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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立撰寫，旨在從學校教育目前與教育心理學角色功能間之關係的觀點，分

析探討以下三個問題:(1)教育心理學自脫離教育哲學成為心理科學的一個獨立學門以

來，已有百年的歷史。在此長達百年期間，教育心理學在研究取向上產生了何種改變

，導致其改變的原因為何? (2)教育心理學自始即以研究教育問題並解決教育問題的角

色自居，然考諸史實，教育心理學這兩方面的成就似皆未臻理想，其原因何在? (3)值

茲社會變遷學校教育困難問題日益增多的現在，當圍內的心理學界力倡“古為今用"

與“洋為中用"的今哭，在此次學術會議〈面向21世紀的教育科學與心理科學〉的主

矗立下，身為中國心理學的工作者，應如何檢討、反省、研議，從舉世心理學思想潮

流中，確定具有中國特色的教育心理學研究取向，從而發揮其研究並解決教育問題以

實現學校教育目的角色功能?本主以下所論，即係筆者多年來從事教育心理學研究與

教學之際，對上述問題思考的一得之愚 o 論點是杏有當，尚祈學者先進不吝指JEo

間鐘詞:全人教育、質的研究、融合教育

畫、教育1lJ.理學研究取向的回顧與展望

一、教育哲學取向對數育，ì)理學的深謹影響

教育心理學之正式成為一門學科的名稱，雖始自一百多年前霍布金斯所著〈教育心理學

〉一書的出版 (Hopkins ， 1886) ，惟教育心理學的理念，早已蘊藉於歷經千年的教育哲學
思想之中 o 先就西方古代教育哲學思想而言，柏拉圖所主張的教學方法即已重祖個別差異，

其教育目的亦旨在謀求身心均衝噩展;乃至亞旦斯多德主張的順應本性、培聾習由、啟畫畫心

智的教育原則，均正是現代教育心理學的基本理念。迄至18世紀佳期到 19世紀末期科學心理

畢誕生之前，歐洲的三位教育哲學畫展的思想，對以佳教育心理學的噩展，更產生了深遠的影

響 (Mayer. 1960. pp265-28~) 0 

*本文保根攝1992年 10 月 6 日在北京師範大學為慶祝90週年校歷舉辦之〈面向21世紀的敢有

科學與心理科畢〉學術研討會上專題讀書書稿改寫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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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早的一位是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齊 (Johann pesta1ozzi. 1746-1827) 。華民教育思想
中的教育心理學理念，可闡述厲以下四點:(1)人性中酒有原始性(獸性)、社會性與道德性

三個層面;教育的功能即在克制人的耳站住而噩揖其道德性 o (2)強調童搞教育的中心:視學

校車日軍區，視教師如丈母，祖學生如子女 o (3)在教學上，強調使學生的頭(心智)、心(感

情)、手(行動)三芳面均衝噩展。 (4)重祖見童個性謹展;視教師如園丁，祖學生如花木 o

既重祖教育的個別差異與自然體展，由主張教師時靈輯學生之外，亦讀培聲其道德現範 o

第二位是德國教育竄輔爾巴特 (Johann Herbart. 1776-1841) 0 赫民教育思想中的教育

心理學理念，可簡述厲以下四點:(1)人穎的心，兼具有知、情、意三種胡能 o (2)教育應以道

嘻厲先，而道德教育之實施則以自由、完鼻、善意、權利、正義主者厲基體 o 的重視兒童興

趣，而興趣又有對事(認輯理揖)的興趣與對人(認識社會生活)的興趣之分 o 兩種興趣的

培聾均為教育之課題。 (4)教學重程序，將整個數學過程分馬明顯、聯台、系統、方法四個步

聽;撞撞其弟子增補而成攜著名的五陸教學法(指準備、提示、比較、概括、應用五陸) 0 

第三位是德國教育竄福聶貝爾 (Friedrich Froebei. 1782-1852) 。福氏敢育思想中的教
育心理學理念，可簡述厲以下四點: (1)軍區是學校教育的基禮，父母的靈是其子女人格體廳

的動力。 (2)自由與創造是人顯的天性;前者使人選擇向善，佳者使人得到智慧 o (3)重祖兒童

團體避戲;遊戲具有社會化的教育功能，在道戲中既可以學到與人合作，也可以學到遵守道

體現範 o 基於此蠢，福l種貝爾創始了幼稚圖 o (4)重視兒童感覺與知覺體展，認為感覺與知覺

不僅可憑以認轎車壇，而且更可藉以曹展兒童的美感 o (有關以上三位教育心理學家更多的

教育心理學理念，可審閱朱智賢、林崇德， 1988; Z叫間. 1984) 。
再就中國古代教育哲學囂的思想而言，其中有關敢育心理學的理念，較之西方尤聶豐富 o

中國傳統教育思想，受儒家思想主導兩千多年，而儒家思想以孔于為中心，茲摘錯若干論語

之旬，以觀察儒家教育思想中所蘊洒的現代教育心理學理念。 (1)于曰:“性相近也，習相

連也。" (論語，臨宜)這說明人蝠個性的體展，受遺傳與環撞開種因素的貫主影響 o 由于

曰: “生而知之者，土也 o 學而去口之者，次也。因而學之，又其次也。" (論語，華民)

還說明人的貢賦賣賀，各不相同，但對不同資賞者施予教育，令之學習，都是有敢益的 o 不

過，孔子也說:“中人以土，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土也。" (論語，確也)

這說明遺傳的影響相當大，教育必讀針對個別蓋鼻而因材施教;揖同一模式教學，對資質過

1~者言將無從受益。 (3)于白:“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o "請囂，為政)還說明

學習是記憶與思考兼顧的心理活動歷程 o (4)于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禹師吳 0" 論語，

為政)這說明曹經驗是撞得新知識的基醋。但)于曰:“不憤不啟，不 a排不苦。.. (論語，

述而)這說明教學應重祖學生心理上的預備狀態或學習動機。(6)于曰:“知之者不如好之

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0" 請囂，草也)還說明學習時如能在心理上聾於知、情、意三者

融於一體的揖界，自將產生最佳的效果。(7)于曰: “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 i凡童

車，而親仁 o 行有餘力，則叫學文。" (論語，學而)這說明生活教育與道種教育較之書本

知識的學習更厲重要 o 個)曾于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典朋友立而不信乎?

