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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學校文化中階級與性別的交織之 

民族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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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P. Willis的Learning to Labou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

出版至今已40年，促使後來的研究者視學校為一政治、社會、文化鬥爭的場域，

並能了解青少年的身分認同如何在學校中形構而成，影響深遠，經典地位無庸置

疑。本文著眼於其主要發現與論證，即反學校文化中階級與性別如何交織共構而

成勞工子弟的身分認同，首先從四位一體的角度，分別針對其基本議題、技法、

認識論、存在論進行評析，以期形成較為全面的理解；其次將焦點置於教育的範

疇，探討這樣的經典著作對教育研究以及實務有何啟示，前者包括基本議題的深

化與開創、民族誌研究法的貢獻與侷限，後者包括教育政策與學校改革、教師角

色與師資培育；最後提出二點反思：教育研究應多著眼於教育政策的可能弔詭、

教育機會均等既是基本議題也是終極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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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to Labor While Learning to be 
a Man: An Ethnographic Study of the 

Intersectionality of Class and Gender in the 
Counter-School Culture

Chiao-Ling Yang

A b s t r a c t

It has been forty years since P. Willis published his seminal work, Learning to 
Labou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 Two contributions stand 

out. One is to convincingly make it explicit that schooling serves as a site for polit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struggle. The other is to vividly analyze how youth identity is 

constituting and constructed in schools. This paper focuses on its major finding and 

argument, which is that class and gender intersect in a complicated way to form the 

identity of white working-class boys via the counter-school culture. To establish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this paper considers this influential study first in terms of 

four interrelated aspects, the basic issue, the technique, epistemology and ontology, and 

then its implications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practice.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two points are addressed: deepening and creating basic issues and the con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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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limitation of ethnographic studies; for educational practice, educational policy 

and school reform are discussed as well as teachers’ role and teacher education. This 

paper concludes with two reflections: educational research should inquire more into 

potential paradoxes in educational policy; 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should 

be fundamental issues and ultimate concern.

Keywords:  counter-school culture, intersectionality, critical ethnography, 
gender,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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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英國學者P. Willis於1977年1所出版的Learning to Labou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以下簡稱Learning to Labour），距今已
40載，儘管他並不立基於單一學門，而是秉持多重學門或後學門（multi- or 

postdisciplinarity）的精神所撰寫（Willis, 2004），但對教育領域影響深遠，最主

要的貢獻在於促使後來的研究者將學校視為一個政治、社會、文化鬥爭的場域，

以及了解青少年的身分認同如何在學校中形構而成；儘管該書是聚焦於英國一所

高中一群勞工階級白人男孩所做的民族誌研究，但後續出版跨越英國的疆界，除

1981年在美國出版之外，也被譯成多國語言，包括德文、瑞典文、芬蘭文、日

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韓文（Dolby & Dimitriadis, 2004）。2

除了跨學門、跨國界的影響與譯介，該書也引發諸多評論並帶動後續研究的

發展，其經典地位應無庸置疑。本文透過「四位一體」（謝國雄，2007）的評

析，以期對該書的主要發現與論證形成更為全面的理解，聚焦於教育領域，亦即

反學校文化中階級與性別如何交織共構而成勞工子弟的身分認同，據以探究批判

民族誌的貢獻及侷限，討論該經典著作對教育研究與實務之啟示，最後提出反

思。

貳、四位一體進行評析

Willis採行民族誌的研究取徑，國內社會學學者謝國雄（2007）稱為「四位

一體」，「四位」包括基本議題、技法、認識論、存在論，「一體」則指四者緊

密連結成為一個整體，他進一步解釋道：

1  本文所根據的是1997年版本（Willis, 1997）。
2  簡體中文版由大陸譯林出版社於2013年發行，譯者是秘舒與凌旻華，書名譯為《學做
工：工人階級子弟為何繼承父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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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工作不僅僅蒐集與創造資料，同時也切磋與創新理論、反省社會學

知識的認識論以及呈現各種生命情調相互激盪的存在論。（謝國雄，

2007，頁4）

雖然Learning to Labour一書耳熟能詳，但國內既有的教育文獻似乎仍較欠缺
對全書的完整評述，而且相較於其他取徑，教育民族誌為數有限，Willis（2000, 

2004）晚近則仍倡議該研究取徑之重要，筆者認為「四位一體」的架構有助於對

該書形成更為整全的理解，進而可望從中獲得豐富啟發並加以反思，因此嘗試據

以進行評析，希望能兼顧廣度與深度，並作為後文探討對教育研究與實務有何啟

示之依據。

一、基本議題

基本議題即一般所稱的理論，謝國雄（2007）指出雖然田野工作的目的在於

回答研究者的原始謎題，但是研究者的理論告白方能使原始謎題產生意義。至於

理論告白來自何處？他建議的來源之一乃是浸淫於心儀的大師之中。對照來看，

Willis（1997）在Learning to Labour中的確開門見山地提出他的原始謎題：為何
勞工階級的孩子讓自己從事勞工階級工作，即使明知這類工作報酬微薄、聲望

低落、愈來愈欠缺內在的意義？至於理論告白部分，就沒那麼直接了當了。儘

管如此，Willis往往被視為新馬克思主義者，而Learning to Labour則被視為抗拒
理論3的代表（Au & Apple, 2009），但Willis認為若研究者堅信特定思想或急於

加入特定學派，那就不需進入田野（Mills & Gibb, 2004; Willis, 2004）。然而這

並不表示Willis要摒棄理論，他曾在Ethnography的創刊號中發表宣言，4指出民族

誌是經由理論引導的方法論（Theoretically Informed Methodology for Ethnography, 

TIME），但是反對固著於特定的理論、學派（Mills & Gibb, 2004），相信TIME

的研究能生產讓讀者有aha之感的知識，主張當研究者以植基於田野資料、具有

召喚力的民族誌作品打動讀者的經驗、身體與情緒時，就是開啟新的理解與視

3  黃鴻文（2011）曾為文針對抗拒概念詳加探討。
4  這份宣言最初於2000年刊登於Ethnography的創刊號，後來被收錄在本文所引述的出
處：Cultural Studies ↔ Critical Methodologies, 2(3), 394-402。

05-1-楊巧玲_p001-036.indd   5 2017/12/28   下午 03:41:28



6　教育研究集刊　第63輯第4期 

野之際，同時可望解構並重塑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社會秩序（Willis & Trondman, 

2002）。那麼Learning to Labour生產了什麼令人有aha之感的知識呢？以教育領

域為焦點，分成二點說明如下：

（一）學校文化、反學校文化與勞工階級文化
Willis的研究結果最廣為人知且津津樂道的，莫過於勞工階級自己選擇或決

定當勞工，而且是在學校期間就已形成，Willis（1997）稱為勞工階級的反學校

文化，並對此極感驚訝，他的推論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心勞力涇渭分明，

勞心者往往擁有合理化的權利，享有較優渥的物質與文化條件，因此勞心的工作

被視為值得追求也就無可厚非，學校教育的認證則是取得勞心工作的保證，因此

學生在學校中表現順服也就不難理解，那麼需要解釋的反而是並非所有人都渴求

勞心工作的獎勵與滿足、在學校裡追求學業成就這個事實。

Learning to Labour的主要報導人，12位就讀高中、自稱lads的勞工階級白人

男孩正是一群這樣的人，他們在學校裡反抗權威、拒絕順服、自成團體，透過一

起無所事事、蹺課逃學，贏得自主的空間與時間，製造笑話（having a laff）則是

成為lads的辨識特徵之一，他們很懂「笑」所具有的重要性，包括擊敗單調和恐

懼、克服困境與問題，其中一位名為Joey、居領導地位的lad在一次討論中就表

示：「如果你能笑，如果你能讓你自己笑，我是指打從心裡真正的笑，你就能脫

離成千上萬的事情」（Willis, 1997, p. 29）。而當他們愈成功地把玩體制，無聊

感卻愈是提升，於是藉由更極端的活動尋求刺激，例如打架滋事，而這些更極端

的活動使這群lads與「乖乖牌」5（ear’oles）和學校徹底區隔。同樣顯著的勞工階

級白人男孩反學校文化元素，還包括性別歧視（sexism）和種族歧視（racism）

（Willis, 1997），尤以前者為甚，無論在該書的第一部分「民族誌」或第二部分

「分析」，6陽剛氣質（masculinity）、男子氣概（machismo）、性別歧視貫穿其

間。

在厚描反學校文化形式之後，Willis（1997）逐步將之與勞工階級以及教育

制度的文化形式連結。首先是關乎反學校文化如何浮現，Willis發現，雖然這群

5  沿用曾凡慈與林文蘭（2007）及黃鴻文（2011）譯語。
6  全書除了「導論」（Introduction），共分為二部分：「民族誌」（Ethnography）三章，
「分析」（Analysis）五章（Willi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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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ds能栩栩如生地交代自己如何現身為lads的一員，並視為個人的成就，卻鮮少

