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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narrate the iutellectual context
of the O'Connor-Hirst debate. There are three major findings in this

paper:
First旬， by giving the brief overview of the analytic philosophy in the

United Kingdom since 20th century, it is found that O'Connor's stance is
near to the Logical Positivis凹， but Hirst's stan位point is near to the

Cambridge-Oxford School
Secondly , by clarifying C.D. Har吐 ie 's Truth and Fallacy in

Educational Theory, this paper finds that Hardie 's viewpoints
about the status of educational theory can provide a historical clue for the

O'Connor-Hirst debate
Thirdly , by rehearsing Peters 's reflection on the tradition of

philosophy of education--re<luctionism , historicis凹， an丘 aphoristicism ， it is
concluded that such reflections express a preliminary understanding for the
background of the O'Connor-Hirst deb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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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分析哲學思潮的接承

根據懷特(M. White)的觀察，本世紀初葉英國哲學的發展理路，在哲學

風格上，拋除黑格爾(G.WF. Hegel)的絕對觀念論(the Absolute Idealism)所煽引

的學術魅力，反對其將哲學拘禁在形上學的神秘園地捏，主張恢復哲學自有

的淑世風格。另外在哲學方法上，則評擊黑格爾的辯證邏輯所預設的精神王

屋里，反對其將哲學窄限為純粹理性的思辨活動，強調凸顯哲學本有的分析方

法( 1955:15-17) .事實上，從哲學思潮的發展走向來看，本世紀初葉的英國

哲學，其意並不是「反」黑格爾的哲學思想(anti-hegelianism )否定黑格

爾哲學在思想史上的重要貢獻。究其原意，乃是藉由「非」黑格爾的哲學思

想(de-hegelianism) ，鬆解黑格爾哲學過當的思想束縛與學術框架，轉而致力

推展「本土化」的英國哲學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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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定為 γ 歐康諾與赫斯特『論辯』的智識脈絡 J 乃是本諸歷來有歸

教育議題的論辯( ed ucational 的co盯ses) ，皆有導致其產生的智識脈絡(

intellectual context) 之體認。至於「智識脈絡」的意涵，{;系指將教育議題的

論述放在教育哲學思潮的發展軌跡上，尋繹存於其中的智識傳統，然後在智

識傳統的接承更新裡'培成正視教育論辯的歷史意識，掌握教育論辯的思想

脈絡，形成教育論辯的整全視野，建立教育論辯的共有識見。

徵諸西方教育哲學的歷史勘查，二十世紀英國教育哲學的發展進程，在

「哲學革命J (revolution in philosophy)的思潮影響下，一方面接承F 分析哲學

J (肌肉tic philosophy)的學說，以「方法」的哲學替代「教義 J 的哲學，為教

育哲學樹立「分析 J 的研究取向;另一方面則更新教育哲學的傳統型態，用

「分析」的教育哲學取代「玄思」的教育哲學，拓展教育哲學的實踐功能 2

並且透過推動教育哲學的本土化，逐步建立具有英區特色的教育哲學。

循此體認，本文便將歐康諾與赫斯特的教育論辯置於當前英國教育哲學

思瀨的智識脈絡中，分從「分析哲學思潮的接承 J 、「教育分析哲學的韌起

J 、及「教育哲學傳統的更新」三個子題，探溯「論辯』的歷史背景，彰明

『論辯』的時代意義，藉供作為研析 r 論辯』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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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關鍵詞 (Key words)

1智識脈絡 (intellectual context)
2.歐康諾 (D.J. O'Connor)
3 赫斯特 (P.H. Hirst)

歐康諾與赫斯特 F論辯」的智識脈絡

本文定為「歇康諾與赫斯特『論辯』的智識脈絡J '旨在透過對英國

分析哲學流變與教育哲學發展的勘查，為歐康諾與赫斯特的教育論辯，提

供一種初步的探討，作為進一步分析r論辯』的基礎。

經由「分析哲學思澈的接承」、「在教育分析哲學的韌起」、及「在

傳統教育哲學的省察」三個子題的討論，本文的研究發現計有下列三項:

一、在分析哲學思潮的接承中，兩者均受哲學分析方法的啟蒙，祇是

歐康諾採循邏輯實證論的哲學論調，赫斯特兼合劍橋學派與牛津學派的哲

學理路，因此在教育論辯上，歐康諾較強調邏輯推理與經驗核證，而赫斯

特別較注重語言概念的分析與批判，由此形成分殊不同的教育哲學立場。

二、在教育分析哲學的韌起中，歐康諾與赫斯特或認哈迪是促'11教育

分析哲學興起的樞紐人物，而其論著{教育理論中的真理與謬誤}一書，

係以「教育理論」為探討主題，亦同於兩者教育論辯的主題，故能延伸『

論辯』的歷史視野，供作探析「論辨』的歷史線索。

三、在傳統教育哲學的省察中，藉由皮德思剖析「化約主義J 、「歷

史主義」、及「格言主義」的三種困局，除能了解歐康諾與赫斯特所面對

的教育哲學景況外，對於兩者的教育哲學觀點及其有關『論辯』的主張，

亦能提供一種同時代性的初步理解，作為深入分析r論辯』的背景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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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思黑格爾的哲學思想後，面對傳統哲學的沿革，英國哲學試圖消弱

直觀的、學派的、及體系完備的哲學建構(philoso-phical construction) ，另行增

強概念的、語言的、及邏輯推演的哲學分析(philosophical analysis) ，據以廓清

傳統哲學積累成群的疑惑迷思，重新履現蘇格拉底(Socra但s) r 知汝自己，莫

太過分」的哲學真諦。於是在承襲英毆經驗哲學(empiricism)的個有傳統中，

同時參酌分析哲學的學說主張，將哲學分析的方法引入英國哲學的陣容裡，

促使本世紀的英國哲學正式邁向「分析的時代J (the age of analysis) 。

關於當代英國分析哲學演進的探查，或可從各類哲學思潮的發展著眼，

如實在論(realism) 、邏輯實證論(Iog時al po由tivism )、邏輯經驗論(logical

empiricism) 、語言學分析(Ii月uistic analysis) 的學派主張，或可從各方代表

人物的論著入手，如讓爾 (G且 Moore) 、羅素 (B. Russell) 、艾爾 (A .J

Ayer) 、維根斯坦(L. Wittgenstein )、賴爾 (G. Ryle) 的學言克思想。億為扣

緊本章的主要意旨，在此1豈不採行「全菌性」的探究，而是借引華納克(

G .J. Warnock) 處理{自 1900年以來的英國哲學}時所採用的「奧林匹克式

跳覽 J (Olympian survey) .從鉅觀的視角，對當代英國分析哲學的演進，

作 簡明的鳥轍後，舉述下列四項重點，俾為其後出現的教育分析哲學，析

明其間相互承傳的智識關聯性。

一、自本世紀初葉起，黑格爾的哲學思想便已躍居英國哲學界的主流地

位。例如劍橋大學布萊德雷(FJL Bradley)與麥塔嘉(J.E. McTaggart)均服膺黑格

爾的絕對觀念論和辯證邏輯，且大力為其鼓吹宣揚，一時蔚然成風，甚獲士

林同道的重蔽。面對此 學風，讓爾與羅素經由深刻省惠，分就語言的常識

性和邏輯性爾個層詣，駁擊形上學玄思的曖昧不明以及傳統哲學主張的模糊

不清，戮力探求哲學語言的清楚明白。雖然誤冒雪較嫻習文學，注重常識語言

的分析，而羅素較擅長數學，強調邏輯語言的解析，因而形成兩人學說的分

野所在。但是就思懇史的觀點來說，讓爾與羅素關於「哲學」一謂的見解，

則不僅延續英國經驗主義的智識傳統，並且也影響後來學者探討哲學問題的

態度與方法，奠立英國分析哲學發展的重要礎石。

二、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維也納學團(Vienna Circle)倡導的邏輯實證論與

維根斯坦的〈邏輯哲學論叢}互為呼應，前者用精確的數理語言來建構科學

世界，後者則以深遠的理念語言來觀照生活世界，兩者齊行並進，頓使英國

分析哲學專注於語言的邏輯性與經驗的檢證性的探索。其中艾爾便會透過對

讓爾、羅素、及維也納學園的研討，在{語言、真理與邏輯}一書裡，試嵐

會合邏輯實證論與分析哲學兩方思滯，主張哲學命題或語句既須合於經驗世

界的可檢證怪，亦須合於邏輯法其目的可論證性，從而極力倡行邏輯經驗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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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邏輯哲學論叢}一書中，維根斯坦本於為哲學「正名 J 的意

圈，針對哲學一謂的意漪，提出以下發人深省的戰點.

