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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公民教育的相關論述 

 

在個人和群體之間的掙扎一直是我國公民教育的核心議題，尤其是一個長期

處於權威服從的政治文化體系，要自由、要民主的主張自然對其產生強力的衝

擊，欲在個人和群體之間抉擇的矛盾和拉力可想而知。「公民科」在我國設置的

前後期間，關於公民教育的相關論述幾乎皆環繞於此一議題的討論上，這些論述

對於「公民科」的設置以及對於「公民科」這一個學科的認知都至為關鍵，因為

這樣的認知不但主導了整個「公民科」的理論基礎，也決定了其所呈現的課程內

涵。接下來，筆者則欲從當代關於調和個體自主性以及社群共善的論述觀點，檢

視這些對於我國「公民科」的設科以及「公民科」的學科樣貌影響至關重大的文

獻，探討這股關於公民教育的論述如何形成、其論述的意涵、其間的論點，以及

這些論述對於「公民科」獨立設科後的教育目標有何影響。 

 

一、「尚公」的教育宗旨 

 

清光緒廿年中日甲午戰爭之後，激起我國人民強烈的愛國救國思想。因此，

在政治上有興中會的成立，其誓言中宣稱「驅逐韃虜，恢復中華」，企圖重建一

個嶄新的民族國家；而在教育裡則有「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31教育

                                                 
31.這個教育宗旨乃是起因於對當時現勢的反省。在清光緒三十二年，學部尚書榮慶等奏請宣佈教

育宗旨的奏摺中即指出：「惟中國當列強雄視之時，必造就何等之國民，方足為圖存之具，此不

可不審者也。中國之大病曰『私』，曰『弱』，曰『虛』，必因其病之所在，而拔其根株，作為新

機，則非『尚公』、『尚武』、『尚實』不可也。」而〝忠君〞、〝尊孔〞的主旨之所以出現，是因

為「日本之圖強也，凡其國家安危所繫之事，皆融其義於小學讀本中，先入為主，少成若性，

故人人有急公義洗國恥之志，視君心之休戚為全國之榮辱，視全國之榮辱，為一己之禍福，所

謂君民一體也。」故在其奏摺中指出：「『忠君、尊孔』確為中國政教之所固有，而亟宜發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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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的出現，冀望達成富國強民之教育方針（原春輝，1963：1）。自此而後，許

多學者都將「尚公」一詞的出現視為我國公民教育開始的濫觴32。至於「尚公」

一詞其實質所指之意涵為何？我們可從當初榮慶、張之洞等人所擬定的這份教育

宗旨中探知： 

 

所謂「尚公」者何也？列強競起，人第見其船堅砲利，財富兵雄，以為悉英雄豪傑主持之，

故國以強盛。而不知英雄豪傑，間世一出，不可常恃也。所恃以立國者，乃全國之教育為

之也。其學堂所誘迪皆尚信義，重修睦，如修身、倫理、歷史、地理等科無不啟學校生徒

之感情，以養其協同一致之性質。惟我國學風日變，修身齊家之事上多闋然不論。至於聚

民而成國，聚人而成眾，所以盡忠義親愛之實者，則更不暇過問。群情隔閡，如為其私。

通國之中，不但此省人彼省人意存畛域，即一州一縣乃至一鄉一家一族之中，亦各分畛域。

今欲舉支離散渙者而凝結之，盡自私自利者而滌除之，則必於各種教科之中，於公德之旨，

團體之政，條分縷析，輯為成書，總以「尚公」為一定不移之標準，務使人人皆能視人猶

己，愛國如家，蓋道德教育莫切於此矣（原春輝，1963：4-5）。 

 

從這份奏摺裡關於「尚公」的內容可知，其原文乃具體指明「尚公」為道德教育

的內容，藉此可知，自公民教育的論述開始，公民教育在我國和道德教育幾乎是

劃上等號。 

首先，「尚公」的提倡是為了藉由儒家講信義、重修睦的道德規範，滌除導

致國人形成一盤散沙的家族、地域觀念，並企圖於修身、倫理、歷史與地理等教

科之中注入「視人如己，愛國如家」的國族觀念，以啟迪國民團結一致以對外的

心志。因此，「尚公」所指稱的僅是涉及個人修身層面的道德意涵，以為擴大尚

信義、講修睦的境界即能激發愛鄰舍、愛鄉里，甚至愛國家的情節，且其文中並

                                                                                                                                            
拒異說者」（原春輝，1963：2-3）。  
32.任時先（1968）即明確的指出：「公民教育思想發刃最早是在清光緒三十二年學部奏定的五項

教育宗旨，其中『尚公』一項，雖未名言公民教育四字，但是從其原文中的『務使人人皆能視

人猶己，愛國如家』的意思推測，顯明指的是公民教育而言」（任時先，1968：372）；林清江（1980）
在《我國中小學公民教育內涵及實施成效之研究》一書中即明言：「、、、從以上所述『尚公』

