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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正式課程中原有「生活與倫理」、「公民與道德」

等科目不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融入在七大學習領域、六大議題教育等之中有

關倫理或道德的課程與教學，如此一來，道德或倫理教育的品質是否每下愈況、雄

持不墜或後來居上呢?此外，教育部推動〈品德教育促進方案) ，各縣市政府教育

局(處)或各級學校也據此方案進行種種品德教育活動，其中各縣市或各校之間存在

許多差異或甚至事議的地方。有鑑於此，本文首先討論當代品格教育遭遇到的問題

與挑戰，隨之闡述Aristotle德行倫理學的重要主張，接著從Aristotle德行倫理學

回應當代品格教育的問題與挑戰，最後闡發前述探究對我國品格教育的敵示。這些

廠示包括:考量到任何人多少都要經歷的經驗領域，挑選並協助學習者培養需要的

好晶格或德行;拍緊人性可能的普遍通性，在情慾、行動與抉擇等層面主賦予各個

好品格或德行適當的內涵;品格教育教學主習慣養成與理性教導必須在各種實聽活

動中相互融合; Aristotle德行倫理學在品格意義、品格與人性的關係、品格對理想

人生或理想社會之重要性等方面的見解，提供實徵性探究必要的基礎認識，也能補

足品格教育實徵性探究主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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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Aristotle's Virtue Ethics to

Contemporary Character Education

Chien-Fu Li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Grade 1-9 Curriculum, the previous formal subjects of "Life and

Ethics", "Civics and Ethics' exist no longer and are replaced by the instruction and curriculum of

ethics or morals infused in "Seven Learning Areas" or "Issue-based Education". Therefore, it is

wondered whether the quality of moral education or ethical education is getting worse and worse,
maintained or improved. Apart from this, each municipal/county government and schools at aU levels

carry out various activities of character educ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Guidelines for Facilitating

Character and/or Moral Education Programs" advocated by Ministry of Education. However, many

variations or even controversies can be found in these activities of character education. In view of the

aforementioned observations, in the beginning, th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contemporary

character education a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Next, the vital ideas of Aristotle's virtue ethics are

expounded. Then, the responses of Aristotle's virtue ethics to th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modern character education are presented. Finally, the inspirations from the above study for

character education are elucidated. These inspirations are as follows: taking the fields of experiences

which nearly everyone will encounter into consideration, to choose and help learners to cultivate

the necessary good characters or virtues; sticking to the possible universal commonalities of human

nature, to endow the aspects of desire, choice and action of each good character or virtue with

adequate connotations; to combine habituation and rational teaching in the practical activities of

teaching in character education; from the crucial viewpoints put forward by Aristotle's virtue ethics

concerning the meaning of charact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aracter and human nature, the

significance of character for ideal life or ideal society, to supply empirical studies with necessary

foundational recognition and to make up for the deficiency of empirical studies in charact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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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國內道德或倫理教育推展的情況來說，國中小階段隨著九年一貫課程的實

施，正式課程中原有「生活與倫理」、「公民與道德」等科目不再存在，代之而起

的是融入在七大學習領域、六大議題教育等之中有關倫理或道德的課程與教學，如

此一來，道德或倫理教育的品質是否每下愈況、維持不墜或後來居上呢?教育部依

2003年「全國教育發展會議」結論成立「品德教育工作小組 J '並於2004年訂定

(品德教育促進方案> (教育部， 2011) ，以2004年至2008年為第一期程致力於

推展品德教育，現今已邁入第二期( 2009~2013) ，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或

各級學校也據此方案推動種種品德教育活動。不過，根據筆者了解學校推展品德

或品格教育的實況I ，各縣市或各學校之間是有許多差異或甚至有爭議的地方。譬

如，名稱上品德教育或品格教育都有、品格項目或核心價值有依教育局(處)規定

或自行挑選、決定教導哪些品格項目或核心價值及其內涵各有所好、有引進校外各

種社會資源協助教學或沒有、純粹融入各領域或議題的教學或額外安排教學時段、

有無設計品德(格)或行為檢核量表、是否就成效進行縱貫性實徵研究等等。無可

否認是有許多績效卓著且堪為典範的學校或方案，當然也有亟需著手研究並加以改

善之處。

有鑑於此，本文將從Aristotle德行倫理學與當代品格教育切入，希望獲致品格

及品格教育意義的釐清與妥當的立論。在行文上除了第壹部分前言之外，底下第貳

部分將討論當代品格教育遭遇到的問題與挑戰，第參部分則論述Aristotle德行倫理學

的重要主張，俾利第肆部分從Aristotle德行倫理學回應當代品格教育的問題與挑戰，

最後於第伍部分稍加闡發前述探究對我國品格教育的歐示，並作為本文之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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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當代品格教育的問題與挑戰

如果以美國推展品格教育的情況來說，其當代品格教育是指約從1980年代

至今極力推動的品格教育，本文所說的「當代」表示的也是這個階段。2 在過去

四十年所發展出的主要道德教育策略之中，T. H. McLaughlin和J. M. Halstead

(1999 : 132) 認為對美國現今學校產生最大衝擊的可能是品格教育。不過，鑑於

1 在本文之中，將不探討「品德教育」與「品格教育」意義上可能的區別。

2就有關當今美國品格教育運動的文獻而育，可以發現「品格教育」乙詞前面往往會特別加上特定的形容

詞，譬如當代( contemporary) (Molnar, 1997: 164) 、新的 (new) (Lemi呵， 2006: 5; Licko悶， 1992:

36 )、現今 (current) (Lemi呵， 1997: 31 泣， 41 ; 2006: 5 )等，甚至交互使用。

~10~至 中，教育事 62毒草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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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品格教育運動廣泛的重要影響力及爭議性， McLaughlin與Halstead ( 1999 :

133 )認為該是加以仔細批判的時候。那麼，當代品格教育面臨哪些問題與挑戰

呢?筆者曾經指出下列四項，底下依序說明 ι3

→、純粹個人修心義性或實現特定的意識型態

當代品格教育論者常常提出一些重要的品格特質或德行 (virtue) ， 4 認為有必

要協助年輕人加以發展。譬如， T. Lickona (1 992: 43-47 , 54) 提出尊重、責任、

誠實、公平、寬容、謹慎、自主、樂於助人、同情心、合作、勇敢、一系列民主

價值等; J. A. Benninga (Benninga, 1997: 87) 也列舉了四個試圖培養學生核心

「六大品格支柱 J (Six Pillars of Character) 之類德行的例子，這些德行有可信

賴、尊重、責任、正義與公正、關懷、公民德行與公民資質;E. Wynne干OK. Ryan

所提出的「八大倫理理想J .明智、正義、節制、勇敢、信、望、愛、義務(司|自

Nash, 1997: 25) 。當個人真有這些品格特質或德行，相信可以對制離婚率、非婚

父母、青少年懷孕和生子、青少年自殺或殺人、濫用藥物、犯罪、校園暴力、班級

欺騙、虐待兒童等社會及文化問題 (Benninga， 1997: 79; Nash, 1997: 17-18 ;

Purpel, 1997: 149; Wynr嗨， 1997: 64) 。如此看來，似乎是說當代品格教育在教

導個人修養心性，培養為人應該具有的品格或德行以成為道德上理想的人。

不過，對於上述這種當代品格教育論者經常有的論述，有些論者從意識型態的

角度提出質疑，認為它常常是新保守主義 (neo-conservative) 社會與文化實際作

為的一部分 (McLaughlin & Halstead, 1999: 138; Purpel, 1997: 140, 149) •

或者是R. J. Nash (1 997: 16-52) 所指的新古典( neo-c1assical)途徑。這種意識

型態認為存在著普遍且不變的道德核心或不會成問題的傳統價值，學校應當發展學

生的品格及德行以保存和傳遞文化遺產，維持社會穩定及政治的靜態平衡。又譬

如說，以上述提到青少年懷孕而言.5 Purpel提醒讀者思考它是否有可能是經濟問

題?假使是道德問題的話，使人做出這種判斷的道德又植基於什麼基礎之上?而且

和它擺在一齊處理的是濫用藥物與學校暴力的議題，為何不是社會不平等及跨國的

資本主義議題?換言之， Purpel所要指明的是道德議題本身是位於社會及文化的情

境之內，當人們彼此談論適當品格的主題時，都是建立在一些關於什麼是品格端正

的共同想法之上，而任何道德或品格方案必然植最於比較大的社會、政治、文化與

經濟願景之中，也因此有必要注意道德或品格教育計畫的意識型態性質，但是品格

3這一部分請參考拙著(林建福， 2009 : 285-293 )

4 德行基本上指的是好品格，底下會進一步討論它在Aristotle倫理學體系中的意義與特性。

5 同樣地可以針對前述提到離婚率等問題進行意識型態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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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運動不願意且無能力推敲或釐清它自己比較大的世界觀 (Purpel ， 1997: 146

147)。也由於缺乏對特定意識型態的批判檢視，對於表示當代美國或全球道德或

文化危機的種種社會現象，只尋求改善個人但卻忽略了社會結構或文化的導因，當

代品格教育推動者往往將之歸罪於個人的道德及品格墮落 (Nash， 1997: 33-38 ;

Purpel , 1997: 146, 150) 。也因此，道德或品格教育計畫必須小心審視其中是否

夾雜可議的意識形態，而不是將之視為普世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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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何種價值?何種德行?何種晶悔?