4 .112 哲學的目的在於思考的澄清。

哲學不是一堆教義的匯集，而是一種活動的實踐。

哲學活動的本質是釋明。

哲學的旨向不在產生哲學命題，而在命題的澄清。

沒有哲學的思考，常會隱晦冥暗。哲學的任務是使思考清

明，閑時試與思考恰如其分的界域。

由此可知，維根斯坦 j視哲學為一種籽解疑惑、析明問題、及釐清觀念的

活動。換言之，維根斯坦係從方法論的立場，削減傳統哲學中太過直觀體梧

的成分，增強分析批判的比重，將哲學自教義匯集的玄唐、中釋放出來，賦與

哲學釐清澄明的實踐動力，還「哲學 J 本來自有的面目(愛智之學)

三、儘管維根斯坦曾就哲學一謂的意涵，提出極具原部位且影響深遠的

慧見 (insight) ，但囡受到理念語言的框限及邏輯法殿的由制，以致未能充分

賦與「哲學」適切的界說或定位。於是維根斯坦再著〈哲學探析} 書，藉

對論析奧古斯丁 (St. Augustine) 的「稱名遊戲 J (naming game) ，另倡「語言遊

戲 J (the language game) ，將哲學的目的由理念語言的建構轉為日常語言的指

明，確立其後期哲學發展的歸向。維根斯坦指出:

38 當語言缺席時，哲學問題便會產生。

109 哲學思索猶如一場戰役，藉自語言促使理智免受蠱惑。哲學

不會干預或仲裁語言的使用問題，祇是盡其所能地描明語言

的使用方式。

124 哲學致力讓每一件事物回復其本來面目。

464 哲學是一種治療活動，其臣的在於教導我們由虛飾的無知變

化為自知的無知。

599 哲學僅是適切地敘明每一個人所承詐的艱點。

若就學說觀點的傾向而言， {邏輯哲學論叢}較類似於羅素的邏輯原子

論(logical atomism) ，以邏輯為立論基礎，建構哲學的理念語言;而{哲學揉

析}則較相近於讓爾的常識哲學，以語言為立說依歸，描明哲學的日常語言

。然就學術發展的進程而言，維根斯坦約後期哲學修正前期哲學的缺失，即

自觀念世界走向生活世界，同持用「語言」梅克「思考」的不足之處，強調

哲學的首務在於掃除哲學命題或詩句使用不當所衍生的語言迷障，然後透過

語言描述的途逕，形成看待哲學筒題的適當方式，回復哲學本有的原貌。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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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維根斯坦並不會太過路切語言自身的問題，而是專心究明因為語言使

用不得其法所造成的哲學困惑，冀能藉著語言的正確使用，廓明哲學涉及的

概念範疇，彰顯哲學本身的意義內涵。

四、其後，在維根斯坦的後期哲學理路影響下，賴爾在{心的概念}一

書裡，愛用日常語言作為進行哲學分析的依據，發現哲學困惑係起於語言錯

局所旁生的混淆不清，而語言混淆則源自概念誤用所支生的模發不明。因此

若欲清除哲學的困惑，便須先釋明臼常語言的使用邏輯，然欲消除語言的混

淆，買自須先確明概念涉及的邏輯地域(logical geography) 。就前者而言，賴爾

主張在日常生活的語言表達中，擺脫語言習例(usage)的框架，荳接進入語言

使用 (use)的實際情境禮，藉經語言學分析的方法，類其所同，那其所異，探

索適當妥切的語言表達方式，期能「言其所當言」。就後者而言，賴爾認為

導致概念模稜不明的主因，在於所謂的「範疇失誤 J (category mistake) ，錯

把哲學命題或語句的文法型式與邏輯星星式混為一談，以為其崗存有必然的互

換險係，既可由此推彼，亦能由彼推此，於是形成推理上的謬誤。面對此種

範躊失誤的哲學難題，賴買書強哥哥須就其所牽連的相關概念番作一清理，先繪

示(mapping)概念的邏輯地域，再確立概念所含括的範疇，然後敘明概念內蘊

的演義，促使哲學語言達致清晰明白的境地。

綜括言之，英國分析哲學的進路大抵有四途，且彼此呈現接連的鵑係。

其一是開啟於誤爾與羅素的新實在論;其二是旁擷於維也納學圍的邏輯實證

論和艾爾的邏輯經驗論，其三是革新於維根斯坦的前後兩期哲學學說，其四

是防拓於賴爾的語言學分析，惟未能趨向一統，反而多元齊頭並列，至今仍

在繼續發展中。

平心而論，作為一種反思哲學傳統的思潮或運動，分析哲學的學街意向

並不在建構一門學派或主義，也不是汲汲營求一方名望或門第，更不為形塑

定於一尊的教義或學說，否則祇算是棲身於哲學傳統撞，為其應聲或作註瓣

罷了。事實上，頭臨哲學傳統繁衍的學術風潮，分析哲學採取「入中出外」

的兩頭策略來星星星本身的立論向度:先入乎其中，掌握其主要的學理和風俏

，搜查其中存在的疑惑或謬誤，不受其左右支配;再出乎其外，卸除傳統哲

學沉澱難明的意識形態，另從方法論的角度，妥以分析論證替換直觀玄惠的

學街取向，將哲學視為一種語言澄清與概念釋明的實踐活動。

此外，在分析哲學的發展進路上，出於各個學者秉持的哲學志趣有所不

悶，或偏邏輯的論證性，或畫畫數理的精確性，或倚科學的普效性，或重語言

的脈絡柱，致使各個學者分就擅長的學術領域，針jQ傳統哲學積重難返的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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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謬念，謀求籽解之道，因而呈現多元不一的哲學風格，促成多彩多姿的哲