傳不習乎?論語，述而)這說明孔門弟子的道禧觀;道體悟聲是內省的，自聾的，不是外

蟬的。 (9)于目:“見腎思齊焉，且不腎而內自省也。.. (論語，述而)這說明孔于教育思

想、中，早已存在現代教育心理學上社會學習論者所倡諧的道德自律學習的理念。岫子曰:

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卦我哉?"論語，述而)道說明做躊教師者應具

備的三個基本保件 o (有闢孔子教育思想中更多的教育心理學理念，可喜聞高覺散， 1985 : 
燕園材， 198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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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教育思想，除孔子之外至少另有三個人的思想中，蘊藉著極具現代意義的教育心

理學理念。首先是孟子的性善論;孟子主性善，因而強調教育的功能在謹攝“四端" (鱷

由教育以培育人的制曙、蓋惡、辭輯、是非之心) 0 其次是苟子的性惡論:背子基於其“性

惡偽善"的人性觀，主張在教育上“化性起偽"以後天環揖的力量去陶冶人的性情。孟苟

三人的人性觀，正是近代教育心理學上所強調的，由了解人性進而謹揖人的苦佳並改費人的

惡性的中心理念 o 此外，唐代韓愈在其名著〈師說〉一文中所持的“師者，所以傳道、挂

業、解惑也 0" 的論點，無疑厲以極一千多年建立7敢師角色認同的典範 o

綜觀古代中外教育思想中所福蘊的教育心理學理念，我們可由之撞得以下四點認講;

第一，教育是人(教師)數人(學生)的歷程;在此一師生女盛互動的歷程中，一切教

育活動是以盡展學生主人格眉目的的 o 此種中西共同的主人教育理念，不僅是西15教育心理

學家素來強調知、情、章、行四者並重心理聖展的基礎，而且也是本世紀開始以來中國教育

上一直強調E宵並重的根源。

第二，教育的實施以費為本;從親子之愛的家雇教育，到師生之墅的學校教育，使學主

在愛的教育環墟中成長童畫展，能而學到自被重而自壁，由費己而聖人。

第三，在有數無盟的原則之下，因材施教; I車配合學生的智能差異外，也重現其興趣與

動權，童聲期施壘宜之鐘確使每個學生在快樂的學習中均能撞得教育的效益。

第四，重視教師的多重角色功能;中間的說法雖有差別，惟在酒義上則極揖雷同;戚認

為人師者除教學生如肅立外，更置教學生晶人 o 中國傳統所認定超師兼人師者拍得稱聶良師

的觀念，即已顯示教師應具備主人教育角色J;b能的積極酒聶 o

二、教育科學取向下教育心理學的希望與控折

自從20世紀開始，心理學脫離哲學範曙而成攝獨立的科學心理學的同時，教育心理學也

脫離教育哲學走向科學教育心理學的路。在教育心理學科學化的祖期，影響教育心理學謹展

最大者，乃是由兩位心理學家思想所帶動的兩個科學教育運動:其一是以車代克( Edward 

Lee Thorndike , 1874-1949) 攝主的科學教育運動 (scientific movement in education) 其

二是以社戚 (John Dewey, 1959-1952) 思想聽中心的進步教育運動 (progressive education 

movement) 0 以下略述兩種運動的始末及其對數育心理學費展的影響。

1. 教育科學運動的陸薔:教育科學運動量主在第一次大戰立佳的美國。聶代克的名著〈

教育心理學〉三E冊在1913~1914出版之後，不僅使教育心理學研究走向科學化，而且帶動整

個的教育學研究，也走向科學化 o

其國教育界捕了六現模推動教育科學改革，特於1918與 1919先往成立7公是基金會(

Commonwealth Fund )與美國教育會 (American counci1 on Education) ，支持四項全國

性教育心理學研究計劃:(1)閱讀心理的研究;由芝加哥大學教育心理學家賈德 (Charles， H. 

Ju剖. 1873~1946) 教授主持。 (2)智力與智力制隘的研究;由哥倫比亞大學疊代克教攪主持。

(3)天才兒童的研究;由斯坦福大學推孟 (Lewis Madison Term曲， 1877-1956) 教攪主持。

(4)先買遺傳與佳夫教聾問題的研究;由全國教育研究會( N 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ducation) 負責。此四大研究計畫，不但所研究者均係教育上的根本重要問題，而且均由

當時最署名的教育心理學家負責執行。因此，以教育心理學為主導的教育科學運動，確實為

20年代教育心理學的體展，產生了極大的監聾作用 o 惟推行十年之佳，其結果未持理想。在

1938年由芝加哥大學教育學臨阻長弗里壘 (Frank N. Freem凹. 1880~1961) 負責主編，由全

國教育研究會出版年鑑，特別以37章的篇幅，分析轍討7上述四大研究計畫u的成果 o 弗里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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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佳一葷的結論中央望地表示:

回顧過去多年來教育科學運動的成說，教育心理學界的學者先進所付出的努力

是令人感動的。惟就此一運動的成果看，並未達到預期的理想。這可能是本書各幸

對各項研究成果的按討，只能觸及教育問題的表象，而未曾深入雄心輝先教育歷程

中所發生問題的真車。就此觀點而言，科學的功用只能作為改進方法，不能用以會

斷結果:科學只有推估歷程的效龍，不能混定歷程的方向。因此，科學之對教育的

足進，也只能做到此一地步 o (Freeman. 1938. PP.487-488) 

以上哥 l丈顯示了一個重要福聶。揖用心理學的科學方法研究教育問題，如果措問題的內

在心理歷程於不顱，只企圖從問題表車去分析研究，再嚴密的科學方法也不能了解問題真象，

自然更難撞致問題的解缺 o

顯然，歷經10年的教育科學運動結果未如理想，致使主在成長中的教育心理學，在讀展

取向上遭受了很大的挫折。

2.進主數育運動的興費:杜盾是一身時哲學、心理學、教育學三六頡構的傑出學者，是

20世紀對東西文化影響最大的人物之- 0 在心理學上，杜盾是功能主義( functionalism )的
創始人之一 o 在教育心理學上，杜厲的主張是:(1)畢極即社會，教育即生活，克實畢生在校

的畢習生活，重扭教其預備未來的生活" (2)學校課程必讀符合學生的興趣與能力，教學活動

以學生為中心，非以教師爵中心 o (3)強調學主主動自聖地“能做中學" (leaming by doing )。

只有如此才會使學生能求知中得到世嚨，在學習中撞得成員 o (4)主張教育本身無固定目的，

讀學生在使樂學習中健康成長即教育的主要目的;成長是繼續不斷的歷程，故而教育不應預

鞏固定目的 o

以上各點是杜厲的教育心理學思想，也正是進步教育運動的主張 (Goldenson. 1970) 0 

主持社戚主張的真國教育界，在1920年成立7進步教育協會 (Progressive Education Asso
ciation) 。時間上正是接在前述教育科學運動之盤。

進步教育運動在1930年達到高潮，當時由進步教育協會推動一項號稱“八年研究" ( 

eight-year study) 計劃 G 蕾計劃的研究目的，乃是以30所中學爵實驗學校，探用杜厲的民主

教育方式改草教材教法，種而實現進步教育的理想。八年之盤，有29所學校完成了實驗 o 以

其實驗結果興對照組|司等級畢枝抽取的樣本畢業生1，475人比較 o 比較的標單是: (1)對照組

與實瞳組的畢業生在畢業種同一時間進入了同樣的大學" (2)除比較聞組學生的畢業成揖外，

也比較兩組學生在智白酒u驗與世向祖II臨上的結果 o 聞組比較之下，並未費現遺些具代表性樣

本學生的實現上有顯著的聲異。

八年研究結束後，曾於1941年出版報告〈真圍的教育改草〉三六冊 o 惶囡實驗研究結果

的東如理想，故言賣報告對此使美國中學教育，並未量生任何實質上的影響 o 甚至在美國的心

理與教育學界，也未引起普遍的重視 o 僅以適值第二次世界大戰( 1939-1945 ) ;攝聾，蓮勃

一時的進步教育協會及其推動的教育改革，終古士在大戰之撞不久即無瘓而絡。

進步教育運動之興但是緊接在教育科學運動之聾，前佳兩次教育改革運動，在理念上都

是以教育心理學為基體 o 兩次教育改革運動，超過20多年，始將未能廣功 o 如此的結昂，對

原本充滿希望的以教育科學為取向的教育心理學而言，自然又是一大挫折。然而，從目的興

芳法南方面考慮，兩攻教育改草未能獲重預期質生果者，只能J現之厲事實表象，而表象背後的

真正直固，實不屬撞下論斷。在兩次教育改革之後50多年的令天，學校教育所面對者，較之

當年有更多的問題;在現代教育心理學的思想中，轟代克與杜屆主二人在當年所提倡的理念，

又徨受到重視。前往所不同者端在研究1J法的改進 o 此點留待盤文再進一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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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Il>理科學取向值數育Il>理學研究目的偏離