這一點問題與挑戰和前述第一點有關。一般品格教育提倡者會列舉出許許多

多的價值或德行，可以發現所驢列的並不完全相同，即使相同的德行或價值也可能

具有不同的意義，或甚至如上所言其中暗藏不良的意識型態。譬如. I. Pritchard

( 1988: 473) 以E. A. Wynne的「服從正當權威」和 W. J. Bennett的「尊重法律」

為例，提間為何前者允許有道理的公民不服從但後者卻加以排除?另外. A.Ko恤

(1997: 156-157)也轉載了一個有趣的問題r ......如果德國當時也實施品格教

育，它會鼓勵見童反抗或支持納粹主義?J 並且認為品格教育方案常常強調的價值

是明顯保守的，甚至可能是有爭議的。如果品格教育教導勤勉這項常見的價值或德

行，又加上如解放論者(liberationist) 所言，資本主義社會存在著結構的不公或

不平等，導致有恆產者和無恆產者之間壓抑或剝削的關係，兩者的間隔在市場經濟

之下逐漸擴大，那麼教導勤勉、努力工作等的工作倫理會更加大這種不公或不平等

的狀況，而且只從個人的懶惰和道德、軟弱來說明貧窮，卻不觸及經濟體系的分析與

檢討 o、~ash， 1997: 106-107, 127-128; Pu中el ， 1997:150) .也會令人質疑這類

見解的真實性與教育方案的有效性。又以教導誠實來說.J. S. Leming (2006: 7)

也主張人們常會質疑這樣會教導被壓抑的兒童成為壓抑者價值體系的一員，反而只

會增加他們的異化並助長其被壓抑的地位。

事實上. Nash (1997: 14) 從審視新古典、社群主義、解放主義及後現代主

義四種不同品格教育倡議的語言著手，指出各自使用的語言代表著相當一致的信念

與意義系統，儘管許多情況下所倡導的德行相當類似，但卻可能有著衝突的世界

觀。依據這四者的主要德行主張與所提議要教導的德行.Nash的審視可以以表l呈

現。

中，教育事62巷草3期~12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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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要晶格教育派別之德行主張及所要教導的德行表

「 派別 | 主要德行主張 | 一提讀要教導的德行 可|

6 Nash ( 1997: 27 )的「道德核心」是指那些讓人類達到整全與卓越的「傳統」原則及德行。
7 Nash (1997) 全書主要在討論這四種品格教育倡議，並且提出批判。

•

S叩tern恤， 2011 Second的 Edu叫

相當程度地建立在 Plato和軍事求協助學生發展普通永恆的「道德核心」 6 ，譬

如 istotle所提出的古代世如 Bennett 所著The Book of Vir tues所列的+個
界觀，詞，搧西方文明的傳重要德行:自律、憐憫、責任、友誼、工作、勇

統德行，尤其是古代希磁敢、堅忍、誠實、忠誠、與信仰。

人文化遺產所包含者。

教派的社單單主懿 (sectar ian commun i tar ian) 倡

導教縷蒙教的、過憊的興建智的德行，終懂的目的

在於縈輝神。

後自由主義的社群主麓(postliberal

nitarian) 以 A. Macintyre為代表，
人總是生活在社幣當中，

.倡讀建立地方性的社糕，才能維持溫文有禮
社群是德行及價值的最終EI (civi I ity) 及智性生活與道德生活，除7教力
根源 ·tt新古典遠徑更加m

於教導古典的德行之外，還包括其實、正義、勇
此~J自由主泌的過度，尤i 敢、教厚、實踐智能、自知之明、堅貞等。
其是種錯形式的個人主

輯、 r 構和j脫.J (r ightSll公民自由主，島的駐軍車盒，島(c 川 i c斗 iberal

ta I k) 、世俗主輯與多元 commun i tar ian) 仍然醉心於自由主教的計盒，但

寞.﹒ 堅持 rIP介機呵t .J (mediating institutions)
在復興公民社會上的重要性，譬如家庭、社區、自

蘭團"厲措綱、工作地連結簿，希望教導學生認僧

人們種種聲異之中的共遍性(commona lity) .以

及包括鑽，、友誼、忠實、公平等在內的民主翎

行﹒

教育的最終目的在預備人們轉化社會秩序，培養能

夠展現「公民勇氣.J (c i vic cou rage) 並致力於
起於對無權力被壓抑團體

社會正軍區與平等的特定道德品格，閑時能夠實際地
的關心，以及對國家構

參與「解放的」串門，常被提到的德行包括「串串
力、權威及背後支撐的意 J

化」的德行和門事 (contestat ion) 的德行，前
識型態進行系統的批判。 J

者看冒險、公民勇氣、社會正義、批判論述、解

放，後者係、指學門、衝突、抵抗、反霸權。

源於確認到無法找到任何要確保人們進行道類道習，對蔽，所需要的德行

知m的堅定不移基礎，;包緒對不可共靈性( i ncommensuab iii t y )、
也沒有任何中立的共同不種定性( i ndeterm i nacy) 及反基種論
理由能使不問主曠的人于 (ant i founda tiona Ii sm) 這種後現代實在的
蛤述出何種特定主弦是批判感受性、進行辦種對駁的能力、經轉學的

書，有殼的，害，性及啥，(hermeneut i ca I )感受性。 7

種定性的線究就是盡可

能體保 r ;相互主體的問

軍區.J (intersubjective
agreement) .而其主要

方式即遭遇彼此的對數

(conversat ion)

解放主麓

新古典

( neo-c Iass i ca I )
途徑

顯然可見地，在不同意義系統或世界觀之中，對價值、德行及理想品格的看法是有

所不同的。



三、研究與實踐並行的晶格教育

品格教育簡單來說即是透過教育活動以培育學習者的好品格，不過包括品格

教育在內的各種教育是複雜隱晦的，對於何謂品格及品格教育、如何推展品格教

育、過程中的形成性成效或階段性的總結成效等，在實踐的同時有必要進行研究，

俾便適當定向並獲致修正活動所需的重要知識。但是， Leming指出 1980年以來的

新品格教育方案很少系統地評量其對兒童的效果，現有的少許研究基礎相異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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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妨礙發展有效的品格教育方案。當1997年Leming檢視四個關於道德、價值

或品格教育相關研究的出處時， 8 他還是覺得當今品格教育缺少共通的觀點以作為

某種連貫性研究方案的基礎 (Leming ， 1997: 40-41 )。換言之， Leming強調當

代品格教育必須強化對於自己方案效果的探究。或許也是因為缺乏適當的研究，

McLaughlin與Halstead批評根本義 (non-expansive) 的品格教育未發展出有根據

且有系統的教學法 (McLaughlin & Halstead, 1999: 142-146) 0
9

上述Leming的觀察相信能博得道德教育者或品格教育者的同意，即這種深具

重要性的研究牽涉到極大的複雜性與歧異性。譬如， Pritchard ( 1988: 481-485)

提及當中幾個重大的問題與困難:第一、社會科學探究典型的標準問題研究設計

反映被觀察變項可能是什麼的假定、統計分析可能把相關關係詮釋為因果關係、道

德議題造成研究設計及結果解釋的干擾等;第二、從科學上探究品格是特別困難

的，因為其中包括有無數影響品格形成的因素、品格是相當長期歷程之下蠻穩定的

特質、光觀察外在行為或紙筆測驗無法真正瞭解品格等。事實上，所使用的教科

書、人際互動的狀況、學校的校風、學生本身對學校的瞭解、校外經驗等，都是品

格教育探究上不可忽略的重要議題。不過，雖然這類探究是艱困的，要成功實施品

格教育卻不能少了這個層面的努力。

四、晶格教育教學上的灌輸

儘管當代品格教育不滿1960至 1980年代的價值澄清途徑與道德認知發展論，

進而尋求教導特定的內容，形塑年輕人特定的德行與品格特性，並且希望能夠直接

在行動上展現出來，但是如果採行當代品格教育的說法，那麼在有限制地強調或

甚至忽略學生推理能力之下，會不會淪為灌輸(indoctrination)呢?使用來教導

8 Leming在這裡所談的當今品格教育就是當代品格教育，另外，這四個相關研究的出處分別是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 、 Moral Education Forum 、 The Special Interest Group on Mor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of

the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的on年度會議議程表、 The Association for Moral Education年度會

議議程表， Lemi 們 9分析了 1993 、 1994 、 1995三年的資料。

9 有關McLaL馴 I in與Halstead對根本義品格教育與延伸義 (expansive) 品格教育的區分，請參考拙著(林建

福. 2009 : 295-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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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的方式根本上是非理性的，最終使學習者不加批判地採納某種道德觀點，如

此學習者是否被迫接受灌輸呢? (Pritchard, 1988: 475) 。在上述McLaughlin與

Halstead的批評中也提到，根本義的品格教育相對地忽略發展學生的推理與獨立判

斷，忽視富有敏銳戚受性及彈性活動原則在內的實踐判斷，甚至流於鼓勵灌輸、服

從、馴服等 (McLaughlin & Halstead, 1999: 142-146) 。當Nash在批判新古典

途徑時，他提到一種品格教育上「道德傳染J (moral contagion) 的教導方式一

只列出一系列關於德行的「巨著J .未言明如何教授，相信學生光閱讀即可戚染到

相關的德行 (Nash， 1997: “ -52)。這種「道德傳染」教學方式和灌輸至少有一

點是相同的，即忽略反省與推理在品格教育上的重要性。

情況真的是如此嗎?對此Pritchard有下列的意見。如果貶抑意義的灌輸是指

刻意教導學生信念、態度與價值，但卻不提供這些內容的證立，使學生無法批判地

加以評定，那麼，灌輸的控訴至少要符合兩個重要條件:教者刻意或有意試圖這

麼做，以及學習者有能力學習如何批判相關的論證(Pritchard， 1988: 477) 。因

此，假使品格教育者刻意或有意地傳遞有爭議的社會價值，同時是在可以教導這些

價值證立上的批判評價時卻不教，或者說，當學生已經有能力進行批判瞭解時，但

教師卻毫不提供運用這種能力的方式與機會，那麼就是在進行灌輸，這的確對學生

的批判反省能力或甚至品格是一大傷害。10

參、 Aristotle德行倫理學的重要主張

當代品格教育面臨上述問題與挑戰，對ll:tAristotle德行倫理學能夠提供哪些見

解與歐示呢?在適當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有必要先介紹Aristotle德行倫理學的重要

主張。由於行文篇幅與個人能力的限制，這裡就只討論Aristotle德行倫理學中和本

文主題直接相關的部分。 II

一、德行的意義

前文註4提及品格和德行兩者關係密切，對Aristotle德行倫理學之中德行意義

的掌握，相信有助於辨明品格及品格教育的深層奧義。那麼.Aristotle心目中的德

行指的是什麼呢?Aristotle的德行原先希臘文之中是are的(德行) .它並沒有現

在英文virtue所真有的特殊道德內涵，事實上是具有「卓越(excellence) J 的意

1。對「教學J (teaching) 和「灌輸」這兩者概念上可能關係的討論，可參考Green ( 1968 )。

11 較詳細討論請參考拙著(林建福，2009 : 9-1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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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Ackrill & Urmson, 1992: XXVI; Urmson, 1980: 160) 。或許可以從他所提

