一位教師都各說各話；學生權利的

收放之間，教學者應該為何？又怎麼去評估？教學者的特質或想法應

該要怎樣才算是會教給學生正確的人權觀？這顯然又是個難以捉摸

的問題。這些深深關係到人權教育運作的問題，也就是研究者想要在

論文中探討的地方。 

 

貳貳貳貳、、、、民主思維建構出人權思想民主思維建構出人權思想民主思維建構出人權思想民主思維建構出人權思想 

 

究竟對人權的觀念而言，我們的思考憑藉應該為何？在此，研究

者將從民主理念對人權觀念的刺激為開端，對民主與人權教育的關係

做相關闡述，提出研究者欲以民主理論為基礎來探討人權教育的理

由。 

 

一一一一、、、、民主的潮流民主的潮流民主的潮流民主的潮流 

 

近代民主體制的形成，可以說是從西方歐洲的中世紀開始的。當

時基督教的勢力結合了世俗的政治，基督教世界利用「上帝面前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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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等證言來維持社會政治平等的價值，也被人們用來證明包括奴

隸制和農奴制的合理性5，但是這一類證言在內在本質上卻具有相互

矛盾的因素(Held, 1996)，雖然在上帝面前所有人類的地位是平等的，

然而不可否認的，人類出生之後已經存在的社會階級，卻是最大不平

等的來源。 

直至西方哲學家阿奎那 (St. Thomas Aquinas, 1225-1274)提出君

主不應該賦予無限權威的見解，接下來融合十一、十二世紀因貿易復

興的共和主義，人民開始意識到自我所應當擁有的公民權益，使得君

權神授的概念逐漸消彌。到了十七、十八世紀，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

的思潮竄起，透過思想家的激盪，對民主產生了強大推動力，如人們

「生而平等」的概念等，逐步帶動起民主的齒輪，導致世界產生了第

一波民主化的國家，時至今日，全球各地已經歷了三次的民主化的轉

變。 

第一波民主化(1828-1926)起源於美國革命與法國革命，此時大多

數國家的民主制度是逐漸發展起來的，約一百年的時間內，美國、瑞

士、英國、法國，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愛爾蘭和冰島與第一波民

主化結束後加入的西班牙和利智，總共有三十多個國家建立了至少是

最低限度的全國性民主制度；第二波民主化(1943-1962)起於第二次世

界大戰，盟軍的佔領促進了民主制度在西德、義大利、奧地利、日本

和韓國的建立，其他如土耳其、希臘、烏拉圭、巴西與哥斯大黎加也

                                                
5
 在基督教世界的觀念中，認為人人皆可透過禱告的方式，平等地與上帝溝通，所以在與上帝溝

通的過程中，並無階級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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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向民主，但其中也不乏民主制度遭到摧毀或倒退回有限民主的國

家，如巴基斯坦、阿根廷和祕魯等；到了 1974 年以後，第三波民主

化到來，儘管遭到抵抗和挫折，邁向民主政治的運動似乎便成了勢不

可擋的世界潮流(Huntington, 1994: 13-23)。第三波民主化國家中，並

非所有國家都被列入自由國家的行列，台灣能夠進入自由國家行列，

顯得難能可貴(李酉潭，1997：172)。 

「自由之家」的資料顯示，民主國家的數量，佔全球有相當的比

例，現今全球有 89 個國家為自由(free)國家，佔全球國家比例的 46

﹪；從人口比例看來，全世界有 46﹪處於自由國家中6。由此可見，

當今全球的民主國家數量與人口顯然佔相對的多數。「自由的全球趨

勢」(Global Trends in Freedom)
7顯示，1975 年起，自由國家佔全球比

例的 25﹪；1985 年，自由國家比例提升為 34﹪；到了 1995 年，自

由國家竄升至 40﹪；而 2005 年，自由國家已佔 46﹪。可看出從 1975

年開始，民主國家的數量與時俱增，所以成為一個民主且自由的國

家，確實是全球的走向。 

 

2.民主思維引發人權思想民主思維引發人權思想民主思維引發人權思想民主思維引發人權思想 

 

