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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izinga I 遊戲人」的觀念

研在教育美學上的敵迪

方永泉

摘要

本文的主要目的在闡述廿世紀荷蘭著名歷史學家 J. Huizinga 的「遊戲人 J ( Homo Ludens)學說及
其在教育美學方面的敢示。 Huizinga 認為，人類的身上其有一種「功能」足可與理性的運用及工其的

製作鼎足而立，那就是遊戲的功能， Huizinga 認為，人類社會所有的文明發展，其最早的形式應該都

是來自「遊戲」。在此觀點下，他不僅將遊戲當成一種人類本能的活動，更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探討

了遊戲在人類文明中的重要地位。經過對於人類遊戲的長久研究後， Huizinga 發現，人類社會中現存

的所有文化形式，包括法律、戰爭、學術、詩歌、哲學、藝術等，其實都與人類的遊戲脫不了干係。

另外， Huizinga 還分析了人類遊戲具有下列的形式特點: (一)遊戲是一種自由、自主與自願的活動:

(二)遊戲的活動是有意地要在「日常 J (ordinary) 生活之外，成為一種「非嚴肅的 J ( not-serious)
的活動; (三)從事遊戲的人通常是高度專注的; (四)遊戲是一種與物質興趣無闋的活動，在從事

遊戲時，是不會有任何利潤可言的; (五)遊戲是在其固有的時空界限內進行著，它有著固定的規

則，並以有秩序的方式來玩; (六)透過遊戲，會促成社會群體的形成，這些社會群體有著自己的

「祕密 J '它們會透過「偽裝」或其他方式來強調它們與整個公有世界的差異。最後，從 Huizinga 的

角度來看，在當代社會中，他所謂的「遊戲」正逐漸式微中，而遊戲活動的原創性也正逐漸流逝中。

在此情形下，本文作者認為 Huizinga I 遊戲人」學說中最值得吾人關注的就是其對「遊戲」及「遊

戲精神及規則」的重視。 Huizinga 相信人類能夠藉著遊戲來擺脫現實生活限制與實用利益的羈絆，發

揮自由的想像與創造力，這種看似保守、卻又不同於流俗的另類研究觀點，對於我們教育美學觀點的

形塑應該頗有敢發之功。而他主張遊戲應該要與現實生活間保持一定的「界限 J '惟有如此才能回復

遊戲空間的無功利性與純淨性，更可以使我們重新思索教育活動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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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ann Huizinga' s Concept of “Homo Luden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Educational Aesthetics

Yung-Chuan Fang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elaborate the concept of “homo ludens" ( “playing

man" ) as presented in the writings of the 20 th century Dutch historian Johann Huizinga

(1872-1945), and to elucidate the implications of “homo ludens" for an educational aesthetics.

Huizinga analyzed the concept of homo ludens in Homo Ludens-A Study ofthe Play Element in

Culture. In this classic analysis of the problems and confusions faced by 20 th century cultures,

Huizinga argued that playing is one of the significant “functions" of human beings, and that

since the time of antiquity playing constituted the ground of almost all branches of human im

aginative activities and of civilization itself, including laws, wars, learning , poetry, philosophy

and the arts. Among the formal characteristics and typed of play (or games) Huizinga enumer

ated,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play which has its own unique duration and locality" and “fair

play" are the most important ones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analysis, especially the analysis

of education and educational aesthetics. Due to the semantic affinities between the two con

cepts “education" and “play,"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educationalist of this day should

pay close attention to Huizinga' s insights into play, and reconsider the significance of play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al aesth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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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遊戲，不論其是否為一種儀式或是一種節慶活動，其最重要的特點是，在

某個時刻上它就會終止 J 旁觀者終會回家，遊戲者則會拿下自己的面具，整個表演都會

結束。而我們這個時代遊戲的問題亦在於此 O 在今日，許多遊戲的例子永不會終結，它

們也因此不是真正的遊戲。包括遊戲與嚴肅活動都受到了廣泛的污染，這兩個領域正混

雜在一起。」

---Huizinga, \明日的陰影)

(In the Shadow ofTomorrow)

一一人的圖像

哲學家Kant有云 I 人只有靠教育才

能成為人﹒.....教育最大的祕密便是使人性

完美 J (賈體茗等譯， 2002 : 6-7)。對於

教育 E作者來說 I 如何透過教育工作促

成人性的發展? J 應該為其-﹒生志業中最

重要之努力目標。是以，身為教育工作

者，若要探究教育活動的本質、尋求教育

的目標，必定得對於「人是什麼? J 問題

進行深入的哲學思索。進言之，即便非身

為教育工作者，人作為-種唯一能向外在

自然與內在自我發間的「此有 J (Dasein'

借用Heidegger對於人的稱呼) ，白菜7.古以

降，他也會不斷地向自己提出「我(人)

到底是誰? J 的問題;因為唯有透過這種

對於「人的圖像J ( Menschenbild) 問題的

追索與嘗試回答，人才能真正地朝向理想

而邁進。而這也正是哲學家 Jaspers將哲學

定義為「人成為人的努力 J (引自馮朝

霖， 2006 : 66) 的主要原因 O

人身為-種歷史與文化的動物， I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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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圖像」不僅隱藏在人類文化活動的各個

層面，因而呈現出多元性與變動性;而且

人的圖像更代表了人類「自我詮釋」的歷

史(馮朝霖， 2006 : 66) 。考察人類的歷

史，我們概可以發現到下列幾種不同的人

「自我詮釋」的人的圖像:智慧人、工匠

人與遊戲人。

自從希臘哲人Aristotle將人界定為「理

性的動物」以後，西方思想的主流傳統即

嘗試將人定義為「智慧人 J (Homo Sapi

ens) 。這定義代表了一種對於人所具備

智慧的「尊崇 J 也表現了人類本身的一

種「自信 J '而它也隨著西方啟蒙運動所

帶來的樂觀信念，主宰了近代人們自我認

定的歷史。惟經過近代工業科技文明的發

展後，人們開始意識到其實人額的未來似

乎並非那麼樂觀，人類的本性似乎也不是

自己所想像的那麼「理性」。因此隨後叉

產生了「人是工匠人 (Homo Faber) J 說

法，嘗試從客觀事實的角度(人類學)來

對於人的特質加以描述。在現實環境中，

人頭除了有適應環境生存的本能活動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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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有能夠製造及利用工具的生產活動。

