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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民主旗幟高張的世代，仍充斥戰爭動亂、性別不平等、貧富不均和權益被

剝奪的現象，更有宗教種族所引起的歧視、恐怖攻擊等諸多問題，其中包含中東

與第三世界國家的女性被剝奪受教權。2014 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瑪拉拉的經歷 

1 使我心海捲起波濤洶湧，誘發我深入探討：我們必須支持女性受教權的原因？

其目的為何？教育所帶來的影響又是如何？文中將針對這幾點，透過教育哲學家

的觀點，進行論述，期待符應瑪拉拉的女權教育之倡議，為此帶來陶冶心靈與弭

平戰亂的契機。 

 

貳●正文： 

 

一、受教的權利及支持女性受教權的觀點 

 

  世界人權宣言云：「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權利，教育應當免費，至少在初級和

基本階段應如此。教育的目的在於充分發展人的個性並加強對人權和基本自由的

尊重。教育應促進各國、各種族或各宗教集團間的了解、容忍和友誼，並應促進

                                                        
1
 瑪拉拉·約薩輔栽（普什圖文：ه ہ： [məˈlaːlə jusəfˈzəj]；[10] 烏爾都語ۍزفسوی مالل فف مالل ز  یزئ ۍ

MalālahYūsafzay，1997 年 7 月 12 日－），又譯為瑪拉拉·尤蘇芙札，是巴基斯坦的一位以爭

取女性教育而聞名的活動家。2014 年，她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是所有諾貝爾獎項中的最年輕獲

獎人。瑪拉拉的回憶錄(2013)《我是瑪拉拉：一位因爭取教育而被槍擊的女孩》（I Am Malala : The 

Girl Who Stood Up for Education and Was Shot by the Taliban.），英國《衛報》稱呼這本書「無所畏

懼」、「仇恨散播者以及陰謀論恐怖份子都應該好好讀這本書」。 

參見維基百科，瑪拉拉·約薩輔栽，2014.11.11.取自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6%8B%89%E6%8B%89%C2%B7%E4%BC%98%E7%B4%

A0%E7%A6%8F%E6%89%8E%E4%BC%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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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維護和平的各項活動。」2 瑪拉拉在聯合國演講符應之提出：「一個孩子、

一位教師、一本書和一支筆可以改變世界，教育是唯一的解決之道，因此教育優

先。」（One child, one teacher, one pen and one book can change the world. Education is 

the only solution. Education First.）我深深認同這句話，教育不僅能讓我們學習到無

窮無盡的知識，也能使我們擁有追尋夢想的能力，進而創造懂得活出屬於自己的

康莊大道。無論是巴基斯坦，亦或是阿富汗，甚至是世界上的每一個國家，都沒

有權力剝奪女性受教權；沒有資格阻礙女性追求夢想的權利；更不能囿限女性自

由學習的幸福。教育能讓大家從書籍中習得智慧，如托爾斯泰（Leo Nikolayevich 

Tolstoy，1828 ~ 1910）說：「理想的書籍是智慧的鑰匙。」3 而當學期樂趣開始時，

累積越來越多智慧時，無形中也增加了自己實踐夢想的能力，靈魂也將掙脫舊有

的枷鎖，跨越宗教種族的藩籬，進而自我重生，打開生命新視野。 

 

  因此我們該為女性爭取自主受教權，不讓她們被環境壓抑自我，女性無須一

味被男性歧視或霸凌，可以擁有一雙堅強獨立的羽翼，盡情翱翔於自由自在之生

命中，徜徉於實踐夢想之幸福裡。正如美國《獨立宣言》云：「我們認為以下真

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某些不可轉讓的權利，其中包

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4 受教育正是在生命中自由追求幸福與

夢想的基本權利。 

 

二、提倡女性受教權的目的與教育的影響 

                                                        
2
 參閱漢聲雜誌(譯)(2001)，國際特赦組織日本分部著。《世界人權宣言》。台北市：英文漢聲出

版社。 
3
 參閱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著)(2013)。《列夫·托爾斯泰文集》。中國北京市：人民文學出版社。 

4
 參閱王建華(譯)(2005)，Stephanie Schwartz Driver 著。《獨立宣言》。香港：三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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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今巴基斯坦的瑪拉拉從生命經營積極地提倡教育，相對於台灣有多人自主