指認真正造成改變的原因，他們大多都歸因於需要朋友，或是純屬意外，而學校

師長也注意到他們的顯著變化，只是大多歸因於個人人格缺陷或家庭功能不彰。

對Willis而言，上述歸因流於將行為表象個人化，未把文化因素納入考慮，而文

化的分析正是Willis（2004）所念茲在茲的，他主張若要了解結構與能動性的關

係，文化的分析不可或缺。Learning to Labour正是指向文化的階級形式與制度形
式如何與反學校文化相互構連（articulation），前者是勞工階級的「廠房文化」7

（shopfloor culture），後者是資本主義的公立學校文化。

1. 勞工階級的廠房文化是lads反學校文化的有力資源：廠房文化最核心的是

勞工企圖從工作中尋求意義、享受樂趣，儘管勞動條件嚴苛而且往往受制於人，

這與學校中的lads並無二致，最顯著的就是男性沙文主義，勞工階級以自己能從

事艱困的體力工作，尤其是能把它做好甚至以之聞名，而感到驕傲，就像lads以

敢挑戰權威為榮，做乖乖牌不敢做的事情，諸如違反服儀規定、抽菸、喝酒、有

性行為；另一個顯著的主題則是在勞動過程中贏得非正式的控制，例如裝病、放

慢生產速度、背地裡偷懶不工作，而這是有組織的，洩密者的懲罰是被排擠或被

放逐，就像lads想方設法地打斷課堂的進行、打破學校的規矩，用非正式的時間

表取代正式的進度表，通風報信則是一大禁忌（Willis, 1997）。

2. 公立學校文化助長lads的反學校文化：Willis（1997）直指教學的本質，

他稱「基本的教學典範」（basic teaching paradigm），並不因諸多教育改革而有

太大的改變。簡而言之，教學是一種交換關係，教師以知識換取尊重、以輔導取

得控制，尤其是知識給了教師道德上的優越性，因為知識得以換得資格、資格換

得高薪、高薪換得優渥生活，學校教育變成許多其他交換物的關鍵，教師因而具

有控制學生的正當性。然而這群lads在學校所反抗的權威也包含知識，在他們的

眼裡，學校教師是一群不懂得真實世界如何運作的人，所謂真實世界是指他們所

接觸的各種工作，諸如小商店清潔員、牛奶配送人員、冰淇淋販售者、超商倉儲

人員，有的lads同時身兼數職，向學校請假去工作則是常有的事，他們賺的現金

不僅供自己裝扮、抽菸、喝酒、夜晚外出之所需，甚至能幫忙支付家裡的生活

7  援引何明修（2002）的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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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銷，這種應付真實世界的能力強化了他們的自信及優於學校和教師的感受。

事實上，lads對學校知識的輕忽與勞工階級文化中的「重實際、輕理論」如出

一轍，勞工階級文化成為lads認同的知識來源，反學校文化得到滋養並得以茁壯

（Willis, 1997）。

（二）階級文化與性別的交織、認同與再製
Learning to Labour的主要貢獻之一便是理論化文化與階級的關係，Willis

（2004）指出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勞工階級不只是從事物質的生產，也參與文化的

生產，促使勞工對所處的經濟位置與關係形成合理的解釋。這個看法翻轉了正統

馬克思主義者的論點，亦即主體性未必需由意識型態所召喚（interpellation），

相反地，被壓制的主體能透過其位置，以其文化形式尋找意識型態中的矛盾，或

從下屬的觀點以不同的方式再賦予意義，Willis（1997, p. 2）曾明言：「階級認

同無法真正再製，直到它恰當地透過個人與團體，在看似個人與集體的意志之脈

絡中已被重新創造」。Arnot（2004）認為Learning to Labour把身分認同、能動
性與結構加以連結的努力與成果值得肯定，尤其是在1970年代已經以複雜而細緻

的方式把階級、性別、種族關係的研究放在一起，殊屬難得。Connell（1995）

也持類似看法，指出Willis能在分析教育中的勞工階級文化之際精準地置放性別

研究，具開創性，尤其是有效地揭露陽剛氣質的多樣性，彰顯特定的霸權陽剛氣

質形式如何在同一所學校中被創造、規範與再製。

相較於種族關係的探討，Wills（1997）對勞工階級文化中的性別關係的確

更有所著墨。前文曾提及陽剛氣質、男子氣概、性別歧視等主題貫穿全書的描述

與分析，Willis一針見血地點出這些主題正是勞工階級文化形式的底蘊，並使階

級得以再製。詳而言之，Learning to Labour中的lads會承繼父業做勞工，一方面

是因為看穿學校教育的認證與就業市場的現實相牴觸，他們拒絕學校、反抗教

師，自認所從出的勞工階級文化比學校、比教師還清楚勞動市場的真實狀況，

愈來愈多的工作被去技術化、標準化、密集化，年輕人失業率居高不下，向上

流動的可能性顯得不切實際以致失去意義；另一方面則是因為視勞力工作為真

男人的展現而瞧不起勞心工作，對他們而言，人類的社會主要包含勞力／勞心之

分（manual/mental）、男女之別（male/female），而這二種結構在資本主義社會

中被巧妙地交叉構連，勞力工作與男性的社會優越性相連結，勞心工作則與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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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會低劣性相連結。於是勞力工作被視為一種男性的而非剝削的邏輯，陽剛氣

質本身就是權力，透過勞力工作立即彰顯，在為勞工帶來自尊與尊嚴的同時，也

擊退了工作所帶來的疲憊及對其意義之質疑，甚至被重新詮釋為男人的英勇與健

壯。

Willis（1997）主張唯有理解性別與勞動分工的巧妙構連，才可能開始去回

答他的原始謎題：為什麼會有一群年輕人自願，甚至帶著某種熱忱，從事社會認

定為最不可欲的工作？對這群lads以及更廣大的勞工階級男性而言，勞力工作的

汙名變成正向的展示，體力勞動象徵陽剛氣質，也代表與權威對立，如果父權形

式支持勞力與勞心的分工，那麼後者也會回過頭來強化並再製性別分工與壓迫。

前文曾經述及男性的驕傲充斥在lads的反學校文化，反學校文化則以許多方式受

廠房文化支持，例如男性的驕傲在求愛的過程中既展露也增強，毫無保留地表

達意圖、直接坦率地滿足慾望，都被lads視為男性與生俱來的優越性，在家庭的

場域亦然，從lads的言談不難發現，儘管他們很愛母親，但是母親的地位比較低

下，無庸置疑（Willis, 1997）。這種具有連續性的文化提供了lads對未來工作的

想像與期待，即必須有男性精神（masculine ethos），工作場所不能有娘娘腔、

順服者、洩密者、可以公開表達慾望與性需求、瞧不起拿筆的、偏好真正做事

的人，基本上就是跟一群共享文化認同的人工作，類似在學校裡所形成的次級團

體，使他們與乖乖牌明顯地劃界。在一次團體討論中，Joey表示：「我們想的是

現在，而且是好玩的現在，他們想的是未來」（Willis, 1997, p. 98）。

這種著眼當下的態度常被視為勞工階級的不利文化，歸咎於家庭、友朋，

甚至是人格特質，使lads無法接受學校的就業輔導並做出理性的職業選擇。但是

Willis（1997）批評這種看法並不能解釋該態度何以生成。對他來說，Learning to 
Labour的重大發現之一就是性別類屬覆蓋並改變了資本主義類屬，特別是勞力／
勞心的區分，而後者又制約了性別形式的意義。也就是說，陽剛氣質在階級的脈