與其他的動物相較之下，人確然可視為會

製作工具的「工匠人 J '而且他還是一種

可以製作「高度」精巧器械，用以彌補自

身本能之不足的「高級動物」。但這種描

述，能否作為一種特有及確切的描述，其

實仍有疑義，而且也不-定十分確切，畢

竟，許多其他的動物也有著製作工具的能

力。此外，在這樣的定義之下，似乎也無

法突顯出「人的圖像」中應該具有的理想

性。

廿世紀荷蘭著名的文化歷史學家 Hu

izinga 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待了人的圖像。

Huizinga 認為，人類的身上還有?重「功

能」足可與理性的運用及工具的製作鼎足

而立，那就是遊戲的 (playing) 功能。 Hu

izinga相信，除了 Homo Sapiens 、 HomoFab

er外， I Homo Ludens J (遊戲人)也將在

人類的用語中{占有一席之地。就如同Homo

Faber 中製作工具並非人類獨有的活動

樣，遊戲也非人類所特有的活動;然而在

Huizinga 的看法中，人類社會所有的文明

發展，其最早的形式應該都是來自「遊

戲」。在此觀點卡，他不僅將遊戲當成

種人類本能的活動，更從文化人類學的角

度探討了遊戲在人類文明中的重要地位。

經過對於人類遊戲的長久研究後， Huizinga

發現，人類社會中現存的所有文化形式，

包括法律、戰爭、學術、詩歌、哲學、藝

術等，其實都與人類的遊戲脫不了干係。

Huizinga 分析固然仍有許多爭議，但

是他對於「遊戲人」的正視以及對於人類

遊戲基本特徵的分析，卻使其學說在今日

有關人類文化研究的各個領域中仍有相當

的影響力。惟從現代社會的角度來看，

Huizinga 的觀點是否能適用於當今所有的

遊戲形式，仍有疑問。但是他對於人的圖

像所提出的「第三種選擇J ( the third op

tion) 卻提醒了我們，即便在工業社會的

繁忙塵囂中，仍要尋求想像與創造的空

間，也唯有不斷地進行新的想像與創造，

才能夠維繫人類的文明發展於不墜;而對

於教育下半作者而言， Huizinga的「遊戲人」

概念更可提供我們在教育或教育美學方面

許多的啟發。

準此，本文在撰寫上，包括前言在

內，總共可分為五個部份。第三部份在探

討 Huizinga遊戲說形成的背景及過程，以

釐清遊戲此一概念在 Huizinga學說中的地

悅。第三部份則著重在 Huizinga有關遁戲

在人類文明的重要性及其特徵的陳述上。

第四部份則在說明，當代的社會中遊戲的

文化特徵及其所可能衍生的問題。最後

部份則從 Huizinga 的主張出發，對於其在

「遊戲人」人類圖像及遊戲精神在教育美

學上的意涵進行省思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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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說的形成

Huizinga 是廿世紀荷蘭著名的歷史學

家和語言學家。 1872 年生於荷蘭的 Groni

時間，他後來還至德國的 Leipzig 接受教

育。原先 Huizinga 主修語言學，他鑽研荷

蘭語、 Groningen 當地文學，以及梵文等。

1897 年完成博士論文，主題在探討古印度

戲劇。不過他的研究興趣後來卻轉向歷史

研究方面，這可能是受到了著名史家布克

哈特(1. Burckhardt) 的影響。 1905 年時，

Huizinga 開始擔任 Groningen 大學的歷史教

授， 1915 年時又出任 Leiden 大學的歷史學

教授。 1942 年，由於反對納粹的極權統

治，被納粹占領軍拘禁， 1945 年時去世於

拘禁過程。

身為一位文化史家， Huizinga 一向關

注的是藝術、文學、宗教、儀式、禮俗等

問題。他在 1905 年就任 Gomingen 大學教

授時，就職演講就是以「歷史思想中的美

學因素 J ( The Aesthetic Element in Historical

Thought) 為題，其中他抨擊了當時流行的

歷史實證研究方法，認為歷史研究更像是

一門藝術而非科學。 Huizinga 也認為歷史

固然不只是想像力，但想像力在歷史詮釋

過去之時卻是不可或缺的。由前述Huizinga

所抱持的歷史研究觀點，口J以看出Huizinga

對於藝術或美學的重視。

雖然 Huizinga於 1938 年所出版的〈遊

戲人一一文化中遊戲因素的探究> (Ho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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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dens: A Study of the Play Element in Cul

ture) ，可以說是文化史裡探討遁戲在人

類文明中角色的先驅之作。但實則從西方

思想歷史的角度來看，Huizinga並不孤單，

因為自西方文明萌芽之際，就有Heraclitus

WPlato等哲人從遊戲的角度來省思整個世

界或人生。 Heraclitus說「世界的進程，就

是一個遊戲中的孩子在一塊板子移動著棋

子 而這個孩子就有如宇宙中絕對的統

治者 C J (Di晶， Fragment 52)。而 Plato在

〈法律篇> (Laws) 也提及「人作為一種

受造之物，就像是神的遊戲之物( play

thing) →樣， ......每個人都應依此特性來

過活，在最高貴的消遣中進行遊戲，他們

所關心的不是現存之物J (Laws, VII :

803)。除了承繼西方哲學傳統中對於「遊

戲」的重視外， Huizinga 遊戲理論另個重

要源頭是來自 Schiller的〈美育書簡> '其

中的第卡五封信， Schiller 寫道 I 人只有

當他具有「人」的最完整意義時，他 J'會

遊戲，而也只有當他遲戲時，他;才會是完

整的人。」事實 I: '類似的論點也在 Hegel 、

Marx 、 Nietzsche 以及 Heidegger 、 Fink 等人

的看法中一再地出現 (Anchor， 1978: 63 )。

Huizinga本人對於遊戲的重視與探究，

非一夕之間成形。 Huizinga 在歷史方面最

重要的代表作應屬 1919 年出版的〈中世

紀的衰頹> (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 一書。本書論述焦點集中在卡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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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世紀的法國及低地國家的文化狀況，並

以其為例子來闡釋中世紀晚期的各個生活

層面:包括哲學、文學、繪畫、騎士制度

乃至愛情等。 Huizinga 發現，在當時各種

儀式及外在形式裡'可以發現中世紀人們

虔誠心態的表達方式。在探究過程中，

Huizinga 表現出非凡的文學才華及歷史洞

察力，他獨樹一幟地提出，所謂的「文藝

復興」其實代表了中世紀的「死亡 J 而

非現代世界的「新生 J 在他看來，中世

紀晚期其實已是一個疲態盡露、悲觀且逐

步走向衰微的時代。由於當時人們面對著

日益艱困的生活，所以必須寄託於夢想、

想像與幻覺之中，這也促成了後來文藝復

興的興起。在(中世紀的衰頹}中，

Huizinga 特別述及，十五世紀當時的「崇

高生活景象 J ( the vision of a肘su曲1治blime lifl跆"e)

是將生活當成「

game) ，而這可以說是Hu叫liZ剖in啤l氾ga 第一次將

「遊戲」的概念當作歷史解釋的工工.具(An'

char，丸， 1978: 69)

Huizinga 有關中世紀的討論，亦可見

於論丈集〈人與觀念} ( Men and Ideas)