三十年代以擾的教育心理學，其體農取向是相當迷央的 o 在研究方法上，雖乎以行為主

義的動物實驗設計方法馬首是睛，在學科內容上，則直接擷探心理學中其他學門的現成資料

以充實其內福。此一現象顯示，使30年代到50年代的教育心理學，在華展取向上失去自我導
向。

出自車代克門下的著名教育心理學家蓋實 (Arthur J. Gates , ]890-1972) ，曾在1956年

成立一個包括主人的研究小組，攪集了自 1920到 1956年出版的重要教育心理學專書83種，超

過對各書的內容卦析比較之後，提出了如下的評論:

綜觀25年來教育心理學的成就，無論是在理論建構土，或是在學校教學實際問

題研究土，均未超越當年1是代克在對人性探討、學習原理以及個別差異三方面的賈

獻。單是從新近出版的教育心理學書籍的內容看，其所提供的心理學如識，固然遠

比以前豐富許多，但這並不代表教育心理學本身的進步 o 蓋其所增加部分均係掉自

其他心理學科的現，成資料，而非得自其本身在教育方面研究的成果。諸對以精神分

析心理學為基礎所發展出來的臨床心理學、心理治療學典，心理衛生等方面的如識，

以完形心理學為基礎所發展出來的有關知覺、思考、創造等方面的知識，以及叫社

會心理學為基礎所發展出來的有關人際關係、團體動力、社會規範與態度價值等方

面的知識，都拉大量抹用，充實了教育心理學的內涵。 (Gates ，et al. 1956, p.419) 

以上引文顯示兩點酒聶:其一，在教育科學運動之佳，教育心理學對其本身主題(學種

教學問題)之研究，不再重租，因而在華展取向上使去了自己 o 其二，能原本對人性本質的

了解及對人性改費可能性的研究的崇高理想，轉壘成7揖用心理畢頓攝中其他學門的原理原

則以解接教育問題的現實作法 o 華特森 (Wastson ， 1961) 從歷史謹麗的觀點，對數育心理

學走向科學化立桂60多年以來的成就，提出了開點評論:其一，由於教育心理學普遍地將自

己的專業學門而且為心理學原理的應用，結果導致7對教育心理學自身理論建構的忽略。單以

與學校教育闢係密切的學習心理學研究為倒， 40興50年代雖各種學習理論紛紛提出，但均

非以學校情揖中學習活動聶華體所建構者。此等缺乏學校教育基體的學習理論，均未植證實

在解法學控教育問題上具有應用價值。其二，由於教育心理學廣涯攝取其他學門的知識以充

實其學科內涵，而其他學門的心理學知識，又是在理論紛歧方法殊異的情墟中所撞得，結果

終於形成教育心理學系統不一內容甜l區的現象 o

就種多年來教育心理學內容的取向看，除7前文所指受心理科學強艷的影響，致使一艦

教育心理學專害大量揖用其他心理學門的知識以充實其內容之外，甚至有些教育心理學在書

名上特別標示其獨特的取向 o 諸如:(1)有將書名特別標明探行為主義心理學取向者(如Kelly

& cody , 1969) ; (2)有將書名特別標明採認知主聶心理學取向者(如Ausubel， 1668; Mayer , 

1987) ; (3)有將書名特別標明揖人本主義心理學取向者(如Morris. 1978) ; (4)有將書名特

別標明採謹展心理學取向者(如Stcphens ， 1956; Sprinthall & Sprinthall, 1990) ; (5)有將書

名特別標明採實際應用取向者(如Good & Brap旬， 1990) ; (6)有將書名特別標明採敬重教

學應用取向者(如Barlow ， 1985; Goetz et a1.,1992; Eggen & Kauch吐， 1992) 。
除了內容與書名分歧之外，在用以表示基本理念的教育心理學定義上，也不統一。考諸

多年來各書為教育心理學所下的定薯，除轟代克所下定義之外，其餘各苦苦苦半將“教育心理

學乃是心理學原理在教育上的應用"當做了共識。此一因空心理科學影響而產生的共識之影

響所及，主要失了聶代克馬教育心理學所措囂的聶教育服務的角色功能。按壘氏在其〈教育心

理學》一書中所下義是:“教育心理學旨在對研究教育者提供有關人性變化的知識，俾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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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建立教育理論之用。" (Thorndike. 1903) 0 然而，自從教育心理學植昇定搞“心理科

學原理在教育上的應用"之佳，使多年來教育心理學的體展，不僅史研其獨立性，而且陷入

了“等待"與“借用"的困揖;等待一般心理學原理原則的費現，借用其他心理學研究結果

以解決教育問題。

如此惡性循環的種果，致使多年來教育心理學原有的角色功能未能體揮，因而在教育上

應用的貢獻也未撞肯定。糞國〈教育研究六辭典} (第四版)曾有專丈〈教師的角色油能>.

對教育心理學的貢獻有卸下的批評:

經過了半個多世紀的研究努力，教育心理學的成就仍屬有限;非僅對賴以吐進

團軍教育品質的衛鑑捍準迄未建立，甚至連如何設計一套可背依揖評童學社教學娃

呆的準則，亦尚未發展出來 o (Frander & Sima且， 1969, p .1481) 0 

在20世紀30年代至60年代的一陸時期，正是以斯肯納 (Burrhus Prederic Skinner, 1904-
1990 )等人馬代表的極端行為主義心理學盛行的時期 o 斯肯納根攝動物實驗撞得的學習原理，

將人額的一切種雜學習行墉簡化，以刺敢與皮厲的聯結束解釋，並在教學上強調外在車壇控

制及機械式的盤散強化原則，致使教育空其影響，使傳統教育中人數人典人感化人的歷程盡

美;結果是教師央卸了角色功能，學生在機械情揖下因缺乏情實主持，也難學到知識。像此

種極端行厲主義取向，既扭曲了心理學，也借書了教育 o 難怪心理學史車相特 (Burt. 1962) 

曾感慨地指出，原本以人為研究對象的心理學，自首年前轉向科學化之雀，先是失去人的軍

瑰，繼而又失去人的心，最搜索性運人的意輯也完全要失了。心理學本身的研究ret揖暨到了

既“非人"又“無心"的地步，那麼其研究所得原理原則能否用之於解說教育問題，就可想

而知了 o

四、位教學 Il>理學取向到歡育 IIJ.理學三{t;取向

到了20世紀60年代以鐘，敢育心理學的聲展，又雄心理科學取向，轉費揖教學心理學

(instructional psychology )取向。導致教育心理學取向改費者，主要費三種因素的影響:

(1)教育工藝學興起影響。所謂教育工藝學 (educational technology) ·係措運用心理學、生

理學及物理學等多方面的知誦，配合學校教學的需要設計的各種輔助教學器材與運作方法 o

在這方面最為大家所熟悉者，有祖聽教具 (audiovisual aid) (如幻燈機、錯放音機、錯放

影機、投影機等)、教學攝 (teaching machine) 、編序教學 (programmed instruction )以

及電腦輔助教學 (computer-assisted instruction) 等 o 由於此等教育工藝品的設計與使用，

使得學校教學撞得很大的助益 o 特別是學生自行操作的橄電腦設計，由於其具有自動記錯及

分析錯誤的功能，使多年來個別化教學(旭dividualized instruction) 的理想，得以實現 o (2) 

美蘇國防競賽的影響 o 第二次攻界大戰之擾的美國，舉國上下一直以世界第一強國自居。*

料.1958年蘇聯車先聲射斯禮尼克號人造衛星，驚置了真國人，因而皮省教育，成認唯有加強

中小學的知識教學，提高國民科學知語水平，才能維持美國爵名副其實的第一強國;最佳終

於在教育界產生了所謂“快種基體學科運動" (back晶-basics movement) (加強讀、寫、

算的教學) 0 (3)認知心理學的影響。認知心理學 (cognitive psychology )興起於60年代東期，

因其對人觀的知輯結構及對知識的哩收、時存、取用等權雜歷程，提出7較前更為合理的解

釋，因而鹿為現代心理學中最重要的一個學門 o 認知心理學既以解釋人頭學習知識為主要內

涵，自然會受到學校教育的重關。又因厲認知心理學所關心者只偏重在學科知識的教與學，

故而教育心理學受其影響改費了取向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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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心理學費展到70年代，至以上三種因素的交互影響，終於走上7教學心理學的取向 o

如果只能學種知識教學的觀點看，教學心理學取向的教育心理學研究是可取的。因爵數學心

理學揖棄了以往行爵主聶者只重外顯行聶分析的取向，故而研究人頭學習的內在心理歷程，

而且以學習學科知識(主要為聶士與數學)搞研究主題 o 遣一點是符合學校教育需要的。但

如從整個學校教育的觀點看 .J;)、教學心理學取代教育心理學的構想，則是不蛋當的。原因是，

教育心理學所研究者，不只是某一學科知識教學的問題 O 中國對教師角色的觀點，素有“經

師"與“人師"之分:經師教學生讀書，人師教學生為人 o 必得二者兼具者，始叮配稱罵“

且師"。在師範教育上一向重租的如何培聾且師，正是教育心理學所研究的中心 I'-'j題。

我們之所以秉持以上的理念，並非提倡種吉，即使在一向強調歌育科學化的美國教育界，

近年來正掀起反唯知主義的運動 o 在80年代相期，美國卓越教育委員曾出版教育改革報告，

指稱此前學校教育忽視學科知識教學，導致國民科學知識水平低落，是國家的危機( Na

tiona1 Commission on Excellence in Education. 1983) 。曾皇島何時，而令美國教育界有識之

士，又大聲接呼，認為學校教育獨重學科知識而忽視人格培聾的教育，是違反人性的(

Moskowitz. 1978; Campbel1. 1974; Toff1er. 1974) 。甚至最近有的心理學家提出警告，學校
教育如果常此下去，只注意實用知輯與科學技術的教學，而不注意情意揖基醋的人士教育，

轉將使國家未來陷入另一種危機( Tab缸. 1989) 0 

五、揖三{t;取向建立歡育心理學的獨立體系

綜上所述，可知教育心理學自從百年前聞心理學科學化以來，重朱建立起本身的獨立系

統 o 就教育心理學的性質及其應有的角色功能言，能否建立其本身的獨立體系，將幫於J;)、下

三個偉件:

第一，有明確的研究目的 o 在教宵心理學誕生之初，本有其為了解人性典故墮入性的教

育目的;其值卻因受到心理科學取向的影響要失7 目的 o 為期其角色功能的充分費揮，今佳

的教育心理必讀性握其達成學校教育理想馬其明確的研究目的 o

第二，有肯定的研究對象 o 教育心理學的研究對象本屬肯定:自拍即以學校教學活動中

學生多層面的學習(知識與生活)行為馬對象 o 惟以安心理科學強艷的影響而使其研究對象

窄化。號稱心理學第一次革命的行聶主義心理學興起之後，學習被窄化聶外厲行為的改費;

!號稱心理學第三次草命的認知心理興起之後，學習又被局限於解釋揖知識現收的歷程。直至

60年代以後，有關身心讀歷及知識之外情意學習的理論，才相繼完備。因此，提心理學理論

聲展的觀點看，今後教育心理學以學生全人格(包括身心聲展及多層面的學習)為研究對象
的構想，已有了足繭的理論可賣依攝。

第三，有適當的研究方法 o 心理學自能 19世紀宋脫離哲學範晴立後，在研究取向上一直

認同自然科學;試圖以自然科學研究物性的嚴格量化方法，用來研究人性。如只根攝表面現

象探求真象從而謹現普遍原則的科學目的而言，心理學一向價用的研究芳法是可取的 o 但如

用之於了解人性之外文企圖改費人性的教育目的時，心理畢所重J視的普遍性原則的研究取向

則不敷應用 o 普遍原則不足以用之解展教學情揖中個別性的問題。因之教育心理應有的解使

教學問題達成學校教育目的的學科權戚，也就一直未能樹立。直到60年代著名噩展心理學家

庄亞傑的理論受到重視之鐘，質的研究才與傳統心理學中量的研究受到同樣的重j視。至此，

教育心理學在研究方法上的困揖始告主運破 o

基於以上分析，我們可以認識到，體展到今天的教育心理學己具備了建立其獨立體系的

幌件。有關教育心理學上用以解釋研究對象的心理學理論之外如何建立教育心理學的獨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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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筆者提出以下三化取向:教育心理學研究目的教育化，教育心理學研究對象全化化，教

育心理學研究方法本土化 o 茁進而將三化取向的理念至于述E士后。

貳、數育心理學研究目的教育化

一、教育，i:}理學與數育的闢儸

說到教育心理學與教育的關係，一眼研究教育心理學的人，難免值有一種錯覺，誼、馬現

代的教育心理學，和其他應用心理學一樣(如工業心理學、管理心理學等) ，是由普遍心理

學分化出眾的一個分主串門。其實不然，現代教育心理學事實上是由哲學教育心理學讀費而

來的 o 只是在百年來華展過程中，受到其他心理科學影響而有所改費而已。此一事實，在西

方如此，在中國尤無 o 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有鹽富的教育心理學思想，但很少純心理學的

思想。我們之所以秉持教育心理學讀加教育的理念，可由權譽為“教育心理學之父"的轟代

克的故述中，得到在誼。車代克在其1913年出版的《教育心理學〉一書中，開票明薯地指出

了教育心理學與教育的關係:

為 T 追求幸福美好的生活，人調發明了科學與華術，用以改造他生存的世界和

他自己。為了達成改造自己的目的，人描乃結合科學與華輛中的相關部分，創設了

教育;希望藉由教育的歷程，以發揚人性並改善人性。在此一教育目的之下，又為

了對人性本質的了解及對人性且變可能性的研究，因而產生了教育心理學。(

Thorndike, 1913, p.l) 