的涵義去理解，不僅可以發現其中蘊含著『公民教育』的實質，同時也播下了『公民教育』的

種子」（林清江，1980：27）；曹世昌（1993）則指出：「我國推行公民教育的歷史悠久，公民教

育的概念發展，則以清末『尚公』的教育為起點」（曹世昌，199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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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指出作為一個公民的身分以及這個身分所需要的關於參與鄉里國家公共事務

等涉及社會、群體層面的實質公德之意涵；此外，雖然文中提及「必於各種教科

之中，於公德之旨，團體之政，條分縷析，輯為成書」，但這樣做的實質目的乃

是為了專制君權的鞏固，實非為了訓練一個有能力參與和判斷政治的公民。這種

為鞏固君權以實施的教育，其意旨明確地彰顯於下面這段闡釋上述教育宗旨的引

文中： 

  

東西各國政體雖有不同，然未有不崇敬國主以為政治之本者。近世崛起之國，德國與日本

稱最矣。德之教育，重在保帝國之統一。日本之教育，所切實表彰者，萬世一系之皇統而

已。、、、彼山野椎魯之民，其於國家之休戚或瞢然而不知，或漠然不以為意者，非民之

無良也，無以喻之則不曉，無以激之則不動，無以訓迪之則知識不進，而忠義之氣雖發而

不能中節，是則司教育者之職也。、、、我國夙稱禮義之幫，忠愛根於性生，感發尤易為

力。、、、外患之所由乘，內政之所當亟，捐除忌諱，擇要編輯，列入教科，務使全國學

生每飯不忘忠義，養天地而私天地高後之恩，睹時局而濔風雨飄搖之懼，則一切犯名干義

之學說，皆無由而萌（原春輝，1963：3-4）。 

 

簡言之，其所要倡導的〝公德〞並非達傑所謂能夠彰顯個體自主性的〝公民

德性〞，乃是以發揚忠孝節義等傳統道德禮教為名，行合理化專制體制的正當性

與合法性之實，企圖泯除當時民心思變的強烈改革意念，以利當權者之權力的鞏

固。顯然地，這個教育方針所欲培養的仍是一個〝忠君〞的順民，並非是一個擁

有自主權且能自我管理的公民。 

 

二、蔡元培的政治道德教育 

 

蔡元培在關於新教育的評論中，首先提出〝公民道德〞的概念，並公開指明

〝公民道德〞的教育乃是隸屬於政治教育的領域（蔡元培，1995：78-79）。雖然

如此，隸屬於政治範疇的公民教育和道德教育仍是被混為一談的。所不同的僅是

從隸屬於個人修身層面的道德價值中區別出屬於公民德性的政治價值。換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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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長期以來的那種〝隱性的政治道德教育〞33，至此才由蔡元培將之逐漸轉化

