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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的教育哲学
解决了什么教育议题？

□　 简成熙

屏东大学 教育行政研究所 台湾 屏东　 ９０００３

一、分析前期的成果

　 　 （一）教育理论、实践的相关讨论。 第一，教育

学之理论基础。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英国的皮德思等

人认为，教育哲学要探索的是概念真理，教育心理

学、教育社会学则是经验科学，教育史则是过往事

迹、制度与智慧，各学科壁垒分明，共构教育学的理

论基础。 第二，赫斯特与奥康纳对教育理论性质之

辩。 奥康纳从科学理论之角度，认为教育理论之名

只是一“溢美之辞”，理论必须是经由观察而形成的

一组假定，经由验证而获致符合逻辑一致性的陈述。
理论必须要有解释现象之功能，也要能够随时被客

观地拒斥。 赫斯特则一反逻辑实证之传统，认为教

育理论不应沦为科学之附庸，应该从人类各种普遍

的知识形式去拓展，不只是科学，社会科学、哲学、历
史，甚至于道德价值信念，都是教育理论之要素。 第

三，与教育实践之关系。 分析学者乐观地认为，只要

掌握所教知识的逻辑意义，在各种成为教学语句的

命题式知识中，适度转化知识、技能、情意、倾向、规
范及表现等，就能有益于教学实践。 赫斯特早年即

已提出教育理论是“实践理论”，各不同知识形式可

为教育提供基础。 尤有进者，赫斯特也认为教育理

论建构者不仅要从不同知识建构出合理之原则，也
要重视教育实务背后涉及的观念与预设，更需考虑

实务工作者所持的信念与态度，通过此种综合的反

思，以发挥理论指引实践之功能。
（二）建构精确的教育哲学。 第一，心理学与教

学。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分析学者对于当时行为学派

心理学家对学习之看法，提出一些批评，认为不能反

映人类学习现象；对当时“适应”沦为教育口号，也
认为概念不清。 巴洛点评了诸如斯金纳、加涅、布鲁

纳的学习理念，以及弗洛伊德、艾萨克斯、科尔伯格、
皮亚杰等之发展理论。 巴洛的结论是，诸大师们虽

是想借此了解人类学习行为，但这些学习理论远离

了真实的学习经验，为学校老师提供之建议很有限。

巴洛也曾持续分析心理学的“资优”以及“智能”涉
及的批判思考、问题解决、技能等，更探讨较抽象的

“想象”与“创造”，以及人际互动涉及的“关怀”等

社会技能，以此探讨核心课程、职业课程及师资培育

的教学重点。 海峡两岸现在正大力推展课程所欲达

成的核心素养等，实在值得参考当年分析哲学的成

果。 然而，分析学者对心理概念的分析，似乎并未引

起实征（证）教育心理学者之重视，殊为可惜。 教育

心理学家不太重视教育哲学家的分析，教育哲学家

未能与时俱进地反思教育心理学家的最新研究成

果，好像到今天，中西都未有太大的改善。 第二，伦
理学与德育。 教育分析学者基本上采取元伦理学的

立场，着重伦理概念之分析，而不接受一般分析哲学

中直觉论或情绪论之主张。 道德教育方面，皮德斯

结合心理学知识加以着墨。 赫斯特从世俗观点揭示

道德教育之概念。 有关德育部分，斯特劳恩针对道

德信念、判断、行动、规则、由知到行、意志薄弱等作

了细致的界定与讨论，充分展示了分析学者如何从

伦理学之概念中，论证出合宜的道德教育内涵与方

法。 分析学者所论，也可引出许多有价值的学理议

题。 以皮德思为例，他既有康德的基础，也有亚里士

多德的部分主张；戴维·卡尔可算是承继皮德思之

康德传统，吸纳德行伦理学，并反思道德心理学的代

表，他也致力于教师专业伦理有成的研究。 康德、亚
里士多德道德教育系统间之分合，即使在英美世界，
也未有多元之讨论，都值得我们今天重探。

（三）理性的教育或教学理论。 第一，教育目

的：自主性。 皮德思从概念分析的角度，认为教育目

的内建于教育概念本身。 之后，分析派学者逐渐经

过“自主性”的分析，将其视为教育目的之程序原

则，都把理性的个人自主视为教育目的。 简单说来，
在人美好生活的追求上，教育不必孤悬特定价值，要
能提供多样化的经验，协助个人体察其经验之选择

能力，并运用理性原则，摆脱情绪好恶，而抉择良善

生活方式。 运用理性，必得借助知识，“引领”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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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理性之门，发展各类理解外在世界之经验模式，
并能为知而知，而不屈从于功利目的。 在道德实践