回到歐洲中古世紀，基督教的神權思想主宰了西歐中世紀長達近

1100 多年的時間，歷史上被稱為「黑暗的世紀」，其內涵即在於教會

                                                
6
 參見文後所附之「附錄二 全球自由國家比例」。 

7
 參見文後所附之「附錄三 自由的全球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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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權思想擡高神而貶低人，聲稱人帶有原罪，終其一生都必須透過

禁欲、遵守戒律與苦行來贖罪，如此在死後才能獲得洗滌罪愆，步入

的解脫的天國而與神同在。文藝復興運動在思想上即是針對源自於中

世紀歐洲的神權思想及其對人性的各種壓抑而生的，並且在這個背景

之下孕育出現代人權的萌芽。(張國聖，2003) 

人權概念的萌芽，在西方歐洲中世紀時所提出國王的權利應該受

到限制的觀念起開始形成，也引發當時能與國王抗衡的貴族勢力，開

始懂得捍衛貴族階級的權益，於是到了後期在民主風潮的推波助瀾

下，越來越多人意識到人權的問題，人權的概念也於是乎愈趨成熟— 

 

人權思想本非東方所有人權思想本非東方所有人權思想本非東方所有人權思想本非東方所有，，，，而是源於近代歐洲而是源於近代歐洲而是源於近代歐洲而是源於近代歐洲。。。。目前國人最常提目前國人最常提目前國人最常提目前國人最常提

及的英國及的英國及的英國及的英國《《《《大憲章大憲章大憲章大憲章》、《》、《》、《》、《權力請願書權力請願書權力請願書權力請願書》》》》固然在近代人權思想的萌芽固然在近代人權思想的萌芽固然在近代人權思想的萌芽固然在近代人權思想的萌芽

過程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過程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過程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過程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也提供了人權思想的資源也提供了人權思想的資源也提供了人權思想的資源也提供了人權思想的資源，，，，但是立但是立但是立但是立

論的基礎論的基礎論的基礎論的基礎，，，，事實上乃是歐洲中世紀封建制度的規範事實上乃是歐洲中世紀封建制度的規範事實上乃是歐洲中世紀封建制度的規範事實上乃是歐洲中世紀封建制度的規範，，，，強調領主強調領主強調領主強調領主(國國國國

王王王王)對附庸對附庸對附庸對附庸(貴族貴族貴族貴族)不可任意予取予求不可任意予取予求不可任意予取予求不可任意予取予求，，，，任何新的稅賦或是勞役義任何新的稅賦或是勞役義任何新的稅賦或是勞役義任何新的稅賦或是勞役義

務務務務，，，，都必須取得附庸的同意都必須取得附庸的同意都必須取得附庸的同意都必須取得附庸的同意。。。。(薛化元等薛化元等薛化元等薛化元等，，，，2003：：：：2) 

 

在中世紀的人權概念也逐漸蔓延至文藝復興。以文藝復興時期的

但丁(Dante  Al ighie r i ,  1265-1321)為例，其作品《神曲》(Divine 

Comedy)與《帝制論》(Monarchy)中強調上帝創造萬物給予人類的最

大恩賜即是人的意志自由，人類只有依憑意志自由才能享受如天堂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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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快樂，而要使人的才智充分發揮，實現和平與正義的理想王國，就

必須以人權為基礎(張國聖，2003：1-18)。換言之，以但丁(Dante  

Al ighier i ,  1265-1321)為代表的文藝復興運動，所展現的是一種以

人權反對神權的運動。 

文藝復興時期強調以個人主義為基礎，重視人的理性能力，此時

有不少民主理論的學者產出，如英國的霍布斯 (Thomas Hobbes, 

1588-1679) 、洛克 (John Locke, 1632-1704) ，還有法國的盧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 、 孟 德 斯 鳩 (C. deSecondat 

Montesquieu, 1689-1755)等，他們的理論企圖使人們能夠正視人的需

要，包括人的自由、尊嚴、價值、平等、幸福等源自於人性內在的需

要。 

接著啟蒙運動繼文藝復興運動而起，成為歐洲另一場思想解放運

動，產生了「天賦人權」的民主政治哲學思想，更為現代人權的保障

奠定了原始理論的基礎，也確定了每個人都具有不可被剝奪及不可轉

讓的生命、自由與財產的權利，成就了人權發展史上的「第一代人權

8」觀。影響所及，包括 1789 年法國大革命所頒布的《人權宣言》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Citizen)以及 1776 年美國的《獨