為〝顯性的政治道德教育〞。 

這種〝顯性的政治道德教育〞，可從蔡元培闡述其劃分隸屬於政治範疇的教

育和超越政治範疇的教育兩種類別中得知。隸屬於政治範疇的教育乃是出於政府

為完成政治上的某種目的，往往以教育為手段，讓教育配合政治的運作或成為政

治的工具。蔡元培將〝公民道德〞的教育視為是一種隸屬於政治範疇的教育，且

認為〝公民道德〞的教育無法在超越國家界限之外和超越現象世界34的狀態下被

談論。因此，〝公民道德〞的教育只是著眼於這個國家界限內大多數人民的實際

幸福，且這個幸福的目標是透過國家的立法部門來審議，經由行政部門執行和司

法部門加以保護而成（蔡元培，1995：80）。故〝公民道德〞的教育無法在超出

國家的界限之外實施，且唯有實施〝公民道德〞的教育才能避免因為實施〝軍國

民教育〞35導致的內部私鬥、或是外部侵略的產生，也可以減少因為實踐〝實利

教育〞所造成社會貧富不均的現象，並降低勞資衝突的關係（孫常煒，1976：22）。

故這個透過〝公民道德〞的教育所欲達成的幸福目標，同時必須要靠〝軍國民教

育〞以加強國家的武力，和〝實利教育〞以促進國家的富足才能達成。 

                                                 
33.筆者所稱〝隱性〞的政治道德教育乃是意味著，表面上道德教育的實施是為了陶鑄個人 的   品
格與修養，但實質上卻是企圖透過道德的教育（通常是灌輸）來傳遞單一的政治價值，例如忠

君、愛國等對權威絕對服從的政治價值，以利其政權的維持和鞏固；〝顯性〞的政治道德教育則

是指當權者公開地宣稱進行政治道德的教育（亦或稱作是公民道德的教育），並明言其所實施的

意義、目的與精神，且通常其所傳遞的政治價值的內涵是可以被討論和改變的。  
34.蔡元培以康德的理論來詮釋現象界和實體界。他認為「現象世界之事為政治，故以造成現世幸

福為鵠的；實體世界之事為宗教，故以擺縱現世幸福為作用」。換言之，現象世界是相對的，且

受限於時間和空間的經驗及規範；但實體世界卻是絕對的，不但超越因果律的規範，也沒有時

間和空間的限制，是可以完全透過直觀而得的（蔡元培，1995：80-82）。  
35.針對我國傳統的封建教育脫離社會的實際生活，輕視生產的勞動，忽視給學生謀生的基本知識

和技能，僅講求晉升仕途的記憶背誦之學，以致國弱民貧的這一弊端，蔡元培分別提出〝實利

教育〞和〝軍國民教育〞以救之。所謂〝實利教育〞，意指培養社會所需的實用人才，增加生產

力，進而創造一個富足的社會；而〝軍國民教育〞的提出乃是因為我國人民體質虛弱，導致長

期以來面臨國際強權的欺侮和侵略，故必須加強軍事體育教育，使人民有強建的體魄，才足以

武裝自衛，並且防範內部軍閥的專權，以使我國和他國的勢力能趨於平等（周谷平，1996：
10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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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我們可以發現，蔡元培是將公民教育和政治教育等同，但他認為，具

有「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的君子德性即能達致「修身、齊家、治國、平天

下」的政治倫理。換言之，他主張公民的德性必然是一種合於君子的德性，這種

觀點和古典共和主義的公民觀是一致的，但至於君子的德性能否轉化為公民的德

性，像鮑伯等調和論者不見得會持肯定的態度。 

值得注意的是，蔡元培認為像是美感教育與世界觀教育等超越政治範疇的教

育只有在共和時代才會出現，在專制時代就只有像是實利教育、軍國民教育和公

民道德教育等隸屬於政治範疇的教育。然而，他在修正民國元年的教育宗旨時卻

提出：「注重道德教育，以實利教育、軍國民教育輔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

德」（蔡元培，1995：79）。很顯然地，他認為隸屬於政治的教育雖然為每個國家

所必要，但共和立憲政體的教育目標並不能僅滿足於此，尚需藉由超越政治範疇

的教育以造就一個人之所以為人的目的。故他在批評清光緒廿九年的教育宗旨時

指出： 

 

忠君與共和政體不合，尊孔與信教自由有違，尚武即軍國民主義也，尚實即實利主義也。

尚公與吾所謂公民道德其範圍或不免有廣狹之意，而為要同意，惟世界觀及美育則為彼所

不道，而鄙人尤所注意，故特殊通而證明之，以質於當代教育家，幸教育家平心而討論焉

（蔡元培，1995：84-85）。 

 

民國成立以後，蔡元培意圖倡導一個以人民為主體思考的教育途徑，並修正 

封建專制以來純粹以政治目的為導向的教育方針，企圖調和由封建過渡到民主共

和體制的教育思想。但他所提出的調和模式，並不是透過公民道德的教育，而是

藉由美感教育和世界觀教育的實施。因為他所界定的公民道德教育只是隸屬於政

治範疇的教育，是根據國家的需要和政治的目的來制定和修正的。因此，他認為

惟有透過超越政治範疇的美感和世界觀的教育，才是將人民當作教育主體來思考

的教育，也才能教育出一個人之所以為人的真正價值。因為世界觀的教育乃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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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學，一宗門之教義，梏其心」（原春輝，1963：

