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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撰寫這篇碩士論文是希望能藉由對自身教育行動的思考路徑與行動邏輯

進行探究的機會，發展一種能超越既有框架的教育實踐能力，而非只是

建構何種可隨意複製的工具性知識與操作模式。故探究視野與架構不同

於工具理性那樣著重於考慮透過何種手段達成理論假設或意圖及以能夠

計算和預測結果作為實施績效的制式規格，是以筆者在救國團張老師

「青少年自我挑戰營」從事青少年輔導工作、在台北縣「山海」國小從

事小學教育等具體經驗為例，藉由實踐取向研究方法探究「自身行動中

隱含的認識歷程」與「我們這群工作者共同創造出何種類型與性質的教

育空間」，以求能在自身未來的輔導與教育行動中產生更自主的實踐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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