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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全文主旨

本文所評述的書籍《邁向教育傳遞理論> (Towards a theory of educational 

transmission) ，作者是Basil Bernstein (1 924-2000) 0 Bernstein是英國社會

語言學家，其鉅著《階級、符碼與控制> (Class, codes and control) 係針對階

級和語言進行深入分析，改變了教育研究的方向。 Bernstein是在倫敦長大的猶太

移民後裔，在倫敦政經學院 (LSE) 攻讀社會學的求學過程中因為沒有獎助金也

沒有家庭財力的支助，曾持續作僕人的工作、勞力和商店助手，也曾受過教師訓

練。 1960年Bernstein於倫敦大學學院 (UCL) 獲語言學博士學位，後來轉任教育

學院教授教育社會學。 Bernstein的主要著作具有相當的影響力<語言社會學理

論研究> ( Theoretical 主tudies towards a sociology of language) (1971) 、

《語言社會學應用研究> (Applied studies towards a sociology of language) 

(1973) 、《邁向教育傳遞理論> (Towards a theory of educational 

transmissions ) (1 975 )、《教學論述的結構> (The structuring of pedagogic 

discourse) 、《教學、符號控制和認同> (Pedagogy , symbolic control and 

identity) 0 Bernstein從語言學角度提出精緻型符碼與限制型符碼，來解說中上階

級與勞工階級在受教過程中的根本差異，是針對教育機會不均等進行深層的文化

批判，使得教育社會學的研究轉向教學過程的社會學分析，貢獻深遠(王雅玄，

2000) 

本書重點放在學校中制度化的精緻型符碼之階級關係，外顯的「權力」與內隱

的「控制」是Bernstein論述的兩大主軸。他認為從微觀層面的分析有助於邁向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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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ards a theory of educational transmission 
作者: Basil Bernstein (1924-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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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分析，因為個體都是社會的一部份，經驗存在於個體中。其理念受到涂爾幹《自

殺論> (1 95 1)與《社會分工論> (1 964) 、以及道格拉斯的《純潔與危險〉

(1 966 )之影響頗大。 Bernstein將符碼理論使用在學校層級，討論了課程類型

(封閉型與開放型)、學校結構頡型(階層型學校與分化型學校)、教育知識頸型

(集合型課程與統整型課程)、教學實踐類型(可見教學與不可見教學) ，討論主

軸採用涂爾幹的機械連帶與有機連帶概念與道格拉斯的界線理論1 ，藉以分析社會

分工原則所形成的社會結構與秩序。

貳、內容大要

Bernstein名著《階級、符碼與控制》之第三卷《邁向教育傳遞理論》分為兩

部份進行論述，第一部份從教育共識、儀式、與社會幾個層面來探討學校道德基

礎的變遷，第二部份則分別從課程、知識分類與架構、教學等層面舉例說明其對

教育傳遞符碼變遷的看法。本書的討論圍繞著兩個概念:工具性秩序與表意性秩

序。 Bernstein認為學校中有兩種關係秩序，他將學校中關於特殊技能學習而產生

的活動與行為稱之為「工具性秩序 J (instrumental order) ，主要控制事實、程

序與判斷的傳遞;第二，學校中關於人格養成的行為與活動則稱為「表意性秩序」

尸 1 Be附eln受到M的 D叫as ( 1966) 的Purity 叫 danger一書的影響，認為界線是分\l
I I 類的依據，例如髒亂是分類系統下的產物，污染是失序的象徵(如將鞋子置於餐桌 \ I 
刊 上，食物潑灑在衣服上，將馬桶刷放在沙發上，都使人產生污穢感) 'Bernstein將 I i 
I \ 界線理論用在學校結構中知識(生產活動)的工具性秩序與道德(行為)的表意性 I I 
|、\秩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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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ive order) ，控制信念與道德系統的傳遞。 Bernstein區分此兩種秩序迴

然不同的社會關係形式(見【表1 】) ，並從這兩種秩序的社會關係檢視家庭、學

校、課程與教學。

【表 1 ]工具性秩序與表意性秩序的社會關係

.:!噩噩噩單 J 直闖扭扭單

社會關係形式是官僚式的 社會關係形式是非官僚的

強烈區分學生的群體， 傳遞品行與操守的形象，

根據學生的能力予以分流以期發展不同的技能 屬於人人之前一律平等的道德秩序

在功能上是潛在分裂的 在功能上是j疑緊性的

造成學生與教職員彼此之闊的間隙
形成學校共享價值，

使整個學校結合成一個道德集體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學生家庭階級與學校投入的秩序分析