顯然，上述引文中有問點重要福華:其一，教育心理學係因教育需要而產生，並非由心

理學中卦化出來的一個至于主。其二，教育心理學的研究乃是以了解人(學主) ，陸及改墮入性

從而實現教育目的聽取向的 o 前丈提到的本世紀20年代興起的教育科學運動，在理論基體上

就是壁壘代克的此種思想而產主的。畢代克倡導採用科學方法改進教育，而教育科學研究的

主要理論與方話，就是教育心理學 o 當時有位著名教育史畢竄古柏罪 (Cubberley ， 1920) , 

在其所著〈教育史〉中，曾稱謂教育心理學是教育上的“萬能科學"

二、學校數育目的的基本要件

在理論上，教育目的並不等於學校教育目的(前者包括軍區與社會教育在內，鐘書只限

古士學校內以學生聶對象的教育)。惟教育心理學的研究目的既在幫助學校實現理想，達成學

校既定的目的，故而理應能教育心理學的觀點思考學校教育目的的問題 o 因為歷來討論教宵

固的者，其論點並不一致;有的從哲學觀點，主張教育目的在單攝入性;有的從文化社會觀

點，主張教育目的在培聲學生道德與主活知能。近百年來中國的學校教育固的，從清末的五

育(思君、尊孔、向公、向武、尚實) ，至1 目前的五育(台灣稱德、智、體、群、冀，大陸

稱梅、智、體、勞、美) ，一直帶有文化社會取向 o 文化社會取向學校教育目的的持點是，

以傳統文化與現實社會所公認最有價值的知識、觀念與行屑，做為學校教育的目的。因此，

公認道構是重要的，所以體育就被列躊五育之首公認知識是重要的，所以姐是學校實施智

宵。以此觀推，而形成所謂“五育並重"的共識。

像此種以公認的價值做為教育目的，能而去且更學校做措施教準則的做法，究竟有何效果，

在現代教育心理學上並裡有且可用以支持的盡攝 o 原因是，社會去諒的價值，是客觀的:客



教育心理學研究的新取向一目的教育化﹒對象全人化﹒方法本士化 .• 

觀的價值未必符合人性的需求 o 教育心理學的研究，既然是以了解學生本性及改壁壘學生個世

從而實現學校教育目的攝取向，自當槌教育心理學的觀點探討如何設定學校教育目的的問題。

教育心理學家自然同意在學校教育運作中數學生道德、知輔以及其他有關生活知識 o 但這些

不宜祖之厲學校教育的基本目的，而只直視之為攻驅目的，或課程目標 o 因此，教育心理學

軍對學校教育目的問題的看法是，成功的學校教育，在對學主施教時，最好遵福三個層序:

首先了解並根攝學生的心理需求，以培聾其主觀價值;其次設置教育環壇，提棋教學活動，

以引導其學習符合其主觀價值的道德行為及有關生活知識;再次是如何在教學活動中，針對

個別差異，實施因材施教，值而達到學校教育在道德行揖及有關生活知識方面所預期的致果 o

在以上三個層序中，第一層是最基本的;它是屬於對“人"的歡育，是最重要的 o 以下兩層

是屬於教育內容與教育芳法的問題，是次要的 o 從前面引述轟代克所指教育心理學旨在“對

人性本質的了解及對人性改醫可能性的研究"的觀點看，理想的學校教育，應當是先求如何

“敵人"而復再求如何“教書" 0 否則，如果只想從“教學生讀書"的取向去辦學校教育，

那是措本運末的。

基於以上討論，可知從教育心理學看學校教育目的時，不謀取社會文化中心取向，也不

採取現實油利主義的觀點，而是從受教育者學生心理需求的觀點出壘的。因此，學主的心理

需求與其主觀價值三者，自然成7學校教育目的的基本要件 o

需求與價值二者之間究竟存在著什麼闢係?從傳統社會文化的觀點看，一位總認為價值

在先，需求在復:有價值的東西，才會引起人去追求 o 教育心理學家的看法則相反，符合人

性需求的東西，才會使人愚到有價值，所以價值盾是主觀的 o 如此將需求與價值!現之揖因果

關f系，其聞自然另外含有一個中介因素，那就是“滿足"。

當然，如將學生心理上“需求→滿足→價值"的因果關係，視之聶學校教育目的基本軍

件，向讀考曙其他相關的問題。諸如學生的心理需求不但有個別差異，而且個別之間或團體

之間雖竟有需求上的衝畏。置正是轟代克所說的“對人性本質了解及對人性改鹽"的問題。

人性本質中有善良面，也有見惡面 o 由善且面轍聾的需求，使之滿足將有建立其正面價值層;

由兇惡面融體的需求，不使之滿足，將可建立其負面價值盛 o 這正是學校教育所應當做的。

儒家教育思想中，孟于主張發攝“四端"苟子主張“化性起偽"正說明了學校教育廳

以“了解人↑生典故墮入性"做攝基本的目的。

三、學校教育目的的三元一體觀

前文所述只說明了學校教育目的基本要件，接下去再從教育心理學的觀點撞一步分析，

學校對學生實施教育時，在理想上應當追求的三噴基本目的 o 惟此三項目的不是分離的，而

是就告的，是三元一體的(吾吾見Thorndike & Gates , 1966) 。

1. 雄主R知中得到快輯:從學生進學校接受教育的目的看，或許可以說他旨在京知 o 但位

學校教育的目的看，只眼於教學生知識是不繭的。學校教育的真正目的是引導學生從求知中

得到性樂;因知之快樂而佳主動自費地繼續求知。否則，如只是在校期間被動而毫無樂趣的

讀書，一且離開學校，臨之要失自行繼讀求知的內在心理動力 o 在社會急謹醫置知識超速爆

增的今吏，這樣的學校敢育是不合時宜的 o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現在我們的學校教育，芷顯示這樣的缺點 D 最近筆者以台灣師範

大學學生97人為對象做了}個小型調查，要學生們以不具名方式，講實回答兩個問題:第一

個問題是:根攝你的求學經驗，那陸時光最為快樂?答案為在小學、園中、高中、六壘，四

中譚一 o 結果是謹小學者佔45% '還園中者f占 16% '還高中者佔24% '還大學者佔1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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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問題是:根攝你讀書的經驗，你的感受是:(1)起讀書趙喜歡讀書: (2)越讀書越不喜歡

讀書: (3)當學生只好讀書，說不上喜不喜歡。結果是選(1)者f占29% '選(2)者佔8% '聾的者

佔63% 0 主日將(2)興的合在一起推論師大學生的求學心態，十多年讀書經驗而迄未培聲出讀書

興趣者 7 竟然高達71% 。只憑此一簡單調查結果，自然會令人聯想到，在大學聯考時，師大

的學生錯取標單是相當高的。大學入學成績高者，代表他們是中小學教育十二年期間求學讀

書比較成功的一群。中小學生中少數升學成功者的讀書興趣，尚且如此缺缺，另外那些佔多

數的升學失敗者，其讀書興趣如何就可想而知7!