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都受到這股思潮的洗禮(張

國聖，2003：1-18)。受到了人此等觀念所洗禮，也導致英國《大憲

章》與《權力請願書》的出現，使得當時享有權利的西方資產階級開

                                                
8
 「三代人權」的說法最初由法國法學家瓦薩克(Karel Vasak)所提出，以後廣為學者所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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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享有人權。 

但是當時社會階級較低的有色人種、女性、無產者、非基督教徒

等由於缺乏政治的表達權，也就無法享受同樣地人權保護。所以後

來，勞工階層、女性團體等弱勢族群，開始爭取選舉權。至 1948 年

聯合國發表《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進一步擴展了人權的概念，如工作的權利、享受社會福利和教育的權

利等等，使人權不僅限於政治上的權益，而包含社會與教育等層次。

此時期的人權為「第二代人權」。 

十九世紀時，西方殖民主義擴張，被西方列強壓迫的亞洲、非洲、

拉丁美洲殖民地區的人民開始抗爭，於是 1966 年聯合國制訂了《公

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這時期為「第三

代人權」。隨之其他的國際人權公約還包括《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消除一

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

約》(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兒童權利公約》(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等。使享有人權的主體擴充到各種族、婦女與兒童等，導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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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來弱勢的族群成為國際人權所關心的焦點。 

在人權的演進的過程中，民主所扮演的正是個相當重要的條件，

沒有民主的體制，人權無法得到保障。換言之，民主是維護個人價值

的機制(Dahl, 1989:93)。也就是為什麼民主國家能夠比威權體系國家

表現出對人權較高的尊重 (Sørensen, 1998:124)。 

民主思想本身提供了人權思想開展的導火線，民主思維就這樣帶

動了人們對人權的重視，也導致民主在國家社會中的落實，使其人民

的人權能夠獲得較為完善的保障，使得人權與民主間的關係甚密。 

 

參參參參、、、、Dahl 與與與與 Sartori 民主理論的重要性民主理論的重要性民主理論的重要性民主理論的重要性 

 

過去有許多民主理論的大師，如提出科層制、政治領袖與民主意

義的韋伯(Max Weber, 1864-1920)，以及透過定期性選舉的競爭機制來

選擇政治菁英的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 1883-1950)等，其中熊彼

得更是對古典民主理論進行重要修正的第一人。Dahl 吸收了熊彼得

等前人的理論基礎外，更擴充了民主的概念；而 Sartori 也繼承了前

人的民主理論，對民主相關概念進行深入的分析，在混亂的意義中追

尋明確的脈落。 

Dahl(1915-)，即 Robert A. Dahl，是當代一位傑出的美國政治學

家，為耶魯大學政治學榮譽講座教授，並且是前美國政治學會主席，

是政治學界公認的民主理論大師。二十世紀四○年代以來，特別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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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民主」與「權力」的相關著作，從國家到地方，從政治到經濟等

的民主化問題，Dahl 都有深入的分析研究。 

正當「民主」一詞仍處於紛擾爭執之時，Dahl 早於《民主理論

芻議》 (A Preface to Democratic Theory)一書提出「多元政治」

(polyarchy)
9的概念，奠定其民主權威的地位。他的名著如《民主理論

前言》和《誰治理？美國城市中的民主與權力》(Who Governs？

Democracy and power in an American city)等，成為全球政治學界所耳

熟能詳的政治學經典。Dahl 在〈美國政治學評論〉(APSR)中被稱許：

「Dahl 談論民主時，人人都應該洗耳聆聽。」Dahl 不僅巧妙地吸收

了熊彼得等前人的菁華，並且引導著下一個世代對民主政治的理解。 

而 Sartori(1924-)，即 Giovanni Sartori，1969 到 1972 年任義大利

佛羅倫斯大學政治系系主任，之後轉至美國史丹佛大學為政治學教

授，1979 至 1994 年任哥倫比亞大學史維茨講座教授。Sartori 長期以

來對民主理論、政黨制度和憲政工程都有持續的貢獻，他的研究充滿

對社會自由的理念，同時，他化理念為力量，是社論寫作的先鋒者，

曾經以義大利報紙中所發表的文章，得到 Manuel Ibáñez Escofet 

Journalism Award 的榮譽。 

Sartori 的研究兼備歐洲傳統歷史解釋及英美概念分析的技巧，面

對西方民主所帶來的問題，特別是對於民主理論、政黨制度和憲政工

程，在 Sartori 的著作中，都可見到對這些民主問題的論述與解決方

                                                
9意指人民可自由參與政治，而在野的反對勢力可與執政者競相爭取人民的支援，「參與」與「競

爭」即為多元政治的指標，多元政治透過這兩者來反映民意，進而維持民主社會的運作。 



 