在這本書中，他主張歷史固應讓過去

「再生 J 而且也應該能讓讀者去體會到

生活在某。特殊時代的感受。但同時他則

反對當代許多人試圖將歷史及傳記予以過

分「美化」而以娛樂性來吸引人的作法。

Huizinga的另一部著作〈明日的陰影} (In

the Shadow of Tomorrow) 雖非歷史著作，

但直可視作對當時西方文明的分析，他討

論了許多困擾西方的問題，包括從道德上

的無政府主義到藝術的衰敗等，Huizinga

以為，當代教育和大是媒體對於文化都造

成了傷害，因為它們往往會使文化本身失

去活力，甚至退化。從這些著作裡，我們

在在可以看到Huizinga對於藝術與人類文

明間關係之相關議題的關注。除了上述的

著作外， Huizinga尚有(美國的人與群眾}

( Man and the Masses in America) 及(美國

的生活與思想} ( Life and Thought in Amer

ica) 等作品，此外，他在早年時曾對印度

文學及文化進行了精深的研究，後來則轉

向中世紀文化的研究，並撰有 Erasmus 的

傳記。

Huizinga 的遊戲理論也受惠於宗教及

人類學的相關研究。 Huizinga在〈遊戲人〉

序言中自述「文明是在遊戲中興起並在遊

戲中開展」的看法，其源頭其實可以追溯

到 1903 年。而根據英國學者E. H. Gombrich

的考察(約翰﹒赫伊津哈原著， 1996 : 264

267) 'Huizinga此處所指應為其1903 年論

述佛教研究的演講。在該篇演講中，

Huizinga開始研究丈化史裡「視覺化」的

問題。 他認為，佛教對西方的吸引力，與

其說是理性的，倒不如說是審美的:該篇

演講也表明了Huizinga對於謎語和其他在

知識及力量等方面競賽的高度興趣。除了

對於佛教文化的興趣外，Huizinga 也受到

人類學研究成果的吸引，其中特別是E. B.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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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ylor的著作。 Taylor在其論述原始文化的

著作中，曾對「遊戲」的問題進行了一些

討論， Taylor 認為，人類文明中有一種慣

性，會保留過去的信念與儀式中的一部

份，並使其能流傳後↑陵，即便這些信念與

儀式早已被人所忘卻。他認為，人們現在

進行的許多「遊戲 J 雖然是以作為供人

們消遣的娛樂形式留存下來，但其中都反

映了某些早已從嚴肅生活中消失的舊儀式

與舊觀念。人類學者的這種遊戲觀點，後

來也深深地影響了 Huizinga 0 簡言之，透

過宗教與文化人類學的研究， Huizinga 發

現了「文化的遊戲因素」

最後， Huizinga 對遊戲的看法有部份

更是來自其「美國」體驗。 Huizinga在 1926

年時曾受邀至美國訪問，但他卻相當不認

同當時美國的各主要心理學與社會學流派

將﹒切藝術和宗教都解釋為是「逃避現實

的形式」的看法。他認為文化的最終目的

必須是「形而 I"，的 J 但現代的精神卻是

「反形而上的 J 現代精神極力想把文化

的 A些要素用「禁忌」來解釋，人額的藝

術與宗教卻常被貶為「逃避性的滿足」或

「補償性的虛構 J 0 Huizinga 認為，這種

解釋取向使得原本屬於人類創造力的藝術

或宗教不再是「力量」的展現，反成為

「軟弱」的症狀。他強調，這種解釋方式

是無法產生「偉大」藝術的。

正是在前述種種的研究成果及信念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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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上， Huizinga開展了他的遊戲學說。 1933

年時，他發表了 A篇名為「遊戲與嚴肅的

文化限制 J ( The Cultural Limits of Play and

the Serious) 的演說，後來，他又分別就該

主題在蘇黎世、維也納及倫敦等處發表相

關的演說( Caillois, 200 I : 3)。到了 1938 年

時，他更將前述有關「遊戲」的研究再進

→步發展及統合，完成了具有原創性的

《遊戲人} ...，書。

總而言之， Huizinga 可以說是廿世紀

偉大的文化科學( Ku1turwissenschaft)代表

人物之一。他的{中世紀的衰頹〉至今仍

被視為是重要的中世紀歷史研究經典之

, ，而其有關 Erasmus 的傳記著作，也仍

被視為關於中世紀學者之傳記裡最好的作

品之一。至於〈遊戲人} ，更由於當代人

們愈發重視「遊戲」的社會功能，因而愈

來愈受不同領域文化學者的重視，當代學

者們在進行遊戲的探究時， {遊戲人〉一

向是不叫或缺的經典 o Huizinga 的作品在

歐洲大部份國家、美國及日本均有出版，

但中文部份較乏人引介，大陸的中國美術

學院出版社於 1996 年首次翻譯出版了(遊

戲人〉一書可為其代表。

論「遊戲」

如前所述， Huizinga 在〈遊戲人〉中

主要探討了人類文化中的「遊戲」成份，

但實則他探討的對象，不只「遊戲 J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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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性 J ( human nature) ，在他的看法

中，遊戲[實可視為人性中的一項基本驅

力。丈明不只是來自遊戲之中，它本身就

是遊戲，丈明一直在遊戲中，從來沒有離

開遊戲過。 Huizinga 在〈遊戲人}中有不

少頗有價值的論點，即便在今日來看仍然

頗有可觀之處。

綜觀 Huizinga的遊戲主張，我們可以

進行以下的歸納:

一、遊戲是一種人類社會的現象，但

它是先於丈化而生的。它不只是幸理現象

(physiological phenomenon) 或心理反應

(psychological reflex) ，也不僅是」種身

體的或純屬生物的活動，而是干重有意義

的功能 (significant function) ( Huizinga,

1955: I) 。遊戲中所蘊含的意義，是超越

生活中現實需要之上的，它也賦與行動與

意義。 Huizinga 認為，遊戲介於「本能」

和「心智 J (mind) 、「意志 J (will) 之

間，它不只是「本能」或「衝動 J 但同

時它又還未上達「心智」和「意志」的地

步;不過透過「遊戲」的事實，我們可以

證明人類不只是只有「動物性」而已。是

以在某種意義上 I 遊戲」可說是，座橋

樑'是一座溝通了人類動物性與神性之間

鴻溝的橋棵。

換言之，遊戲不僅證明了人具有動物

性，它的出現也說明了人並非只有「理

性」而已。「我們遊戲，且我們知道我們

在遊戲，所以我們-定不僅是「理性的存

有dI (rational beings) ，因為遊戲是非理

性的 (irrational) J (Huizinga， 1955:4) 遊

戲中的「樂趣 J (如n) 無法用理性的邏

輯來加以分析，它的出現，代表了心靈之

流 (an influx of mind) 可以打破宇宙中絕

對的決定論。Huizinga 因而主張，我們可

以稱「遊戲」是一種「整體性J (tota

lity) ，我們必須從遊戲的整體性來理解

它 (Huizinga， 1955: 3)

:、遊戲是一種丈化的功能(自mc

tion) ，它不僅是出現在動物或兒童的生

活中，而是廣泛地出現在人類丈化的各個

領域之中。遊戲存在於文化出現以前，伴

隨著丈化的發展，並從人類丈明發展的最

早階段開始就滲透在丈化之中(Huizinga,

1955:3) cHuzinga以為，在人類社會中，

所有偉大的原型活動(archetypal activities)