15）的教育，而這種超越政治範疇的教育只有在真正以人民為主體的共和體制之

下才能實現。換言之，蔡元培並不認為公民教育是一種以人民為主體而實施的教

育，也不認為公民教育可以在超越國家界限之外討論，更不認為它能夠養成共和

體制下所需要的公民---一個具有獨立自主思考的人。這樣的論點較之當代的調和

論者則顯得悲觀許多，當代調和論者認為公民的參與即是一種個體自主性彰顯的

行為，這也許和對當時的政治文化認知有關，畢竟在那個年代，政治參與也可能

只是另一種權威服從模式而已。因此，蔡元培所提倡的公民教育乃是一種具有特

定共善政治教育，故他將公民教育放在德育的範圍36，其世界觀教育反而比較接

近當代的論述。 

 

三、朱元善的公民教育 

 

    因此，朱元善批評蔡元培的這個教育方針，認為它並非是以共和立憲的國家

本質為著眼點，且無法彰顯我國由君主專制改為共和立憲體制的教育精神，也無

法養成共和立憲體制所需要的國民素質。他認為蔡元培的這個教育方針並不切合

新國家體制的生活，不但其目標不明確，範圍也過於廣泛。在這個強烈的知覺與

體認下，朱元善因之提出了「非實施公民教育不可」（朱元善，1916：5）的主張，

以作為養成共和立憲體制所需之新國民的方法。自此而後，關於公民教育的直接

論述才正式展開。 

    朱元善在〈今後之教育方針〉一文中指出： 

 

    所謂公民教育者非他，乃確認個人為組織國家之分子，而藉教授訓練之力以完成其堪任公

民之資格而已。換言之，即在喚起國家觀念以矯正其冷淡國事之弊，使之對於國家有獻身

                                                 
36.蔡元培將軍國民教育視為體育，實利主義是智育，公民道德和美感教育是德育，世界觀教育則

包含體育、智育和德育三者（蔡元培，199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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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公之精神，對於一己有自營自主之能力，此公民教育之意義也（朱元善 1916：6）。 

     

從這段引文的內容中，我們可以將其關於公民教育的論點分析為三：第一，構成

共和立憲國家的權利主體是公民，而這個公民的資格需要被教育和訓練；第二，

公民教育即在於教育和訓練公民勝任這個公民身分，使其具備扮演這個角色所應

有的觀念和能力；第三，這個觀念和能力包括具備國家意識，能關心並投身參與

國事，以及具有獨立自主思考的能力。這三個論點都清楚地指出，共和立憲體制

的公民教育之核心精神即為培養一個〝堪任公民之資格〞的公民。 

朱元善認為，中華民國甫由專制政體轉為共和立憲政體，這個初生的共和立

憲國家要想奠定鞏固的基礎，避免像是軍閥割據、帝制復辟等社會亂象的產生，

第一要件就是公民資格的養成，才能使這個以共和為名的國體和以立憲為名的政

體得以名實相符，故公民資格的養成就非得實施公民教育不可。因此，他提出在

學校教育中設置「公民科」以培養公民，或者是在社會教育中設置所謂的〝模範

國家〞以進行實際的訓練（朱元善 1916：6），培養能獨立自主且關心國家事務

的公民。 

公民教育在朱元善的詮釋之下，已經成功地將公民教育的主體設定為受教育

的個人，使每個組成國家的個體皆有機會透過教育成為一個能勝任其公民身分的

公民。不但個體能獨立自主的思考判斷，個體對於群體也能具有獻身奉公的精

神，故他認為個體和群體的調和即是實施公民教育的目的，而這種「調和個體和

群體需靠公民教育」的說法不但符合當代調和論者的論述，也成為往後許多學者

對待公民教育所採用的論述模式。 

 

四、天民的公民教育 

     

民初的公民教育理論家天民即其中採取此種調和理論的學者之一。他認為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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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公民教育之所以會出現，乃是因為倡導個人自由的潮流所趨使，故要想不違逆

保障個人自由的時勢，同時又要防止國家分裂，最好的方法即是實施公民教育。

這樣的論點在其文章的字裡行間中表明無疑： 

 