出的一個比較正式的界說來了解其德行的意義 (NEllO的狗-1l07a2) : 12

德行 ...是一種與抉擇有關並且是擇取中庸的品格狀態，也就是擇取相對

於我們的中庸，這是由理性原理所決定的，而且具有實踐智慧者也是憑藉

這種原理以決定擇取中庸。

Aristotle 的這個說法有二點需要說明，才能明白他所指德行的意義。第一、

德行是一種品格狀態 (hexis ， state of character) ，有別於情慾 (pathe) 及官能

(faculty) (NE 11 0的11-12) ，情慾是指「嗜慾、憤怒、恐懼、自信、嫉妒、

喜悅、友善、憎恨、渴望、羨慕、憐憫及一般伴隨著苦與樂的種種感受 J '官能

是使人們能夠有這些歐受(的能力) ，品格狀態的存在則使人們得以「適當地或

拙劣地對待情慾 J (NEll05bI9-28) oAristotle以戚受到憤怒為例，如果過於

激烈或軟弱是「拙劣對待J '適度則是「適當對待J '至於其他情慾的情況也是

如此 (NE1l 50b27-28) 。換言之，當某人的品格分別是暴躁易怒、溫順或沒有

脾氣時，表示在既定的情境中分別會戚受到過於激烈、適度或過於軟弱的憤怒。

更確切來說，個人在既定情境中，其所具備的德行影響其是否能戚受或表現出適

當的情慾或行動。由於德行是品格狀態，真有德行表示是處於某種特定的傾向，

預備以某種特定的方式來感受情慾或做出行動(NEII05b29-110619， 1l06a21

23) ，也因此真有一定的持久性，至少Aristotle相信品格狀態比人際之間彼此帶

給對方的快樂與好處持久(NE1156b 11-12 , NE 1156b 17-18)。第二、德行是使

人得以擇取中庸的品格狀態，這是德行的種差(differentia) ，也就是德行不同於

其他同類 (genus) 之品格狀態的地方。這個比較正式的界說是針對道德德行而言

(NEllO的16) 13 ，其中除了提及擇取中庸這項重要性質之外，也點出道德德行必

須要有理智德行，尤其是實踐智慧者所依循的理性原理 (orthos logos) ，否則道

德德行將失去作為其本質的種差而不再是道德德行，即對中庸的擇取。關於中庸、

實踐智慧 (phronesis， practitcal wisdom) 、理性原理等的主要意義，底下將會有

進一步說明，同時結合之後(道德)德行特性的討論而逐漸深入與開展，藉以理解

這個較正式的界說。

12 NE是Ar istat leN icomachean Eth ics的縮寫。
13 Aristotle把德行區分為道德德行與理智德行，底下會討論到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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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德行的重要特性

德行有何重要特性而值得了解呢? Aristotle 曾經指出道德德行是中庸、是品格

狀態、傾向於從事產生他們的行動、是在能力範圍內而自主的、遵循理性原理的規

定等 (NE 11 04b26-30) .可說是已經點出德行的若干重要特性。前已提及德行是

一種品格狀態且與情慾及行動相關，此外它還具有下列必須解說的重要特性。14

(一)包含抉擇

這裹的意思是說真正的德行不只是展現出類似的良善行動，而是要有「抉擇」

這項重要成分。當Aristotle在區分品格狀態和情慾時，他提到德行真有抉擇，或

者說就是抉擇的方式(NEll側的-4 )。當決定個人是否真正具有德行時，其必

須要抉擇良善的行動，並且是為了該行動的緣故而抉擇的(NEll仿的O-b1) 1九

Aristotle的「抉擇」指的是什麼呢?推敲他的意思，人類的行動可以區分自主的、

不是 (not) 自主的和不自主的，當人們從事自主的行動時，有些是經由先前的

深思熟慮及抉擇而完成的，有些則不經由這兩者(NEl135b9-11)。在經由深思

熟慮及抉擇而完成的自主行動中，理性能力的運作使人能夠深思熟慮，也就是對

於意欲所確立的目的(NE1111 b26 , 11 日 a15) .深思熟慮在思考如何及以何種

方法達到這項目的。在深思熟慮之後，人們依照其結果進行判斷並慾求自己能力

範圍內的事物，因此. Aristotle把抉擇稱之為對這類事物之「深思熟慮的慾望」

(deliberate desire) ( orexis) ( NE 11 日a1心的， 1139a24) 。他認為抉擇包含

了理性原理及思想(NEl112a15-16) .而其根源則為「慾望及海達某項目的所進

行的推理J .因此，抉擇必須同時要有理智和品格兩者的結合，它是「帶有慾望

的理性J (desiderative reason) 或「帶有理性的慾望J (ratiocinative desire)

(NEl139a31-b5)。由於抉擇是深思熟慮的慾望，因此假使要有好的深思熟慮之

慾望或抉擇. Aristotle明確指出「如推理必須正確而慾望必須適當J .這樣「後者

必定只追求前者所慾求者。J (NE1139a24-26)也就是說，理智和慾望在此情況

下必須相互合作，理智的慾望化使成為實踐的或生產的智，慾望的理智化使成為合

理的慾望，這樣一來，抉擇得以推動行動者採取深思熟慮的方法以追求理智所提供

的善。基於這樣的理由，抉擇必須要有實踐智慧及道德德行，以確保所追求的目的

及所採取達到該目的之方法兩者的適當(NE1139a26-肘， 1145a4-6) 。另一方面

14 筆者曾經指出並討論Aristotle德行的九項特性(林建福，2009 : 59-74) 。

15 其他兩項條件是必須出自穩定且不變的品格與必須具有知識( NEll 05a30-11 05bl) 0 r 必須具有知

識」指兩種知識:知道自己所從事的是什麼，行動不是無意識或偶然的;知道道德原則，明瞭該行動是

對的( Rackham, 1934: 84-85註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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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說，實踐智慧及道德德行真體展現在協助人們獲致中庸的抉擇之中。

(二)具有申庸(血的on， mean)

人們在情慾或行動的鼠受或展現上，會出現太過、不及與適當中庸的狀況，

過與不及是惡行 (vice) 的特性16 ，中庸則是德行的特性。因此，德行是過與不及

兩種惡行之間的中庸，相對於惡行，德行尋找且抉擇情慾及行動上的適當，這就

是上述憤怒例子中的種種「適當J '包括時間、關係的事物、針對的人、具有的

動機、厲受的方式等(NEllO的21-22， 11 09a26-29)。能夠如此是適中且是最優

的， Aristotle甚至認為過與不及是失敗，適中則是被讚美且成功的，這兩者都是

德行的特性 (NEll06bI6-27， 1l 07a2-5) 。進一步來說， Aristotle所指的中庸是

「相對於我們的適中J (the intermediate relatively to us) .而不是「事物的中

數 J (the intermediate in the object) (NE 11 0的25-b6) 0 Aristotle強調倫理的

中庸不同於數學的中數，在擇取中庸時並不是固定地找出兩極端之間的中數，而

是必須把當事人的情況納入考量，如此才能真正擇取中庸之中的種種「適當」。

17 W. F. R. Hardie指出在本質意義的界說上德行是中庸，但從最優而且是適當的層

面來看，中庸的德行則是一種極致 (NEll07a6-8) ，也就是它在價值的階層上是

至善的，高於所有相應之過與不及的兩種惡行，而不是位於兩者的中間 (Hardie ，

緝
捕
﹒
點
﹒
話
﹒
題

1980: 136)

(三)寶路德行行動必然伴隨快樂

Aristotle在NE卷一提到德行行動本身就是快樂的，從事正義、慷慨等德行

者要能樂以行之，方能說是擁有這些德行或是成為其愛好者(NEI099“-16 )

卷十則進一步指出「快樂完成活動 J (pleasure completes the activity)

(NE1l74bI4-1175a21) ，因此，當行動者真正擁有德行而踐履德行行動時，快

樂不僅是該行動必然伴隨的風受，而且是否展現適當的快樂也是確定其有否已獲致

德行的依據。Aristotle強調伴隨行動的苦或樂標示出德行之類的品格狀態。譬如，

節制者樂於戒除軀體的快樂，縱情放蕩者則為此所苦(NElI04b5-7) 。也就是

說，德行的重要特質包括其實踐行動必然伴隨快樂，所伴隨的快樂顯示行動者真正

擁有德行。基於德行的這項特性，行動是否伴隨快樂可以做為檢視真有德行與否的

重要觀察。

16相對於德行是抉擇中庸的品格狀態，惡行是太過或不及兩經端的品格狀態。

17 但是有些情慾或行動的名稱蘊含著惡，Aristotle提到別的例子包括惡意、無恥、嫉妒等情緒，以及通

姦、竊盜、謀殺等行動，也就是說這些情慾或行動沒有過與不及，不會有上述德行所展現的種種「適

當 J .有7這些情況總是不對的(NE110?的-18) 0 Rackham ( 1934: 96註a) 指出這裡「惡意」是指

「幸災樂禍J (Schadenfreude) 一樂見他人的不幸，J. O. Urmson ( 1980: 166 )也如此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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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能天習慣養成中從事像是具有德行之活動的結果