學識見。舉例言之，歐康諾與赫斯特的教育論辯係起於各自不同的學術傾向

及思想背景，前者較偏向於邏輯實證論的哲學主張，強調邏輯的推理與經驗

的核證;後者則較偏近於劍橋與牛津路線的哲學觀點，注重語言概念的分析

和批判，以致會形成彼此分殊的學術趣向以及在教育論辯上的不同立場。

(Mahalingam & Carr, 1991; Barrow & Whi阻， 1993)

儘管如此，當細究分析哲學中各家各派的學說主張後，便可發現其間仍

然存有維根斯坦所謂的「家族親近性 J (family resemblance) ，率皆專注於哲

學議題的釐清、分析、敘明、反思、、及批判，務期哲學概念更加清明，哲學

意涵更加清晰，哲學語言更加清楚，俾能恰如其分地彰顯哲學「言之成理，

說還有據;持之有故，論證綿密」的義蘊與精神，此或可邱證普人「道間，

相為謀」的學術典型，且亦或能體現英國分析哲學「是是非非，不黨不私」

的論學旨趣。

參、教育分析哲學的韌起

自從分析哲學躍居當代英國哲學陣營約主流地位以後，哲學分析

(philosophical analysis)不僅成為哲學探究的主要取向，致使方法的實踐哲學凌

越教義的思辨哲學，促成傳統哲學邁向現代化，而且也為當時的教育哲學注

入分析的哲學方法，將對哲學議題的邏輯分析與語言分析擴及教育哲學中重

要論題的探討，帶動「教育分析哲學J (analytic philosophy of education)思潮

的喊起，引領英國教育哲學迎向哲學分析的學術典範(paradigm) ，構成一幅

新興的教育哲學景象。

根據阿語保(R.D. Archambault)的觀察，分析哲學參與教育論題的探討，

計有兩種型式 一是由哲學議題(知識論、倫理學、美學..... )的研究成果

延伸至教育論題(課程、教學、道德教育......)的研討;另一是將分析哲學

的哲學分析方法遵照到教育論題的探究。(1965:6)前者注重哲學思想意涵的窮

究，然後衍釋其在教育論題上的啟示或草草義，故較有哲學為尚的色彩;後者

則教育論題所涵攝的觀念或實務層面，進行教育概念、語言、及行動的哲學

分析，故較有教育為主的意味。

其實，上述兩種型式也正展現分析哲學家探討教育論題的兩種立場﹒一

是依其哲學專長從事教育論題得哲學分析，例如黑爾(R.M. Hare)與威爾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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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B. Wilson)從道德哲學的學術視角，分析「道德教育」概念的合環控以及實

踐的可行位，貢獻卓著。二是就其關注的教育論題進行哲學分析，例如賴爾

與謝富勒(I. Scheffler) 針對「教學」概念的範疇和涵義，作認識論上的哲學分

析，卓然有成。雖然從研究立場來說，兩者各有千秋，亦各有短長，但就研

究進路來看，哲學義理須以教育論題為依歸，教育論題須以哲學義理為基礎

，彼此既可並行不悴，亦能交相為用，毋須稅如寇餒，不能相容。祇是若以

分析哲學的論學旨趣而言，則倍引哲學分析作為探討教育論題的方法，實較

有助於教育問題的澄清及釋明，且亦能切合當前教育哲學的時代趨向。

觀諸此 逐步朝向「分析的 J 教育哲學的推展過程，哈迪 (C.D. Hardie)

首將哲學分析方法用於教育理論的評析，撰成{教育理論中的真理與謬誤}

一書，徐聞風氣之先外，亦為其後英圓教育分析哲學獨立劃時代的里程碑。

(Peters , 1973:1)由於哈迪是以近代教育史中三種典型的教育理論作為評析的主

要對象，而「教育理論」一詞郎為歐康諾與赫斯特兩人彼此論辯的主題，放

為能延晨 F 論辯」的歷史視野，實有必要先行析明哈迪關於教育理論的觀點

和態度，藉供雙富 r 論辯 s 的智識脈絡。在此擬從下列四點分析之:

一、哈迪承草草前述劍橋學派讓爾、布洛德(C.D. Broad) 、及維根斯坦的哲

學路數，除曾親炙布洛德的教學外，尚私淑維根斯坦思想，因此在{教育理

論中的真理與謬誤}一書捏，哈迪兼取布洛德的心理學主張以及維根斯坦的

哲學理念，作為評析教育理論的基礎。 (1942:xix)詳言之，哈迪的立論策略是

採取兩面並進的鉗形攻勢 一方是倍道維根斯坦的哲學理念來診療教育理論

的病徵，指明歷來的教育遑論祇有各家各派之言，卻無四海皆準之說，另一

方則是撥取布洛德的心理學主張來省親教育理論的限制，強認為避免教育理

論陷入坐井觀天或閉門造辜的困局，必須參照科學心理學的發展成就，作為

構築教育理論的素材。

二、哈迪認為科學與哲學的分野在於科學家致力建構各類理論，據以說

明、控制、及預測各種後來現象;而哲學家則在謀思適切的方法，用以描明

各類理論的邏輯結構，釋清其中蘊存難解的問題，確立各類理論的適用範閱

和限制之處。基於此種學積5分工的觀點，教育科學家從事教育知識的探拓，

建構各類教育理論來說明、控制、及預測各種後來的教育現象，擔任開疆闊

士的前線工作，至於教育哲學家，則就既有的教育知識、教育理論、及教育

現象進行分析批判，承負去蕪存菁的後防工事。由此看來，哈迪賦與當時教

育哲學的主要使命，已不再是「製造 J 新學，徒增困擾，而僅是「清理 J 舊

學，促其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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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哈迪察覺在「哲學家即是教育哲學家或教育理論家」的智識傳統中

，歷來的教育理論大多源自哲學家的學說思想衍釋而成，於是在教育思想史

上，常有各家的教育理論，去日柏拉圓的教育理論;亦有各派的教育理論，如

自然主義的教育理論，彼此仁智互兒，眾說紛耘。環視這種群雄並起的教育

情勢，其中雖晃百家爭鳴，然僅止各倡其說，但覓百花齊放，卻多為孤芳自

賞。因此當前教育哲學的時代課題，正如哈迪的論說旨向，絕非是探求「新

穎」的教育理論，乃是反思「舊有」的教育理論，從中擇優汰劣，消除歧見

，獲致共識， {卑供付諸實踐。

四、在舊有的教育理論中 z 哈迪將其歸納為三種類型﹒一是自然主義的

教育理論，以教育對象為中心，主張教育須能遵循兒童的稟性教導之，代表

人物為盧梭σ 1. Rousseau) 二是科學主義的教育理論，以教育方法為核心，

主張教育須以陶養兒童品格為龍的，代表人物為赫爾巴特(J. F. Herbart)

三是進步主義的教育理論，以教育情境為重心，主張教育須就兒童生活環境

引導之，代表人物為杜威(J. Dewey) 。經由分別檢視評析後，哈迫發現前列

教育理論璧壘分明的原因有三:或是教育事實的覺知產生分歧，或為教育語

言的表達造成衝突，或係教育信念的感受發生抵觸，致使彼此分庭抗禮，莫

衷一是。面對此種現象，哈迪一方面強調各類教育理論實無強烈分明的對錯

之別，祇能籍也清除其中關於觀念、語詞、及情緒的疑誤或謬兒，並且衡諸

教育實際情況，先作-，較好」的教育判斷，然後履行「較佳J 的教育行動

。 (1942:127)另一方面則倍鏡當時教育心理學的科學成就，從事教育理論的反

省和教育實務的探查，試區建構一門教育測量理論(theory of educational

measurement) 據以促成教育研究的更新與進步。(1942:147)

簡言之，就{教育理論中的真理與謬誤}一害的行文路線來看，哈迪先

將教育理論「類型化J (typification)為三種類型，再從哲學分析著手，到陳其

中存在的謬誤(第一至三章) ，指出傳統教育理論皆有類同或相似的謬誤(

第四章) ，惟在清除上述謬誤之餘，尚須借助教育測量理論的建樁，才能影

明各家各派教育理論中所蘊詣的義理(第五章)。

然經深究哈迪關於教育理論的評析後，便知其間仍有一些問題懸而待訣

，諸如:教育理論類型化的準則為何?教育理論能否等同為教育學說或教育

思想?教育測量理論能否作為檢視教育理論的唯一參據?雖然哈迪因未能對

前述問題提出合理的論析，導致其探討教育理論的格局窄限於傳統案臼的攻

破，而誇飾於心理計量學(psychometrics)的教育功效。{旦若就將教育理論作為

探討主題而言，哈迫不僅在教育分析哲學的喊起中，成功地促成哲學分析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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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與教育論題的有效聯結;同時在教育分析哲學思潮的接承裡'首先對「教