都處處可見遁戲的「滲入J '包括語言、

神話等 O 例如在語言方面 I 每個表述的

背後有著最富想像力的隱喻(metaphors) ,

而每個隱喻都是字詞的 A種遊戲。因此，

透過對於生命的表述，人們順著自然世

界，創造了第三個、詩意的世界。 J (Hu

izinga, 1955: 4)語言是人類利用字詞所作

的遊戲，而神話方面 I 在神話的狂野想

像中，一種充滿幻想的精神( spirit) 正在

玩耍與真切的界限土「遊戲」著。 J (Hu

izinga, 1955: 5) 。神話中也充滿著遊戲的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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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前述， Huizinga 認為，人類文明

生活中所有巨大的本能都可以在神話與宗

教儀式中找到其根源:這些文明生活包括

了法律與秩序、商業和利潤、工藝與藝

術、詩歌、哲學的智慧及科學等，所以其

實人類的文明都是在「遊戲」的原始土壤

中生根的。也基於這樣的認識， Huizinga

在〈遊戲人〉一書第二章至第十章中就分

別論述了人類各個文明領域 語言、競

賽、法律、戰爭、知識、詩歌、哲學、藝

術等 的遊戲形式。在 Huizinga 相信，

文明與遊戲是彼此交織在一起的，但這種

關係在過去卻常常被忽略，因此他要特別

指出， I 真正的遊戲」才是文明的主要根

基。

三、遊戲具備下列的形式特點( fonnal

characteristics) (一)它是一種自由、自

主與自願的活動; (二)遊戲的活動是有

意地要在「日常 J ( ordinary)生活之外，

成為 A種「非嚴肅的 J ( not-serious) 的活

動; (三)但在此同時，從事遊戲的人是

高度專注的; (四)遊戲也是一種與物質

興趣無關的活動，在從事遊戲時，是不會

有任何利潤可言的; (五)遊戲是在其固

有的時空界限內進行著，它有著固定的規

則，並以有秩序的方式來玩; (六)透過

遊戲，會促成社會群體的形成，這些社會

群體有著自己的「祕密 J 它們會透過

「偽裝」或其他方式來強調它們與整個公

有世界( common world) 的差異 (Huizin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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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幾個形式特點中，首先，遊戲是

?重自願、自主與自由的活動，Huizinga

認為這是遊戲最重要的一項特點。即便在

動物與見童的遊戲中也有其自主性，見童

與動物之所以進行遊戲不只是來自於他們

的「本能 J 使他們必須進行遊戲，更重

要的是，他們「享受」遊戲 (e吋oy play

ing) 。而對於成人來說，進行遊戲也不

是出於身體的必要或道德的義務，遊戲從

來都不是←」項「任務 J 它是在閒暇時候

所進行的活動，也就是在自由時間( free

time) 內所進行的活動。

其次， Huizinga 認為，遊戲是有別於

「日常的」生活的「非嚴肅性活動」。

Huizinga 之所以認為遊戲是一種非嚴肅性

的活動，在於他以為，遊戲是遊戲者步出

了日常的其實主活之外，而進入一種暫時

性的活動空間中:進行遊戲時，遊戲者往

往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只是在假裝 J (only

pretending) ，這種「假裝」的感覺，有時

會讓人誤以為遊戲「不如」真實生活。但

是於此， Huizinga 又特別強調，說遊戲是

「非嚴肅性的J '並非等於說遊戲是「不

嚴肅的 J '因為有些遊戲的確是「非常嚴

肅的 J (Huizinga, 1955: 5) 。此外，參與

遊戲的人又都是十分專注與正經的，這種

在參與過程的「嚴肅性 J '又可能會使得

遊戲者產生一種「高人一等」的感覺，而

這種高人一等的感覺遂會使得原有的「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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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感覺被抵消。雖然 Huizinga 對於「遊

戲是否具嚴肅性」的論述，感覺令人有些

覺得相互矛盾之處，不過深入解析，

Huizinga 所講的遊戲是「非嚴肅性的 J

指的應該是「非關嚴肅的 J '或是說它與

生活中的「嚴肅性目的」或「功利性目

的 J (如謀生、追求利益等)無關，因

此，包括低於「嚴肅」水準的見童遊戲或

是高於「嚴肅水準」的「美與神聖的遊

戲」都可以涵括在遊戲的範圍之內 (Hu

izinga, 1955: 19) 。至於遊戲的「嚴肅性」

則與遊戲者專注與投入的「態度」有關。

或許我們可以這樣說， Huizinga 所講的遊

戲，就是「認真地進行非以嚴肅性目的為

主的活動 J 0 簡言之，在 Huizinga 的看法

中， I 遊戲」與「嚴肅」之間的界限其實

並非如我們所想像那麼明顯 O

再者，遊戲本身具有「無功利性」

( disinterestedness) 。由於遊戲不是屬於日

常生活的，所以它不是欲望或嗜好的立即

滿足，有時，它甚至會打斷人們欲求的過

程。遊戲就好像我們生命中的「插曲」→

樣，雖然不是生活所必需，但卻增添了我

們生命的光彩，它因此是一種「生命功

能 J (life function) 。另 A方面，作為一

種神聖的活動，遊戲自然而然對於群體亦

有所貢獻，它的表達可以滿足所有人共通

的理想，所以它也是一種「文化功能」

( cultural function)

此外，遊戲有其獨特的時間性(dur-

ation) 及空間性( locality) ，這表示它有

它的獨立性(secludedness) 與界限性( lim

ite血的) ，也表示遊戲有著它固定的形

式，而能以文化現象的形式存在。所以當

遊戲出現後，它就成為心靈的嶄新創造，

它成為一種可以被記憶保存的寶藏，它進

而可以被傳遞下去，變成傳統;它也可以

在任何時間重覆。這使得遊戲不僅是一種

整體，也有了它自己的內在結構。時間上

是如此，空間土亦是如此。遊戲的進行是

在事先畫出的遊戲場( playground) 中，這

個暫時的世界是被劃出來而有別於目常世

界的，它是專門用來從事遊戲的，在遊戲

場中則有它特有的規則。

此外，每個遊戲都有其絕對與特有的

秩序。遁戲創造了秩序，到後來它就是秩

序。在不完美的世界與混亂的生活中，遁

戲帶來了一種暫時性的、有限度的「完

美 J 0 遊戲與秩序間有著極為緊密的關

聯，即便我們稍稍地偏離了「秩序 J '這

都會使我們「搞砸了整個遊戲 J ( spoil the

game) ，也因為遊戲與秩序彼此之間有著

這樣的緊密的關係，遊戲常常都是屬於審

美領域的，我們用來描述遁戲的字眼，也

往往都是描述一些美的效應的字眼:張力

(tension) 、身段 (poise) 、平衡(bal

ance) 、對比( contrast) 、變奏( vari

ation) 等。在遊戲中常充滿了我們在事物

中所能察覺到的最高貴品質:節奏

( rhythm) 與和諧 (h訂mony) 0 Huizinga認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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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在前述描述遊戲的性質中，特別具有