Aristotle一方面承認存在著不具有理性的自然德行 (NE1144b7-10，

1151a18) .但是這襄所談的是要在後天習慣養成(habituation) 的德行，也就是

從事像是真有德行之活動才能孕育出來。Aristotle觀察到自然使人們適於接受道德

德行，並且是經由習慣使其趨於完美(NEll03a19-20， 1103a 23-25) 0 Aristotle

也主張人們必須由發揮德行來獲致德行，即從履行正義、節制、勇敢等行動來分別

成為具有正義、節制及勇敢等德行的人，這點和學習建築、彈奏七弦琴等等技藝的

情況是一樣的 (NEll03a3卜的2) 。細思Aristotle的說法，他是區分了「類似具

有德行」和真正具有德行，前者作為養成德行的重要方法，在德行的重要特質上都

未臻至完美，如品格的穩定性、行動實踐中的快樂程度與純度、中庸所展示的種

種適當等。 Aristotle進一步論及同樣是建築的活動卻有優劣之別，發揮德行的活動

亦然，在與他人互動、面對危險等情境中，人們展現的正義或勇敢等行動適當與

否，所形成的習慣決定當事人是否成為正義或勇敢等德行的人。基於相同的道理，

由習慣養成的德行傾向於從事形成這些德行的行動(NE1114b27-29)。也因此，

Aristotle特別指出少年時期所形成之習慣的重要性，以及教師協助學習者展現「類

似具有德行」之活動的必要性，以免拙劣地從事像是具有德行的活動而令人產生惡

行 (NEll03b7-鉤， 1104a27-b3) .這些觀察也深具德行教育及品格教育上的重

要意義。有一點必須特別提出，即習慣養成並不是機械式的重複演練而已，似乎其

中不含有任何思考的成分，而是內含有知覺、信念、對他人的依附、學習的快樂等

情緒 (Sherman 1982: 55-77 ; Hardie1980: 103-104)

(五)都具有實踐智囂並憑藉理性原理

具有道德德行的人能夠擇取相對於當事人情況的中庸.Aristotle指出這是實踐

智慧使其能夠如此，因此，當人們說是真有道德德行時，必然同時要有實踐智慧。

Aristotle理解到實踐智慧作為一種理智德行，它是一種正確而具有理性成分的能力

狀態，同時是辨別人類是非善惡並據此以行動的能力狀態，使人能夠深思熟慮美好

人生或人類種種善的問題，理解到對自己本身來說及對人一般而言的善是什麼，

加上能夠在這樣的判斷下進行抉擇並實踐自己所抉擇的(NE1l40a24-b30) 。此

外，行動者之所以在情慾或行動中連到中庸或種種的「適當J .主要是以理性原理

作為其憑藉，使其不致成為太過或不及而維持中庸(NEll03b31-34) . Aristotle

甚至把這種理性原理視為就是一致於實踐智慧的原理(NE1144b23-24) .德行不

只是指一致於理性原理的狀態，而且是蘊含理性原理存在的狀態，而實踐智慧就

是關於此種事務的正確之理性原理(NE1144b26-28)。在這裡理性原理指的是什

麼呢?儘管logos常被遂譯為「理性J .但它在Aristotle的使用中正常情況下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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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理性的官能，而是由理性所領悟的事物 (Ackrill & Urmson, 1992: XXVII ;

Yang, 1990: 4, 7-9) ，因此當Rackham (1934: 300註d) 把實踐智慧理解為「闢

於正確理性原理的知曉」時，意思上應該是相通的18 。基於這些觀察與見解，

Aristotle主張道德德行必須具有實踐智慧及其所蘊含的正確理性原理。

焦
﹒
點
﹒
話
﹒
題

(式)是在行動者能力範國內而自主的

人們所做出的行動不能說全部都是自主的，譬如說是在無知、非個人能力範

圍內或強迫之下所從事的行動，但的確人們也可以對所從事的行動加以深思熟慮並

進行抉擇，而Aristotle所指德行「是在行動者能力範圍內而自主的」應當是指這一

額行動而言 (NEll日b2-11l4b25)。也因此，要有實踐智慧及道德德行才能擔保

所追求的目的及所採取達至該目的之方法兩者的適當性。Aristotle在這襄區分品格

狀態的自主和行動的自主兩種情況:就前者而言，由於人們日常所從事的活動或習

價會造就其對應的品格狀態，但一開始決定是否從事這些活動的敢動根源是在行動

者本身，或者說多少自己本身是自己品格狀態的部分起因(part-cause) ，當成為

某種品格狀態的人之後，這就會影響行動所追求的善或目的，所以德行或惡行的

品格狀態是自主的;就後者來說，Aristotle似乎是連結到對作為方法之行動的深思

熟慮及抉擇來談，如前所述人們所抉擇及深思熟慮的是本身能力範圍內的事，而

且依抉擇及深思熟慮來確定作為方法的行動，加上德行的運作和方法有關係，因

此， Aristotle指出德行(及惡行)是在行動者能力範圍內而自主的(NEll日b2

ll14b25) 0 Aristotle小心提醒讀者行動之自主和品格狀態之自主兩者的差異:人

們在行動上可能從頭至尾是主人，但在品格狀態的形塑上可以一開始時加以控制，

之後就不是很清楚其漸進發展過程 (NEll14b30-lll5a2 )。就個人成為具有某種

品格的人來說，以年幼相當無知的情況為例，個人可能對所參與的活動所知甚少且

無法自主，當Aristotle說到個人部分而非全部地決定其德行時，或許這種說法較符

合事實且易為人所接受。

三、德行的重要性

德行這個概念作為Aristotle倫理學的樞紐，它到底有何重要性可言呢?擺在

Aristotle整體倫理學思想中，至少可以發現下列幾項。

(一)德行是構成幸繭必要的重要部分，是幸面的組構式手膜。

Aristotle倫理學又稱為幸福論( eudamoniaism)倫理學，可以說是對於「何

18這裡有兩點值得補充:第一、Ackrill和Urmson ( 1992, XXVII) 指出D. Ross除了以「理性」來個譯|甸的，

還會使用叫ional principle 、叫ional ground 、叫叫|怡e 、 a缸「哪9凱gur凹Jr耐γ

閱讀A釘rl叫s泣to仗叫t訓|地e在這裡的敘述，實踐智慧有時成為正確的理性原理，而不只是知曉或領悟此原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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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話題:道德教育與品格教育

Focus Topics: Moral Education and Character Education

謂幸福( eudamonia) J 的探究。而這裡的「幸福」指的是人追求的至善，是某

種帶有感受的活動，但卻不是風受的狀態，Aristotle幸福論倫理學則在探究人

應該過的人生，或者說應該成為什麼樣的人並從事什麼活動(Kraut， 1989: 3 註

1 ; Ross , 1992: vi) 0 Aristotle把幸福視為至善，這和他所論人類活動所真有

的目的論 (teleology) 性質有闕，即他認為人們是為了某些目的而從事了種種的

行動 (NEI097aI8-21) ，這些目的也就是「萬物所慾求者 J (NEI094a3) 或

「善 J '譬如說窮人慾求財富、病人慾求健康、無知者慾求知識等，在這些情況

下財富、健康、知識分別是這些人的善，或者說是其行動的目的。在這些人們所

追求的目的或善之中， Aristotle認為有「善及首要的善 J (the good and the chief

good) 存在 (NEI094a21-22， 1097a27, 1097b22, 1098的2-刃， 1172bI3)' 這

種善或目的是最終的，也就是人們會為了這項「善及首要的善」的緣故而慾求任何

其他事物，但不會為了慾求任何其他的善或目的而慾求它，實際上它就是幸福或人

應該過的美好生活 (NEI095aI8)

嚴格來說， Aristotle提出的是帶有高低層次的兩種幸福，即默觀 (the6ria)

活動的最高等幸福與實踐道德活動的次等幸福19 0 Aristotle的默觀指的是人類哲學

智慧 (philosophical wisdom) 的活動20 (NE l1 77a23-24) ，是人類哲學智慧對

不變真理的理論性領悟活動(黃聾，1996 : 21 '訝， 163-168) ，這是遵循最好

且最完全的卓越來執行人的活動或行動(NEI098aI5-18) 0 21儘管Aristotle不認

為一般人適合像神明一樣進行默觀的活動(NE1177b27-34, 1178a9-10, 1178b25

27) ，但清楚可見哲學智慧使人們從事默觀以獲致最高等的幸福。另一方面，

當Aristotle提及幸福是「某種靈魂遵循德行的活動J (NEI099b25-26)時，這

裡所遵循的德行可能是實踐智慧及道德德行。Aristotle指出只要是人而和其他

人相處在一齊，選擇履行德行行動就是必要的，這當然包括從事默觀的哲學家

(NEl1 78的-7 )。過這種實踐道德活動的次等幸福生活，會在人際交往中展現正

義、勇敢等德行行動，也就是在實踐智慧及道德德行的共同協助下進行深思熟慮與

抉擇，確保所追求的目的及所採取達到該目的之方法兩者的適當(NEI139a26-肘，

1145a4-6)。如此看來，人們必須擁有道德德行及實踐智慧等理智德行才能獲得

19 希臘文the已ria原指「對感官事物的觀看，將它分割成許多部分，並加以組合J '即知性的觀照

或觀想，中文的翻譯除了默觀之外，還有「恩辨」、「靜觀」、「玄思冥想」、「觀照」等(黃葦，

1996: 21' 25' 163-168) 。

20 哲學智慧是Aristotle所指人類五種主要理智德行之 ，底下討論德行時對此會有進一步的討論。另

外， Soph咱也有翻譯為理論智慧(theoretical wisdom) (黃聾， 1996: 21 , 25, 163-168; Hardie, 1980:

337)。

21 默觀的生活是最高層次的幸福，但Aristotle也指出這種生活對人而盲太崇高，並不是說人就要這樣過

?舌，似乎次等幸福的生活比較適合人，不過只要人性中有理性的神性成分，就當勉力儘可能循此神性成

分而活 (NE1177b27-34， 117日a9-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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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或者說才能過人應該過的美好生活。

乍看之下可能會認為德行是人類賴以獲致幸福的手段，更適當的說法或許要說

德行是幸福的組構式手段。從幸福和其他善的關係來看， J. L. Ackrill (1999: 59,

65-66 , 69 , 72-73) 主張Aristotle的幸福必定包含所有有價值的活動，這些活動都

是為了幸福的緣故，幸福這個整體的目的是由各部分所組成的，這些本身亦值得追

求的目的是構成幸福這項至善的成分。 22人額的德行就是構成幸福所必要的組成成

分，無論是它自己本身或是為了其他事物它都值得追求 (NEI097a25-35 )。論者

一般認為德行或德行活動是構成幸福必要的重要部分，而不只是達成幸福的手段而

已 (MacIntyre ， 1985: 148-149; Statman, 1997: 11) 。依據這種詮釋，德行不

僅是人們獲致幸福的手段，更是構成幸福生活不可少的一部分，缺失了德行就得不

無
﹒
點
﹒
話
﹒
題

到幸福。

(二)體行表示人的卓越，值人成為好人並完善地履行其功能。

什麼樣的人才能說是一個好人?如果以Aristotle的功能 (ergon， function) 論

證來說，培養出德行的人才能說是一個好人。基本上， Aristotle認為對於真有某種

功能或活動的所有事物來說，其善或「好」存在於此一功能 (NEI097b25-28 )