育理論」一詞的意涵進行評析，儘管禾臻完備，但對歐康諾與赫斯特的教育

論辯來說，郤頗有開路先鋒之架勢，確能提供一條帶有「探路 J 意味和「觀

照」性質的歷史線索，進而豐富本文的智識脈絡。

肆、教育哲學傳統的更新

在迎合分析哲學思潮的過程中，專業哲學家除在本身的學街領域辛勤耕

耘外，也嘗試涉身教育哲學園地，從事教育論題的探討分析，為教育哲學注

進「哲學分析」的研究方法，奠定教育分析哲學興起的根基，開啟教育分析

哲學發展的契機。然因限於哲學專業的學術立場，雖有精闢宏遠之識見，但

多為曲高和寡之作，鮮能招司|教育學界的關注，於是哈迪的主要論著{教育

理論中的真理與謬誤> '似如過眼雲煙，並未獲致當時教育哲學家應有的重

視。 (Archambault ， 1965:6)

事實上，英竄哲學陣營向來就不將教育哲學視為一門「學科 J (“scipline)

，直至 1947年雷德(LA. Re治)就任倫敦大學教育哲學講座教授時，教育哲學

才繼教育史、教育心理學、及教育社會學之後，同列教育學的「基礎學科J

(foundation disciplin闕，在教育學中{古有一席之地，但仍未能擠身哲學陣營內

，獲得專業哲學家的肯定。 (Gordon， 1990:172)因此基於促使教育哲學「專業

化」的企望，教育學者於吸納分析哲學的學說主張，明瞭教育分析哲學的思

考理路外，開始由溯教育哲學的智識流脈，析論教育哲學的傳統型態，試圖

在教育分析哲學的接承過程裡，促成傳統教育哲學的更動革新，賦與教育哲

學切合時勢趨向的現代風貌，開展真有英倫本士特色的教育哲學。

就英國教育學研究的歷史發展來看，自1876年麥克瓊(1M. D. Meiklejohn)

獲任擎安起新(St. Andrews)大學「教育理論、教育史、及教育質務」講座教

授，揭起英國大學展防教育學研究的序幕以來，英國教育學發展的舞臺上，

在「赫爾巴特主義J (Herbartianism)的學說光環下，教育心理學拔得頭籌，蔚

為主流學科，同時基於史學研究的傳統，教育史亦甚獲關愛，受到相當的重

視。(Tibb泊， 1966汀-22)直至兩次世界大戰後，由於戰後社會重整的社會需求

，教育社會學便在此一「時勢J 的推波助瀾下，獲得絕佳的發展空間。尤其

當 1946年曼海姆仗. Mannheim)出任倫敦大學教育社會學講座教授後，更促成

教育社會學的蓬勃發展。(Simo且， 1990:128-133)此外，教育哲學雖於雷德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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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大學教育哲學講座教授縛，獲得擠身大學學科的正式認可，但在學術專