 17 

式，其實對於 Sartori 來說，解決西方民主中的問題，就是他寫作的

動力。 

 

由於人權的重視根源與民主的出現，使研究者欲以民主理論切入

人權教育的內涵，若以 Dahl 對近代民主因素的深入探討(橫向)，結合

Sartori 對於民主相關概念的分析與解釋(縱向)，預計能使民主理論的

探討趨於完整，引導研究者欲以 Dahl 與 Sartori 兩位民主大師的理

論為論理依據，從民主所根源的政治學裡攫取適當的養分以供應人權

教育的理論基礎。因此，本研究將以兩位大師的理論為起點，進而延

伸成為人權教育的民主理論基礎，探討人權教育的面目，以此作為台

灣人權教育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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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基於文獻探討是把與研究問題相關的文獻，予以探討或評述

(review)、綜合(synthesis)與摘述(summary)(王文科、王智弘，2005：

78)。以下將以 Dahl 與 Sartori 的經典著作及相關研究，以及台灣人權

教育的相關研究現況作為文獻探討的主要內容。 

 

壹壹壹壹、、、、 Dahl 與與與與 Sartori 的經典著作及相關的經典著作及相關的經典著作及相關的經典著作及相關研究研究研究研究 

   

在此一段落中，研究者分述 Dahl 與 Sartori 兩位當代民主政治學

家的重要著作，並且做扼要的說明。 

 

一一一一、、、、Dahl 的經典著作及相關研究的經典著作及相關研究的經典著作及相關研究的經典著作及相關研究 

1. Dahl 的經典著作的經典著作的經典著作的經典著作 

 

Dahl 的著作數量極多，自 1950 年開始不斷有研究論文與著作的

推出，數量之多，無法一一窮盡備載，因此僅將 Dahl 的重要著作列

舉如下： 

 

(1)《當代政治分析》 (A modern political analysis)
10

— 

                                                
10

 舊有中譯名為《現代政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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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本從理論上闡述政治學方法的著作，是給讀者一點基本概

念、觀念和分析工具的指南書，本書是瞭解歐美政治學研究新方法、

新進展的媒介，對於理解當代西方政治學的理論、方法及其發展有相

當的價值與意義。 

(2)《民主理論芻議》 (A preface to democratic theory)— 

本書是民主理論基礎的引薦用書。在五○年代，Dahl 以此書確

立了自己的學術聲譽。   

(3)《論民主》(On democracy )— 

Dahl 於 1999 年以八十五歲高齡出版此書，是專門爲一般讀者而

寫的普及性讀物，Dahl 也表示：「這部著作，主要不是寫給其他學者

和學術圈的人士看的，甚至也不是專門寫給美國人看的。無論是誰、

身在何處，只要他對這個內容廣泛的話題有一種嚴肅的興趣，想要更

多的瞭解，我希望我的書能對他有所幫助。」深入淺出的模式成為民

主入門用書之一。  

(4) 《多元政治 — 參與與反對》  (Polyarchy—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本書是一部研究現代民主政治和民主轉型的著作，Dahl 畢生致

力於現代民主政治的研究，此書正是多元政治最重要的闡釋。 

(5)《民主及其批判》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此書對民主轉型、民主程序與民主的侷限性有其深刻的見解。本

書出版之際，美國政治學會(APSA)旋即推薦為一九九○年「威爾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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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會」頒贈的比較政治與國際關係領域年度大賞(Woodrow Wilson 

Foundation Award)，隔年又獲得政治思想研究學會推舉為民主理論最

佳著作。 

(6)《誰治理？ 美國城市中的民主與權力》(Who governs? Democracy 

and power in an American city)— 

透過詳細研究美國的社區重建和教育改革的過程，展示不同群體

均有機會影響政策結果。本書中，Dahl 承認現代民主政治中成員在

知識、財富、社會地位及其他資源分配上的不平等，政治實際只是少

數活躍分子的舞臺，所以統治集團應是開放、多元的，並通過選舉和

競爭性的政黨，對民衆的利益做出回應。 

 