絡中被動員，它不僅能幫忙lads解決所面對的當務之急，也具體化了抗拒學校的

力量，不只在性別關係中占女性的上風，也強化了優於較不成功的男性的感覺，

包括教師和乖乖牌（Willis, 2004）。論及當務之急，莫過打架，許多重要的文化

價值透過它而被表達，諸如男性的傲慢、團體成員的團結、快速且不太道德的思

緒；打架讓人必須專注地聚焦於當下，下幾秒怎麼過才是最重要的，而一旦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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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通常會上癮，享受從事前的恐懼轉為安然無事後的興奮（Willis, 1997）。另

一種看重眼前的生活經驗是金錢短缺的壓力，要當一名lad意味著夜生活，舉凡

購買流行服飾、菸、酒、帶女孩子出門、上舞廳、去夜店，在在需要現金，於是

除了從餐費裡攢錢之外，也勒索乖乖牌，甚至偷竊；某種程度而言，偷竊不只是

為了錢，就像打架，既是刺激的來源，也是對權威的挑戰（Willis, 1997）。事實

上，這種現金驅力（drive for cash）多少影響了lads為未來的工作所設下的條件；

男人的工資袋不只是能快速拿錢來養家活口，而且是以一種男性的方式掙來的

（Willis, 1997）。

二、技法

Will i s（1997）如何生產出這樣的經典著作？技法相當重要。謝國雄

（2007）所稱的田野工作，意指在日常的脈絡中研究人類社會的某個面向，又可

分為民族誌與參與觀察，Willis在Learning to Labour中的說法是，他採行質性的
方法，使用參與觀察進行研究，並以民族誌的形式呈現，而這一切都是因為他的

主要興趣在於文化。他進一步宣稱：

這些技法（techniques）適合記錄這個層次，它們對意義與價值有敏感

度，同時也能再現與詮釋文化生產的符號構連、實踐與形式。特別是民

族誌的紀錄，容許研究對象的活動、創意與動能進入研究者的分析及讀

者的經驗。（Willis, 1997, p. 3）

換句話說，技法本身是中性的，其選擇端視研究的目的而定（Lewis, 2003; 

Merriam, 2002），前文曾提及文化的分析是Willis念茲在茲的，田野工作是適配

的選擇。

（一）研究對象與場域的決定
為了解勞工階級子弟為何選擇繼續從事勞工階級工作，Willis（1997）以一

個由12位非學術傾向的勞工階級白人lads所組成的團體為主要研究對象，因為他

們是當時英國工業地區勞工階級的典型。至於這群lads的選擇，則是基於友誼連

帶或反學校文化中的成員身分，他們就讀Hammertown Boys，是一所座落在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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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的男校，屬於非菁英的現代中學。選擇該校是因為它位於典型的勞工階級住宅

區，學生大多來自該區，而且頗有口碑，似乎也意味著學校嚴格執行言行舉止和

服裝儀容之規範。另一個考量則是這所學校有一棟嶄新又設備整全的大樓供年

輕人使用，學生踴躍出席，讓Willis有機會從一開始就得以用非正式的方式進入

（Willis, 1997）。

除了這群lads，Willis（1997）在同一期間也做了五個比較個案研究，包括一

群同所學校的乖乖牌、鄰近一所同類型男女合校一群勞工階級乖乖牌、一所單一

性別文法中學中的一群勞工階級lads、一所綜合中學中的一群勞工階級lads、一

群就讀一所地位崇高的文法中學階級混合的lads。所有的團體都就讀同一年級，

彼此都是朋友，被選擇為研究對象的原因是他們都可能在法定最低離校年齡（16

歲）離開學校。這五個個案的選擇旨在與主要的研究對象進行比較，Willis在書

中稱為Hammertown個案研究，因為這些學校都位於同一個工業城鎮，居英格蘭

中部，隸屬更大的都會區，在工業革命的時代，人口暴增且極具重要性，1950年

代人口開始下滑，到1970年，共計約60,000人，基本上堪稱勞工階級的城鎮，絕

大多數居民從事某種形式的體力工，只有8%的居民從事專業與管理的職業。

（二）資料的蒐集與創造
從這群lads在高中生涯倒數第二年的第二學期開始，Willis就與他們接觸，

並一直跟著他們直到進入職場的前六個月，大約是從1972到1975年。Willis密集

地進行觀察或參與觀察，包括在課堂中、在學校裡及lads的休閒活動時間，同時

也做訪談，包括團體討論以及個別的非正式談話，另外還請lads寫日記，主要

是記錄「在一天中所發生的主要事情」（Willis, 1997）。除了這群lads，Willis

（1997）也和與他們關係密切的人們展開很多對談，包括所有lads的家長、學校

所有的資深教師、與這群lads有所接觸的資淺教師、在學校進行生涯輔導的人

員。8至於職場部分，Willis投身於每一位lad所從事的工作，進行參與觀察，最後

則與每位lad個別訪談，也訪談了領班、經理、工廠代表。

8  生涯輔導人員分兩類，其一是學校中的生涯教師（career teachers），比較關心為職業做
準備，另一類是生涯官員（career officer），比較著重職業安置（Willi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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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認識論

任何基本議題與技法的背後都有一套認識論，只是前二者往往是討論的焦

點，認識論卻很少被正面處理，而謝國雄（2007）所稱的認識論是指行動者與研

究者如何知道與認識社會生活。

（一）以行動者的認識論而言
當Willis（1997, p. 3）說：「民族誌的紀錄，容許研究對象的活動、創意與

動能進入研究者的分析及讀者的經驗」，就透露了其認識論，亦即著眼於lads的

活動，相信他們的創意與動能。如上所述，Learning to Labour致力於呈現一群白
人勞工階級青少男的反學校文化，藉由深描其在校生活、課後活動及職場經驗，

彰顯其能動性與洞識，透過深入而長期的聽其言、觀其行、悟其感，甚至與他們

並肩工作，肯認其文化的創造力和延續性，一反過去這個族群不是被視為個人

有缺陷就是被歸咎於文化剝奪。事實上，Willis正是以「這群lads具創造力」為

前提從事研究的，而且就在日常生活中找尋創造力（Mills & Gibb, 2004），這也

就是何以需要觀察，誠如Willis所言：「文化的形式無法說他們所知道的，也無

法知道他們所說的，但是卻意指著所作所為」（pp. 125-126）。若要了解行動者

認識世界的方式，必須挖掘潛藏在文化背後未被言說的假設，探討基於什麼理

由而形成特定的態度，追究什麼樣的脈絡使其行動有理，因為親身體驗的感覺

（embodied sense）通常不是用語言表達的（Willis, 2000）。舉例而言，Willis認

為他的主要研究對象表現的反學校文化，是因為他們局部看穿學校教育體系的矛

盾，亦即「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成功，沒有理由要求不成功的人遵循成功的守則，

努力、勤奮、順服、視知識等同真實的價值」（Willis, 1997, p. 129）。但是，

「看穿」這個語彙並不是出自社會行動者之口，而是在文化中有具體的參照點及

其集體性。

值得注意的是，反學校文化中的語言並不比順服者的貧乏，甚至更為單刀直

入、充滿活力（Willis, 1997）；例如這群lads稱乖乖牌為ear’oles，9這個語彙意味

著乖乖牌的被動性與荒謬，在lads的眼中，他們總是聽、從不做，就像人體最不

具表達性的器官之一的耳朵一樣，因而成為除了教師之外lads所極力排拒的對象

9  何明修（2002）直譯為「耳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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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s, 1997），這種聽從也被視為陰柔，而使lads自覺比他們還優越。另一方