上，学生依理而行，自动自发，为自己行为负责。 第

二，教育内容：博雅教育。 赫斯特之“博雅教育”或

许是分析派学者对知识、心灵及课程三者关系最具

代表性的基本立场与完整说明。 赫斯特认为，知识

是理解人类既有经验的复杂方式，知识的习得过程

也就是人类理性心灵之建构。 人们在接触外在世界

时，借助公共语言符号系统理解外在世界，也用以表

达自身。 这套公共符号系统载负着各式经验，也逐

渐精密化并发展出检证后续经验的标准。 而知识的

来源多元，各自形成不同的专业领域，而不同的“领
域”，可能共享知识的“形式”。 赫斯特的分析不在

于为现今的博雅教育或通识教育辩护，他毋宁是要

展示知识、心灵与课程建构之关系。 皮德思更在其

《伦理学与教育》中反复说明传统科学、文学等智性

学科具有内在教育价值之理由。 第三，教育方法。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的分析学者在自由民主的理性传统

氛围下，大致认可教学方法的多样性。 英国的分析

学者在教学方法的立场上，皮德思教育三大规准之

合认知性、合价值性及合自愿性，其中的第三规

准———合自愿性，也被公认是接受了类似进步主义

的要求。 不过，他们认为不能因接受进步主义的

“方法”，而全盘否定了理性、智性等传统学科的“内
容”。 当时，对于“灌输”，分析学者不仅区分相类似

的概念，如制约、洗脑、宣传等等，也从意向、内容等

条件去厘清教学过程中能否完全避免灌输。 这对于

今天的教育工作者而言，仍深具意义。 此外，他们对

教学过程涉及的兴趣、游戏、统整课程、发现式教学

等概念都有许多讨论。 当今重视“游戏”的价值，也
大致是承继已辞世的分析学者迪尔登，他当时率先

对儿童“游戏”的概念进行了分析。

二、批判与后期反思

　 　 （一）教育分析本身之反思。 第一，亚里士多德

实践取向之反思。 赫斯特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认为其

当年之博雅教育对心灵、知识、课程之建构太偏向理

性主义，从亚里士多德的体系中，心灵的构成要素是

认知、情绪、意志的综合。 因此，理想的生活，不能完

全设定由理性来主导，个人的快乐、痛苦、欲望的满

足等也是心灵构成的重要部分。 他认为社会实践才

应是人类心灵认识外在世界的主要来源。 教育的课

程规划重点，应是要让学生熟悉、知晓各种社会事

实，满足其需求的过程中，再逐步反思、检讨社会现

实生活，并据以发展各种理论性或抽象之命题知识。
第二，政治哲学与教育概念之深化。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以后，教育分析学者也集中在许多政治哲学涉及