意義的是「張力」的因素。「張力」意味

著「不確定性」與「機遇 J 在進行遊戲

時，遊戲者是想要能夠成功地完成某些困

難的事情，因而解決遊戲中的「張力」

所以「張力」與「張力的解決」的因素其

實支配了所有的遊戲的形式。當遊戲具有

愈高的競爭性質時，它就會愈狂熱，是以

在博奕及運動競賽中，遊戲會達到它的最

高點。 Huizinga 認為，雖然遊戲超越了好

與壞的價值判斷之外，但是由於「張力」

的因素，使得遊戲具有某種道德的價值。

惟在遊戲中，雖然每個人都想要贏，但也

必須堅守遊戲的規則 (Huizinga ， 1955:

10-11 )

即使遊戲結束以後，遊戲社群( play

community) 也常常形成，種持久的團體，

因為遊戲常常在其周遭形成一種「祕密」

的氛圍。「這是我們的遊戲，不是他們的

遊戲 J (This is for us, not for the "others'\)

在遊戲的小圈子中，日常生活的法律與習

俗可能不再適用;對於遊戲者來說，他們

認為自己是與眾不同的，而他們行事的方

式因而也與一般日常生活中的作為有所不

同。

四、遊戲與各種藝術形式之間存在著

密切的關係。包括詩、神話、戲劇(悲劇

及喜劇)、音樂、舞蹈、造型藝術(plastic

arts) ，甚至哲學與教育，都與遊戲之間

有著密不可分的關連。在〈遊戲人〉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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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七章及第卡章， Huizinga 分別分析了

遊戲與不同藝術形式(包括哲學)間的關

{系，他認為「詩，就其原初的文化創發

( culture-making) 能力而言，無撓地是生

成於遊戲之中，而且它就是→種遊戲一一

神聖遊戲.. .... J I 悲劇及喜劇都源於遊

戲，此點是夠清楚的 J I 詩的語言本身

使得詩﹒.....脫離了純遊戲的領域而進入了

思考與判斷的範疇，但音樂卻從未離開遊

戲領域 (play-sphere) J ; I 舞蹈就是一種

特殊的、特別完美的遊戲形式 J I 造型

藝術的運作過程完全外在於遊戲的領域

.....但在造型藝術中我們仍可發現遊戲因

素 (play- factor) 的痕跡 J (Huizinga, 1955:

122, 144, 158, 165& 167) 。除了各種藝術

形式外， Huizinga 也論述到哲學的起源，

甚至教育在內，都與遊戲(特別是與遊

戲連在一起的「閒暇」有關) 0 I 希臘的

知識及學術不是如我們所理解的，是學校

的產物，亦即是，它們不是用以訓練公民

從事有用及有益職業之教育體系的副產

物。對希臘人來說，心靈寶藏是閒暇所結

的果實......學校 (school) 一詞最初是「閒

暇』的意思，現在閒暇卻剛好代表了系統

工作及訓練反面的意義...... J (Huizinga,

1955: 147-148) 對於Huizinga 來說，藝術正

如同其他的人類文明一樣，在其最早出現

的階段時，它們都是遊戲，但當其發展成

熟後，藝術等人類文明並不是如同嬰見脫

離母體一樣完全離開遊戲:它是在遊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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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起並且身為遊戲 (it arises in and as

play) ，而且永不離開遊戲(Huizinga， 1955:

173 )

五、在當代文明中，遊戲卻逐漸式

微。雖然遊戲是所有人類文明中的重要因

素，但是在 Huizinga的觀察中，自從十九

世紀以後，人類文化中已經逐漸地失去了

許多過去遊戲因素中的特徵 (Huizinga， 1955:

195)。他認為，丈化的遊戲因素自從十

八世紀全盛期以來，就一直處於衰微之

中。今日的丈明已不再進行遊戲，即便它

看來像是遊戲，但實則只是「假的遊戲」

(false play) 而已。

例如自從 1九世紀的最後廿五年開

始，競賽的遊戲 (games) ，在「運動」

(sports) 的包裝下，已經變得愈來愈嚴

肅，規則也愈來愈嚴苛與鉅細靡遺;而隨

著運動的系統化與體制化，某些純粹的遊

戲性質 (play- quality) 也無可避免地喪失O

此外，大型的競賽使得運動也逐漸世俗

化、非神聖化，遂逐漸與社會結構之間失

去有機的連繫。叉如在藝術方面，從十九

世紀末開始，因著攝影術的出現，藝術欣

賞逐漸擴及廣大群眾，藝術成為大眾的愛

好，但是大眾也受到強大的勢利的浪潮所

影響，追求原創性的顛狂熱忱卻扭曲了藝

術中原有的創造性動力。一些藝術創作者

只汲汲於追求新奇前未所見的形式，卻不

知挖掘更深沈的精神內涵，遂使得藝術變

得更加浮誇 (Huizinga， 1955: 197-202)

簡言之， Huizinga 分析了「遊戲」在

人類文明各個領域的展現之後，他對於當

代文明逐漸喪失遊戲的原創精神而變得日

漸淺薄的現象感到憂心。Huizinga 特別指

出，在現代，一種看似「遊戲」但實則是

「幼稚」的心態已經逐漸主宰了當代的文

明。「這種仿如青春期的心理和行為，看

來巳統治了文明生活的大部份領域﹒.....它

們現在占滿了我們的丈明，並以殘忍不仁

來自我宣揚。這類習性中的群體習性也許

最為強大，也最令人驚駭，它產生出最低

級的幼稚主義:大喊大叫或種種慶賀呼

號、穿戴證章和各種政治性裝飾與制服、

以行軍隊列或某種特別的步伐行址，以及

空冗散漫的集體性巫魅和宗教儀式。而在

心理方面與此極類似的:對淺薄娛樂的貪

求、粗糙的感覺主義、以及群泉集會的歡

欣、群眾示威、遊行等。 J (Huizinga, 1955:

205)他認為，在當代丈明中，許多偉大

民族逐漸失去了殘留的榮譽、幽默感、禮

節和公平遊戲等觀念。

有鑑於前述遊戲精神的喪失， Huizinga

在{遊戲人〉結論中呼籲:真正的文明不

能無某種遊戲因素而存在，因為文明必須

以對於自我( self)的限制及駕御為前提。

這種對「自我」的控制，所指的是在某種

大家自由接受的界限之內範圍的控制，也

就是說，丈明總是要根據某些「規則」來

進行遊戲，而真正的文明總是「公平的遊

戲 J ( fair play) 。真正的遊戲，背後不會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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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藏著某些不為人知的政治目的，它也不

會進行宣傳，它的目的就是遊戲本身，它

真正的精神就是「愉悅的靈感 J (happy

inspiration) (Huizinga, 1955: 211)