面，lads則以對立的行為表現、風格鮮明的表徵，抗拒學校體制中受到中產階級

支配的語言，對勞工階級而言，某種程度上來說，文化的真正意義就是一場語

言的戰爭（Willis, 1997）。正是在文化的層次上，Willis（1997）見證lads的創造

力，而且是展現在每個新世代的活動與鬥爭中。

（二）以研究者的認識論而言
Willis（2004）指出看穿的是社會行動者而非學術工作者，後者永遠無法提

出充分的外來的解釋，若對次文化的民族誌感興趣，研究者必須做出某種認識

論上的斷裂（epistemological break），再度顯示在場（being there）的高度重要

性，民族誌的見證和與其關聯的理論敏感度都同等重要。由此可見，基本議題、

技法與認識論環環相扣。所謂研究者必須做出認識論上的斷裂，大抵可分兩個層

次：

1. 反思主流的研究典範：即Anderson（1989）所稱的認識論運動（the 

epistemological movement）。就像在其他的社會科學學門一樣，質性研究在教育

研究中很長一段時間位處邊緣，當然也包括民族誌研究。其實早就有一群人類

學家進行學校民族誌研究，但是到了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教育領域才興

起民族誌運動（the ethnography movement）（Anderson, 1989; Erickson, 1984）。

LeCompte（2002）也指出，1970年代前民族誌的研究設計不為人知，因為教育

研究本來獨尊實證主義的認識論以及實驗設計，但是愈來愈多的教育民族誌研究

者深入教育現場，彰顯教育現象的複雜性，顛覆傳統的用來解釋學習與教學的概

念與模式，促使人們開始覺察，探究教育不能侷限於心理學的觀點，更需要社會

文化的視角。換句話說，在眾多質性研究傳統之中，民族誌最符合教育研究者的

想像（Jacob, 1987）。而一份研究之所以成為民族誌，不只在於它把任何規模大

小的社會單位視為一個整體，也在於研究者會從參與事件的行動者的觀點描繪事

件（Erickson, 1984）。因此一如Willis所言，容許研究對象的活動、創意與動能

不只進入研究者的分析，也能進入讀者的經驗。

2. 承認自我與研究的侷限：研究者須自我挑戰，意識到所蒐集的資料和理論

上的進展，都是研究問題和起始的理論取向之結果。換言之，研究者並非直接觀

察這個世界，而是從一個特定的關懷領域出發，就像行動者一樣，研究者當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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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處於特定的情境脈絡之中。對Willis（2004）而言，民族誌學者的責任涉及採

取某種程度的認識論上的實在主義（epistemological realism），以描繪文化如何

被具體放置。他反對完全反思的立場，因為田野工作中的關係絕對是不對稱的，

對此不對稱關係的倫理認知與回應不應是虛假的平等主義，也不能作為個人的懺

悔，比較負責的作為是設法處理研究者帶來的各種資源，諸如優勢、學術訓練、

理論觀點。由此看來，研究者無可避免地在認識論上與行動者的有所斷裂，畢竟

帶著基本議題與終極關懷進入田野的是研究者。

四、存在論

作為Learning to Labour的研究者的Willis又處於怎樣的情境脈絡中？若說認

識論鮮少被正面處理，存在論就更加隱晦，所涉及的是研究者的終極關懷（謝

國雄，2007）。Willis的終極關懷是什麼？在前述的基本議題曾經論及，勞工階

級子弟何以選擇繼續從事體力勞動是他的心之所繫，成書四分之一世紀之後，

Willis（2004）仍堅持優位化階級。對他來說，儘管基本的社會分類如性別、種

族非常重要，在某種意義上甚至比階級還重要，但是階級對它們的影響大於它們

對階級的影響，而且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組織驅力主要還是來自階級的規則，如

果要更了解性別和種族的形構，或更精準掌握其改變的方向與內部的張力，就要

把它們置放在更動態的階級關係，洞悉階級如何透過它們運作。另一方面，這個

心之所繫，可能也關乎Willis的勞工階級身分認同及身為白人男性的生命經驗，

加上文化研究學術訓練背景，在在影響其認識社會生活的方式及技法的選擇。

（一）勞工階級身分認同及白人男性的生命經驗
在一次受訪時，Willis自陳並不以學界中的一份子自居，即使算，也位居邊

緣；他來自勞工階級的文化背景，1945年出生於一個離英國中部Birmingham不

遠的工業城—Wolverhampton，後來一直未曾離開。論及家庭，他提到九歲時

經歷母喪，從事木匠工作的父親獨力扶養他和長他四歲的哥哥，形成一種男性的

氛圍與緊密的連結，後來父親成為領班，繼而到地方的公務部門任職建築檢查人

員，最後自己經營小本生意，晉升為小資產階級。在他眼裡，父親對家庭極負責

任、對未來極為樂觀，深信透過科學與勞動可以使生活愈來愈好，即使對兩個兒

子的學業成就都很有企圖心，但在母親過世不久，就強迫他們一起到工地工作。

05-1-楊巧玲_p001-036.indd   14 2017/12/28   下午 03:41:29



楊巧玲 學習做勞工，同時做男人：反學校文化中階級與性別的交織之民族誌研究　15

Willis進一步解釋道，與其說強迫，不如說期望，這種期望在當時算是普遍的，

亦即控制自然、控制世界、控制你的未來，所有的活動都是理性的、實際的、

科學的，他們被鼓勵對每件事都努力以赴，包括學校。當Willis選擇就讀相對菁

英的文法學校，10父親全力支持，後來他成為該校唯一繼續就讀劍橋大學的男孩

（Mills & Gibb, 2004）。

然而這種向上的渴望與成就並非毫無掙扎；一方面雖然無論在家或在學校

的成就與表現備受重視，另一方面那所文法學校絕大部分都是勞工階級子女，

有粗暴的文化，Willis自述在學校裡常感驚恐，後來逐漸適應，部分原因是加入

了橄欖球隊，且被選為第一隊的球員，因為體型壯碩、善於運動，儘管當時年

僅十五，顯然比同年齡甚至較年長的男孩還有分量，也因而得以既免於當乖乖

牌，又不危及他在學業上的地位。另一種矛盾的處境在於雖然他的學科表現以

科學為優，尤其是物理，卻意外喜歡上詩和戲劇，對正值青少年階段的他，身分

認同備感困擾，其中正交織著性別與階級的面向：是當一位陽剛的橄欖球員科學

家？還是走向被視為屬於女性的領域？或是仍得在週末與父親外出上工的年輕創

業者？經過很多諮詢，Willis選了第二條路—文學、歷史、地理，並獲得極佳

的成績，很順利地進入劍橋大學主修文學，但是也很快就飽受挫折。以後見之明

而論，他欠缺文化資本，事實上勞工階級的背景使他顯得格格不入，加上還是比

較喜歡家鄉，暑假之後就未再回劍橋，但其自信受到打擊，於是申請曼徹斯特商

學院，被錄取並獲得獎學金，成績再度名列前茅，讓他開始覺得在社會科學中找

到長處，之後甚至獲得繼續深造博士學位的補助金，但他選擇倫敦經濟學院，因

為當時的女友正在倫敦上大學，且倫敦經濟學院提供獎學金讓他主修工業關係

（Industrial Relations）（Mills & Gibb, 2004）。

（二）文化研究學術訓練背景
眾所周知，Willis最後落腳在Birmingham University的當代文化研究中心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CCCS），於1968年正式成為那裡的博

士班學生，因為他開始對文化感到高度興趣，雖也喜歡社會科學，但他卻覺得

10  當時英國的教育體系是在學生滿11歲時必須參加一場考試（11＋exam），大約只有
15%的學生得以進入文法學校就讀（Mills & Gibb,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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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基本上是在教老闆如何以比較複雜而聰明的方法剝削員工，他希望把重

新找回的學術能力對準真正的興趣。然而經濟壓力一直如影隨形，CCCS當時才

剛成立不久，Willis未獲經費資助，只能成為兼職學生，必須自行負擔學費。在

CCCS那段期間的前半，Willis已在四所學校兼課，也利用週末、假日、暑假兜售

冰淇淋，尤其是到CCCS的第二年，他已婚、有小孩，壓力更大，仍得用辛苦賺

來的現金繳交學費，而後半的時間，他成為研究員（Research Fellow），也是在

那個階段，他開始著手Learning to Labour的田野工作，同時在Wolverhampton過

著一般的生活。

經常開車往返於Wolverhampton與Birmingham之間的Willis，在當時的CCCS

算是特例，無法像其他全職生有充裕的時間待在CCCS，且須有效且務實地安排

行程，以期兼顧不同地方的教學工作以及到田野蒐集資料。而正是這樣的境況支

持著他的另類主體性，使他維持某種人道主義（humanism）以及對田野實務的

興趣，也有助於做出某種認識論上的斷裂。另一方面，對Willis而言，一個人的

身分認同總是超越性別、階級或族群，涉及整個生活方式、認識的人、複雜的個

人與家庭關係等，所以一位好的田野工作者不應該受限於特定的理論，而CCCS

提供了相當的自主空間，又不失主要的集體目的，即使因為無法在理論上達成共

識，而分成不同取向的工作圈（Work Groups），仍致力於異中求同，亦即批判

的、文化研究的取徑，最後那些報告很多都出版成書或專輯，Learning to Labour

就是其中之一（Mills & Gibb, 2004; Willis, 2000）。

參、對教育研究與實務之啟示

作為跨學門的經典研究，後人當然可以從Learning to Labour汲取不同的養
分。奠基於上述四位一體之評析，本節仍將焦點置於教育的範疇，探討這樣的經

典著作對教育研究以及實務有何啟示。

一、對教育研究之啟示

四位一體乃指基本議題、技法、認識論、存在論緊密連結成為一個整體，無

法分割，可以衍生諸多啟示，為了呼應前文，以下聚焦於基本議題及民族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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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兩個向度：