地放棄了受教育的機會，我們應該藉由此例鼓勵中輟生能再度回校上課，並讓世

人理解閱讀與學習的快樂。除了課堂教學方式，也能將現代教育之父──杜威

（John Dewey，1859-1952）所提出的：「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 5，延伸至翻

轉教學，正如在太陽花學運中，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響應反服貿的公民運動，

其原因正是教育之根本在於學習思考與明辨是非，將經驗的價值發揮出來，而不

是盲目吸取知識。培根（Francis Bacon,1651 ~ 1626）強調：「讀書不是為了雄辯和

駁斥，也不是為了輕信和盲從，而是為了思考和權衡。」6 經由思考與權衡後作

出明智的抉擇，這也就是教育之真理所在。 

 

  當眾多女性受教育後，應該要將自己所獲得的技能發揮的淋漓盡致，在這世

代裡站在集體社會權與生態永續經營中自我實現，猶如德國總理梅克爾三連任；

挪威女性總理索柏格組閣；華裔錢為德任白宮科技法顧。此正符應雨果(Victor 

Hugo，1802 ~ 1885)云：「教育！科學！學會讀書，便是點燃火炬。」7 即能照亮自

己與他人，為更多需要幫助的人奉獻一己之力，為更多受苦受難喪失權益的人發

聲。 

 

參●結論： 

 

                                                        
5 參閱杜威(2013)。《民主主義與教育》2 版。台北市：五南圖書出版。第一 ~ 七章。 
6
 參閱培根名言，2014.11.12.取自 http://www.cidianwang.com/mingyan/peigen659.htm 

7
 參閱雨果名言，2014.11.12.取自 http://baike.baidu.com/view/656569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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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哲學家史賓塞（Herbert Spencer，1820 ~ 1903）曾言:「教育是為美好的

未來作預備。」教育不單單只是學習知識，也能讓我們學到更多意義深遠的道理，

獲得煥然一新的啟示，還能使我們感知生命的每刻，發覺人生處處都有美好，更

能遊覽大塊與其做心靈交流，進而懂得享受生命的瑰麗與幸福！8 同樣的德國教

育家斯普朗格（Eduard Spranger，1882-1963）云：「教育的最終目的不是傳授已有

的東西，而是要把人的創造力量誘發出來，將生命感、價值感喚醒。」9 教育的

美好就在於陶養人格與為生活做準備，同如孔子的「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因「吾

少也賤」而「多會鄙事」，體會出以「六書：易、詩、書、禮、樂、春秋」陶養

人格，以「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為生活做準備，10 其理念在當代所

學習與運用縱然有所不同，卻延伸為事事用心的全人教育之學習社會，而學習社

會不應有種族、男女老少之別，這是公民素養全面提升的學習時代。 

 

  17 歲少女瑪拉拉在聯合國的女權教育之倡議，對於女性教育人權的注重與

推動，讓聯合國在「世界人權宣言」、「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

化權利國際公約」11 三大公約下的公益團體再次產生了新的生命力，積極在世界

各地推動教育弭平戰爭並創造生活幸福而努力。同為年齡相仿的少女經由她的精

神鼓舞，我再次重申要積極提倡女性受教權，讓她們從教育中學習知識，如同蘇

格拉底（Socrates，469 ~ 399B.C.）言：「知識即德行。」唯有知識可以讓人們避免

                                                        
8
 林志穎(2005)。＜杜威的社會論教育理念之探討＞。《南大學報》第 39 卷第 1 期教育類。台南

市：國立台南大學。42∼43 頁。 
9
 斯普朗格是德國教育學家、哲學家與心理學家，屬於文化教育以及精神科學教育的專家，同時

也是狄爾泰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參閱梁福鎮(2006)。《教育哲學：辯證取向》。台北市：五南圖書出版。第二章。 
10 饒宗頤(主編)，張燕嬰(譯注)(2012)。《論語》。台北市：中華出版社。 
11 藍芷蘭(2014)。《高中公民與社會》第三冊。台北市：南一出版社。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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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知，陶養提升心靈素養，並擁有保護自己權利的力量，12 方能使她們遠離災禍

並弭平戰亂，進而消除不平等，促使經濟均衡繁榮，世界也將邁向真正的和平與

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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