Huizinga 關於「遊戲」的分析可說已

成為當代有關遊戲研究的經典。他有別於

傳統「人是理性的動物」的定義，而提出

「人是遁戲的動物」的看法;他認為遊戲

是一種文化現象，是-.，-種人類精神創造能

力的體現;主張遊戲是人類所有其他文明

的最基本形式之一，這些先驅性的析論，

都使得當代許多文化研究者在分析當代藝

術、運動甚至電視電腦遊戲等社會文化現

象時，不敢也不致忽略Huizinga的論點。

當然他的論點仍有其值得爭議之處，例如

專研究遊戲的法國學者Cail10is 就認為Hu

izinga 對於遊戲的分類似仍有未盡之處，

Huizinga似乎較忽略了一些博奕或賭機遇

的遊戲在成人遊戲中的重要性，此外，他

也認為其太過重視遊戲中「祕密」的角

色，這使得Huizinga關於遊戲的分析，要

不失之太寬、要不失之太嚴。另外，當然

我們也可以加上'配合現代科技發達而出

現的一些新型遊戲 如「電視遊戲」

( video game) 與「電腦遊戲 J (computer

game) ，這些遊戲能否適用於Huizinga的

分類或分析，其間亦存有很大的疑義。

不過我們在此也必須指出，Huizinga

的分析畢竟距今日年代久遠，他不太可能

預知到未來科技的詳細發展，而其實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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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也不在就「遊戲」這個主題進行全面

詳盡的探討。他的真正目的是在藉著「遊

戲」這個重要文化現象的分析，強調文化

的經驗價值與人們的精神創造能力，而這

些正是在人頓當代文明中逐漸凋零、逐漸

為人們所漠視的問題。

由於遊戲為一種人類社會中普遍存在

的現象與活動，遂使得遊戲在不同文化背

景及個人活動的影響，也因而產生了各種

不同的形式。 Huizinga本人在使用「遊戲」

E司時，就似乎傳達了不同的意涵。根據

Gombrich的看法， Huizinga在(中世紀的衰

頹〉與〈遊戲人〉兩書中關於「遊戲」的

分析，就各自有其不同的重點。其在(中

世紀的衰頹} -書中似乎較強調「遊戲」

是一種「假裝」的活動，主張遊戲是一種

向幻想世界的逃遁活動;但在〈遊戲人〉

中， Huizinga 卻側重遊戲中「規則」的重

要性，這使得他所謂「遊戲」的意義似乎

從play轉向至game的意味(儘管這兩詞在

中文都有「遊戲」的意思)。筆者認為，

Huizinga 之所以從不同重點角度的切入，

其實正是為了針眨其所處時代的各項文明

弊病。例如當他目睹了當時各種大型運動

競技過度重視競賽成績，一再追求更高更

快的記錄時，他就憂心原先遊戲中那種白

發性( spontaneity) 與自在性 (c訂巴l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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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ss) 可能會因而喪失。針對此一文化現

象， Huizinga 特別指出，包括奧林匹亞運

動會與美國大學中各種組織性的運動比

賽，不論從那-點來看，都無法將「運

動」提昇到一種文化創造活動( culture

creating activity) 的水平上，因為它們「過

於嚴肅 J (over- seriousness) ，他甚至認

為，古老的「遊戲」因素在這些活動中其

實已經逐漸凋零 (Huizinga， 1955: 197

198 )

其實，在當今的社會中，遊戲所涵蓋

的範圖真的非常廣泛，就一般人日常的用

語來看，就有許多種的活動都叮歸納於

「遊戲」一詞之下，它們包括從屬於私人

的想像活動-直到有著高度複雜規則的競

技比賽，只要其不是「當真」或是「嚴

肅」的活動，大概都可以歸諸遊戲的領域

之中。例如當代鑽研遊戲的學者 Sutton

Smith IlP歸納了各種不同的遊戲形式與經

驗，將各種遊戲形式作了下列的分類(自

最私人的一端至最公開的一端) (Sutton

Smith, 1997: 4-5 )

(一)心靈或主觀的遊戲 (mind or sub

jective play) :如作夢、白日夢、幻想、

想像等。

c--:.) 單獨的遊戲 (solitary play) :如

嗜好、蒐集、寫信給筆友、建造模型、聽

錄音帶和 CD 、看錄影帶、園藝、閱讀、

旅行、瑜伽、攝影、購物等個人進行的活

動。

(三)遊戲的行為 (playfulbehaviors)

(四)非正式的社會遊戲(informal social

play) :如說笑話、參加宴會、旅遊、休

閒、跳舞等。

(五)感同身受的閱聽遊戲(vicarious

audiences play) 如看電視、電影、卡通、

音樂會、觀賞運動等。

(六)表演的遊戲( performance play) :

如彈鋼琴、玩音樂、為競賽的緣故參加競

賽等。

(七)慶祝與節日( celebrations and festi

vals) :如井.日、聖誕節、復活節、母親

節、萬聖節、婚禮、成年禮等。

(八)比賽(contests) (競賽與運動)

各項運動與比賽、博奕、賽馬、樂透等。

(九)冒險或深度遊戲 (risky or deep

play) :如-些冒險性的活動(洞穴探索、

浮燒、賽艇、登山、高空彈跳等。

另-{}j:著名的遊戲學者Cail10is則提議

依照在遊戲中競爭(competition) 、機率

(chance) 、模擬(simulation) 與眩暈

(vertigo) 所佔的角色不同，將遊戲分為

四大類: (--) ag6n (競爭) :如踢足球、

撞球與下棋等; (二) alea (機率) :賭

輪盤、樂透等; (三) mimicry (模仿) :

如扮演某人的角色等; (四)眩暈( ilin

x) :如藉著快速的轉動或墜落的動作，

在自身產生暈眩或混亂的感覺。Caillois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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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這種分類方式雖然不，定包括整個遊戲

的範圍，但這種分法可說是將遊戲分為四

個象限，每個象限都受到其原初的原則所

統制，每個象限部份都包括了相同種類的

遊戲。而在這四個象限中，不同的遊戲也

會依照某種秩序而安排。這種秩序是一個

具有兩端的連續體，其中一端是消遣、紊

亂、自由即興與自在的狂歡，它顯示了一

種不受控制的幻想， Cail10is 將此端稱為

「嬉戲 J (paidia) 。而在另 i品，則傾

向用獨斷的、命令的與冗長的規約來約制

嬉戲的行為，這種遊戲需要有更多的努

力、耐心與技藝、勤勉， Cail10is稱此端為

「競玩 J (ludus) (Cai l1ois, 1958: 12-13 )

。簡言之，無論從 Sutton品nith還是 Cail10is

的學說來看，遊戲所涵括的範圍都極其廣

泛，在他們的看法中，遊戲甚至可說是 A

種「連續體」。

當代社會中遊戲文化的特徵'除了其

涵括的內容愈發豐富多元外，還可以發

現，在現代社會中也有著愈來愈多的「遊

戲」可歸屬於成人活動之列，包括各項運

動競技的職業化、心理遊戲的盛行等，乃

至一些嚴肅的經濟活動甚至有時也被稱冠

上「遊戲」之名(例如「金錢」遊戲)。

各種不同類型的「成人遊戲」日漸成為學

者所關注的主題正例如Roos等人特別強調

成人遊戲在組織中的重要性。他們認為，

成人遊戲是一種複雜而叉嚴肅的事情，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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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於見童的遊戲，成人遊戲特別受到社會

及理性的規則來決定。而成人遊戲與兒童

遊戲最大的不同處，還是在於成人在進行

遊戲時與見童有所不同，見童是把世界知

覺為其自身的伸展( extension ofhimself)