推敲他的意思，包括吹笛者、雕刻家、藝術家及人在內的所有事物會有各自特有的

功能或活動，能把該特有功能或活動展現出來就是該事物的善或「好」。另外，當

Aristotle開始討論德行的種差時，他指出德行使事物成為卓越的好狀況，而且使其

能完善地運作，例如，眼睛的卓越使其成為好的眼睛並使人有完好的視力，就人

而言德行此種品格狀態使人成為好人並完善地履行其功能 (NEllO的15-23) 23 。

換言之， Aristotle認為人們培養的道德德行與理智德行使其能夠展現出人的獨特功

能，也因此使人成為好人。

那麼， Aristotle心目中人的獨特功能又是什麼呢?在他的認識當中， r 魂」

可以說是生命的根源，人、動物、與植物藉著魂的能力展現出種種生命活動或

功能。 24 因於不同魂的不同功能， Aristotle區分出三種魂，即生魂(vegetative

soul) 、覺魂 (sensitive soul) 25 及靈魂 (human soul) 或智魂( intellectual

soul) 。植物特有的生魂具有營養、成長及生殖的功能，動物特有的覺魂真有外

戚官厲覺(觸覺、味覺、嗅覺、聽覺、視覺)26 、內嵐官作用(綜合歐、想像力、

22 R. Kraut ( 1989: 3-9, 197-213; 1999: 79-86) 提出另外 種詮釋為，主張幸福並不是其他善當中的一

種。

23 這裡Rackham ( 1934: 91 )以功能來翻譯，似乎比較好連結至 Aristotle的功能論證。

叫這部份的敘述除依據 Aristotle 的NE之外，主要參考曾仰如( 1989 : 204-267 )和 Irwin ( 1980: 35

53 )。
25生魂有時候譯為植物魂，覺魂有時譯為動物魂。

26指有意識的感受，即知覺(曾仰如，1989 註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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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話題:道德教育與品格教育

Focus Top ics: MoraI Educat ion and Character Educat ion

記憶、利害戚 (vis aestimativa) 、戚性慾望、移動能力;人類特有的靈魂或智魂

展現出理智及意志的能力，理智就是理性的認識能力，藉此人得以認識物之非物

質部分的本質或「物性」、形成普遍概念、判斷、推理等，意志又稱為理性嗜慾

(rational appetite) ，這種慾望能力在追求理智所提供的善。由於人類的魂具有

生魂、覺魂與靈魂，Aristotle把前兩者視之為非理性的成分:生魂營養及成長這方

面能力的卓越在所有種屬都可以找到，甚至似乎人類睡眠時也發揮最大的功能;

覺魂嗜慾與慾望的成分不同於生長的成分(vegetatitve element) ，它能夠傾聽並

遵從理性的原則，在這種意義下它分享了理性原理(NEl 102a27-ll03a3)。清楚

地. Aristotle認為人的生命具有不同於其他生命的理性成分，這是人類獨特的功能

之所在，其善或「好」當在於把真有理性原理這種成分的生命活出來，即靈魂遵循

或蘊含理性原理的活動(NE1098a7-8)。發揮這方面的卓越就是人類的善，當然

這並不意味著人們可能或應該完全拋棄生命中的生魂及覺魂，而是指卓越人的靈魂

以引導生命的其他成分，或是彼此的相互合作27 。

從覺(動物)魂和靈魂(理智)的差別切入，或許能更進一步理解Aristotle

所指人類靈魂的獨特性及人的獨特功能。相較之下，動物:1 、缺乏理性而只有知

覺 ;2 、無法領悟共相 (universal) ，只能知覺與記憶殊項(particular) ; 3 、缺

少深思熟慮與抉擇 ;4 、沒有理性的慾望或意欲 (wish， boul臼is) ，只有嗜慾。其

中動物缺少理性是最根本的差異，其他不同可說是這項差異的不同表達:無法反思

地運用概念，即由殊項的某一特性合理地判斷是否為某一種類;未能考慮並評估不

同的選擇，並判斷何者較優，而不只是覺知對何者有比較強的慾望，因此無法對善

進行深思熟慮、抉擇與慾求，只能以事物是快樂的而不是善來加以慾求，不能真有

理性反思之後所形成的理性慾望(Irwin， 1980: 44-45) 。換言之， Aristotle相信

人類具有靈魂而擁有理性，能夠覺知殊項並領悟共相，得以深思熟慮、判斷、抉

擇、形成理性追求善的慾望。人要展現這些活動或功能，自然就必須培養種種德

行。也就是說，必須要其靈魂具理性原理的成分卓越化，其次同時其嗜慾與慾望的

成分也要能卓越化而與理性原理的部分同聲一氣，對應這兩種卓越的就是理智德行

與道德德行。如T. H. Irwin ( 1980: 49) 所指出的， Aristotle並不是說人的獨特功

能就只有在執行前述的理智及意志活動，而是在同時執行生魂、覺魂與靈魂的功能

或活動，當然在進行這些活動或功能時由人類所特有的理性成分來引領28 ，以促進

幸福。

叮當然，理性引導的說法著賣會有理性價位或是主智主義的色彩。但依Hardie ( 1980: 73) 的詮釋，靈魂

和身體之間是相互合作的關係。事實上，Aristotle在討論節制造項德行時，提及嗜慾成分和理性原理兩

者的和諧，兩者都在追求高貴的目標(NE 111 9b14- 15 )。

28 I附in ( 1980: 49, 53註21 )強調是由實踐理性而非由默觀來引領並促進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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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館行確傑人們抉擇、情態與行動的適當。

如上所述，抉擇必須要有實踐智慧及道德德行，以確保所追求的目的及所採

取達到該目的之方法兩者的適當 (NE 1l 39a26-肘， 1145a4-6) 。抉擇作為「帶

有慾望的理性」或「帶有理性的慾望 J (NEl139a31-b5) .必須同時要有理智

和品格兩者的結合，才能獲致情慾及行動上「相對於我們的適中J 0 Aristotle也

提及抉擇的根源是「慾望及為達某項目的所進行的推理 J (NE 1l 39b32-33)

而且「道德德行是有關抉擇的品格狀態J (NEl139a22) 、「德行使抉擇適

當 J (NEl144a20) .抉擇必須同時具備實踐智慧及道德德行才能適當，

「道德德行讓我們確定此一目的，實踐智慧則讓我們從事實現此目的的正確手

段。 J (NEll抖的-9 ， 1145a4-6) 29 以Aristotle常被引述的說法而言，任何人

都可以輕易地生氣，但要能夠在適當的(right) 時間、關係到適當的事物、針

對適當的人、帶著適當的動機、以適當的方式來感受，這可就不是件容易的事

(NEllO的21-22， 11 09a26-29)。要達到這些種種的適當，人們必須培養好脾氣

或溫和(gentleness) 的德行。假使人們所具有的是沒有脾氣或暴躁易怒這兩種惡

行，表示在面對憤怒的情境時，其抉擇、情慾與行動總是不及或太過，表示缺陷或

不好的品格狀態。

Aristotle觀察到人們深思熟慮到連一個階段，其結果成為抉擇的對象。即在深

思熟慮之後，人們依照其結果進行判斷並慾求自己能力範圍內的事物，如此抉擇可

稱之為對這類事物之「深思熟慮的慾望J (NEll13a10-13，1l 39a24) 。這樣看

來，即使就Aristotle所談的深思熟慮來說，也會顯示出德行的重要性。在這裡假使

以實踐三段論證 (practical syllogism) 作為人額深思熟慮的表連狗，其在結構上

涉及大前提、小前提與結論，而且其中的大前提與小前提分別處理共相與殊項，前

者告知「如此這般額型的人應當從事如此這般種類的行動J .後者告知「這是所指

的那種行動，而我是所意味的該種人。J (SL434a16-18) 。所以，可以設想一個

實踐三段論證情境:

焦
﹒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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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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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前提。勇者應該見義勇為;

小前提 這是一個涉及義的事件﹒而我是一個勇者;

論 我應該對此事件有所作為。結

29 Aristotle除了把抉擇視為手段的確定之外，在NE卷三( NE1110日 1 )及卷六 (NE1144a20) 所指的抉擇

即是「目的」或目的的選擇 (Rackham， 1934: 128-129註a) 'Hardie ( 1980: 169) 也引用Aristotle在另

一本倫理學著作EE的用法來支持這一點。換吉之，抉擇不限定於狹隘的及技術上的手段層面，也涉及目

的的確立。

3。這並不是說整個深思熟慮的過程只能以三段論證的形式才能表達或適當地表達，或說三段論證就是行動

領域中所有推理的一般型態(Hardie， 1980: 244, 2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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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話題:道德教育與晶格教育

Focus Topics: Moral Education and C怕 racter Educat ion

德行對此實踐三段論證的推理又有何重要性可言呢?首先，實踐三段論證

包含涉及目的的起點，而行動者本身是好人或壞人則決定他能否掌握此大前提中

的行動起點 (NEl144a30-36 )。假使當事人不具有任何道德德行與實踐智慧等

理智德行，那麼就無法確保所追求的目的及所採取達到該目的之方法兩者的適當

(NE1139a26- 肘， 1145a4-6) 。以當下這個例子來說，當事人不會以「勇者應該

見義勇為」或甚至「人應該追求美好人生(幸福) J 作為其實踐三段論證的大前

提。所以. Aristotle指出抉擇(目的)的無知是共相的無知，這種無知使人成為惡

人而非不自主(願)的人，後者所無知的是殊項 (NE1110b28-1111a1 )。譬如，

懦弱者確信、抉擇並樂於「人不應該見義勇為」。其次，實踐三段論證的小前提是

有關特定情境的性質，也就是包含在實踐推理之中的直觀理性 (intuitive reason)