2. 與與與與 Dahl 有關的國內研究有關的國內研究有關的國內研究有關的國內研究 

 

    研究者以「全國博碩士論文摘要檢索系統資料庫」以及「中華民

國期刊論文索引資料庫」檢索，所得相關性較高的論文如下。學位論

文方面，有下列三篇： 

 

(1) 郭淑敏(1987)的《菲律賓從民主到獨裁—結構與文化因素之探

討》，主要是以 Dahl 多元政策中所提出的變項為研究架構，來檢視

菲律賓為何會從民主政治變成一人的獨裁。 

(2) 賴淑珍(1980)的《Robert A. Dahl 的民主政治理論之研究》以 Da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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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元政治理論作為研究 Dahl 民主理論的焦點，深入研究其多元

政治的內涵。 

(3) 蔡季廷(2002)的《論台灣公民投票之法制化問題—以 Robert A. 

Dahl 民主程序標準為中心》援引 Dahl 的民主程序理論作為台灣公

民投票制度設計的重要準則。 

 

另外，在國內期刊論文方面有陳宜中(1999)〈再詮釋達爾的民主

思想：一個另類觀點〉一篇，重新以批判的立場說明 Dahl 的民主思

想。 

 

二二二二、、、、Sartori 的經典著作及相關研究的經典著作及相關研究的經典著作及相關研究的經典著作及相關研究 

1. Sartori 的經典著作的經典著作的經典著作的經典著作 

 

Sartori 的著作自六○年代以降不在少數，難以在此逐一列舉，因

此下列僅將 Sartori 的重要著作列舉如下： 

 

(1)《民主原理》(Democratic Theory)與《民主新論》(The Theory of 

Democracy Revisited)
11

— 

《民主新論》可視為《民主原理》的再版。書中 Sartori 表述了

一些民主相關概念的詞源學意義，逐步為民主的概念進行觀念的澄

                                                
11

 《民主新論》（The Theory of Democracy Revisited）內容許多部分與《民主原理》（Democratic 

Theory）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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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在混亂的民主相關概念中，試圖找出其明確的定義。 

(2)《比較憲政工程》(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Engineering: an Inquiry 

into Structures, Incentives and Outcomes)— 

在本書中，Sartori 對於分權的民主憲政體制進行結構的分析，並

對各類民主憲政體制進行相關的評論與說明。 

(3)《政黨與政黨制度》(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12

— 

Sartori 從比較的角度將政黨運作的方式進行經驗性的分析，此一

著作影響政黨制度研究甚為深遠。 

 

2.與與與與 Sartori 有關的國內研究有關的國內研究有關的國內研究有關的國內研究 

 

研究者以「全國博碩士論文摘要檢索系統資料庫」以及「中華民

國期刊論文索引資料庫」檢索，所得相關性較高的論文為下列兩篇： 

 

(1) 洪國禎(2004)的《俄羅斯政黨選舉：以 2003-2004 選舉週期為例》，       

此篇論文主要是利用 Duverger 的選舉法則(Duverger’s electoral 

laws)和 Sartori 的政黨體系理論，來檢視目前俄羅斯政黨政治發展

的情況，並對俄羅斯聯邦總統選舉辦法提出意見。 

(2) 曹顯中(2002)的《一九九八年以來墨西哥政黨政治發展之研究》，

研究 1988 年以來，墨西哥政黨體系變遷之脈絡，以 Sartori 及

                                                
12

 2003年 1月中譯重譯為《最新政黨與政黨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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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verger 兩位學者的理論為基礎，觀察墨國選民在投票行為上的改

變。 

 

國內期刊論文方面有兩篇：曾建元 (1999)〈薩托里 (Giovanni 

Sartori)的憲政工程論〉著重在憲政工程論內容上的呈現；吳文程(1998) 

〈評《比較憲政工程》〉，此為 Sartori《比較憲政工程》一書的書評。 

 

三三三三、、、、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在檢索與瀏覽的過程中，研究者發現，現有相關研究中，內容引