因此兒童在進行遊戲時，並不將遊戲視為

與其他真實世界的活動有何不同。至於成

人則已發展出強烈的自我認同(self-ident

ity) ，他很清楚地知道，當他進行遊戲

時，他是和自己一起遊戲，他自身的認同

感總是放在遊戲的最前線地帶。成人總是

為了某個目的在遊戲:除了樂趣之外，總

有某個嚴肅的企圖以企求獲得某種可欲的

( desirable) 的經驗 (Roos et 泣， 2001 )

在成人遊戲中，遊戲可以說已經成為所謂

「嚴肅的遊戲」。按Roos等人的分析，成

人的遊戲常帶有特殊目的(特別是在遊戲

本身以外)的意義，遊戲因而又成為某種

工具性的手段。當代社會中這種遊戲意義

的轉變，似乎與 Huizinga所強調的遊戲的

無功利性或是遊戲具有獨特的時空性之間

存有不少的差距。

一方面，前述所謂的「成人遊戲」便

遊戲涵義「嚴肅化」因而拉近虛構與其實

生活間的距離外;另方面，當代媒體科技

的發展，讓其實生活更加地「遊戲」化，

也因而使得遊戲與日常生活或現實之間差

異益形模糊;至於原先遊戲中所具備的

「深刻意義」隨著大眾媒體廣告的直接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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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情感，有時卻顯得有些失落。前者的

「拉近距離 J '存在於遊戲中的虛構愈來

愈靠近真實，但後者的「模糊」卻存在於

生活中的真實愈來愈接近虛構。遊戲與其

實生活「界限」的消失，正如 Huizinga 所

分析的，在現代社會中，遊戲似乎不會終

結，它一直延續聖現實的生活中。

當代著名的文化評論家 Baudrillard 對於

當代社會的文化有著精闢的分析。他認

為，現代社會中盛行的是一種擬像( simu

lation) 的文化，而這種擬像的文化又與傳

播媒體科技的發展脫離不了關係。 Baudrillard

特別透過影像 (images) 與現實間的關係

來說明了現代社會的「擬像化」的過程 O

首先在第一個階段，影像是基本現實( basic

reality) 的反映( reflection) ;第二個階

段，影像會遮蓋並歪曲了基本現實;第三

個階段時，影像開始遮蓋了基本現實並不

存在的事實;最後，影像與現實不再有任

何關係'它就是它自己的純粹的擬像

(Poster, 1988: 170) 。因此，當影像的生

成愈趨精緻時，影像的傳播就會愈趨快

速，其對現實的取代也會更加徹底。 Ba

udrillard 指出，隨著現今社會中媒體角色

益發重要，我們遂從「現代的生產化社

會」落入了「後現代的擬像化社會 J (post

modem society of simulations)

事實 r. '當代社會中所出現的新興媒

體科技或影音遊戲，對於遊戲者的其實生

活具有更強大的滲透力。在以往的遊戲形

式中，可能是日常的現實影響到「遊戲空

間」的世界，但在現代的電腦或影音遁戲

中，那些「令人沈迷其中的擬像J (im

mersive simulation) 卻可能讓現實再也無法

主動「介入」遊戲世界，而是反過來，讓

遊戲世界「滲入」並且「決定」了現實之

中，在遊戲的制式過程中，遊戲者可能失

去了自己的主動性，創造力也隨之乾潤，

整個過程就如同 Baudrillard 所言之「擬像

取消了原作、取消基本現實，進而取消了

被模擬之物」的過程一樣。

總而言之，若我們要以一句話來代表

現代社會中最重要的文化趨勢或特徵，筆

者認為，應該就是所謂的「去界限化」。

例如近來每個人都朗朗上口的「全球化」

( globalization) ，代表的正是國與國之間

界限的混除;而在前幾年學界中蔚為流行

的「後現代主義J (postmodemism ) ，表

示的則是主流論述與非主流論述問界限的

消除;又如之前西方盛行的文化研究( cul

tUfal studies) ，強調高雅文化與通俗文化

間界限的消解。而我們也必須指出，在當

代科技與社會的急速變遷下，遊戲與真實

的人生界限間亦在逐漸地消失中。而在

Huizinga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發現，固然

他認為幾乎所有領域的人類文明成就之中

都滲有遊戲的影響與成分在內，但是這種

文明中的「遊戲」成分主要還是與人本身

g

中等教育第 57 卷第 4 期 2006 年 8 月 • 41 •



美感教育

J.

所具有的自發性、創造性及自由有著密切

的關係;而且隨著生活及丈化領域的分

化，前述的各種丈明領域也會逐漸從「遊

戲」的形式中脫離出來而成為獨立的領

域。因此儘管他強調丈明中的避戲成分，

但他同時也相當重視「遊戲 J (特別是遊

戲精神)與「其實生活」以及「嚴肅活

動」的區辨及界限:因為有了這種「區

辨 J '遊戲才能提供人們另一個想像的空

間;也因為有了這種「界限」的存在，遊

戲才能讓人在另一邊的想像世界中無限馳

騁，充分發揮自己的丈化創造力。當我們

從這個角度來看時， Huizinga 的遊戲學說

對於現代社會的丈化症候所進行的診斷，

正提供了我們另外一種的可能性。

Huizinga 在〈遊戲人〉中所論述的遊

戲，固然一方面是模擬或假裝現象的活

動，但他的重點應該是在強調遊戲可以提

供個人一個與真實生活判然有別的想像空

間。是以遊戲代表的是一種在閒暇自由時

間從事的活動，但卻不應該是無病呻吟、

消極籽解壓力或是受壓抑本能弄華的 {J、理

補償作用，而是」種出於人類自願的創造

性活動。 Huizinga 揚棄了當時最流行的心

理學分析方式，重新回到人類社會丈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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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頭進行精深的人類學與歷史探究。他正

視「遊戲」的重要性，認為人類丈化中最

可貴之處，就在於人類能夠在避戲中，藉

此擺脫現實生活限制與實用利益的羈絆，

發揮自由的想像與創造力，這種看似保

守、卻又不同於流俗的另類研究觀點，對

於我們教育或教育美學觀點的重新思索應

頗有貢獻。

當我們身處廿」世紀此刻此地，重新

回顧 Huizinga的遊戲理論時，我們必須承

認， Huizinga 所處當時的社會丈化環境與

今日已有極大的差異，其所論述的遊戲形

式在現代社會中更可能已有著一日千里的

變化，惟我們也絕不能因此而忽略了其遊

戲學說中的發人省思之處與其中所帶有的

深刻教育意涵。筆者認為，在 Huizinga論

述遊戲及人額丈明間的關係時，他所真正

關心或憂心的問題應該是一一隨著當代社

會中「遊戲」與「嚴肅活動」之間界限的

日漸氓除，真正的「遊戲精神」因而喪失

的問題。

什麼是真正的「遊戲精神 J ?它代表

的不是經過精密算計的理性行動或純然只

是源自情感的本能衝動，而是一種對於人

類自發性、自主性乃至創造力及自由意志

的尊重。 Huizinga對「遊戲精神」的重視，

反映了他對理想人類圖像的看法。與傳統

人類圖像(智慧人、工 l匠人等)不同的

是， Huizinga 所強調的是「遊戲人」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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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圖像。在「遊戲人」的理想圖像下，人