（一）基本議題的深化與開創
如何解釋勞工階級青少年反學校文化？Learning to Labour的厚描與詮釋以

文化研究的視野深化了我們的理解。美國知名教育人類學家Ogbu（1974）指

出，大量文獻都把貧窮的少數民族的低學業成就歸咎於「文化剝奪」（culturally 

deprived），或是委婉修辭後的「文化不利」（culturally disadvantaged）、「文

化差異」（culturally different）。無論何者，皆意指家庭環境無法提供有益於學

生心理與社會發展的「刺激」，未能養成未來取向、追求成功、具主動性、勤勉

等中產階級價值與態度，因而導致失敗。Willis的研究參與者雖非少數民族，但

其勞工階級背景也被學校以及教師視為「缺陷」，然而Willis（1997）主張不能

預設文化的形式被鉅觀的因素諸如階級位置、所在區域、教育背景所決定，這些

因素固然重要，但是它們如何影響行為、語言、態度才是需要去理解的，這些所

謂的鉅觀因素並不意味著人們將會全盤接受、徹底順服。

Willis的主張對教育研究深具啟發，尤其是青少年次文化的研究。Learning 
to Labour中的lads的「反學校文化」在許多研究中就被視為「偏差行為」，事實

上，青少年次文化與青少年偏差行為有某種程度的選擇性親和關係，相關論述多

數具有預設立場，視青少年次文化為「異端」、視青少年為「導正」之對象，

往往急於為青少年的行為貼標籤，鮮少傾聽青少年的心聲、進入青少年的世界

（張盈堃，1999；Thorne, 1993）。檢索臺灣相關文獻可以發現，這個現象至今

依舊，「青少年次文化」的文獻遠遠少於「青少年偏差行為」，11即使關注「青

少年次文化」，也未必以學校為主要研究場域，即使是教育領域的研究，也多與

偏差行為、中輟學生、校園危機等問題進行相關性討論，較少以青少年的經驗為

探究核心。

除了深化基本議題，勇於開創同樣重要。Willis積極肯認青少年文化的創造

力與延續性，使其看見青少年經驗的多重性。致力於青少年文化研究的英國學者

Cohen（1997）曾批評，不管是馬克思主義者著眼於階級或女性主義者著眼於性

11  進入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分別輸入「青少年次文化」、「青少年偏差行為」在
「篇名」、「關鍵詞」、「摘要」等欄位進行檢索，各為52、94筆（檢索日期：2017
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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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對青少年文化的描述、理解與詮釋都流於片面、偏頗，呼籲視青少年為處於

多重分化的社會中多重分化之主體（multiply divided subjects in a multiply divided 

society）。儘管Willis優位化階級的關懷，但是他的田野發現精準捕捉階級與性

別的複雜交織，指出作為滋養反學校文化的勞工階級文化同時是陽剛的，這個發

現引發了後續的、更為多元的研究與論述，例如對性別文化中的陽剛氣質之多

重定義（如Abbey, 2001; Connell, 1996），檢視學校教育如何強化霸權陽剛氣質

（hegemonic masculinity）（如Price, 1999），探討陽剛氣質與男學生同儕團體中

的恐同（homophobia）、性文化（sexual culture）、暴力之間的關係（如Kenway 

& Fitzclarence, 1997; Nayak & Kehily, 1996; Redman, 1996），國內也有學者以高

中男生為對象，探究他們如何透過學校教育的過程及同儕關係發展出不同形式的

陽剛氣質（如楊巧玲，2007；楊幸真，2012）。然而如何避免只著眼於性別面

向，以致可能流於片面、偏頗，則仍亟待努力。

另一方面，Willis的聚焦於青少男也引發批評。女性主義者譴責Willis耽溺於

1970年代中的批判理論大敘事，過度浪漫化勞工階級lads的觀點，再製而非解構

性別歧視的傳統，最終維繫了社會壓迫與宰制的男性凝視（Arnot, 2004; Mills & 

Gibb, 2004）。與他同在CCCS當研究生的McRobbie（1991）12就指出，當時既

有的青少年次文化之作品，幾乎很少出現女孩，即使出現，不是強化女性刻板

印象，就是相當短暫。Learning to Labour一書的確鮮少出現青少女的身影，即
使出現，亦多從男性的觀點進行分析與詮釋。例如Willis（1997）觀察指出，在

性別混合的團體互動中，總是lads掌握話語權，女孩的回應多為私下竊笑或彼此

交談，他進而如此評論道：「女孩明顯地受宰制，但是她們共謀其中」（Willis, 

1997, p. 46）。McRobbie則反問，當一位男性研究者以男孩為研究焦點，是不是

就很難不從男孩的觀點看待與評價女孩？McRobbie進而轉向勞工階級女孩，聆

聽她們如何認知學校、家庭的生活世界，以及各自如何要求女孩符應性別與階

級的規範與期望。McRobbie自陳她的研究促使其他女性社會學者、社會心理學

家展開對青少女的系列性探究。臺灣也有研究者開始關注青少女的主體觀點與

12  此乃McRobbie論文選集，所收錄的多為1970至1980年代出版之作，於2000年由
Routledge發行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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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經驗，探究其獨特的文化形式，發現其身分認同之形構乃一動態過程，並

與階級、種族緊密交織（如林昱瑄，2007）。某種程度而言，這也算間接受到
Learning to Labour的啟發。

（二）民族誌研究法的貢獻與侷限
民族誌不只是一種技法，也承載著特定的認識論與存在論，適合用來探究

某些基本議題，如Willis所念茲在茲的文化之分析。致力於青少女次文化研究

的McRobbie（1991）曾經表示，社會學領域中最經典、最廣為引用的著作大

多都採取像民族誌這種互動式的研究取徑，如果缺乏這類研究，社會學就變

得枯燥乏味，對她而言，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中對「活生生的經驗」（lived 

experiences）所進行的研究，使社會學成為令人期待並投入其中的學門，那些

研究創造洞察、生產典範，代表了重要卻容易被忽略的傳統，其中包括Willis的
Learning to Labour。McRobbie進一步自省道，早期只急於提出女性主義的批評，

也許沒有提醒讀者Willis的Learning to Labour之重要，以及該書對她形成自己的
見解與觀點之影響與幫助。

McRobbie（1991）所言，大致也適用於教育領域。前文曾提及教育領域於

1970年代左右出現了民族誌運動，算是整個社會科學認識論運動的一環。Willis

就把Learning to Labour所得到的迴響，歸因於時間點；從學術史來看，剛好在馬
克思主義、在文化研究、在教育社會學的特定時期，從教育的層面來看，綜合中

學機會均等的理想幻滅已逐漸浮現（Mills & Gibb, 2004），而且二者密切相關。

前者是指1960年代政治上與知識上的騷動，前一世代的主要理論與正統的方法論

在在受到挑戰，詮釋典範逐漸形成，彰顯個體能動性的重要，將個別的行動者及

其詮釋與協商的能力置於分析的中心（Anderson, 1989）；後者是指1970年代之

後，理論與方法論上的轉變影響教育論述，有些教育社會學家汲取馬克思主義

和女性主義，開始對學校教育提出嚴厲的批判，質疑學校對社會階級、性別角

色、種族與族群偏見進行社會與文化的再製，而民族誌的研究被認為可以幫忙

掀開學校這黑盒子，從微觀的層次見證學校教育如何與資本主義社會的剝削形

成共謀關係，有人稱之為批判民族誌（critical ethnography），其關鍵要素為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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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抗權力與壓迫置於中心，Willis的Learning to Labour既是先驅，也是代表13（何