用 Dahl 思想的篇目較多，但僅有上述所列舉的幾項能夠集中於 Dahl

民主理論的研究。同樣地，針對國內的研究看來，引用到 Sartori 理

論的篇目較多，卻僅有上述的篇目直接聚焦於 Sartori 政治理論的應

用與理論的呈現。 

 

貳貳貳貳、、、、人權教育之相關研究人權教育之相關研究人權教育之相關研究人權教育之相關研究 

 

相較於已經採取學生本位思考13為教育方針的西方國家而言，人

權教育的實踐已經是理所當然的事，但是台灣教育的過去卻缺乏了這

一塊，我們對人權教育的需求也就更強烈，所以近年來台灣在人權教

                                                
13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西方進步主義（Progressionalism）教育理論對傳統教育強調形式訓練

產生了反動，其背景即對過去以成人眼光來看教育制度的不滿。最重要的著作即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的《民主主義與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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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研究上不斷努力。以下段落，研究者將以台灣的研究為主，分析

台灣近來人權教育的研究現況。 

 

一一一一、、、、國科會相關研究方面國科會相關研究方面國科會相關研究方面國科會相關研究方面 

 

但昭偉(1998)之研究計劃為「人權保障與人權教育—小學階段人

權教育之研究(一)」，主要內容是對於國民小學推動人權教育的情況

做一初探性研究；湯梅英(1999)所主持的研究為「人權保障與人權教

育—小學階段人權教育之研究(二)」，研究結果強調人權文化的培

養。其中，兩則研究計劃乃同一計劃所劃分的兩個階段。 

 

二二二二、、、、關於人權教育的學位論文關於人權教育的學位論文關於人權教育的學位論文關於人權教育的學位論文 

 

台灣目前學位論文關於人權教育之研究內容與結果，概述如後— 

 

(一) 廖飛筆(1998)所撰《國中在職教師與未來教師人權教育態度之調

查研究》，比較出未來教師比起在職教師在人權態度上較為積極； 

(二) 陳玉佩(1999)研究的《國民中學人權教育課程內涵之研究》，發現

人權教育學科知識與課程內涵佔重要地位； 

(三) 黃明珠(2001)的《國民小學教師人權教育認知與管教行為之研

究》，結果發現多數國小教師願視人權權教育的實施有正面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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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認知與管教間有相關的存在； 

(四) 薛玉蓮(2001)以質性方法所做的《人權教育融入國小教學歷程之

研究》，發現支援人權教育的動力得自教師、學生、家長以及教

師所屬團體等； 

(五) 夏智瑩(2002)的《人權教育之實施原則與策略之研究—以教育部

人權教育實施方案為例》分析人權教育之課程、教材與環境，並

加以評估； 

(六) 許佳慧(2002)所做的《國小實施人權教育之個案研究》，結果發現

個案教師專業知識的不足，以及教科書能力指標上的分配不均； 

(七) 林師如(2003)研究的《人權教育研究：教師素養與學生管理取

向》，顯示教師素養與學生管理取向間呈現多元的交互關係； 

(八) 蔡慧琦(2003) 《國小三年級人權教育課程設計之行動研究》，以

行動研究的方式發現研究班級、協同教師能力等因素對人權教育

的進行有所影響； 

(九) 潘毓斌(2003) 《高雄市立國小教師人權教育態度與實施現況之調

查研究》，針對高雄市立國小教師做調查； 

(十) 洪柏鎮(2003)撰之《立憲主義下的人權教育—台日美中學教科書

的比較分析》發現配合人權教育的推展，民主憲政體制是必要的； 

(十一) 唐秋霜(2003) 《九年一貫課程人權教育能力指標核心內涵之

探討》，發現部分能力指標可能造成理解上的困擾； 

(十二) 張馨丹(2003)研究的《校園人權環境之探究—以台南市國民中



 

 26 

學為例」，結果發現，資源與知識的欠缺會影響人權教育的表現。 

 

三三三三、、、、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針對以上所述的人權教育相關研究，我們不難發現，研究大多探