〈教育共識與不滿之來源〉一文討論的是學校內階層化特質對學生生涯的影

響，此處關注點雖從家庭轉移到學校，但還是考量家庭與學校之間的交互作用，特

別也關注學生與各種同儕國體的關係。 Bernstein探討學生對於學校角色的回應與

家庭投入類型的因果關係，係採用Merton的「方法一目的 J ( means-ends )基模

發展出學生角色投入的類型(見【圖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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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家庭對學生學校投入的影響
資料來源: Bernstein (1975: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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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是Bernstein用來分析家庭對於學生學校投入的影響效果之架構。位

置 1 (+M+E) 是指學生家長瞭解且接受學校的工具性/表意性秩序之目的與方

法，他的孩子的學校投入落在第一位，這很可能是中產階級家庭。

位置2 (+M-E) 是指家長瞭解學校工具性/表意性秩序的傳遞方法，但並

不接受其目的，例如不接受考試結構，或是受教育一定要與就業產生連結，家庭與

學校對學習目標概念不合，最後也容易導致教育方法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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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斯坦《邁向教育傳遞理論》評述

位置3 (一 M+E) 是指家長接受工具性/表意性秩序的目的，但不瞭解傳遞

的方法，例如接受孩子應該通過考試、找到好工作並順從一切與家庭不同的行為標

準，這通常是勞工階級家庭。學校程序對這種家庭而言有如一本封閉的書籍，家庭

可能強迫學生到學校求學但卻無法好好支持學生在學習與適應上的問題，因此，學

生對學校的投入相對地困難許多，家長無法與學生同在、學生無法與家長分享學校

經驗，學校造成學生在家庭與學校之間角色的分裂。

位置4 (一 M-E) 是指家長對於學校兩種秩序的傳遞方法與目的都非常消極

且漠不關心，在英國稱為問題學區，學生對學校的投入非常非常薄弱，此種家庭可

能是與社會疏離的勞工階級。

位置5 (工其性秩序+M+E; 表意性秩序+M-E) 是指家長暸解工具性秩序

的傳遞方法與目的，但是反對其表意性秩序目的，因為家長害怕學校所欲傳遞的品

行與操守形象遠離家庭與社區的道德秩序。家長可能會讓學生繼續求學，但對其社

會，後果感到不安，家庭是愛惡交加的，學生可能產生混淆情感。此種家庭可能是與

社會疏離的中產階級。

【圖 1 】的工其性秩序與表意性秩序影射了控制的結構關係，這裡根據學生家

庭對於學校傳遞工具性秩序與表意性秩序的方法 (means) 之瞭解與目的 (ends)

之接受度將學生家庭分類。無論學生的家庭態度或是學生一開始的角色投入有多麼

不同，學校的任務是使所有學生朝向位置1 (高度學校投入)。

【圖2 】是兩種秩序與學生的學校投入五種角色類型的關係圖，這個架構可以

用來檢視三種關係'第一，檢視家庭與學校的交互關係(例如，一個中產階級的小

孩對家庭投入是承諾型，對學校投入是疏遠型，可能會導致他的家庭投入走向疏遠

型，因而無法達成家庭期望)。第二，檢視學生的友誼額型或同儕關係(是否學生

角色投入類型不同，會影響他在選擇朋友上也有相同的類型反應) ?第三，檢視學

校教師的關係(接受學校中兩種秩序的教師可說是承諾型角色;拒絕學校兩種秩序

的教師可說是孤立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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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兩種秩序與五種角色投入類型的關係圖

資料來源: Bernstein (1975: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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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根據上圖分別檢視不同階級家庭的學校投入類型、學生的學校投入

類型、與教師的學校投入類型， Bernstein認為儘管家庭階級會影響學生的學校投

入，但是如果學校在社會中重新安置學生地位變得越重要，那麼學生角色投入的類

型對其未來社會就越有重大影響。值得研究的是教師角色投入類型與學生角色投入

類型不同的師生互動情形，以及同一類型的教師是否可能形成友誼國體且在學校形

成壓力團體?