明修，2002；Anderson, 1989; Apple, Au, & Gandin, 2009; Arnot, 2004; Carspecken, 

1996）。

然而批判民族誌結合批判的社會理論與詮釋典範的認識論並非天衣無縫。

Anderson（1989）就指出教育領域裡的批判民族誌來自一種辯證：批判理論者雖

然視民族誌研究可望突破結構決定論的僵局，但卻不滿傳統的民族誌研究流於非

理論的與中立的研究取徑，而民族誌研究者則認為批判理論者在研究中過度受理

論驅使，甚至形成偏見，有失客觀。Willis曾感慨地指陳，他自始至終都覺得他

的田野工作被視為不科學、人道主義、而且相當主觀。至於受理論驅使的指責也

來自後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陣營，Lather（1991）對Willis的研究頗有微詞，對

她而言，Willis已經帶著新馬克思主義觀點進入田野，不可能因為蒐集所得的資

料而有所改變，於是無法容許相反模式或另類解釋的浮現。然而Willis（2004）

表示，雖然他的起心動念是處理以階級為基礎的社會關係，但是由於嘗試以具體

的細節，描繪在當時的經濟條件與社會關係裡，男性的勞動力如何被置放在工廠

的生產中，以理解資本主義的運作，因而「發現」了勞工階級的身分認同如何被

高度性別化，並未完全受制於新馬克思的觀點。無論如何，Willis的研究的確啟

發了後繼研究者更關注階級與性別、種族的交織性，如Weis（1990, 2004）致力

於探究美國白人勞工階級男女中學生的認同形構，如何與學校、經濟、家庭複雜

地相互糾結。

某種程度而言，此等理論取向爭議幾乎無解，那也就是何以在CCCS時分

成不同的工作圈，就像Willis所言，人們就是無法找到共識。況且研究方法也像

社會理論，會以新典範的方式重組而成「常規科學」（normal science），但是

持續一段時間之後，就會顯露典範背後的預設的問題，於是出現典範論爭甚至

轉移，Noblit（2004）就曾以批判民族誌為例加以說明，表示自己從1970年代

就讀研究所期間就深受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所吸引，也寫過一些批判民族誌，但

批判民族誌只是眾多類型（genre）之一，而且是知識建構的一種形式，既然如

13  McRobbie（1991）表示遺憾，因為像Learning to Labour這種開放式的經驗性研究
（experiential research）傳統，在整個社會科學研究經費刪減的情況之下，也瀕臨消失
之險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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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也就有其侷限；例如後現代主義與後結構主義學者質疑批判民族誌本身就

是霸權的一種形式—父權的、歐洲中心的及白人的，藉由挑戰其認識論提出

後批判民族誌（postcritical ethnography）的可能性，主張重新關注四項議題：

位置性（positionality）、反身性（reflexivity）、客觀性（objectivity）、再現

（representation）（Adkins & Gunzenhauser, 1999; Noblit, 2004）。平心而論，
Learning to Labour並未充分涉獵此等議題，只有在書末的附錄置放一段研究參與
者的團體對話（Willis, 1997），大致呈現這些lads與Willis的關係。不過在後來受

訪時，Willis坦承田野研究就是一種不平等的交換，就像資本主義式的交換，看

似平等，其實很不平等，例如Learning to Labour在學術市場的價值一直令他感到
罪惡。儘管如此，他仍堅持具體的互動是了解創造力、敏銳度、明確性的不二法

門（Mills & Gibb, 2004），而且在該書出版25年後，Willis（2004）仍希望批判

民族誌是Learning to Labour留下的珍貴資產，視其為理解並解放社會與文化之利
器。

二、對教育實務之啟示

社會科學研究除了企圖對社會理論的發展有益，也力求對政策實務有所貢獻

（Have, 2004; Lewis, 2003）。雖然Willis關心的是文化，但Learning to Labour揭
露了學校教育在文化與社會再製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對教育實務可以衍生出

不少啟示，此處聚焦教育政策與學校改革、教師角色與師資培育兩個向度。

（一）教育政策的檢視與學校改革的困境
1970年代的英國正推動諸項教育改革政策，且都具現在Willis的田野，他指

出在研究期間，個案學校由原先的分流（streaming）改為混合能力分組、成立一

個資源中心、進行協同教學與課程發展的實驗方案、為RSLA14那一年的學生發展

一系列新的課程選擇（Willis, 1997）。此等施為乃植基於進步主義教育理論，雖

然此等理論對小學的影響最深，但也逐漸往上擴及中學（Willis, 1997），核心目

標在於實現機會均等。弔詭的是，透過在地與非正式文化的習慣性互動模式，立

14  RSLA是Raising the School Leaving Age的英文縮寫，是1972年9月在英格蘭實施的法令，
將結束義務教育的年齡從15歲提升到16歲（Willi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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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良善的教育政策卻經常形成意想不到且往往不被看見的後果，所以需要加以檢

視（Willis, 1997）。

進步主義教育的訴求是什麼？基本上是以學生為中心，最成功的中等學校要

能提供多種課程讓學生做選擇，並輔以適當的引導，使學生感受到被給予平等

且切實際的人生機會，生涯輔導便是具體作為之一（Willis, 1997）。但是Willis

（1997）的研究發現勞工階級的lads除了輕視學校所教導的知識，也拒絕學校提

供的職業輔導，儘管Hammertown Boys對生涯輔導的課程極為重視，而且授課者

可能是全校最努力的教師，然而lads總是或拒絕、或忽略、或取笑、或轉化其在

生涯課裡所接受的訊息；例如課堂上放映的教學影片，就有lads質疑影片中呈現

的孩子都跟他們不同，有的lads甚至認為那些孩子是一群按照腳本演出的演員。

事實上，所謂的工作或生涯選擇，本質上是中產階級的構念，對lads而言，工作

就是指體力工，而所有的體力工都一樣，要快速賺錢、是不愉快的、展現陽剛

的，即便如此，金錢、成為真男人的一員和想逃離學校，都使他們迫不及待地進

入職場。

Learning to Labour專注於從學校過渡到工作（transition from school to work）

的階段，所以Willis蒐集了大量有關生涯輔導的資料，包括上述教學影片。結果

發現雖然lads封鎖或重新詮釋那些生涯教學與建議，但是其隱含的意義卻仍發揮

巨大影響，諸如將社會分工、性別歧視以及某些工作種類的無可避免視為理所當

然，儘管教學過程並未有意傳遞此等訊息，然而許多教學影片、課程安排強化勞

力與勞心工作的分野、刻板化性別的分工，lads很快就捕捉到這些言外之意，強

化其原有的文化信念。其實「以學生為中心」的主張放在非學術取向勞工階級學

生身上，意味著以興趣為出發點，而且男女有別，男孩的課程大約可包含鄰里社

區、工作、洽公、報稅，至於持家、居家生活、養育小孩則保留給女孩。這正是

意識型態最重要的功能之一，讓不確定且脆弱的文化產物顯得天經地義，也限

制了lads對主流文化的完全看穿，即使他們能辨識不公平、不正義，也經驗了剝

削、矛盾，卻仍未能歸結出共通的肇因。尤其愈是接近離開學校、急於尋找工

作之際，職業輔導愈是強調未來的威脅、職場的競爭，因而趨向個人主義，分

裂團結，最後只能以個人的機運、命運、幸運進入體制，玩主流社會的遊戲規則

（Willis, 1997）。

05-1-楊巧玲_p001-036.indd   22 2017/12/28   下午 03:41:30



楊巧玲 學習做勞工，同時做男人：反學校文化中階級與性別的交織之民族誌研究　23

放在Learning to Labour成書40年之後的今日來看，資本主義體制又有不同於

1970年代的發展。其實Willis在進行田野工作時就已察覺到英國失業率攀升的問

題，尤其是青年族群，但自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情況愈來愈糟，經濟結構

大幅改變，從初級和次級產業轉移到以服務業為主的三級產業，過去提供給勞工

階級的勞力工作大量流失。這個趨勢後來蔓延到其他諸多工業化國家，勞工階級

的經濟處境、物質條件都劇烈惡化，而這戲劇化的改變摧毀了，或說弱化了勞工

階級原先的從學校過渡到廠房的路徑，學校教育與職業訓練的關係不再理所當然

（Kenway & Kraack, 2004; Willis, 2004）。2008年爆發的世界金融危機，更使整

個勞動市場大幅萎縮，對包含英國在內的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國家的青少年就業機會影響重