在學校教育中，如何使學生從求知中得到缺樂?思考此一問題答案時，不如將問題反過

來看，躊什麼學生不能提求知中得到使樂?根攝前文提到的學校教育基本要件，還問題所涉

及到的，正是“需求→滿足→價值"的心理原則。此一心理庫則正代表人性的特盤。學校教

育上所提供的知識，主口不能符合學生的心理需求，如不能使之由需求滿足而產生價值擂，自

將無法提"*知中得到快樂。

也許讀者要間，求知是不是人的需求?從教育心理學的觀點看，此一問題的答案是肯宜

的。試從幼見的好奇、好間、好動、好探索的行馬特擻，即可得到置明 o 站且自週聶左右開

始學習語言，無讀成人到蠶教導，到六攝入學之前，他就自行學會相當撞雜的口語 o 其他在

動作技龍、態度觀念等各方面，都是在兒童自費主動的活動中學會的 o 幼見自行學得各種行

為，都可視之為人要買主存所需的基本知輯 o 兒童們之所以能拘自行學到這些知諧，原因是他

好奇、好間、好動、好探肅的童心特擻:教育心理學家們早就認定此等童心特擻，就是人聽

求知的內在心理動力，亦即求知的心理需求 o 觀察幼兒學習行馬時就會蠶現，幼見在學習活

動中，只要不受阻暉，活動結果得到滿足，他都是使樂的 o

見童入前之前，在非正式的求知活動中，能得到使嚨，進了學校接受正式教育立哇，何

以使樂的經驗隨畢控升級而噩減呢? (由前述調查顧示)。其中關鍵在扭，學前的求知是出

自幼兒自己的需求，是以興趣主義為基礎的;入學種學生的求知是被安排的，是以功利主義

攝基礎的 o 因此，在學極的課程、教學、成續評量以及行為管理等各方面，店、讀針對學生能

力、性格、經驗等個別蓋異，實施因材施教，聶每個學生都能從求知中得到使聾，而撞自動

自厲的驢贖求知，學校教育目的，才會真正實現 o

且在學習中體康成長:提某一方面看，人攝和其他生物一樣，縱使不給予任何幫助，它

也會自然地成畏。因此，在教育哲學上曾有自然主聶教育的主張(十八世紀法國哲學家盧扭

可為代表)。惟從現在個人與社會的關係看，個人所盧的已不再是以前接近自然的農業社會，

個人在社會化的過程中，事書必由一個自然人成長為一個適扭環揖要求的社會人 o 適應環壇要

求當然需要能力，能力是要學習的。不過，學校所提俱的學習，只有使學生健康成長者，才

是適當的。如果將學控比做一座花園，教師相當於園丁，學生相當於花木。各種花木性質不

同，聽園丁者必讀針對花木的特性，設計適於它的生態環撞，然後各種花木的閻長才會各自

欣欣向榮。

當然，在學習中健康成長是多方面的 o í音教育心理學的看法，體康成長至少包括三個方

面: (1)認知方面的成長，指學生自認知學習中撞得知識與增長智力之外，也能像前文所說那

樣從求知中得到使槳，以利其以後自行追求知識 o (2)身體方面的成長，指在學校設計的生活

教育活動中 '7解自己身體的功能，聾成良好生活習慣學到必要的衛生常識，以利維護長期

的身體健康 o 的社會方面的成長，指由了解自我接納自我，進而認識別人尊重別人，與人互

助合作，以建立其和諧的人際關係 o 學生們在以上三方面的健康成畏，固然需要學習，但學

校所提俱給學生的學習機會，卻不眼於課本的知識。更重要的是設置教育環墟，讓學生們在

生活實盟中自行達成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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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生活中準備生活:闢胎教育與生活關f昂的問題，歷來的教育哲學家有兩種不同的看

法 o 有的認為學拉教育廳爵未眾生活做準備，因而主張在畢校課程主加重實用知識的教學 o

十九世紀華國教育哲學家斯賓畢 (Herbert Spencer. 1820-1903) ，即秉持此種主張。有的認
搞學校教育並不應聽未來生活做準備，因而主張教育本身就是生活。秉持此種理念書，當以

前文提到的美國教育曹舉家也是教育心理學家的杜厲措代表。現代教育心理學家的主張，一

艦傾向於攝取折衷的看法。成會E、學校教育應重而且講學生在學習活動中體驗現實的生活，並且

克分提快適合古士學生年齡的生活環扭，讓他們在生活教育中學習並重組主括經鸝 o 如果每一

學校教育階段的學生，其3j(學主活經驗充實而快樂，他將來離開學校進入社會時，也不敢抬

眼社會的要求脫節 o 此即本瞌子題所指"在生活中準備生活"的涵義。

我們中國人言直到教育時，有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說法 o 種植樹本尚無法握苗

助長，人的教育又怎能速成?種植一棵果樹，在其由長中先長根、幹、桂、葉，而後才會聞

花結果。主日在其幼苗階陸即強其產生果實，無異是措本軍東 O 現在我們中小學教育階陸流行

的“升學主義自謹小學開始，為父母者即刻意厲聲于補習，強其學習與兒童生活無關的

知識 o 此種現象對見童身心成長的不良影響，較之為未推生活準備而曙牲且主使聽生活的做

法，更為嚴重。這也正是現代教育心理學家之所以強調軍虛與學校教育應重祖學童本身生活

的原因 o

在生活中準備生活的理念，是讓兒童在適於其年齡的生活實閩中，不僅直接地學到生活

經驗，而且間嘩地爵未來生活做了單備 o 以前文所指“從求知中得到使槳"為制，如小學生

的求聖經驗都是充實的，快樂的，他自然在心理上準備繼續進中學求壘。如果學生們在各級

學拉教育階陸的求學經驗都是充實的、使樂的、他們自然在心理上準備進入社會使事各顯職

業生活，而且禮繼不斷地學習 o

事實上，以上所論學校教育的三個目的，是很此連貫的，三者都在強調露在校求學的學

生辦教育，學校的一切設施，目的均在使學生快樂的學習，體康的成長，以充實其幼年生活

超轍，能而真定未來生活的基體 o 是故三者古之稱為三先一體的學校教育目的。

學、數育心理學的研究對象主人化

一、教育對盡全人化的理意

教育目的的達成有輯於教育對舉行爵的改豐 o 學校教育的對象是人(學生) ，是整個的

活生生的人，不是局部的人，也不是由局部審成的人 o 因此，在畢誼教育中無論是教知識，

單是數控龍，都必孟買考慮是在教學生學知識或學技能;甚車進一步考慮是教某一個學生學知

輯或技能。知識與拉能本身只是客觀的無生命的教材，此等無生命的教材，能否鐘由教學活

動轉化為學生的知識或技能，端輯學生本身主觀的能力、經驗、性格、意廟等嘩件的配合而

定 o 以同樣的教材敢不同能力的學生，所得教學敢果不同，比較容晶解釋 o 但如出現學生能

力經驗相同(或相1J:! )而成續差異懸殊時，就必讀考慮學生的能力與經驗之外整個學生人梧

的問題。像此種以學生整個人馬對象的教育理念，稱為全人教育 (whole-person education) 0 

前文所指三元一體的學校教育目的，其涵義也就是以全人馬對象的教育目的。

能多年來學校教育的讀費者，主人教育理念與學校教育現實，兩者之間是相當矛盾的 o

大家口頭上都承認全人教育的重要，可是在實際數學上卻是獨重揖門與升學有關知識的灌輸 o

像此種將敢書看得比數人更重要的工具主義價值觀念，不但誤導了學校教育，甚且使下一代

為未來付出了太大的代價 o 近年來中小學生中不但學習困難者日益增多，而且在少年犯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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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中在校學生居然成了主流 o 在校接受教育期間居然犯罪的反常現象，不能不說是由酷學校