業性方面，仍遭受頗多的質疑。因此當1962年雷德榮退後，皮德患繼任教育

哲學講座教授，在接續雷德的教育哲學主張外，試圖藉白省思、教育哲學的傳

統型態，梳理其中綿延的智識脈絡，俾能開創「新」的教育哲學氣象。

(Peters, 1966:62一7日; 1983:30-49) 影響所及，教育哲學不僅躍列教育學研究的主

軸地位，蔚為顯學;同時皮德愿所領導的「倫敦路線 J (London Line)更成為

教育哲學界的宗主，主宰英國教育哲學的整體發展。(Hirst， 1986:8)雖自 1983

年皮德思囡健康情況不佳退休後，倫敦路線在英國教育哲學圈內的影響力量

已不若往昔般的強勢，致使「皮德恩圖徽J (the Peters' stamp)逐漸散失。

(Cooper，的86:1-2)然而在面臨各方向道的挑戰與批評過程中，卻也引起英國教

育哲學邁向「轉型j 的革新動力與學術企圖。

基本上，歐康諾與赫斯特的教育論辯係以當前的英國教育哲學為其『論

辯』的歷史舞臺'儘管彼此的教育哲學觀點，各有擅長，互有特色，不過自

於兩人均長期搶任其機關刊物{教育哲學期刊}的編輯委員，負責掌理倫敦

路線思潮的發展方針，實為倫敦路線中位高權重的核心成員，放在為學方法

及思想風格方面，難免棺互影響，或有鎮通之處，或有殊別之分。唯因歐康

諾與赫斯特的教育論辯，係先有赫斯特1963年<哲學與教育理論>一文中評

歐康諾「教育理論」觀點的因緣，爾後才會有兩人在大不列顛教育哲學學會

1972年年會中的學術研討會的當面正式論辯，所以在此僅省察『論辯a 之前

的教育哲學傳統，藉以擴展r 論辯』的歷史視野，俾能在探析『論辯』之前

，獲致一種初步的歷史性認識。

關於傳統教育哲學的省察，皮德恩曾於1966年與1983年兩度為文剖析教

育哲學發展所面臨的困局。在1966年的<教育哲學〉一文中，皮德思依據教

育哲學的概念化模式，將傳統教育哲學區分為「教育準則」、「教育觀念史

」、及「哲學與教育」三種類型。(1966:62-69 )此外，在1983年的<教育哲

學>一文裡'皮德思則就教育哲學的研究路數(approach) ，把傳統教育哲學分

i罵為「哲學的教育蘊義J 、「大教育家思想」、及「教育準則」三種草草式。

(1983泣。 32)平心而論，前後兩次對傳統教育哲學的分類觀點，大抵是「換名

不換實 J 幾無差別可言。

儘管如此，圍內皮學權威歇陽教教授在匯遇上述三種類型或型式的意涵

後，為求用字遣詞的清晰明白，於是將其轉換為「化約主義J (reductionism)

、「歷史主義J (historicism) 、及「格言主義J (aphoristicism)三項衛捷的術語。

(民77 : 3-5) 雖然名稱表面有所差異，但就字意語義的相通性而言，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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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為傳神透韻。因此本節愛用歐陽教教授的分童車方式，乃以「化約主義的區

境」、「歷史主義的困限」、及「格言主義的國勢」作為行文標題，並藉對

皮德恩兩篇論文的探析，作為省察教育哲學傳統的藍本。

、化約主義的困境

這種教育哲學的研究取向，素為美國教育學院裡專業哲學家極力倡導。

彼等成信「哲學方面先有某某主義，爾後教育方面便有某某主義 J 以及「某

位哲學家主張某某主義的哲學，放可推得某某主義的教育思想 j 的觀點。例

如 先有哲學上的經驗主義，再有教育上的經驗主義;或者先有盧梭的自然

主義哲學，再有盧梭的自然主義教育。所以先致力深究實用主義 (pragmatism)