二、學校儀式化與教育傅遊

〈教育儀式〉從儀式形式與限制符碼來談社會控制，是一篇典型的教育社會學

論文，從教育的細節中，分析教育如何受制於社會、為社會服務。本文受到Waller

(1 965) <教學社會學》一書的影響，認為控制的不同原則是由階層化2結構衍

生的，作為抵抗分化的結構。 Bernstein區分兩種階層化結構不同的學校 r 階層

型學校 J (stratified school) 與「分化型學校 J (differentiated school) 。階層

型學校發展出明確的界線範疇，所有的組織單位都是根據固定屬性如年齡性別能力

等層層劃清界限，呈現封閉關係，因此，針對有能力的學生所設計的課程也是科層

體制化的，以完整的儀式進行結構控制;分化型學校相較之下不再根據固定屬性劃

出明顯的界線，學生成員可以混和分組，學校科目可以統整，呈現出開放關係，因

此，分化型學校也被認為是提供給低能力學生的社會控制組織。

【表2] 儀式與學校結構的變遷

表意性秩序還過高度密集且豐沛的 | 表意性秩序則是透過較少預測性較多個別性的
溝通系統來傳遞 | 溝通系統來傳遞

控制是將社會結構內化，透過 | 社會控制依賴人際間的心理過程，

儀式、符號、服裝、意像與圖騰來引發組織情感| 這種社會控制的形式是心理治療的

司令太會引發恥辱情感來作為控制情感 | 引起罪惡感作為控制情感

比較可能讓大家共享失敗 | 比較可能使失敗個人化

社會秩序是支配性的 | 社會秩序是合作性的

共軍目標 (ends) 與價值 (values) 共享方法( means) 與技巧 (skills)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2:均蝴直如服日陳…果
出明顯的垂直和水平形式，這種結構就是階層化 (Be昕昕「何rn冶削5討t旭協e創馴l們n， 1叫97乃5:沛61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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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結構從階層型轉變為分化型，重點也就從成人強加的儀式轉為學生白發的儀

式，從宰制儀式轉為參與儀式。學校額型從階層型轉為分化型，意味著學生與同儕

團體的權力關係變成他們認同、關係與秩序的重要來源，學習內容不一定遵循階層

化的垂直組織，可能依附著同儕團體的內容，以同儕關係作為社會控制所需的工具

性秩序的成分3 。

【表2 】是教育中的儀式與學校結構的變遷關係， Bernstein表示學校結構從階

層性到分化性的轉變，不僅包括了秩序、界線、持續性與矛盾的問題，且也是一

種學校內共識( consensus )的轉變。 Bernstein指出英國教育儀式中的持續性、秩

序、界線、與矛盾的問題，他認為這些儀式促進了學校表意性秩序的傳達與內化、

創造共識、復甦社會秩序、深化權威關係與尊重。但是由於社會組成的改變，學校

對於儀式傳遞與回應之社會基礎也有了變化。在當代社會經濟情況下學校教育為了

極濟社會功能的多樣性，已經開始符應社會中的職業系統。他原先看好的學校傳遞

表意性秩序的功能，漸漸被工具性秩序所取代。

總之， Bernstein從教育儀式來討論學校中的工具性秩序與表意性秩序的傳

遞，他憂心工具性秩序的獨大，教育系統只是為了符應社會經濟功能，立基於共享

的「技術 J 失去了教育最根本的表意性秩序，使得過去那些共辜的「價值」不

再，原先對目標的執著轉為對工具的沈迷，學生白發的儀式逐漸取代了成人強制給

予的儀式，也使得學校擔負表意性秩序的功能不復存在。他建議我們必須找到一條

路，使得教育更能發揮表意性秩序，而不再只是傳遞工其性秩序，一味符應社會中

的職業系統。

三、胡肉開放學酸的危機:封閉世會

〈開放學校、開放社會? >一文使用範疇的純粹與混雜作為討論教育知識

的分析點，其「分類 J (classification) 與「架構 J (framing) 的概念源自

Bernstein與道格拉斯的對話。 Bernstein採用涂爾幹的《社會分工論》的機械連帶

(mechanical solidarity) 4與有機連帶 (organic solidarity) 5概念來探討學校教

3儀式是 種限制型符碼，在階層化學校中的控制，是將社會結構內化，透過儀式、符號、服

裝、意像與圖騰來引發組織情感;而在分化學校中，社會控制依賴人際闊的心理過程，這種社

會控制的形式可稱為治療式的( therapeutic) (Bernst創刊 1975: 62) 。

4機械室里帶社會中的成員相似性高，彼此雷間，相互聯結融為一體，形成獨立而封閉的體系，型

態簡單，分工層次低，社會成員功能的分化不明顯，社會成員完全受集體意識的支配;在集體

意識的支配下，不斷地復製著相似的社會成員( Jary & Jary, 1995: 405-406 )。
5有機連帶社會是植基於不相似性的分工社會，社會成員隨著社會分工而發展個性，容許個別意