教書不敢人，只重知識灌輸不重主活教育的撞果 o

在教育理念上，教育對象全人化的理想迄今尚未實現 o 具有實現教育目的角色功能的教

育心理畢，在研究取向上也未符當年轟代克提出的7解人性與改費人性的理想。前立業經指

出，心理科學取向導致教育心理學研究目的偏倚，敢學心理學取向又使教育心理學研究對象

窄化 o 因此，如何改變教育心理學研究取向，以幫肋學校教育快1M正常，從而達成以全人教

育爵對象的教育目的，無廳是教育心理學昇應賣的責佳 o

學校敢育的對象是學生的全人，學校教育的固的是培聾每個學生成為健全的人。教育心

理學研究的目的，乃是將對學生身心各方面特種研究結果做聶基醋，而接建議學控攝以設計

數學理攪，提而達成主人教育的目的 o 因此，我們在此所要討論的學校教育全人化實盟問題，

乃是從教育心理學的研究取向做聶出聲點的。在此一原則立下，進而討論教育心理學研究對

象全人化的實醋問題 o

二、學校數育全人化的寶路

1. 主人化取向數學活動與內事:學校的一切數學活動，均讀扭照各科教材內容與進度進

行，而各科教材的編製，又讀根攝各級學校課程標準中所列教育目標的扭捏 o 小學、圈中、

高中、(高職)等杖，均各揖其學校性質而編有不同的課程標單。主於各組學校課程標單的

訂定，則是以更高層的五育並重敢育目的攝根攝的。準此而論，敢育目的、課程標車、教育

目標、教材內容、教學活動五者之間，具有由上而下自抽象到具體的層攻關係。以現行國民

中學課程標準中所列之教育目標揖倒，即可看出教育目的、課程標單、教育目標三者之間的

層次關係(教育部， 1985) 

國民中學教育繼蜻國民小學教育，以培養德、智、體、群、美五宵均樹發屁的

使全國民禹目的 o 為實現上述目的，調輔導學生達成下列目標:

1.陶冶民族意識、愛國情棒，以及互助合作、服務社會的精神 o

2.壘成修己善群、守法負膏、明禮尚義的優良品德。

3.鞭鍊健康體魄增進身體佐康。

4.增進運用語文、數學的能力，充實生活所需的知能 o

5.培養善用公民權利、克盡公民義務的觀念與能力 o

丘增進認識自我、暸解自然環境與適應社會生活的能力。

7.發展思考、創造及解農問題的能力。

8.壘成帶動習慣，陶冶職業興趣 o

9.培養審美能力，陶冶生活情趣，養成單觀進取的精神 o

由上述園中教育目標的總綱及分列之九項帳目，當可看出兩種商華:其一是酒有五育並

重全人教育的精神;其二是希望所列九現目標均能在國中各種科目中予J扎實醋。表面看來，

此種構想可謂相當完善。惟位教育心理學的觀點看，在學校教學實厲上，伯熬不無困難。原

因是，此等目標係以社會主化攝取向，均11、社會公認的價值厲基暉，而未必與前文所指配合

學主身{1'需求而矗立其主觀價值的原則相符合 o 揖言之，教育目標之適當與否，不在加f鹿文

本身的完翼，而在於經由教學歷程立在全畢生氣質有苦故壁壘。因此，我們改醫取向，以學生的

心理需求、滿足、價值三者的關保，位教學歷程中可能在學生心理上謹生的知、情、軍、行

四種費化，做為評定教育心理學研究對象主人化成葷的根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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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先說“知知是指學主在"*知需求的心理狀鹽(有學習動機)之下，得有求知機會，