使人們能領悟到最終且變動的事實一小前提，也就是知覺(perception) 當中所掌

握的最終殊項，在此Aristotle把這種知覺等同於直觀理性(NEll12的4-11日a2 ，

1142a23-27 , 1143日 -6 ;林建福. 2006 : 18 . 92) .甚至強調決定繫於知覺

(NE1109b14-26 ;林建福 ·2006 : 91-95) .真正引發運動或參與在運動中的是

小前提中關於殊項的意見(SL 434a) 0 31 以上述設定的例子而言，當事人不會知

覺到這個事件會和「義」有何關聯，因此結論不會是r (基於見義勇為)我應該對

此事件有所作為J 0 Aristotle的確提到人們深思熟慮的錯誤可能是有關共相或殊項

上的錯誤 (NEl142a21-22) .相信這裹的說明足以顯示德行如何協助實踐三段論

證推理者獲致正確的共相或殊項，這也是情慾上或行動上適當抉擇所必須具備的。

(四)德行是騙邦卓越的根本重要轉件。

德行除了確保人們抉擇、情慾與行動的適當，使人成為好人而獲致幸福人生

之外，在追求城邦的卓越上德行也有其重要性。 Aristotle認為人天性上是政治的動

物 (P01253a2-3) .血性中有自然的社會本能 (P01253的0) .換言之人的本性

發展下自然會出現家庭、城邦等群體。而對於一個能夠使其成員獲致幸福的理想群

體或城邦來說，最為需要的是其組成人員的卓越，假使包括治者與被治者在內的人

都是優良的，則整個城邦就能運作順暢 (P01254a26-29 ， 1260a3) .32 亦即必須

要參與治理的公民是卓越的，城邦才可能是卓越的。而城邦的卓越與良善並非機運

所致，而是知識與抉擇的結果(PO1332的 1-34)。明顯可見.Aristotle強調組成

城邦的成員必須真有良好的品質與德行，如此才可能組成理想的城邦。事實上，在

Aristotle對於外在善、軀體善與心靈善的比較中，也指出德行與智慧這種心靈善同

31 這也表明了德行的一項特性即「命中中庸要有知覺j (林建福 ·2009: 73-74) 0 SL是Aristotle On the

Soul的縮寫。

32 PO是Aristotle Pol itics的縮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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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對個人或城邦的重要性 (PO 1323a22-1324al )。考量到德行或良好品格對理想

城邦的這種重要性，當Arsitotle說「立法者最該關心青少年的這種教育，因為疏忽

教育會對該政體會形成傷害。J (P01337al 0-11 )這是可以理解的。

關於德行是城邦卓越的重要條件，也可以從 Arsitotle對理想政體的討論看出。

基於習價養成的必要性與重要性. Aristotle在NE卷二直言指出立法者當培養公民

的習慣以使其良善，而且這會是好與壞政體差別的重要所在 (NE 1103b3-6)

在試圖找出能最有可能獲致幸福的政體是什麼之下(P01332a4-7) • Aristotle

提到了最好或最優秀的政體 在其中每個人能夠踐履最良善的行動或過幸福的生

活 (POI324a22-23) .而且此一城邦會是最為幸福的(PO1328b34-36) 。當然

他明確指出「作為一個好人和任何隨便一個城邦中的好公民可能是不相同的。」

(NEl日的29-30) .不過在把個人視為城邦的一部份之下.Aristotle認為對個人

和對城邦兩者最好的事物是相同的(P01323b37-38) .兩者追求的目的也是相同

的 (P01334a11-12)。換言之，在這樣設想下的此一最優秀的政體中，理想城邦

的幸福和個人的幸福是相同的。假使這種理解是正確的話.Aristotle是試圖找出最

優秀的政體形式或政體，在當中適應既定政體的公民德行就是理想政體的公民德

行，也是理想好人的德行。男一方面，這也顯示德行是城邦卓越的根本重要條件。

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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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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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哪些德行

既然Arsitotle認為德行對人來說有上述這些重要，性，他提出哪些人應當具有的

德行呢?如前所述，對應人類靈魂(理性成分)與覺魂(嗜慾與慾望的成分)這兩

者的卓越，因此會有品格的卓越或智的卓越，也就分別是道德德行與理智德行。針

對本文的目的，這襄並不對個別德行進行詳盡的討論，而只介紹Arsitotle所提及的

德行，以利於後續的相關討論。由於基本上Arsitotle把德行區分為道德德行與理智

德行，底下依序加以陳述。

(一)追悔德行

就Aristotle討論種種特定道德德行的順序來說，他在NE卷二的地方先以圖表

說明德行所真有中庸的特性，及鸝受或展現情慾或行動的適當，當太過或不及時則

成為惡行，而且還指明各種德行所涉及的情慾或行動，底下加以整理成表2以便一

目了然地掌握 (NEII07a32-1108blO)33 :

33 事實上，在NE卷二並未呈現討論中所表達的德行圖表，倒是在Eudem i an Eth ics卷 II列出類似的圖表

(EE1120b37-1121 a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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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話題:道德教育與品格教育

Focus Top ics: MoraI Educat ion and Character Educat ion

特定德行、惡行及所涉及之情慾或行動表

梅止些| 軒(不及 II 德行(中庸 III 惡行(過度) 1|

表2

'島事事
( rash)

勇敢

(courage)

繼憎放習，

( se'l f- i ndu Igence )

揮種浪費

(prod iga Ii ty)

沒有晶晶蛛

(tastefulessness)
且粗俗 (vulgarity)

浮蔣虛榮

(empty van i ty)

野心
(amb i t ion)

暴躁易怒

(irascibi I ity)

吹鷹，

(boastfu Iness)

(無名)

懦弱 (coward)

聽*還鈍
( insensible)

(12策名)

吝鄙

(meanness)

恐檔( fear) 與

自倍( conf i dence )

著 (pa in) 興

，但 (pleasure)

悔慨

(liberality)
金錢的給與取

(小錢)

氣派大方

(magn i f i cence )
團軍II

( n i ggar d I i ness)
金，蜜的，會與敵

(大續)

德高芳、遠

(proper pr ide)

過論

(undue humi I i ty)
縈譽(honor) 與

恥辱( dishonor)

(無名)

好脾氣

(good temper)

鱗. (truthfulness)
(踏實單名)

抱負不是

( unamb i t i ous )

沒有脾氣

(unirascibi I ity)

假忠厚

(mock modesty)

放諧

(buffoonery)

機智

(ready wit)
庸俗

( boor i shness )

個人章，績，的實嘗嘗

憤怒

(anger)

.實

(truth)

娛樂中的快樂

(p Ieasantness
in the giving of

amusement)

.承( obseQu i ous )
(闕，寶書) (flatterer)

友愛( fr i end I i ness)
(露，農名〉

好，蛤且不和商

(quarrels<鵬 and sur Iy)
一般生活中厲蕩

的候，但

人
隙
聞
言
詞
典
行
動
的
草
動

書麓的

(bashfu I )

娘妒

(envy)

釐恥

(modest)

.情

(riehteous indignation)

無恥
( shame less)

恩倉

(sp i te)

情慾本身或與情慾有關

對他人通過所直生

的音樂反鷹

是~叫咿問 輛輛輛輛兩

對於表2有幾點必須加以文字說明，無法完全於表中呈現。第一、勇敢這項德

行所涉及的是恐懼與自信的戚受，但是Aristotle似乎是把恐懼和自信分開來談，

因此會有太過沒有恐懼(fearlessness) 、太過自信及太過恐懼，其中儘管懦弱者

曹布胥司帶

同時是太過恐懼而自信不及，但太過沒有恐懼並不就是太過自信;第二、表2中的

「無名」是指不具有任何特定名稱;第三、節制所涉及的是苦與樂，但並不是指

所有的苦和樂，所涉及的苦則更少;第四、慷慨和氣派大方同時關乎金錢的給與

取. Aristotle對兩者的區分是前者涉及的是小數目的金錢，後者處理大數目者;第

五、類似地. Aristotle把人們涉及的榮譽與恥辱劃分為大者與小者，因此會有關乎

大榮大辱的德高志遠與有關小榮小辱的「無名」兩種德行;第六、關於人際間言詞

與行動之互動的部分.Aristotle再將其細分為三類，即分別涉及事實、娛樂中的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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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與一般生活中展現的快樂，其中第三者太過的惡行分為兩種情況一表現太過但並

不期待任何目的是奉承，這麼做以謀求自己的利益的則是阿誤;第七、 Aristotle特

別指明羞恥並不是德行，只是在情慾本身或與情慾有關的事務上，會有中庸、太過

與不及的情況，因此在此列入討論之中 (NEll07a32-1108bl) ;第八、由於正義

(justice) 的德行比較特殊， Aristotle在NE卷五另行加以討論，末在此表中呈現

出來 (NEll08b7-9) ，友誼則在卷八與卷九中論及。 34

焦
﹒
點
﹒
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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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智的德行

Aristotle認為理智德行可以說是人類理性成分中科學和籌劃這兩部分的卓越

(NEl139a4-16 , 1139a26-31) ，他所提出的主要理智德行有下列五者:科學知識

(science) 、技藝 (art) 、實踐智慧、直觀的理性及哲學智慧，人們透過這五種

能力狀態在肯定或否定中掌握真理(NE1139b15-17) ，其意義如表3所示。

主要理智德行表(Aristotle)

理智德行 意義

科學知論是一種能夠進行論髓的能力狀態36 其認論對愈是不生不滅且

科學知積35 必然而7):恆者，而不是能夠變化不定者﹒人們自歸納而獲得越Ia.點37 、共相
或第一原理，由此起點、共相或第一原理進行三段..誼ex潰 。當個

(NEl139b19-36)
人相信是由上述這些過程而得到3監視確信，加上其體實無短知道此總價 E

所植墓的起點或共相峙，Aristotle認為此人具有科學知槍。

投﹒ 擔舊是創制獄.且.(過m.a程kAer中)is正的to，健t I繕力e以，HR.的••飽.作力UE2a呵t，.績-輯，-，'的.，作例會用子Et﹒，'E"EB，矗繼搧-績at，鈕，圖'書"E
(NEl140al-23) 制鈕，的.健..力

l-

實踐智慧是一種正確而具有理性成分的能力狀態，同時是辨別人類是非

實踐智慧
善惡並據此以行動的能力狀態。換言之，他認為實踐智戀使人能夠深思

熱處美好人生或人買賣糧種舊的問題，理解到對自己本身來蛻及對人一般
( NEl140a24-b30)