識發展，形成個人的獨特功能，卻又接合7社會各階層者的不同興趣，凝結於社會體系之內，

維持社會的團結與秩序( Jary & Jary, 1995: 405-4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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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意識型態的開放性與封閉性、學校秩序的工具性與表意性、教育傳遞結構的集合

型( collection )與統整型 (integration) .三者之間的關係如【表3 】所示。

【表3] 封閉學校與開放學校的社會關係

自l區i間團 |置睦區國

機械連帶 有機連帶

社會整合係依賴所有個體共軍一組共同的
社會整合係從專業化社會功能的個體差異中獲得

信念系統與共通情感

天賦角色 成就角色

社會需要懲戒才能量振共擎的價值與情感
社會多半需要調停衝突宣言(恢復性法律)

(壓制性法律)

機械連帶的社會控制下，個體間接與他人對抗， 有機連帶的社會控制下，信念系統退居背景，

其對立透過信念系統當媒介 個體直接對抗他人

可以失去許多人員也不會危及社會的持續性 多樣專業化的社會角色，失去特定的專家團體

(節狀社會) 後果恐嚴重危害社會(分化社會)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Bernstein借用涂爾幹的觀點，論述社會統整原則的變遷:從機械連帶變遷到

有機連帶，此種變遷意昧著英國教育系統的根本轉變，從教育深度轉變成教育廣

度，學校信念與道德秩序間的關係有如社會組織與社會統整型式的關係。然而，

Bernstein指出一種憂慮，如果「開放學校」朝向有機連帶的社會整合模式，意味

著整體社會的信念與道德秩序更不確定，學生會更依附同儕年齡團體作為認同的來

源，可能反而走向一種歸屬於年齡團體的「封閉社會 J ? 

四、從集合型課程到統體型課程的轉變

〈課程論〉一文將上述於家庭、學校、社會中所探討的概念使用在課程中，

Bernstein發現可以使用「分類」與「架構 J 6的語言來檢討課程形式與師生關係。

課程形式如果是「強分類 J (strong classification) 的情況下，學生只學會既定

的問題，教師也學會只提供既定的答案，而教學關係如果是「強架構 J (strong 

framing) 的情況，則比較可能再製過去的知識而不是鼓勵學生超越既有的知識。

也可以這麼說，強分額強架構的條件下，教學的時序是處在過去;弱分類弱架構的

I /6分類指的是學科關係，架構指的是教學關係。強分類即高度區分學科界線，弱分\丸 i1 …程酬臨統鰱整 ; 一…
~ I 知識的自由度。「分類與架構」的強弱決定了「權威與權力」的結構，也決定J 1 J 

H r教育知識傳遞」的j芳吉式與控制的形式，從而決定了學生擁有自我「意意識」的強弱 i I 
仁心bυ( Be巴rns耐叫吋n昀闖間叫s泣恥瑚t旭倒e創in， 1971叮叩7們刊1: 4盯7耐叫) 。 ι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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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斯坦《邁向教育傳遞理論》評述

條件下，教學比較可能面對眼前，傳遞方式也會較口語，學習是一種合作而非個別

化活動(詳見【表4 】)。

[表4] 集合型課程與統整型課程之特性

E聶哥姐 E髓哥姐

課程內容封閉，界線清楚，與其他內容分離
課程內容開放，減少概念間區隔，

成為整體的部份

課程內容細目操在教師與評鑑者手中 課程內容細目為概括概念能夠改變

允許教學實踐與考試形式相當的差異， 比較可能朝向共同的教育學、共同的考試

每位教師在規定的限制中可以有自己的方式 與共同的教學實踐

考試、分數系統的評鑑方式 較沒有評鑑的方式

知識階層化 減弱知識階層性

以科目忠誠度建立教育身份認悶，
以共同投入方式建立認同

可以提供秩序、認同與承諾

專業化教育儀式化 去儀式化

知識神聖化，是私有財產 知識世俗化，普遍司得

教職員關係階層化 教職員關係彈性不僵化，互有關係

教育深度 教育廣度

說教法 自我調節式

受教者是無知的且沒有權利 提升學生地位與權利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Bernstein指出，英國教育系統正逢轉變，從集合型課程 (a collection type) 