的教育争议领域。 政治哲学确实吸引了伦敦路线第

一代弟子及后继者之兴趣，他们纷纷致力于教育政

策之相关讨论。 怀特夫人亦致力于公民教育的讨

论，从参与式民主，到公民德行等。 或许是伦敦路线

后期政治哲学的议题，学者们并未特别标榜分析方

法，致华人世界介绍英美分析教育哲学时，通常都只

在逻辑实证、概念分析上打转，其实伦敦路线后期政

治哲学的议题，扣紧具体教育政策，很能接教育实务

之地气，更值得我们发掘。 第三，席格坚持理性之传

统。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后，后现代之思潮，逐渐成为

主流。 在席格看来，若后现代论者宣称前述诉求是

一种知识论上的声称，这种接近知识相对主义之声

称，仍得建立在理性、客观的知识基础上，方能成立。
基本上，席格认可这些要求或主张，但他坚持不必放

弃知识的客观立场，也不必放弃理性的追求，这些后

现代的要求都可在理性传统内得到证成。 理性、个
人自主及批判思考，算是分析哲学传统的强项。 席

格也是美国批判思考的代言人，他的思想建立在康

德启蒙的理性传统上，也面临来自后现代、批判教育

学的挑战。
（二）教育分析哲学外之挑战。 第一，亚里士多

德概念之深化。 卡尔坚持亚里士多德所界定人类活

动之形态：“理论思辨”，涉及永恒存有之探索，不涉

及经验；“技艺”则是一种生产性的推理或技术，是
预先规划而能获致之具体成品；教育活动则应隶属

于具体目的性、指向性行动的“实践”。 卡尔坚持，
教育哲学不应被视为理论哲学，赫斯特之观点，仍未

能体现教育活动在历史文化脉络中之地位，会把教

育哲学论述置于非历史之境，而孤悬了理论本身。
卡尔所称亚里士多德之实践哲学，重点在于指向完

成人类善或卓越之诸行动，标榜教育哲学应重视历

史文化、生活形式，这样才能成为地道的教育实践论

述。 赫斯特则认为教育哲学之探索是对教育实践之

反思，其仍须以理论语词行之；卡尔则直接以此断定

赫斯特心仪之教育哲学论述（即便赫斯特已经强化

教育理论的实践意涵了），仍忽略历史实践脉络。
笔者认为二者的争论系由对理论、哲学之表述歧义

所造成。 第二，欧陆思潮之复苏。 后现代教育思潮

以及后结构思潮，援引尼采、福柯等，自 １９９０ 年后已

经逐渐成为教育哲学理论取法来源的学术新宠。 由

于欧陆文化学派本有其教育探索之深厚传统，如
“陶养”之概念，也重燃英美教育哲学学者的兴趣。
后现代以降之学者以差异、解构为核心，以批判教育

学的压迫、解放概念，拓展其革命论述，即便是较保

守的社群主义，也共同挑战英美自由主义之理性传

统。 这些思潮在政治哲学共同构成的“差异政治”
“肯认政治”或标榜“文化政治学”中，也对古典自由

主义的族群观、平等观构成挑战。 这些哲学或政治

思潮都使得英美教育哲学无法完全只以分析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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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应万变”。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后，英美也重新燃起后期维

特根斯坦对生活形式之探究，以此讨论所谓“论证”
作为哲学探究之合理性，析论维特根斯坦对博雅教

育、个人自主、道德、宗教、艺术教育的可能想法。 从

后结构以降所诠释的后期维特根斯坦观点来看，笔
者尝试代后结构等学者向伦敦路线分析学者提出两

点立场回应：（１）可以说清楚的，不一定真清楚，仍
应该用“分析”以外的方式来解构；（２）不可说的部

分，虽然不容易说清楚，仍得用各种方法表述，不需

保持沉默。 笔者期待双方阵营口惠式的互为主体之

余，也能各自从对方立场，改善自身可能的限制。 分

析学者既对不可说的保持沉默，无须苛责后结构不

清楚的表述；而后结构论述也得尽力让能清楚的部

分摆脱语言之迷障，庶几能真正加深拓宽教育哲学

的多元性与强化对教育实务的导进功能。

三、华人的借镜与挑战

　 　 （一）分析的教育哲学确实深入讨论了诸多教

育议题。 哲学的可贵在于议题的提出，而非答案的

终结。 当年分析所归结的提问：“你的意思是？”“你
如何知道？”。 英美分析学者以此提问教育理论之

性质，追溯教育理论涉及的不同学科。 经由明晰教

育基本概念，也鼓励教学工作者审视各种知识条件。
早年分析学者致力于哲学、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