而言的聲是什麼，加上能夠在這樣的判斷下進行技擇並賀龍自己所接擇

的。

直翅的理性 盒.的理性是績..祖第一原理的過..行，'人，們的，學此點，體二撞到....-
( NE1140b31-1 141 a8) 原理的真理，成泌側過科，知踐中三廠幢幢d \

哲學智慧 哲學智慧使人得以掌握關於種種第一原理的真理，並且據有此第一原理

(NE1141a9-b23 ) 以推演結詣，因此，哲學智慧可說是直設的理性和科學知龍的結合。

表3

34 對於Aristotle分別以義憤、嫉妒及惡意作為人們對他人遭遇所產生的苦樂反應，這個說法引發一些質疑

與批評，其批判討論參閱拙著(林建福， 2009 : 78-80) 。同時Aristotle對表2之中各個德行及惡行、正

義及友誼的說明，也請參閱拙著(林建福， 2009 : 80-101 )。

35 雖習慣上翻譯為「知識 J '但所指的是一種能力的狀態或智識，而非靜態的知識。

36 Rackham ( 1934: 332註c) 指出Aristotle所指的論證意指由演繹進行證明。

37比較Rackham 、 Ross及J. A. K. Thomson 在Jl:l的英譯，由歸納法所獲得的是起點 (Ross ， 1992: 140-141 )、

共相或第一原理 (Rackham， 1934: 333; Thomson, 1953: 153) ;由起點或共相所進行的是三段論證
( Ross, 1992: 140 )或演繹( Rackham: 1934: 333; Thomson, 1953: 153 )。

中，教育革62~學草3期這~28還



焦皇島話題.道德教育與品格教育

Focus Topics: Moral Education and Character Education

肆、對當代品格教育問題與挑戰的回應

緊接著結何前兩部分的論述，針對當代品格教育的問題與挑戰，從 Aristotle的

德行倫理學提出一些回應。

一、當代晶格教育的立論基礎與追求目標

依第一部分的說明而言，當代品格教育常被批評是新保守主義或新古典途徑，

其假定存在著普遍且不變的道德核心或不會成問題的傳統價值，不願且無力推敲或

釐清它自己比較大的世界觀，也缺乏對特定意識型態的批判檢視，往往將離婚率等

等社會及文化問題歸罪於個人的道德及品格墮落，學校則應當發展學生的品格及德

行以保存和傳遞文化遺產，相信如此得以對制離婚率等等這些問題，維持社會穩定

及政治的靜態平衡。 38 對此Aristotle的德行倫理學能提供哪些回應呢?或許可以從

品格教育的立論基礎與追求目標來談這個問題。

在一般針對當代品格教育的評論中，典型上認為它所提供的理論基礎是相當

有限的，共通常見的是對現今社會道德情況的診斷，加上提出教育上要如何做以矯

正種種的失敗與缺點，而且忽略了脈絡和環境的重要性，其中包括政治、社會、文

化及經濟結構面的因素 (McLaughlin & Halstead, 1999: 142-146) 0 39 不過，

Aristotle的德行倫理學從人性、人類行動追求的善與目的、幸福或「善及首要的

善」、德行等更根本的層面著手，而不只是對社會道德情況的診斷。即使社會像當

代品格教育者所描述般出現堪虞的道德問題，其中重大的根源仍然在於人的價值觀

及其所營求的善或目的，譬如把外在的善看得比心靈的善重要，或者說是人們擁

抱了不適當的幸福觀，譬如把財富及恣意生活的自由作為「善及首要的善」的。此

外， Aristotle的德行倫理學的目標是在探究幸福以協助人們過應該過的美好生活，

並不僅止於對制離婚率等等這些問題或矯正種種的失敗與缺點，更在使人能夠追求

智的卓越與品格的卓越，以完善地履行其功能並成為好人。換言之，當代品格教育

的立論必須要有更深層的人性論或倫理學等基礎。當然，政治、社會、文化及經濟

等因素會對人的品格與行為產生影響，當代品格教育的推展的確不應該忽略這些結

構面的因素，不過在承認人和環境兩者會相互影響之下，人們要有心且能夠發現並

不斷改善環境的不良影響力，甚至規劃有助於人類幸福人生的生活環境，培養出好

品格或Aristotle所談的種種德行仍舊是重要關鍵所在。

站關於當代品格教育的問題與挑戰，請參考第一部分的說明。

39 這是McLaughl in & Halstead所指根本義的品格教育。

40 Aristotle指出寡頭政體與平民政體的目標分別以財富及恣意生活的自由為幸福(顏一，2003 : 14-1 5 ;

Reeve, 1998: 51-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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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檔」意義的確立與選擇

當代品格教育提倡者提出了不完全相同的品格清單，不同的流派強調不同的

德行或品格，或者賦予類似的品格相異的內涵，其中甚至可能暗藏不良的意識型

態。從Aristotle的德行倫理學來看，首先品格教育有必要確立「品格」的意義。

Aristotle以品格狀態有別於情慾及官能，它使人們得以適當地或拙劣地對待情慾，

而德行和惡行都算是品格狀態，德行則是使人得以擇取中庸的品格狀態，具有德行

表示處於某種相對持久的特定傾向，預備以某種特定的方式來凰受情慾或做出行

動。 41 也就是說，至少在Aristotle的德行倫理學體系中並不是任何品格(狀態)都

是值得培育的德行，甚至有一部分是必須避免的惡行，德行獨特的種差在於能否抉

擇情慾與行動的適當。前述Aristotle有關德行比較正式的界說，相信這一點能夠提

供品格教育者關於「品格」意義的確立。

推展品格教育要選擇並教導學習者哪些好品格或德行呢?譬如選項包括華

人傳統文化的三連德與四維八德、古希臘人的四樞德42 、基督宗教的信望愛等。

Aristotle本身也是處於特定的時空脈絡，他驢列的種種德行值得當代品格教育推展

嗎?的確當代重要思想家M. C. Nussbaum試圖給予正面的肯定。她憑什麼持這個

立場呢? Nussbaum在連續幾篇文章中批判地討論 Aristotle對人性、德行、人類的

善 (human good) 、政府功能等方面的見解，提出了底下 r Aristotle人類經驗領

域與德行表」。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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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stotle人類經驗領域與德行表 (Nussbaum ， 1990a: 245-246)表4

「的|的 1l
勇敢

.制

正教

儼聶

.邁殷勤

區要支重

性情溫和

1 對重大傷害的懼怕，尤其是死亡

2...的嚕，車及其快樂

3. 有限資源的分配

4. 僧人自己財物的處理，和他人有間之處

5. 個人自己財物的處理，和殷勤有關之處

6.間菸盲百面面前區區真有動

7. 對輕蔑與傷害的態度

8. r 3l標、共處、及雷行的交往」

(1)言語上的M實

(2) 道或性的社﹒交際

(3) .賣施一般性的社﹒交際

9. 對他人好運及惡遷的態度

10. 智性生命

11 個人生命及行為的計畫

41 關於Aristotle德行倫理學的重要主張，請參考第二部分的說明。

42 即明智、正義、節制、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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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話題.道德教育與品格教育

Focus Topics: Moral Education and Character Education

Nussbaum ( 1990a: 245) 指出Aristotle在NE一書之中區分人額經驗的領

域，這些領域大致都出現在任何人的生命中，任何人多多少少都要在其中進行抉

擇與採取行動，這些經驗領域確定了各個德行所指涉的範圍，Nussbaum稱之為

「基礎經驗J (grounding experiences) (Nussbaum , 1990a: 247 , 251 , 252 ,

261 , passim; 1995: 120) 。同時，對應於這些生命領域的則是不同的德行，在

這種理解下，德行是指能夠對不同的生命情境做出抉擇上與行動上的適當回應者

(Nussbaum, 1990a: 250) 。換言之， Nussbaum透過Aristotle的倫理學思想、確認

到人類的本質性境況 (constitutive circumstances) 或人類生命形式的輪廓，即人

性展現出這些共通性一必死的命運、人的軀體、快樂與痛苦的能力、認知能力、

早年幼見發展、實踐理性、和其他人建立親密關係、和其他種屬與自然的關係、幽

默和遊戲、各自分離，人們使用這十項特性來區辨某個存在是否是人類。對應於這

十項特性， Nussbaum進一步模糊地詳述構成人類生命的十項根本功能，譬如能夠

活到全部生命的結束，盡可能地長久，而不是過早夭折，或者活太短而不值得活等

等。在這樣的理解下，表4當中的德行確保人們能夠在人類多多少少共通的根本經

驗領域發揮功能與適當回應，她稱之為非相對德行 (non-relative virtue) 。的

Nussbaum在詮釋Aristotle倫理學思想中提出人類非相對德行的見解，明顯可

見其立論依據主要在於所指的人類基礎經驗領域與共通的本質性境況。儘管這種

論述可以說是上述Nash所審視的新古典途徑，是源自於古代希臘人特定意義系統

或世界觀的產物，但是Nussbaum的這個論點強調的是人類之間的共通性以及非

相對德行，她認為這是出自於對共同人性的探詢，因此不是特定傳統或習俗的投

射，能夠成為泛文化一致的基礎，而且人類的本質性特質允許多元的及地區的真

體詳細敘述，顧及歷史與文化的差異，在有新發現之下得以增刪內容 (Nussbaum ，

1988: 176-178; 1990a: 256; 1990b: 217-219; 1992: 208. 222-224. 215

216; 1995; 95-98) 。站在這種非相對德行觀上，或許可以問包括解放主義及

後現代主義之類的種種品格教育倡議一個問題，即在解放主義社群或後現代主義社

群之中可能不需這些非相對德行，或者是Aristotle所提及的種種德行嗎?如果是這

樣的話，當人們面對重大傷害的懼怕、軀體的嗜慾及其快樂、有限資源的分配等情

境時，又如何能在情慾與行動上有適當回應?此外，人們是否可能在沒有作為人

所要真有的勇敢下而卻具有解放主義所要教導的冒險與公民勇氣呢?或者是說應

該以這顯非相對德行為共同基礎，再依個人所處的特定社會文化脈絡發展特定的

德行或增刪某特定德行的內涵?當然.Aristotle的德行倫理學本身某些地方確實反

的有關Nussbaum這個模糊但豐厚的(vague thick) 理論，包括其所指十項人類生命非常根本的功能性能力

(functional capacities) (Nussbaum, 1990b: 225; 1992: 222) ，請參考拙著(林建福，2009 : 307

3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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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了古代希臘人特定而偏狹的意義系統或世界觀，譬如奴隸無法進行深思熟慮或