轉變成統整型課程 (an integrated type) ，這種轉變的社會結果將會擾亂教育機

構中的傳統權威關係，從集合型轉成統整型的轉變除了會快速改變現有內容的範疇

與地位，也會改變師生關係，當我們從集合型走向統整型，從封閉關係走向開放關

係，外界也會賦予學校新的路徑，我們教育選擇的道德基礎也會變得更明顯，也將

面臨相當大的價值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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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育知裁符繭的變耀:分類架構的書震動與道德危機

〈論教育知識的分類與架構〉一文是根據兩種典型的社會結構發展出兩種教育

知識符碼，強分類強架構的原則下，事情一定要分得一清二楚，因此對於教育傳遞

的控制也較強，此種控制是階層性的，標準明顯且十分具體;弱分類弱架構的原則

下，事情一定要放在一起，因此對教育傳遞的控制也較弱，控制並非階層性的，而

是由個人內發的，標準不清楚、不具體也不一定有共識。我們若要分析社會控制的

形式，則應瞭解不同社會化的形式及其潛在原則，因為文化再製的過程也是伴隨

著這些潛在原則的機制化與篩選的控制。例如，有能力的學生隨著他們的教育生

涯的進步會經驗到集合型符碼 (collection codes) 7 ，而統整型符碼( integrated 

codes) 8對低成就學生或勞工階級孩童較為可用，也可以說，符號財產是透過強分

類所衍生的，因此我們常可看到現存於小學或學前勞工階級學生的弱分類弱架構程

序。而這些知識符碼的分配也造成不同階級孩童的社會化，因此，社會化結構不僅

是一組原則，而是分類與架構之關係，透過建立兩種不同知識符碼來形塑人們的心

智結構9 。教育知識的集合型符碼與統整型符碼之比較見【表5 】

[表5] 教育知識的集合型符碼與統整型符碼之比較

『h~ 、 ~ .~輯揖M:I '.' fI .c 儒哥晦暗

開E闖憫莒強分類 弱分類

開E曜盟 組融化的知識、學科階層、寡頭控制、行政人 合作關係、翩翩、行政人員與教職員從相
員與教職員均為不可見性 對不可見到可見性、成果較難預測

教師個別統整(一位教師統整所有學科)
區醫這ZFE剖 專業化類型(基礎學科/應用學科) 教師協同統整(學科內統整:同科自一群教師

非專業化類型(學科本位/學程本位) 的統整;學科間統整:跨科目教師的統整)

提畫圖 深度結構(只有菁英學生司以抵達) 表面結構(人人皆可抵達)

E圓圈 增加教師自主裁量權，減少學生自主裁量權 教師自主權降低，使學生自主權相對提高

形塑特定專業認間，轉系或專業跳槽意昧著改

國國 變教育身份(對學科忠誠的認同) ，企圖弱化 弱化特定認同
分類強度，也意味著褻潰原學科的神聖性。

機械連結:權威關係的層級性，知識分化的系

l盟國區區司 統秩序、可預測、有外顯司見與可檢驗的程 有機連結:顯見的意識型態
序、無聲的意識型態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7集合型符碼屬於強分類強架構，呈現出高度專業化形式，透過選擇( selection )與

鑑別( differentiation )來發展學科忠誠( Bernstein, 1971: 47-69 )。
8 統整型符碼屬於弱分類弱架構，呈現出低度專業權威，透過自主( autonorny )與發
展( developrnent )彰顯學習自由 (Bernstein， 1971: 47-69 )。

9 任何集合型符碼都包含一種知識階層化組織，只有少數成功社會化的學生得以經驗

這種知識的不可滲透性，而無法進入知識就等於無法社會化進入現有秩序，這不正

是另一種異化形式 (Bernstein ， 1975: 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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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斯坦《邁向教育傳遞理論》評述