涉及概念之讨论，后期从伦理学转入政治哲学之探

究，更直接处理许多实质教育议题。 各种教育概念

也在自由主义下传承了西洋理性之传统。 我们也不

容忽略，２０ 世纪的两次大战后，西方社会发展的专

业需求不断动摇教育的本有价值。 当时的英美教育

分析毋宁是在回应多元现实需求下的一种标榜中性

客观的方法，其骨子里其实是维系民主、理性的古雅

坚持。 即使我们接纳杜威经验不断重组改造的实用

主义传统，或是后现代、后结构各式“解构”的要求，
但教育事业必当处于对过去、当下教育概念不断地

省思与探索之中；教育实践也终必在已有的基础上，
回应未来之挑战。 １９６０—１９９０ 年间分析取向的教

育哲学发展，对教育目的、教育理论、课程、教学、道
德教育、教育政策之议题，都做出了许多原创性之讨

论，之间的论辩，更是饶富生趣。 一言以蔽之，若不

把分析的教育哲学作为狭隘的某一学派之历史橱

窗，不以时髦的学术看待分析的风华落尽，那所谓

“分析的传统”将可持续提供吾人探索未来教育走

向的珍贵养分。
（二）以分析为基础，超越分析。 在百年前西方

哲学引入中土时，部分国故派即认为无法用西洋哲

学之架构来比附。 其实，正如当代分析哲学之于希

腊哲学，中国古代也未尝没有分析之思考或论证。

庄子与惠施鱼乐之辩，即为显例。 值得我们注意的

是，英美分析传统的概念分析，重点是日常语言；而
华人世界对教育、教学等日常教育用语之使用，实载

负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如君子、士、变化气质等。 我

们有太多丰富的教育、文化用语值得发掘。 即便是

今日，仍有很多学者以为中国哲学重整体，而鄙视分

析哲学，这种争论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笔者个人就

深觉儒家“君子”与皮德思之“教育人”有异曲同工

旨趣。 教育分析哲学当年踌躇满志地企图为教育、
教学等树立规准，以后期维特根斯坦之观点来看，概
念处于社会的游戏之中，要找到教育概念确切之充

分或必要条件，恐怕不容易。 但教育哲学工作者仍

应时时反思教育核心概念。 易言之，利用分析哲学

的方法，而不必以它为限，似仍值得吾人努力。
（三）教育哲学扮演学科整合与反思教育研究

之功能。 英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之教育分析，表面上

是限缩“做”哲学之方式，但学者都企图整合教育各

次级学术，前期很重视教育分析与心理学、伦理学与

课程教学之整合，后期更重视与政治、行政、政策的

结合。 不讳言，教育各次级学术都有自己的学术自

主，也不一定认可教育哲学可以提供适切的引导功

能，然教育分析特别重视各级教育概念与命题的表

述、澄清，不仅有助于各教育学科之反思整合，也应

有助于教育研究方法论之反思。 事实上，许多西方

教育哲学家均致力于探索与检讨教育研究之方法论

基础。
（四）捍卫及反思理性教育。 从今天的观点来

看，当年英美的教育分析哲学，虽然在方法上标榜革

命，但其具体主张仍不脱传统西方文化概念下的范

型。 笔者甚至于认为，皮德思之“教育人”理念，就
是希腊博雅教育的现代版本。 虽然近年来，从多元

文化、后现代、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等立场，不断挑

战此一理性之传统，当年革命之分析传统，也被视为

保守。 但即使是西方世界，各种“后”学论述，固一

跃成为学术新宠，恐无法也不应据以推翻理性之传

统。 虽然中华文化，在方法论上并不完全类同西方

知识论穷究的分析传统，而以修身之工夫论见长，但
我们先不要以逻辑、实证预设教育分析立场，若细细

品味其具体教育主张，分析传统下的教育理想如培

养理性（我们也重视讲理）、为知而知的内在追求知

识态度、认知的通观与博雅教育、着重内在价值抗拒

世俗流风等，实仍与中华文化契合。 至于其重视的

理性个人自主，也恰好是我们传统教育中过于重视

师长父母权威可兹改善的地方。 如何以此为基础吸

纳各种多元的诉求，将其纳入中华教育文化的洪流，
也是华人世界教育哲学工作者的重责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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