討現今人權教育在師資內涵、教材設計與學校環境的缺失，以及如何

彌補的問題，至於教學者應如何思考、衡量與行動方面，缺乏深刻的

探討。 

眾所皆知人權教育需要多方面的改進，教師對人權教育的知能需

要多加培養，但因為台灣的過去並未同時與西方人權思潮並進，導致

台灣所談的人權教育內容便停留在要做什麼(what to do)和如何去做

(how to do)的治標問題上，而很少想到為何要做(for what)的治本問

題，造成教學者對人權教育認知與認同的缺乏。 

所以為人權教育提供理論基礎便成為本研究的重要目的，雖然人

權的本質實際上是建立於西方傳統之上，相較於華人世界而言，西方

傳統觀念與華人文化是屬於不同的脈落，但若依據普世人權的觀點，

人權不應該以文化作為區隔，人權應該是世界人類所應當共同享有

的。就因為如此，本研究以民主理論為起點，企圖引介西方觀點，使

台灣的教學者對人權教育能夠建立普世的觀點，試圖建構出人權教育

背後的一套理論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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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方法研究目的與方法研究目的與方法研究目的與方法 

 

    繼研究動機與文獻探討之後，本章將針對研究目的與問題、研究

辦法與限制兩部分進行說明。 

 

壹壹壹壹、、、、研究目的與問題研究目的與問題研究目的與問題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研究欲自 Dahl 與 Sartori 兩位政治學大師的民主理論著手，抽

取出可供人權教育參考的理論基礎。相關研究目的與問題羅列如下： 

 

一一一一、、、、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本研究《人權教育的民主理論基礎—以 Robert A. Dahl 與

Giovanni Sartori 為例》之研究目的如下所示： 

 

一、 以 Dahl 與 Sartori 的民主理論深究人權教育的核心概念。 

二、 從 Dahl 與 Sartori 民主理論的思維中，推論人權教育落實過程

中，教學者與教育環境所應具備的條件。 

三、 希望從 Dahl 與 Sartori 的民主理論中得到對人權教育的啟示與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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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 

 

承上述所言，本研究的研究問題如下： 

 

一、 從 Dahl 與 Sartori 的民主理論中深究出的人權教育核心概念內

涵為何？ 

二、 從 Dahl 與 Sartori 民主理論的思維中，推論人權教育落實過程

中，教學者與教育環境應該具備哪些條件？ 

三、 Dahl與Sartori的民主理論能夠給予人權教育什麼樣的啟示與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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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研究方研究方研究方研究方法與限制法與限制法與限制法與限制 

 

本節中，研究者將對研究方法與研究限制進行說明與陳述。 

 

一一一一、、、、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將藉由分析研究(analytical approach)的方式，從 Dahl

與 Sartori 兩者的民主理論著作進行分析，主要以兩者著作之文本為

中心，輔以其他民主理論著作與相關研究的二手資料，透過蒐集、整

理、分類的過程，閱讀與分析交互進行，接著將視其特殊性做適當的

編排，呈現兩者理論的特色。 

得知 Dahl 與 Sartori 對民主理論的見解後，研究者則會根據 Dahl

與 Sartori 的理論為重心，對可作為人權教育所用的概念深入探討，

試以歸結出人權教育的民主理論基礎，進而探求 Dahl 與 Sartori 對人

權教育的啟示。 

於是，在後面章節的編排上，第三章則是 Dahl 與 Sartori 的民主

理論，第四章「檢視人權教育的核心概念」則以此為基礎，以 Dahl

與 Sartori 的民主理論為主體，對人權教育的各個組成概念進行詮釋，

並延伸探討人權教育的落實環境，這就成為第五章「落實人權教育的

民主情境」的內容。因此，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如下圖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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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圖一圖一圖一  研究架構圖研究架構圖研究架構圖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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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 

 

由於本研究始於 Dahl 與 Sartori 民主理論的探討，唯恐研究失去

焦點而導致離題之虞，因此非關係人權概念的民主理論部分，研究者

將視其相關性採取精簡說明或略而不談，因而 Dahl 與 Sartori 的民主

理論部分便有無法窮盡之處。 

同時，在研究過程中，蒐集、整理、分類與分析的方式涉及研究

者的主觀判斷，然而研究內容與價值判斷確實難以分割，畢竟，「事

實永遠無法獨立於價值之外，或是脫離某種意識型態的刻鑿

(Carspecken, 2004:5)」，研究者的意識型態或價值觀，將不可避免地可

能納入研究之中，所以為了使研究者主觀的意見減至最低，研究者當

與指導教授進行討論後，得到較為客觀的研究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