Bernstein的論點是，隨著時代變遷，教育符碼從集合型知識轉變為統整型知

識，它具有在信仰系統與道德秩序模糊的條件下建立起具有滲透力的社會化形式，

因此，從集合型到統整型的變遷，象徵著社會基本分類與架構中存在著危機。儘管 惜

這樣的變遷目的是開放知識結構，改變意識界線，但是統整型符碼的出現代表著道

德危機的出現，尤甚於一種教育體制的終結狀態，可能是一種高度控制高度監督的

道德意識逐漸式微。從分類與架構理論來分析教師在學校課程中的地位，可以發現

強控制強監督的式微是一種改變社會權力結構的重要因素，意昧著從高度控制教師

的角色過渡到完全的授權專業自主，這將對既有的社會現狀形成相當大的挑戰。

朮、學校階級ft :可見我學的文化再聽

〈階級與教學:可見與不可見〉這篇文章是受到Bourdieu關懷社會與文化再製

的原則所影響，不同的是Bourdieu關注的是再製的結構， Bernstein關注的是傳遞

的過程，二者形成互補作用。〈階級與教學〉一文冒在呈現教育傳遞依附著階級意

識型態，而階級意識型態對於階級關係的文化再製則是非常重要。根據符號控制的

社會分工， Bernstein認為現今社會已經發展出一種變革，強調社會化的形式，從

機械連帶到有機連帶，也就是從較強的社會約束轉變到個人內在的規訓，或許涂爾

幹並沒有看出這種發展帶來了整合型結構，將控制形式從可見轉變到不可見。茲將

Bernstein對可見教學與不可見教學的論點整理成【表6 】

{表6 】可見教學與不可見教學之比較

w層單 高但此毒品宜昌

強分類強架構 弱分類弱架構

傳遞方式愈明晰、標準愈具體 傳遞方式愈隱含、標準愈分化

工作 遊戲

個人化行動 個性化行動

學習是外顯的、可見的 學習是無聲的、不可見的

提供給中產階級 提供給勞動階級

明顯客觀的評鑑 檔案評量

強調知諧的狀態和問題的吸收 強調求知方法和建構問題的重要性

自集合型符碼體現 由統整型符碼體現

文化再製的承繼者 文化再製的中斷者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Oct啊， 2007 Secondary Edu叫on ~161建



讀導典

-
i
!經

從可見教學到不可見教學的轉變是一種教育傳遞方式的改變，也就是從明晰具

體、標準客觀的教師控制模式，轉變為隱含分化的學生自主模式。 Bernstein認為

如果我們只是改變組織結構，而沒有改變控制傳遞的符碼(也就是改變分類，不改

變架構) ，再製過程就根本不受影響。換言之，如果只是將課程知識從深度結構的

集合型符碼轉變為表面結構的統整型符碼，而在傳遞方式上依舊維持可見教學的標

準化形式(換言之，呈現出弱分類強架構) ，這樣還是無法停止文化再製現象。由

於可見教學的傳遞方式還是體現在集合型符碼，明顯有利於中產階級孩童，因此，

學校教育係透過可見教學進行中產階級的文化再製，此種知識符碼與階級產生對應

關係使得學校教育呈現階級化現象。除非我們可以接受不可見教學的教育價值(也

就是弱架構弱分額的價值) ，使得不可見教學全面地在學校教育中制度化，而其條

件是大學教育符碼的根本性變革。

參、本書貢獻與評論

Bernstein的鉅著《階級、符碼與控制》有其重要地位，本文針對《邁向教育

傳遞理論〉評述其重要影響與貢獻，分析對教育研究的重要毆示，並提出幾個值得

反思的問題。

J 、本書重要影響、貢獻典語連

(一)深化教育社會學研究的核心

《邁向教育傳遞理論》承續涂爾幹多年前的關懷，旨在關心學校道德秩序、社

會組織與社會整合形式之間的關係，探索社會整合模式的變遷以便重新檢視社會控

制的基礎，這是教育社會學的核心關懷。而語言學是Bernstein研究的核心，語言

作為社會實體建構的媒介，反映出階級、文化與價值，這種結構主義式的思維也反

映在其對教育的剖析層面，提醒我們從潛在課程與不可見教學深度思考教育傳遞的

方式。英國教育社會學期刊 (BJSE) 於2002年發行Bernstein r 社會階級理論、

教育符碼與社會控制」專刊，收錄了Edwards 、 Hasan 、 Moss 、 Morais 、 Singh 、

Arnot 、 Power和Whitty 、 Apple 、 Beck 、 Moore和Muller的文章，對於社會學想

像、學習方式、素養與教學、教育學知識、教學方式、中產階級、權力與自主性、

教學認同、知識社會學等各領域皆有重大影響。不過， Bernstein的矛盾在於，一

方面站在功能論觀點憂心社會的失序，一方面又想突破集合型符碼的限制朝向統整

型的教育符碼，前者意圖維持社會秩序，後者提出改變社會秩序，這是個期許，同

時也是個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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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斯坦《邁向教育傳遞理論》評述