大，對沒有就讀大學者尤甚；以英國而言，18至24歲的青少年失業率占總體失業

率的比例從1999年的21.7%到2008年的31.4%，更令人擔心的則是「不在教育、

就業、訓練」（Not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and Training, NEET）的年輕人比

例居高不下，就整個OECD國家而言，在離開學校後最難找到工作的青少年多半

處於多重劣勢，稱為「落後的青少年」（youth left behind）：欠缺文憑、具移民

或少數族裔背景、居住於不利或偏遠地區（Bell & Blanchflower, 2010; Scarpetta, 

Sonnet, & Manfredi, 2010）。事實上，階級與種族的交織壓迫已愈形彰顯。以美

國為例，在學校中展現的反學校行為，尤其若由貧窮地區的都市黑人青少男展

現，通常不是導向廠房，而是進入司法系統，Nolan與Anyon（2004）稱為大量

監禁（mass incarceration）。對比起來，Willis筆下的勞工階級白人男孩至少有廠

房作為離校後的去處，難怪批判教育學者呼籲教育改革必須超越學校，包括提高

最低工資、調整稅賦制度、增加就業機會、投資職業訓練、提供基金給付不起完

成大學的人、訂定終結種族隔離的住宅政策與僱用政策（Anyon, 2005）。

（二）教師角色的轉化與師資培育的改變
儘管學校教育並非社會改革的萬靈丹，但是批判的教育學傳統都對學校教育

寄予厚望，即使不遺餘力地加以批判，卻仍視之為轉化社會的契機（Apple et al., 

2009）。Willis的Learning to Labour雖然發現學校教育系統與資本主義體制有共
謀關係，但也指出這並非必然，如果實務工作者不知道可以做些什麼，就是陷於

純粹結構主義者的套套邏輯：除非社會的基本結構改變，否則我們無法做任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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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但是結構又阻礙我們做任何改變（Willis, 1997）。在成書四分之一世紀後，

Willis（2004）並未改變立場，主張雖然我們永遠不能低估學校運作的複雜性、

造福了誰、為了什麼目的，但是學校仍是習得勞動市場必要技能的主要來源，也

是學生取得適當工作的主要管道，因而必須持續提供勞工階級學生最好的機會與

最高的期望，忽略各種來自學生的挑釁與抗拒。事實上，根據最近的OECD專題

研究報告，學歷對於就業仍然至關重大，經濟愈不景氣，對處於劣勢者愈是不

利，包括沒有高中或大學的文憑、從事低技術工作者（Scarpetta et al., 2010）。

Willis（1997）所指稱的教育實務工作者包含課堂教學者與職業輔導者，根

據研究結果，他針對上述二類教育人員提出原則性建議：理解反學校文化是來自

有些勞工階級孩子，據其整體的階級文化經驗與位置，對學校結構與主流的教學

典範之回應，而比較不是針對個別教師的風格及教育的內容。基於這樣的理解，

教育實務工作者應該致力於辨識lads態度與行為背後潛在或隱藏的意義，並試著

去了解文化層次所成就的可能伴隨著怎樣的再製功能，進而去揭露文化的過程。

對課堂教學者而言，雖然教育要處理的問題來自於社會的結構安排，因而無法只

在教育範疇之內尋求解決，但是教師仍有可能為社會改變提供重要的先決條件，

例如敏覺於教學過程中對學生的回應被學生解（誤）讀為對社會階級與身分認同

的羞辱，策略性地避免與反學校文化正面衝突，但是既不能流於單純的表達同

情，也得維持某種程度的制度性權威，多使用小班級或小組討論的技法，破除個

人主義式的教學典範，將文化的形式、社會的態度作為課堂教學的文本，諸如帶

領學生探究為什麼勞力工作與陽剛氣質連結、勞心工作則與女性氣質連結，並討

論性別歧視的代價為何等。相對而言，職業輔導者的行動範圍更為寬廣，因為他

們較不受教學典範所限制，事實上他們對lads的確比教學者還抱持同情的態度，

所以常用不同於教學者的方式去適應勞工階級文化的形變，反學校文化，而這也

是輔導者與教學者之間常有的緊張關係之來源。然而Willis也提醒輔導者要對無

所不在的個人主義意識型態保持警醒，覺察功績主義社會與學校教育體制的矛

盾，協助lads更看清文化形式的邏輯最終如何導致文化與社會的再製。

其實批判教育學傳統對教育工作者一向都有所期待。例如Giroux（1985）早

已倡議視教師為轉化型知識份子，認為其工作涉及教育學生成為有思想、能行動

的公民，領導未來年輕世代智識與道德的發展，因而主張教師必須負起責任，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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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教、如何教、為何而教持續提問、不斷自省，一如學校並非中立的場域，教師

也不能以中立的姿態自居，畢竟教學絕不僅止於傳遞客觀的知識與共通的價值。

值此之際，再次對照Willis（1997）的民族誌研究結果，發人深省；他指出當學

校的知識被視為沒有價值，欠缺教育正當性的教師權威就顯得殘酷而赤裸，很多

教師因基本的教學典範被打破而憤怒，視之為學生的公然侮辱，於是就以睥睨與

嘲諷的態度加以回應，而lads對這樣的回應極其敏感，最令他們難以接受的就是

Willis所稱的班級／階級羞辱（class insult），這些羞辱發生在班級中，但所指涉

的是社會階級，至少lads是如此解讀的，因為難堪，lads就把握每個可能的機會

予以反擊，形成恆常的游擊戰（permanent guerrilla war）（Willis, 1997）。值得

注意的是，Willis並不認為教師有意錯教或是壓迫勞工階級子弟，事實上他發現

Hammertown Boys的教師，尤其是資深教師，都致力於以耐心和人性化的方式執

行工作，他們對學生的正式控制是來自國家的授權，但是他們對控制的行使是透

過教育的而非階級的典範。然而即使已經推動諸多改革，學校的物質結構、社會

組織、日常運作的邏輯仍然維持，師生間的交換關係、學校以社會控制為目的，

並未改變。

不過誠如前述，若因結構沒有改變就不能有任何作為，那就掉入套套邏輯，

而若要教師承擔起轉化型知識份子的責任，師資培育的重要性不言可喻。Giroux

（1985）主張深刻檢討既有的技術導向之師資培育課程，讓師資生與在職教師探

究學校問題的根本性質，省思教室生活與日常實務的運作原則。而成為轉化型知

識份子是一種過程，就像Wink（2010）所言，即使每位教育工作者都讀過進步

主義、再製理論及其對教育的影響，但是可能遺忘或是認為那些只存在歷史中，

所以直接以社會正義為訴求的師資教育就有其必要。Zeichner（2009）指出社會

正義師資培育（social justice teacher education, SJTE）已在二十一世紀成為社會

重建主義取向（social reconstructionist-oriented）師資培育方案的新標語，其所欲

養成的教師要能具現的理想之一是：「對來自歧異性背景的學生抱持肯定的看

法，將差異視為所有學生的學習資源，而不是視為需要克服的問題」（Zeichner 

& Flessner, 2009, p. 296）。這樣的理想與Giroux（1992）所主張的邊界教育學

（border pedagogy）有異曲同工之妙，亦即重劃知識與權力、自我與他人、中心

與邊緣之間的疆界，而這對教師的所在位置以及可能作為深具啟發，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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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教師，我們永遠無法無所不包地以他者（the Other）的身分發言，

雖然我們可能在種族、階級或性別的議題方面就是他者；但是我們當然

能與各式各樣的他者一起工作，以深化我們以及學生對他們帶到學校的

傳統、歷史、知識與政治之複雜性的理解。更明確地說，雖然教師無法

以與其經驗不同的他者之姿發言，但是他們一定能夠談論有關種族主

義、性別主義、階級歧視，以及其他影響公共生活的議題。（Giroux, 

1992, p. 35）。

Willis（1997）也提出類似的建議，認為教師可以把反學校文化置於適切的

脈絡，思考其對成員的未來之意涵，而不是只在意反學校文化對課堂的中斷與破

壞。雖然他並未在Learning to Labour直接針對師資培育提出建言，但是在成書四
分之一世紀後，Willis（2004）的提問也值得師資培育者深切自省：在教育制度