依上述之理由，則欲斷絕個人之自由及分裂國家以防現代之矛盾衝突者，絕非適合於現代

情勢之政策，寧為違逆時勢之愚策也。然則欲適合情勢而實現人類之理想，其道將何由乎？

無他。惟有對於個人自由上之善點，維持且發展之，而慎防其餘弊，又防國家之分裂而益

使發達耳，而其最上之方法，厥惟公民教育（天民，1916a：46）。 

 

他認為個人自由是近代最具價值的主張之一。然而，隨著提倡言論自由、出

版自由、經濟上的自由、集會結社的自由以及選舉權利等個人自由的要求呼聲日

高，隨之所帶來的政治、經濟和社會上的變革卻問題叢生。最主要的問題是因為

產業結構改變後，勞動者形成勞動者的團體，而資本家則結合資本家形成另一種

團體，兩種團體間因利害相佐、階級互異而關係日漸疏離，導致國家不易團結且

有逐漸分裂的傾向，而舊教育的型態與內容又無法滿足這種新時勢的要求。天民

認為這種能夠預防國家分裂的危險情境發生又不危害個人自由的這個近代價

值，才是當時教育的主要目標（天民，1916a：44）。 

他在區別公民知識與公民教育的不同時，特別指出公民教育不等於公民知

識，因為法律、經濟、國家組織或是公民的權利義務等公民知識，並無法自動地

使學生產生行動的意志，或是創造實踐的機會。公民教育強調公民的德性遠甚於

公民的知識之重要性。因此，他認為以產業發展和立憲國家的趨勢而論，公民教

育始於自發性的公民道德，以及超越黨派觀念之上的政治和法律教育，他的終極

目標乃是法治國家的實現。故他在定義〝何謂公民〞時則指出：「所謂善良之公

民者，乃謂犧牲自己而實現道德的公共團體之國家者也」（天民，1916：58）；又

在關於〝什麼是公民教育〞的問題上，他則從公民教育的目的和職務來點出公民

教育的意涵。換句話說，他主張公民教育的目的是「實現道德的公共團體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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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即開化國法治國之理想也」；而公民教育的職務就是「使公民直接或間接、意

識的或無意識的漸次接近道德的公共團體之理想」（天民，1916：61）。 

由於其公民教育的理念和當時中國所提倡的「軍國民教育」37理念不謀而

合。因此，天民關於公民教育的理解深深地影響了往後我國公民教育的論述發

展。因之，雖然天民認為「自今以往，吾國永久教育方針之中心捨公民教育莫屬

矣」，且主張共和立憲體制需要公民教育以調和個人和群體的關係，但他卻不認

為我們能夠完全移植德國那種以法治國為最終目標的公民教育，而應「研究創作

我國特殊之公民教育而努力實施之」（天民，1916c：58）。由天民的論述可知，

雖然他也強調參與對於形塑公民的重要性，但個體自主性的彰顯於當時猶被視為

是洪水與猛獸，這同時也意謂著此段從民初以來的公民教育論述，形式上雖然從

道德教育轉向以公民教育為名的新教育，但實際上仍停留在濃厚的國家民族等大

我思維的思想氛圍裡。因此，除了少數學者著文呼籲外，公民教育並沒有受到實

質的重視，教育政策也沒有受到任何的牽動，有關公民教育的實質論述更顯得是

鳳毛麟角。 

由於這個時期的公民教育論述主要是取道於日本，因之，像是朱元善所主編

的《教育雜誌》，大多是翻譯自日本教育雜誌的內容，天民的〈公民教育論〉就

是將日文教育雜誌中介紹英美教育思潮的文章，翻譯為中文並重新編寫而成，所

以於行文中並不註明出處，文章也不用真實姓名，只署名〝天民〞，這種隔靴搔

癢的做法自然無法產生深刻的理論論述。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當各式各

                                                 
37.甲午戰爭之後，由於德國宰相俾斯麥以鐵血政策整頓軍武的成功，加上當時中國處於內外交迫
的窘境，開始意識到軍國民教育的重要性，所以在八國聯軍之後，軍國民教育的思想即一直潛