(二)開跟我學社會學的研究頡城

Bernstein歷年指導學生共同發表紀念書籍《教學社會學之建立 Bernstein

研究之貢獻> (Towards a sociology of pedagogy: The contribution of Basil 

Bernstein to research) 透過語言、階級、文化、價值的交織作用之分析(Morais 

et 泣， 200 1) 'Bernstein在本書中充分以教育社會學的角度詮釋了課程、教學、

評量三者間的緊密關係 r課程」的知識組織中的權力運作如何反映在「教學」的

傳遞方式，透過「評量」進行社會秩序的控制。不過，於此， Bernstein仍是不夠

批判，其理念是保守的，強調秩序，一種道德性的表意性秩序，這也彰顯了英國保

守勢力強烈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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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教育研究之鷗示

從本書Bernstein對教育傳遞理論的討論，對教育研究有相當發人深省之處。

茲分別從教育傳遞方式、語言符碼、教學實踐與課程組織來分析階級、文化、教育

機會均等與教育變革等議題。

(一)從教育傅遞方式看階級再聽/搞動

Bernstein對學生家庭階級背景與學校投入的秩序分析，是用來瞭解不同文化

背景的學生對學校投入之所以有差異的分析方式，因此，研究階級家庭類型與學

校教育符碼之關係是深化教育研究的一個領域(參見Morais， Fontinh帥， & Neves, 

1992) 0 Bernstein在分析社會語言學與教育符碼間的關係'是採取三個層次的關

聯性分析。層次一是鉅觀機構面，階級關係調整了傳遞、參與和改變主導性的文化

範疇之可能性，這個層次可以檢查家庭與學校中的符碼原則如何用來形塑人們的心

志結構與意識，也就是找出主導家庭與學校教育的原則源自何方。層次二是傳遞

面，因為社會關係結構決定了溝通原則因而形塑了意識形式，所以改變社會關係結

構可以改變溝通原則因而改變了意識形式。層次三是文本面，是關於具體文本的產

出，在語意層面上牽涉到文本是透過精緻型符碼或限制型符碼來體現，例如階級關

係的再製形式之一是透過精緻型符碼的強分類作用。這三個層次都可以從教育傳遞

的方式來剖析學校教育究竟是階級再製還是階級流動的深層因素。

(二)能語言符繭觀看文化傅承/再聽

由於Bernstein以分額和架構區分出不同階級使用語言的差異，是教學過程的

社會學分析，此種方式可做為學校教師在語言使用上的文化檢視，能使教師思考學

校的教學過程是否由於符碼的精緻化過程而造成勞工階級學生的異化，這種教師語

言的深度反思有助於多元文化教育的落實。不過， Bernstein的理論也使得我們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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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到多元文化教育實踐的矛盾，究竟教師應該使用文化差異理論在教學過程中維持

不同階級的符碼，還是提升勞工階級學生的符碼使之精緻化?前者使得教師成為階

級再製論的黑手，而後者則使教師落入同化論的批判，違背了多元文化的精神。

i!' J Be盯r叫I
11 難以中立，對於不同階級的教育，應該鼓勵向上流動還是尊重並維持該階級的文

化?

(三)館課程組織方式分析教育變革

從Bernstein在本書對於教育傳遞理論的闡述，可以發現台灣的九年一貫課程

正是權力分配變革的產物，也就是Bernstein所謂的「分類」的崩解，這導致了學

科與學科之間的關係減弱，從強分類變革為弱分類的過程中，衝擊最大的便是學科

專家，這也說明了為什麼學科專家對九年一貫課程反彈最大。從Bernstein對於課

程組織方式的分類與架構模式來檢視教育改革的方向，可以看出社會結構中的權

力關係變動脈絡，國內也已開展從Bernstein的理論來分析九年一貫課程的教育論

述，發現九年一貫課程的出現的確是期望能從教育傳遞的過程來改變既有的社會結

構與知識認同，不過，在這種新的教育論述建構的實踐過程中，學者專家與掌握權

力者仍無法突破舊有的課程結構與運作機制，呈現出由上而下的建構過程與菁英教

育取向(陳琮仁， 2004) 