享有幸福 (NE1 177a8; P01260a l1 -19) 、女性能深思熟慮但缺乏權威而當接受

男性的指揮 (P01254b12-14 ， 1260all-19) .又譬如Aristote心目中德高志遠的

人「總記得自己所施的恩惠而忘記自己所接受的，因為後種情況使自己比施惠者

低劣 (1124b8-10) J 、女性的德行表現不同於男性而其勇敢係在服從上表現出來

(P01260a19-24)等，這些說法必須加以批判檢視、修正或甚至揚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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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強化晶格教育實踐中的研究

當代的品格教育推展了各式各樣的方案與活動，但是如Leming所言缺少共通

的觀點以作為某種連貫性研究方案的基礎，有必要強化對於自己方案效果的探究。

不過，由於Aristotle德行倫理學屬於哲學的探究與思想，因此要在其中直接找到有

關品格教育方案效果之科學探究的主張，恐怕是有困難的。但是，也不能說它在這

方面一點貢獻都沒有。這是怎麼說呢?方案效果的探究當然要扣緊方案所要達成的

目標，而品格教育冒在協助學習者培養好品格或德行，決定什麼才算是已經真有好

品格或德行自然而然成為探究方案效果的樞紐，在這一點上Aristotle德行倫理學可

提供方向。也就是說基於德行是抉擇中庸的品格狀態，其與情慾及行動相關，那麼

分別從抉擇、情慾及行動是否中庸可以區分不同的品格狀態，藉此評估品格教育方

案效果。援哥IUrmson (1 980: 163-164) 表5的呈現有助於顯示主要四種不同的品

格狀態 44 •

主要晶格狀態與情緒、行動、抉擇等是否顯示中庸的關係

情緒、行動、抉摟

是否顯示中庸 情緒 行動 抉擇
是否顯示中庸 是否顯示中庸 是否顯示中庸

主要品格狀態

道德德行 是 是 II I' l' 是
a

自制 uA
否

a a Jf 自 是 JI且F •~

缺乏自制 否 否

是 4

L~ __一，行 否

'二立c 否一::JI 窗

一一
-，，~=-====月 J→ .-，==~萬一 - 一-.......----~門

表5

撇開兩極端的「超乎常人的 J ( superhuman) 德行與獸行不談，表5之中主要

品格狀態有道德德行、自制、缺乏自制與惡行四者，主要差別在於情緒(慾)、行

“對於Urmson這個國表，有三點必須說明.一、 Urmson對於道德德行與惡行的翻譯分別為品格卓越與品格

不良;二、德行與情慾及行動相關，但Urmson使用情緒加以說明，所以這裡維持Urmson的英譯不變;

三、情緒、行動與抉擇是否展現中庸的組合不只四種，這裡呈現的為主要之品格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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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話題道德教育與品格教育

道德感受

卜良Ii:;-

2 、自尊(重)

3 、同理Ii:;-

4 、自制

5 、謙遜

/

'4

道德認知

卜道德覺知

2 、暸解道德價值

3 、觀點取替

4 、道德推理

5 、做決定 4

6 、自知之明

Focus Topics: Moral Education and Character Education

動與抉擇分別是否符合中庸。以關乎軀體的快樂多於痛苦的節制之德來說，當個人

這三者都顯示中庸時表示是節制的人，情緒偏向太過或不及但其他兩者符合中庸是

懸崖勒馬或勉強而行的自制者，儘管抉擇適當但情緒與最終行動皆違反中庸則是意

志力薄弱或缺乏自制者，縱情放蕩者確信自己該追求過度的樂且抉擇並樂於加以追

求。當人們要從事品格教育方案效果之科學探究時，相信這種辨別會有助於研究的

設計與進行。

以前述Aristotle德行倫理學所論深思熟慮、抉擇、實踐三段論證與「快樂完

成活動」等等來說，品格教育實踐與研究的焦點必須考量到學習者所擁護的共相

原則、所知覺的殊項情境性質、實踐論證推理能力、依抉擇而行動的實踐習慣及

實踐行動所伴隨的苦樂等。要了解個人是否好養成好品格或德行，或者是診斷養

成過程的情況. Aristotle提出的這些觀察成為研究設計上的要項。當代品格教育思

想家Lickona (1992: 50-62) 認為好品格是由知善(knowing the good) 、慾善

(desiring the good) 和行善 (doing the good) 所組成的，還使用了一個圍來說

明十四個組成道德認知、道德戚受與道德實踐三者的特定道德特質或品格素質:

道德行動

卜能力

2 、意志
3 、習慣

圖 1 Lickona好晶格要素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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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Lickona也舉出了品格教育應當注意的成份，相較來說他並沒有像Aristotle一

樣細膩論述這些要素在品格運作時的相互關係，也因此從作為敢發品格教育研究的

理念來源而論， Aristotle德行倫理學的見解可說是更勝一籌。此外，品格教育實踐

中的研究不應該只侷限在方案成果的實徵性探索，譬如了解品格的意義、品格與人

性的關係、品格對理想人生或理想社會的重要性等，對rltAristotle德行倫理學之類

的哲學探究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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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晶格教育中善意而必要的灌輸與教育智慧

當代品格教育活動是不是忽略培養學生反省與推理能力，因此而淪為灌輸或

前述Nash所批評的「道德傳染」呢?這個問題應該由實徵性的研究來回答。上述

提及進行灌輸的確對學生的批判反省能力或甚至品格是一大傷害，因此為了避免上

述貶抑意義下的灌輸，品格教育教師或許會採取自由主義的觀點，尊重人們對善

(good) 的不同想法與自主性，只教導學生進行自主與自由抉擇所需要的能力。

可是，教師在保護學生自主的情況下以致於都不提供任何道德的指導，學生會在自

由但卻毫無批判及不經辯護的方式選擇價值，並且如果自主並不是真的自主，或者

可選擇的資源事實上反映了社會規範，那麼Pritchard ( 1988: 478-479) 認為這種

教學實際上導致灌輸。當學習者本身還不具有瞭解或批判能力時，教師本身卻因為

嚴守所謂中立的立場而不做道德上的指導，上述的情況更有可能發生。換言之，當

品格教育教師教導的是這樣的學生時，是有必要進行適當的道德指導，也就是至少

在出發的動機、教導的內容與方式等層面必須適當，至少避免形成可議的價值觀或

品格，不扼殺推理、獨立判斷與批判反省的能力。當學生已經具有批判相關論證的

能力時，品格教育教師教學上必須提供運用這種能力的方式與機會，如此才可能培

養理想的品格。

Aristotle德行倫理學體系下所倡導的品格教育或教學並不是惡意的灌輸，甚至

鼓勵學生深思熟慮與抉擇以做出實踐判斷。首先，就作為德行重要特性的抉擇中庸

來說，它必須要有道德德行與理智德行(尤其是實踐智慧)兩者的合作，也就是要

有品格的卓越與智的卓越，如此才能真有敏銳的戚受性及彈性活動的原則，決不是

忽視培養學生反省與推理能力的灌輸。其次，以 Aristotle德行倫理學所倡導的德行

教育來說，養成道德德行所運用的習慣養成並不是機械式的重複演練或肢體動作而

已，而是內含有知覺、信念、對他人的依附、學習的快樂等情緒，另一方面自然本

性賦予人額理性教導的可能性，理智德行的產生與增長主要源於教導，需要經驗與

時間 (NEll03a14-16) ，但重要的是說習慣養成與理性教導並非各自獨立單獨進

行的(林建福， 2009 : 75-76 , 222-223) 。換言之， Aristotle德行倫理學體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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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話題:道德教育與品格教育

Focus Topics: Moral Education and Character Education

所倡導的品格教育在教學上並不是惡意的灌輸，反而是特別強調人性之中理性成分

的卓越，使人能辨別人類是非善惡並能據此行動。也因此品格教育教師需要教育智

慧，方能進行適當教學以避免惡意灌輸。

伍、結語一對臺灣品格教育的敢示

前述探究對我國品格教育有何毆示呢?依本文前言筆者所關觀察的部分來說，

是可以省思並詢問下列問題:教育局(處)規定或各校挑選品格項目或核心價值

時，立基何種理論基礎或實踐的智慧?如何確定所挑選之品格項目或核心價值的實

質內涵?所挑選的品格或所確定的品格內涵彼此是否一致?品格教育教學方法是否

兼顧理性教導與習慣養成，同時顧及情慾、行動與抉擇而不流於惡意灌輸?所使用

的各種教學方式有否彼此矛盾仟格而相互抵制?長期教學中所教授的種種品格有否

加以統整及系統規劃?如何適當掌握品格教育相關概念的意義並據以設計必要的實

徵性探究? 45

依循Aristotle德行倫理學的思想，或許可以有下列的想法與作法:考量到任何

人多少都要經歷的經驗領域，挑選並協助學習者培養需要的好品格或德行，當然這

襄必須儘可能補足或增刪這個德行倫理學體系所提供的品格或德行清單，譬如與現

代公民素養 (citizenship) 有關的部分;扣緊人性可能的普遍通性，在情慾、行動

與抉擇等層面上賦予各個好品格或德行適當的內涵，在此社會與文化的殊異性是不

可忽略的一個面向;品格教育教學上習慣養成與理性教導必須在各種實踐活動中

相互融合，對此品格教育者必須具備實踐智慧與技藝等等相關好品格或德行方能勝

任;僅管Aristotle德行倫理學並不是品格教育方案效果科學探究的論述，但是它在品

格意義、品格與人性的關係、品格對理想人生或理想社會的重要性等方面的見解，

卻提供了實徵性探究必要的基礎認識，也能補足品格教育實徵性探究上的不足。也

因此Aristotle德行倫理學值得品格教育者深入認識，俾使批判地了解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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