藏於中國的教育內容中。軍國民教育即是根據民族自救的原則以養成國民之民族觀念，恢復國

民之民族自信，並建立獨立的民族國家之教育。光緒三十二年的教育宗旨中「尚武」一綱，即

詳細說明軍國民教育的意義及實行方法；民初的蔡元培也以軍國民教育為教育宗旨之一；民國

四年，袁世凱也以「尚武」為其教育宗旨；爾後，「全國教育聯合會」更於中小學中實施軍國民

教育。民國八年因為民主主義的倡行，軍國民教育稍微沉寂，然民國十一年以後，因內戰頻仍

致使人民再度興起軍國民教育的風潮，但這時人民因避諱軍國民教育一詞的意義有反自由民主

潮流之虞，乃將其改稱為「軍事教育」（任時先，1968：329-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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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西方教育理論透過各種途徑紛紛傳入中國，尤其是當許多留美歸國的學生直

接引進大量的西方教育論著後才得以改善。這種情形，從杜威（John Dewey）理

論的引介對於當時中國的廣泛影響可見一斑。 

杜威認為，在德國國家主義的教育思想下，民族國家的實現與公民職責是二

者合一的，而教育的目的即在於養成這種「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公民職責。

在這種教育理論下，社群共善的實質理想淹沒了個體自主性的發展，教育要塑造

的是一個隨時準備為國犧牲的人，而非一個具有個體自主性的公民（Dewey，

1970：24）。在論及公民的權利和義務時，杜威特別指出，以中國當時民主政治

剛起步的環境，個人的爭權奪利是民主政治發展上不可避免的趨勢。但當時的中

國所應重視的問題乃是：有了權利之後要如何用它，才可以在享有個體自主性的

同時卻不致損害社會的公共利益？他認為中國應該根本地面對從探討某人「是否

具有權利」的權利問題轉變到每個人應「如何使用權利」的政治問題之變遷開始，

而非只是機械式地模仿德國那種重視國家民族以及重視組織編制的做法。故他主

張像在中國這個向來沒有個人主義之政治理念的國家，可以利用普及教育的方式

讓人人都有平等的機會學習運用平等的能力，並透過專門教育以教導人民社會政

治的專門知識（Dewey，1970：71-74）。因此，他主張一個民主政治的教育，以

兒童的本能為基礎，以科學為方法，以社會生活為目的，並且要把這三者系統的

整合聯貫起來，再應用在主導學校、學科與學制的改革上（Dewey，1970：155）。 

杜威主張民主國家的教育目的，是要「養成配作社會良好分子的公民」

（Dewey，1970：114）。故他對於做一個良好的公民提出了以下的看法： 

 

做一個好的公民，這句話看去彷彿有點政治的意味。人每以為所謂好的公民，總是指著對

於選舉等事能盡公民的職務，有忠心沒有詐欺而言。這一部份在民主的國民中尤其重要。

因為不但自己不做欺詐卑劣的手段，還貴能互相監督、互相糾察，使大家都能做一個良好

的公民。但這種用知識參與政治、監督政治的良好公民，還只是很淺近明白的一方面。還

有那些非政治的一方面：第一、乃是要做一個良好的鄰舍，或朋友，因為人是共同生活的，

一切公共娛樂以及圖書館等等都很重要；進一層，第二、不但我受別人的益處，還要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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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我的益處；第三、經濟方面應該做一個生利出產的人，不要做分利的人；第四、應該做

一個好的消費家。、、、第五、較為廣泛，便是應該做個良好的創造者或貢獻者（Dewey，

1970：114-115）。 

 
至於學校如何創造這種良好的公民，杜威則提出了下列三個面向的做法： 
 

（一）使兒童有對於社會盡義務的興趣或心願，不是強迫的，是從感情發生的；（二）知識

方面，使他知道社會生活和社會需要的是什麼；（三）單知道他的需要還沒有用，還要訓練

出一種本領去適應社會的需要，所以教育者又應該從技能一方面下手（Dewey，1970：115）。 

 