不再受限於目的理性或是工具理性的框架

之下，非嚴肅性的「遊戲精神」反而成為

人類發揮創造及想像的真正泉源，無關功

利的「遊戲活動」也因而蛻變為人類超越

現實環境限制的強力動機。「遊戲人」人

類圖像所代表的另一層意義是，人的發展

不能僅偏重理性或是情感任一方面，而應

該是知、情、意各方面完全的發展。若從

美育的角度來理解， Huizinga正如同 Schiller

對美或藝術的看法一樣，他相信人的遊戲

是與人的精神相應之重要活動:遊戲非關

嚴肅目的，但叉包括專注投入的嚴肅態度

之成分在內，它進行創造的目的並非為了

牟利或謀生，但所創造出來的遊戲內容有

時卻叉包含深刻的精神內涵在內。因此，

遊戲所具備的功能，其實正如同美或藝術

所具有的功能一般，透過遊戲，我們應該

可有效彌補人類在「理性」與「感性」兩

方面的差距，朝全人教育的方向大步邁進。

「遊戲精神」另-層意義，代表了當

代文明中所應具備的遊戲成分，筆者認

為， Huizinga 對於「遊戲精神」的重視，

使我們在價值混亂的今日社會中更能重新

思索尋回當代文明中失落已久的遊戲成

分。細究起來， Huizinga 所強調的「遊戲

精神」並非是「怎樣都行 J ( anything goes)

或是「玩世不恭」的「遊戲人間」的態

度，相反地，他所強調的「遊戲精神」應

該是在進行遊戲時，甚至在日常生活中從

事各種活動時(包括各種人類文明領域的

活動如法律、政治、軍事外交等)，進行

「公平遊戲」的態度。在Huizinga的看法

中公平遊戲」的態度，其實就是對於

「遊戲規則」的嚴格遵守。「真實的文明

不能缺乏某種遊戲成分而存在，因為文明

預設了限制及對於自我的駕御(mastery) ,

它不能將自己的發展傾向和終極至高目標

混為一談，而是能夠理解到它自身是處在

某種大家自由接受的界限之中。某個意義

上而言，文明是依照某些規則來遊戲著，

而且真正的文明總會要求公平的遊戲。」

(Huizinga, 1955: 211) 。現實生活中的文

明與遊戲一樣，都有它們各自的界限與應

該遵守的規則，這可能是文明與遊戲的真

正共通之處 o 是以雖然遊戲是滲透於人類

文明的所有領域中，但在 Huizinga 的看法

中，似乎還是認為遊戲應該要與現實生活

問保持某種程度的「界限 J 惟有如此才

能讓文明所欲追求的嚴肅性目的與遊戲的

非嚴肅性活動問保持各自獨立發展的空

間，同時也保持了遊戲空間的「純淨」及

「無功利性」。

我們可以再根據 Huizinga所提及的「遊

戲人」及「遊戲精神 J '對於教育的本質

作更深入的思考。 Huizinga 認為，從人類

教育的源頭來看時，學校教育的出現就與

人類的「閒暇」甚至與「遊戲」應該脫離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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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了關係。例如英文中的 school 就似乎與

希臘文中的 schole (閒暇)有關，而古羅

馬時代的小學名稱 ludus '其字源亦是來自

ludens (遊戲)。是以學校教育在人類歷

史上出現，似于代表了在當時人的心目

中，是認為在人類的現實生活裡應該特別

劃出一段時間(或空間) ，以作為下一代

兒童進行學習與教育之用。從這個觀點來

看時，早期的學校教育作為一種遊戲的空

間，其與其實的生活空間及活動之間應該

是存有「界限」的。而若我們接受Huizinga

的觀點，將遊戲視之為人類生活中特殊的

「美學及想像空間」時，教育場所或口J視

之為人類生活中的「知識空間」甚至是

「道德空間 J '教育活動也因而直可視為

人類在現實生活中，追求更高知識及道德

發展的理想性活動。

惟自從西方自然教育學說興起，尤其

是著名哲學家Dewey提倡教育的實用主義

以後，當代教育主流的思想卻多半認定了

教育應與生活間有著緊密的結合，甚至主

張教育與社會之間不應該存有任何的差

別 I 生活即教育、學校即社會」的觀點

幾乎已成為一敵人的教育常識。固然，強

調教育與生活的緊密關係、重視教育的實

用性，可以提昇學生的學習興趣與學習效

果，然而教育與生活的同--~--~性或是其間

「界限」的喪失，卻可能讓教育活動過度

遷就現實的環境與既有的流俗觀念，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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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了教育活動中原先應有的理想性，也

無法突顯教育活動真正的價值所在。最近

在國內所發生的〈青春達人> (國中生性

教育自學于冊)的事件即為一例，當教育

工作者為貼近學生生活背景、配合學生興

趣，故而刻意在編寫教材時，加入青少年

流行的口頭用語(有些是較為粗俗的)

甚或是未必正確的價值觀念時，可能會模

糊了原有的學習焦點，使得教育的行為反

而產生了非教育，甚至反教育的結果出

現。我們固然肯定教材編寫者在編寫過程

的用心，但我們也必須指出，教育活動中

仍應有其「規準」或「規則」存在(例如

英國學者 R. S. Peters 所提出的教育規準

說) ，教育內容應該仍要以揭讓更高的知

識水準與道德理想為其目標，教育工作者

更須謹守教育活動及教育空間中的「規

則 J '否則教育與日常生活無異，到了最

後，教育活動的存在終將也不會再具有任

何的必要性。

另--_.方面，由於生活與教育的過度結

合，反而弔詭地使得學生的學習負擔日益

增加，例如原先教育改革希望減輕學生壓

力的美意，反而由於學習的「多元化 J

更加重了學生的學習負擔。為了因應現代

社會的各種競爭與要求，父母及師長多半

希望學生能學得更多，有時甚至因著某些

特定的政治型態，平白增加更多學習材

料。例如在臺灣，某些母語的學習本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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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鬆自然之事，然而由於母語(而且還是

未經統→的母語)正式進入學習課程之

中，反而讓學牛在原有的語言學習之外更

憑添許多的負擔 I 教材生活化」原意在

減少學生的學習壓力，但當生活變成不口 J

承受之重時，教育也將承載生活的重量而

變得更為沈重。

總而言之， Huizinga 對於遊戲的經典

定義，放到今日社會來看，雖顯得有些陳

舊甚至保守，但應該仍有其重要的教育及

教育美學上的蘊義。 Huizinga 的對於遁戲

fk~ 目

觀念的分析及遊戲與人類文明間關係的論

述，都讓我們了解到「遊戲」對人類文明

的貢獻，進而能正視「遊戲」在人類文明

發展及教育中的重要性。此外，其所提出

的「遊戲人」人類圖像及其對於「遊戲精

神」重視的呼籲，也可以使我們重新思索

遊戲在美育中的地位及教育活動的本質。

而這些應該都是身為教育工作者在這個時

代中，重新檢視 Huizinga I 遊戲人」學說

的最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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