整個陷入資本主義泥沼的當今，在所謂功績的學術階梯愈底層的，往下重墜的風

險就愈大，雖然這個高度風險對閱讀該書的專業讀者及其下一代的現在與未來都

影響不大，但是我們對別人的小孩的責任難道就比較小嗎？

肆、反思

本文從四位一體的角度，對Willis的經典著作Learning to Labour進行評析，
以期引發新的思考與行動。就像所有作品，Learning to Labour的形成與出版有其
時空背景，歷經40年後，放在臺彎的教育社會學領域，可以帶來哪些反思？

一、教育研究應多著眼於教育政策的可能弔詭

Willis的研究提醒我們注意文化的影響既深且遠，立意良善的教育政策可能

產生意想不到且不被看見的矛盾後果，例如英國當時進步主義教育的訴求是以學

生為中心，在中學階段提供學生各種選擇並予以輔導，但是lads所從出的文化輕

視學校所教導的知識，拒絕學校所提供的職業輔導，視「生涯選擇」只適合中產

階級。反觀臺灣，自上個世紀末的九年一貫課程改革，就已標榜「以學生為中

心」，到本世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以下簡稱十二年國教）的推動，「適性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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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更是主要理念之一，意指「透過適性輔導，引導學生了解自我的性向與興

趣，以及社會職場和就業結構的基本型態」（教育部，無日期）。這看似中性的

理念陳述似乎預設個體的性向與興趣與生俱來，所謂「社會職場和就業結構」的

說法則迴避了階級差異這個事實，若政策制定者與教育工作者欠缺文化敏感度，

忽略學生所從出的階級文化對其性向與興趣所發揮之作用，「成就每一個孩子」

會不會弔詭地複製了社會階級？目前與生涯教育相關的研究，多從心理學的觀點

切入（如吳武典、簡茂發、洪冬桂、舒琮慧、鄒小蘭、張芝萱、吳道愉，2010；

金樹人、許宏彬，2003），鮮少著眼於階級文化的差異。十二年國教理想的實

現，有賴更細緻的生涯發展教育，實際推動的情形則有待更多教育社會學者投入

研究，尤其是從學校過渡到職場的長期田野工作，以期檢視生涯教育相關課程是

否有其階級預設、如何破除或是強化階級再製。

相對於Willis筆下的lads，臺灣的勞工階級高中生樣貌較不清晰，尤其是非

學術傾向族群，既有的研究大多針對國中生。已有研究指出，高中職的分流實際

上不利於社經地位弱勢學生，造成實質的教育機會不均等。具體而言，家庭社經

地位愈高、兄弟姊妹數愈少，其國中學業成績愈好者，有較高的比例升上出路較

佳的公立高中（李然堯，2006；黃銘福、黃毅志，2014）。其實臺灣對國中生進

行生涯輔導已經行之有年，從1983年在國中設置「輔導活動」科，就包含了職業

輔導，九年一貫課程推動後則由綜合活動領域的輔導課程實施，且將生涯教育納

入重大議題融入各學習領域中，但在升學主義之下，一直沒有受到重視。若就技

職教育體系而言，更是從1974年就頒布「加強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辦法」，1993年

提出「發展與改進國中技藝教育方案：邁向十年國教」，2001年公布「技藝教育

改革方案」，2008年頒訂「加強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辦法」，而教育部也曾於1996

學年起試辦綜合高中，試圖延後高中職分流，愈來愈重視中學階段的生涯發展教

育、職業性向探索。但高中職雙軌體制由來已久，國中端仍可能輔導學業成就低

落或行為表現不佳的學生選擇技藝教育路徑（吳天元、洪兆南，2004；吳明振、

游玉英，2014）。另一方面，根據統計顯示，臺灣青少年失業率自2001年起超過

10%，遠高於一般失業率，其中15∼19歲組高於20∼24歲組，高中職程度者高於

大專以上（郭振昌，2003）。凡此種種，在十二年國教已全面實施後，是否有所

改變？整個中學階段都需要更多批判民族誌研究，脈絡性地理解青少年次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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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中等學校教育對不同社會屬性的年輕人的意義為何，探究標榜功績原則的學

校教育是否及如何自相矛盾。

二、教育機會均等既是基本議題也是終極關懷

基本議題還是最基本的，階級不平等一直是教育社會學領域的核心關懷，

對貧富差距持續擴大而且快速惡化的當代臺灣來說（朱敬一，2014；林安妮，

2015；張翔一、吳挺鋒、熊毅晰，2014），更是值得重視。儘管歷來諸多政策企

圖改善弱勢者的教育，如1994年的「教育優先區計畫」、2002年的「國小學童課

後照顧支持系統推動計畫」、2004年的「弱勢跨國家庭子女教育處境與改進策

略」與「退休菁英風華再現計畫」、2006年的「攜手計畫，課後扶助」、2008

年的「夜光天使點燈計畫」，然而無論何者，都未見弱勢根源被徹底檢討，呈

現了弱勢議題愈被論述，弱勢學童愈顯弱勢的弔詭（李玉蘭，2011）。Willis的

研究發現學校師長往往把勞工階級學生反學校文化的出現，歸因於個人品行問題

或家庭功能不彰，流於將行為表象個人化，有學者稱之為「缺陷思維」（deficit 

thinking），不只充斥於教育政策與實務，也瀰漫在教育的思想與研究（Valencia, 

1997）。臺灣也不例外，常見者如證成學生家庭社經背景與其學業成就息息相

關，低社經背景，尤其是原住民，對教育的期望普遍較低，學習態度不佳，父

母參與學校事務的能力與動機較低（如陳順利，2001；楊肅棟，2001），於是

學業成績落後似乎就此得到解釋，卻忽略學校本身的分流措施常使在學校外擁

有最少的學生，在學校裡往往也得到最少，而與日俱增的負面自我覺知影響甚

巨，除了行為表現，更擴及對未來的企圖與教育的計畫，或謂「階級的潛在傷

害」（hidden injuries of class）（林郡雯、張建成，2008；Oakes, 2005; Sennett & 

Cobb, 1972; Weis, 1990）。民族誌研究有助於研究者與主流的認識論斷裂，階級

需要理解，而非視為變項。

另一方面，對階級的關懷如何不流於無視其他的壓迫，Learning to Labour值
得借鏡。儘管遭到女性主義陣營、後結構主義的批評、質疑，Willis筆下的lads

所展現的男性認同及性別歧視極為凸顯。事實上後續的陽剛氣質研究大多奠基其

上。儘管全球化的經濟結構劇變，勞工階級男孩很難從學校直接到廠房，打斷

了勞工階級男性文化的再製，但並不代表傳統的男性觀已消失，甚至可能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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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固，Learning to Labour所揭示的階級與性別的複雜交織，提醒教育社會學者在
關注階級議題的同時，張開性別之眼，也提醒性別教育工作者在致力於喚醒性

別意識之際，階級至關重大。其實種族議題同樣值得重視，晚近「白種性研究」

（Whiteness Studies）15已形成，把「白種性」（whiteness）變成批判與轉化的中

心（如Ignatiev, 1997; Roediger, 1994），40年前Willis的研究已指認「白人」，也

曾論及種族主義，只是陽剛氣質相對更受注目。值得一提的是，階級方面也已出

現「向上研究」，研究者把目光轉向中產（上）階級的子女如何在教育體系獲

取優勢，而不只是聚焦在勞工（或低下）階級的子女何以無法在學校成功，亦即

針對中產（上）階級如何透過學校教育建構社會位置、富者如何保護其階級利

益並維持對教育過程的控制，進行更多研究（如王雅玄、陳靜盈，2012；許殷

宏，2006a，2006b；Demerath, Lynch, Milner IV, Peters, & Davidson, 2010; Whitty, 

2001）。此等發展趨勢反映了反思之重要，提醒我們深刻檢視教育研究與實務的

缺陷思維，以深化並開創教育研究，以轉化並改變教育實務。

DOI: 10.3966/10288708201712630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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