上述兩段杜威對於學校養成良好的公民所提出的看法和做法，深刻地影響了我國

「公民科」課程架構的發展方向。自此而後，我國「公民科」課程綱要雖幾經變

革，卻始終沒有脫離過這個架構的思考模式。在前一段引文中，一方面主要是〝政

治〞和〝非政治〞領域的提出，影響了往後「公民科」課程目標所具有的的雛形；

二方面是點出政治和法律（參與政治監督政治）、社會（關於第一點所指涉的內

容）、道德（關於第二點所指涉的內容）、經濟（關於第三、第四點所指涉的內容）

等作為往後我國「公民科」教材內容所涵蓋的範圍；後一段引文則是指出情意、

知識、技能三大面向做為我國「公民科」教學實施的方式。換句話說，要從情意

（使兒童自發地而非強迫地盡義務）、知識（使他知道社會生活和社會需要的是

什麼）以及技能（訓練適應社會需要的本領）三方面著手，使兒童透過教育養成

一種新的習慣。而這種習慣的養成則須靠學校教育的訓練，使兒童具有共同生活

的習慣和能力，有注重公德和公益的訓練，知道立法、司法和行政的效用，那麼

學校的生活才是一個活的社會生活，學校內養成的兒童才是一個在社會中有用的

分子。 

由於民主社會拒斥外在權威的壓迫，因之有必要激起其心甘情願及自動自發

的心態和興趣，以取代強迫式的教條灌輸。故民主不只是政府的形式而已，基本

上，它應是一種生活模式。民主生活模式的養成，不僅要學校行政資源的配合，

就連文化的理念，學習的科目，以及知識傳授的方法及品德管理的方式也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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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使年青的一代都能接受教育的影響，直到他們在經濟上及生活上能夠獨立自

主為止。杜威認為，實踐此種理念看起來似乎遙不可及，而且除非這種理念越來

越能主導公共教育體系，否則教育上的民主理念，只是一種鬧劇，或是一個含有

悲劇結果的騙局（Dewey著，林玉體譯，1996：105-106）。 

杜威舉出當時有許多地方把學校當作城市的樣子來組織，像是一個學生的小

共和國。裡面有城市，以及立法、司法和行政的機關，法律由學生自己制定、自

己執行，各種機關都由自己選出的人來組織。他認為應該讓兒童從遊戲這種非制

式化的課程模式著手，漸進地造就訓練其成為一個良好的公民。又譬如學校的選

舉活動，不應只是消極地期望學生能應用政治和法律方面的知識，還要能積極地

養成將來在社會上選舉的實際經驗（Dewey，1970：122）。這種將生活經驗與活

動融入教學的做法，以及和各科互相聯絡以進行科際整合的模式，都成為往後「公

民科」的主要教學方法。這種模式也和他在《民主與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一書中的主張相互呼應： 

 

    所有的教育機構，都應該充實設備來給學生機會，在具有代表社會重要情境象徵的場合中，

做實際的探討，從中獲取並檢驗觀念及資料，這是最好不過的事。不過無疑的，實際狀況

要做到這一點，費時甚久。但這種實際狀況，也不能使教學工作者找到藉口，抱臂不做事，

且在使用教學方法時持續與學校知識脫節。其實每科的每一件背誦也都提供一次機會，使

各科與各科之間建立起交叉關聯的關係，也能使日常生活的經驗更為推廣，更為直接

（Dewey著，林玉體譯，1996：182）。 

     

    當代調和論者呼應了杜威的教育理念，也將政治當作一種民主的生活方式，

且認為必須要透過實踐參與才能獲得實質的教育效果。值得注意的是，對我國公

民教育發展影響至深的杜威，對當時中國所採行的方式並不認同。他明確地將「修

身」一科劃歸為道德教育的範疇，且認為單獨設立「修身」、「倫理」以教導紙面

上的做人道理，實際上對於行為的改變並沒有太大的功效。他認為像「修身」這

種書本上的道德理論太過抽象，不但不能引起學生的學習意願和慾望，加上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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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其它判斷的資料）不夠，學生反而不知道要怎樣去實行所學的理論（Dewey

著，林玉體譯，1970：175）。故杜威主張道德教育應該將其融合在各科的教學裡，

而非將其獨立設置一科來進行教學： 

 

    還有一層大的困難，就是倘把道德教育與別科平等，特設修身、倫理等名目，是把道德與

別科分離了。而實際上道德卻不是獨立的在另一範圍，應與各科有密切的關係。這樣看來，

學的時候是單純的分離的，而實際應用起來，是與別科聯合的，自然不能於人生行為有關

了。我並不是說道德不可單獨研究。單獨研究，未嘗沒有價值。但是單獨研究學科，未必

能影響人生的行為。不能影響人生行為的學科，無論如何有價值，於兒童的道德觀念還是

毫無益處的（Dewey，1970：175-176）。 

 