值得進一步思考的是台灣此種教育改革的矛盾，其問題出在中小學目前的課程

組織方式已逐漸走向弱分類，但是教學方式並沒有變成弱架構，也就是教師仍承繼

過往的主導地位，有著較強的控制。而大學的課程組織方式卻走向更細緻的強分

類，學科與學科之間的關係更封閉，劃分更明顯，於是未能與中小學的弱分類課程

相銜接，這也是為什麼Bernstein (1975: 69) 要明白指出，唯有大學階段的知識

結構進行巨大變革，中小學階段的符碼變遷才能有效。

(四)能教學實踐的微觀分析檢胡文化不均等

Bernstein從課程組織的形式與教學控制的手段來分析學校教育如何透過符碼

來建立人們心中對專業知識與權威的認同，他分析教學實踐如何精細地傳遞了社會

文化，使得學校教育有利於中產階級，不利於勞工階級。 Bernstein的立場非常明

顯，階級對文化再製的所有機制都有重大影響，特別是家庭與學校，因此，勞工階

級的小孩是極為不利的，階級是一個最根本的排除類別，在學校中不斷地以多種方

式再製著。透過教學實踐的微觀分析，我們可以檢視社會結構中的文化不均等是如

何在學校中被體現與被實踐。要解決鉅觀的社會問題，或許應從微觀的教學實踐面

著手，誠如Bernstein所言，唯有改變大學系統中的教育符碼，才能夠根本性地解

決學校階級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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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幾個開題的民恩

Bernstein在教育傳遞的理論有其深入的分析與見解，在後續更多的教育社會

學理論輩出之後，是否找到可以超越Bernstein的部份?或許以下幾個問題值得進

一步研究與省思。

(一) Bernstein的分額架構二分法，能解釋許多面向，從知識組織、知識認同、

社會額型、學校類型、教學方式、評鑑方式、階級再製、社會關係、教育關

係、師生權力關係、組織關係等，上述這些學校教育的幾個關鍵面向，其深

層意義都在Bernstein分類架構的精彩分析之下一一串連起來。然而，這意

昧著我們逃不出Bernstein的二元分頹?還是它簡化了社會原則?

(二) Bernstein解析人們對知識建構的分類原則，而這樣的分類原則已經存在於

我們既有的常識類別 (commonsense categories) 中，我們的常識類別對存

在於社會中的一切關係，諸如社會階級、高低階知識、權力關係、學校類型

等的認同，究竟是個心理學問題或是社會學問題? Bernstein強調社會控制

形式的分析需要瞭解不同社會化的形式及潛在原則，文化再製的過程伴隨著

這些潛在原則的機制化與篩選之控制，因此社會化結構不僅僅是一組原則，

而是分類與架構之關係，這種關係也透過建立符碼來形塑人們的心智結構。

Apple ( 1975) 與Popkewitz (2001) 也運用類似論點解構人類的心理學

分類，這種分析源自Peter Berger ( 1966 )於〈認同是個知識社會學的問

題〉提出的社會學與心理學二個解釋系統的互通。

(三) Bernstein使用分類與架構輕易描繪出社會中的權力與控制問題，使用強分

類建立人們對知識的認同，使用強架構創造人們對權威的認同，反之，若要

對知識認同產生變革，則需弱化原有分類，若要對權威認同產生變革，則需

弱化原有架構。如果人們的認同如此輕易受社會結構的分類與架構所駕取，

那麼是否忽略了個人主體的能動性，彷彿個人總是受制於社會結構規則，沒

有抗拒成功與創新的可能?

(四) Bernstein認為教育符碼的變遷由集合型走向統整型，除了終結了某種教育

體制，更代表著道德秩序崩解的危機。反思台灣的教育符碼變遷是否走同一

條路線?中小學的九年一貫課程似乎走向統整型符碼，其發展路線是透過分

類或架構的變化?大學教育符碼是否已經變遷?在大學教育符碼沒有變遷的

情況下，是否中小學教育會再走回集合型符碼?

(五) Bernstein的符碼理論係站在涂爾幹與道格拉斯的立論基礎上，但其超越涂

爾幹的社會整合分析，從社會階層剖析社會分化與再製的社會不均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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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又超越道格拉斯的界線理論，從分類與架構的界線原理剖析不同階級間

知識傳遞與道德傳遞的權力與控制問題。 Bernstein超越了涂爾幹與道格拉

斯，誰又超越了Berns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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