、存在主義( ex叫entialism )、觀念論( idealism) 、及實在論等各派各家的

學理或奧義，然後再進 步衍釋其在教育之蘊涵的啟示 (implication) 。此種強

調簡化與規約的直接推論形式，在教育心理學與教育社會學方面，亦有類似

的情景。

不過若從方法論的立場來看，化約主義者堅信哲學的探究成果能夠「轉

移植入」教育領域的直接論斷，其簣已經主客易位，讓哲學凌駕教育之上，

使教育淪為哲學的的庸或直僚，除形成哲學性有餘而教育性不足的缺失外，

尚犯有將哲學與教育的關聯性過度簡化及過當規約的謬誤，把邏輯推論的必

要條件錯視為充分條件，因而無法證成合理可行的教育適切性 (educational

relevance) ，迫使化約主義者陷入困惑難解之境地。

二、歷史主義的固限

此種教育哲學的究途徑，係從歷史沿革的角度，將教育哲學的探究視同

為「教育觀念史或教育思想史J (history of educational ideas or thoughts)的舖

陳敘述，遠可減至希臘三蓄的教育學說，近可及於分析哲學的教育主張，透

過穿梭時光隧道的介紹導覽，以教育哲學的歷史沿革為鏡，傳能對目前教育

問題產生 f 鑑往知來」的訓誠或助益。

無可諱言，歷史主義者向歷史借鏡的作法，確實有助於教育思懇的存績

和承傅，在教育哲學的教學活動中，自然有地位與價值;但若紙是「照單全

收」而缺乏嚴謹的論證分析以及反思批判，則不僅無法鑑往知來，且會旁生

枝節，弊病叢生。簡言乏，歷史主義者的主要囡很有三:一是雖有充足的歷

史廣度，能夠博集反類的教育史實或識見，然因哲學深度不夠，故多為淺嘗

歐康諾與赫斯特『論辯』的智識脈絡

郎止或所得有限，祇能觸及教育哲學外圍的皮相而未能深入內部的賞梅，二

是籍也對歷來大教育家(the great educator)論著的剖析，雖可從中認識他們的

教育叡點以及體悟他們的教育思想，作為教育哲學的探討題材。但在持空隔

閔與學術涵養的限制下， 方面往往無法跨越歷史鴻溝，以致疏忽各家各派

背後的歷史脈絡，屢有推論過度的主觀偏見，造成今古不分的窘境。另方

面在未能掌握教育論著內涵的完整性前，便依既定的研究意向，抽取部分內

容作為教育哲學的素材，因而在斷章取義或望文生義的認知過程中，誤將零

碎知識的彙集或斷簡殘篇的引敘視為教育理論的化身或縮影，容易形成以偏

概全的片面錯誤，三是遠離當下的教育實境，在未能顧及當前教育問題的情

況下，即便有宏博精深的教育理念，但因今古有別，未必能適用於眼前教育

問題的處理，而且待遇境遷，欲求全盤了解教育史實的涵義和用處，更是難

上加難的課題。

三、格言主義的困勢

此種教育哲學的研究方式，係j;)、「哲學是一種愛智之學」為立論基礎，

認為教育哲學是一門探討教育智慧的學間，旨在提供格言式的教育準則，作

為推展教育實務的準據。例如，紐恩(Sir P. Nunn) 承納進步主義的教育思

瀨'強調「尊重兒童的人格，開展兒童的個性 J 是教育的首要準則;懷德海

(A. N. Whitehead) 提出「教育律動 J (rhythms of education)的創見，認為教

育的歷程並非一成不變，而是由f 浪漫期J 、「精確期」、及「通博期J 三

個階段所構成的，區此教育必須循序漸教講話學，不能鐵等，否則難收宏效。

至於1要德海的教學兩大誠律 f 教學不在童多，但在質精」以及f 凡所敦的

，必教得透徹明白J 教師同道更是奉為金科玉律。以上所列舉紐恩和懷德

海的教育觀點，正能呈現格言主義式的教育哲學面貌。

雖然格言主義者的教育準則，常都是言簡意骸，但卻深蘊哲理，頗能發

人深省，有時確能用以規範教育實務或指導教育行動，具備執簡御繁的功能

a 且若戳諸教育歷史的發展，便可發現此類教育準llli羅列成群，儼然是「教

育嘉言錄」的大彙集。然經詳總推敲思索，則可察覺格言主義者另有必須面

臨的困勢 首先，當教育準則「格言化J 峙，或多或少已有玄思或預設的意

味，亦即是主觀的論塵封較多，周延的論證較少，因此時有權威太過而不夠客

觀超然的情形發生。其次，儘管格言式的教育準則大多出自區熟的哲學識見

，但因缺少經驗的科學實證'故有跨出現道理雖然充足，但卻難以實施的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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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五
官口伍、結

綜括本文前述各子題的探討，關於歐康諾與赫斯特的教育論辯的智識脈

絡，可以歸結為下列三項:

一、在分析哲學思潮的接承中，兩者均受哲學分析方法的啟蒙，紙是歐

康諾採循邏輯實證論的哲學論詞，赫斯特兼合劍橋學派與牛津學派的哲學理

路，因此在教育論辯上，歐康諾較強調邏輯推理與經驗核證'而赫斯特則較

注重語言概念的分析與批判，由此形成分殊不同的教育哲學立場。

二、在教育分析哲學的韌起中，歌康諾與赫斯特成認哈迪是促引教育分

析哲學興起的樞紐人物，沛其論著{教育理論中的真理與謬誤}一書，係以

「教育理論 J 為探討主題，亦同於兩者教育論辯的主題，故能延伸『論辯 a

的歷史視野，供作探析 r論辯』的歷史線索。

三、在傳統教育哲學的省察中，藉由皮德恩剖析「化約主義」、「歷史

主義 J 、及「格言主義」的三種區局，除能了解歐康諾與草草斯特所面對的教

育哲學景況外，對於兩者的教育哲學觀點及其有關『論辯』的主張，亦能提

供一種同時代性的初步理解，作為深入分析 r 論辯』的背景脈絡。

節現象。最後，教育準則構成，不能全以絡言為圭巢，否則極易淪為呼口號

的競賽活動，無助於教育實務的改善，唯有採馬科際合作的研究視角，整合

各門學術領域的研究成果來核查教育準則的合理性及可行性，方能減少格言

的口號成分，增加實踐的可能性。

以上關於「化約主義的困境 J 、「歷史主義的困限」、及「格言主義的

困勢」的剖析，固然釀成皮德患更新教育哲學傳統的契機，作為其規劉教育

哲學發展方向的憑藉，奠立倫敦路線主導英國教育哲學發展基石，不過對於

歇康諾與赫斯特『論辯 s 背後的教育哲學觀點，也產生一種同時代性的感染

力量，故能提供一幅具有「參照 j 意溜的歷史區像，作為各自愣展其教育哲

學主張的共有識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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