他主張所有的學科，包括語文、算術、歷史、地理、物理和化學等科目，不

但要使學生學習相關的知識，還要使他們能將所學使用於社會生活中（Dewey，

1970：181）。因此，所有的科目都應該做到道德教育的三個部分，即知識、感情

和實行的能力，且各個科目都是道德教育的重要工具。單獨設置一科來進行教

學，並不切合道德教育作為人生實踐的功能，這樣的論點私乎也解釋了台灣社會

過去數十年來將公民教育當作道德教育來實施後並不令人滿意的成效。 

總的來說，杜威除了關於民主教育所提出的教育目標、教材內容和教學方

法，對於往後「公民科」的學科內涵具有實質的主宰力量外，筆者以為，杜威對

於我國公民教育思潮的發展真正重大的影響，在於棒喝當時的知識分子，使其站

在自己的文化處境思考下自己的教育問題，並正視當時教育問題叢生的真正因

由。故像是程湘帆38、丁曉先39等學者，不但敢於大刀闊斧地批評長期以來我國

                                                 
38.程湘帆在其所編的《小學課程》一書中關於提出關於修身科的三個缺點：一、太陳腐也：修身
的標準與範圍太狹隘、太老舊，以致於無法適應新社會的需求；二、太重學理也：修身教材多

是抽象之學理，而教法又多空談，未能給予學生應有之經驗與習慣；三、教材支配未能適當也：

修身教材不適於兒童，也和兒童的生活範圍格格不入。請參考張粒民（1924）〈小學校之公民教
育〉，《教育雜誌》16（4），第 2-4頁。  
39.丁曉先指出，修身科中空講個人修持身心的道德話，所生影響、所獲效果不大；我們應當以使

兒童修養成功一個適合於共和國家世界潮流的好公民為標準，而從實際生活中指導兒童生活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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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科在實踐上的缺失，更紛紛提出以「公民科」取而代之的具體主張。然

而最大的遺憾是，當時的教育界並未注重區辨公民教育和道德教育差異的意義，

故雖然杜威力主道德教育不適合獨立設科教學，但仍舊使得往後我國雖由「修身

科」改為「公民科」，但「公民科」的論述發展卻始終無法擺脫傳統道德教育的

框架，造成公民教育和道德教育在我國自始至終都被混為一談40，埋下了公民教

育和道德教育在功能上相互重疊使用的開端。 

從上述關於設科前後公民教育的相關論述中，我們可以發現：在「公民科」

獨立設科前，這些關於公民教育的相關文獻其共同的論述意涵皆是探討從專制極

權時代跨越到民主共和時代在教育上應有的變革，至於如何成功地跨越個人和群

體這道政權轉變的鴻溝，則皆一致地指向公民教育。然而，真正直接且廣泛影響

往後我國「公民科」論述發展的，則是以德國為和日本為代表的國家主義和以杜

威為代表的民主主義的教育。由於國家主義與民主主義這兩種思潮的交錯影響，

加上進入共和民主立憲體制後的中國社會仍是處於內憂外患的不穩情勢，使得倡

導國家安全秩序的現實取向與宣揚自由民主教育的理想主張，便一直併存於我國

「公民科」的教育目標中。這種在理論上相互矛盾的公民教育理念，一直到解嚴

以後才開始受到重視。但從民初以來這段關於公民教育論述發展的歷程，早已深

刻地影響了往後我國「公民科」的發展方向，也造成了自「公民科」獨立設科以

後的數十年間，我國對於「公民科」的理論與實務研究，一直無法跳脫這種國家、

道德思維雙重影響的特殊處境，故在其學科理論的建構上就只能含糊其義。 

                                                                                                                                            
社會的種種德智。凡此種種變遷，都為初等教育中感受新教育思潮之影響，而直接為學制課程

革新的背景。請參考丁曉先（1924）〈小學社會科教學概要〉，《教育雜誌》16（1），第 1-5頁。  
40.趙宗預（1928）在《小學校的公民教育》一書中，即明白的區別公民教育和「公民科」、「公民
科」與修身科的不同。他認為「公民科」是公民教育中關於知識方面的討論或訓練方面的討論，

是公民教育的一部份；而修身科是單講對己道德的，旨在養成善良的個人。所以，「公民科」並

不是「修身科」，也不是加上些法制經濟，便算成功的（趙宗預，1928：6）。請參考趙宗預的《小

學校的公民教育》（1928），上海：新時代教育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