從而撞得知識的心理歷程。教學能配合學生心理需求教他知誦，學生能位學習活動中學到個

鵲 o 這是教學活動成功的第一步 o

(2)次盡是“情"情是指學生因對事理不知而生困惑的心理狀睡之下，經教師教導而豁然

理解，能而撞得求知滿足的愉d快情感。由3](知而撞得愉恤，而喜歡知識、喜歡讀書，進而喜

歡教師、聞單，以至學校中的一切數學活動，這是教學成功的單二步 o

(3)再說 H窟"章是指學生求知滿足之後 .-15面對學到的知識產主價值庸，另方面由

於求知得知而肯定了自己的能力和自我的價值;三者古之衍生出自動自費繼續追求知輯的意

志，這是教學鹿功的第三步 o

任)最佳盡是“行" • f于是指前述姐、情、軍三者合一形成的學習心理內在歷程的外厲行為

表現 o 學生在校學得的行為，無論是屬於知輯、控能的，輯是屬於社會道德的，只要是學習

活動符合他的需求，配合他的能力，而且在吾吾與學習時感到浦足，受到庸動，產生價值擂，

學習之撞他不但盟將畢習的心得身體力行，而且他會主動自體地繼續追求知識。這是數學成

曲的最高揖昇 o 孔子所說的“知之者不對好之知，好之者不卸樂之者 o "其中所指的“

如"、“仔"、“樂"正是“知"、“情"、“章"三者會一的學習心理內在心理歷程。

基於以上分析討論，我們可以歸結晶宮日下的認識:德、智、體、群(聲)、美主者兼顧

的數育目標，固然是以主人化攝取向，以培聾耳宵均衝噩麗的體全國民爵理想，權對身聶敢

育主體的學生們來說，此種全人化的構想的然是“外化的"。外化的教育目標只能做厲課程

聾展的指引，不足以做為數學設計之用 o 有葷的教學設計，必讀考慮教學活動之撞在學生行

聶上有否產生預期的故鹽;此即學習故果評量的問題 o 教學聾的學習敢呆的評壘，自然是以

學生學悍的外顯行為做祖攝。畢生的外顯行馬只是一種指標，指標背後蘊藏著腫為種雜的內

在心理作用。惟就學校有目的的敢學活動來看，學生們學習之撞在外厲行晶上所表現者，無

論是知識技能，草是態度觀念，其心理上總離不開由知、情、意三者告一的內在歷程。所不

同者只是由於學生能力(高低)與需求( 5.且輯)的個別差異，因而影響知之有多事之好，情

意有權放之別，最撞在畢業上有成有敗而已。因此，我們所強調的知、情、軍、行四者合一

的全人教育，是“內化的"也是“內君的" 0，以內化攝取向的教學設計，稱揖內費融學(

Îllside-out teaching) 0 以社會文化價值為基醋的五育並重式的外化取向教學，是“外蟬的

，稱晶外蟬數學 (outside-in teaching) 。外蟬教學的效果有阻，如控制外蟬的因素(如

聾懲等)消失，學生求知的熱恤也將隨之禍低 o 前丈所指大學生讀書興致低落的現象，多年

來升學主義影響下的外蟬敢畢，無疑是主要原因之一 o

2.全人化取向的數師應有的華聲:理想的數師角色繫於全人取向教育心理學的華聲。從

現代敢師的角色功能看，一位稱職的教師，至少應具備三個性伴:(1)有任教學科專科學講，

文科的教師出身於文科，理科的教師出身於理科，否則教非所壘，自難勝任愉快。由)有7解

學生個體體展、心理需求以及學習原理等心理學的專長，否則無能做到針對個別差異因材施

鞋的理想 o 但)有綜古學科知識與學生心理特擻二者靈活運用酷實陣歡畢的素聾 o 亦即前主所

措，了解學生能力、種騙、性格、需求等各方面的個別差異，祖攝全人化取向的內盡數學觀

點設計數學活動，能而配合學生的求知需求，以培聾其由知之而好之，自好之而靡之的求知

熱恤，以期車到知、情、章、行四者合一的教育理想。一位理想的教師，其數學屁就不在齡

他任教班級升學輩的高低，而在加他能否以全人化的理念，敢得他班上所有畢主在求知活動

中，每個人都從求知中得到快蟬，在學習中健康居長 o 重日只從“教書"的角度看，教師不是

萬龍的;無論教師如何盡心盡力，絕無可能把每個學生都敢得具有同樣優良的畢業成就。但

如從“敵人"的角度看，每個學生需要經由學校教育以體展其完整的人格:每個學生的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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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縱有不同，而為人師者如能配合其能力使之獲得適其才具的戲曲，照樣可以因求知滿且

而體展出情窟，因教育而完賣了他的人生 o

肆、數育心理學的研究方法本土化

一、教育，i)理學研究方法的本土化取向

在進行討論本節這個于矗立前，睿先對“教育心理學的研究方法草土化"還個概念做以

下雨點說明:

1.本曲子圈中所值用的“本土化"一詞，在酒聶上蠅不間睡“本土法" 0 我們提倡的本

土化，置在強調教育心理學應攝的一種研究取向。本土化有廣故兩種酒聶 o 廣義言之，華同

“國情化"而與一艦所說的“洋為中用"的概愈相近似。惟在酒聶上“化"字比“用"字

較爵積極 o 國|曹化所指者，不只是把外國心理學家所創建的研究理論與控術直接拿來中國使

用，而是進一步將之消化服耽後，針對國情需要設計方法進行研究，以期建立系統理論 o

鞭善言之，本土化是配合教育心理學研究目的而提出的一種構想 o 教育心理學的研究，

旨在達成學校教育目的，而學校教育目的的達成，則聲於學控中各位教師配合每個學生的個

別差異所做的適當敢學。準此而論，學校教育的目的因其本身性質摺別有所不同，在校學主

也因年齡、家庭背景、性別、能力、性向等條件各異，因此學校教育上有輯加教育心理學協

助研究解決的問題，在性質上揖乎全是本土取向的 o 基於以上廣故二薯，我們所強調的研究

方法本土化，其確切的意轟是:在會於國情的原則之下，教育心理學的研究乃是以本地區、

本學校、本班級的教學活動攝主題;消極方面言旨在解展教學問題，積極方面言旨在提升教

學品質，能而達到學校敢育的固的。

2.本土{I:;且是配音雖膏I~理學研究目的所揖用的一種研究取向 o 教育心理學這個學門具

有兩個特檻 o 一是教育的特擻;JIt一特擻接定了教育心理學在應用方面的角色功能(解使教

學問題達成學校教育目的) 0 另一是心理科學的特擻，此一特書生說里7教育心理學在理論芳

面對人性的解釋，以及對人性研究時，也醫考一般科學心理學的原理與方法。所不同者，教

育心理學家們在引用科學心理學的原理與方法時，總是將其酒聶予以教育化。基於此疆，我

們在討論教育心理學研究方法本土化的同時，也不應忽略教育心理學的研究方法，在理論上

乃是以心理科學的研究方法昂基體的 o 甚至現今在某些教育心理學所研究的問題上，佰然採

用一艦心理科學價用的研究方法 o 因此，在說明教育心理學研究方法本士化之前，直先簡略

介紹適用靜心理科學研究的一般性方法 o

二、適用扭，i)理科學研究的一幢性方法

自從19世紀末心理學脫離哲學範疇獨立以鐘，它之所JJ、自許而且得到學術界認可它是一

門科學，主要是因厲它採用了一般自然科學的科學研究芳法 o 所不同者是自然科學所研究的

對象是自然界物性的費化:而心理學所研究者是人頡世界人性的變化。因此才有7與自然科

學相對的“心理科學"這個名稱 o 從科學方法的特價與科學研究的目的看，心理科學所採用

的標單與自然科學是相同的。在15法特檻上，均要求符合三個備件:(1)客觀性( objectivity ) 

(方法客觀不因人而異) ; (2)系統性( systematization) (研究遵循一定程序) ; (3)輸費性

( verifiability) (研究結果經得起鷗置) 0 在研究目的上，都是根揖表面的現象進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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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背值的真象，能而建立可以解釋問摺現象的普遍性原理原則(即系統理論)。

在科學方法的特擻與科學研究的目的兩大基本原則之下，心理科畢在研究人性費化的問

題時所輯用的具體芳法，大致好馬兩六頡:一額昂實驗研究 (experimental research) ，另

一頓攝非實驗研究 (nonexperimental research )。

實驗研究又有真實驗研究 (true experimental research )與準實驗研究( quasi-experi

mental research) 之分;兩者的主要區別在加對實驗的受試者(或被試) (subject) 的選擇

與分配方法。從事實驗設計 (experimental design )時，通常將受試者分實驗組( experi

mental group ，簡稱EG) 與控制組 (control group ，簡稱CG) 0 真實驗研究對受試者的好

組，是畫畫聞機分揖 (random assignm ent )的方式盧理的(使每個空試者被編入南組的攝會

完全相等)。車實驗的設計則不受此一{~件限制;它可以採用學校中同年級的兩班為宜昌會對

象，一班為實驗姐，另一為控制組。因此，真實驗研究在學校敢育中是難以實行的。除此之

外，真實攝與單實勵兩種研究的目的相同，都是試圖在控制的情揖之下(將可能產生影響的

不相干因素排除)研究自壘耳(或自費量) (independent variable) (指引起行攝型化的因

素，如睡音)與依費項(鞏固費量) (dependent variable) (指行聶表現，如目嘩音影響
使閱讀速度降低)之間的因果關係，能而確定實驗研究的敢果。

非實驗研究是多種研究方法的總稱，其中最常用的是相關注 (correlational method )與

調查活 (survey method) 0 相闡法的主要特擻是，對同一群壺試者的兩個(或多個)費項

(草費量) (variable) 實施制量(如智力與畢業成輯) ，然接祖攝統計學的方法計算出相

關係數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從而研判兩個費現之間相關的程度。調查法通常揖兩種

方法進行:一種是問卷調查( questionnaire surv叮) ，另一種是唔說調查 (interview surv叮)。

兩者都是要求聖試者對面訂的多個問題一一作害，從而統計卦析他們對不同問題的看法。調

查法與訪問法的目的，都是根攝從大團體中抽取的一部分人馬對象的。抽取的一部分人稱爵

標本( sample) "標本必讀具有六團體的代表性。因此對樣本的選取，一股採聞機抽樣(

random sam pling )的芳法進行(使大團體中每人都有權抽到的機會) 0 調查與訪問兩種方

法的結果，一艘都是採用百分比的方式表達。

以上所介紹的實驗研究與非實臨研究，都是適用於心理科學研究的一艦佳方法。此等方

法的共同特徵，都是採用制量所得的數攝(分數萬百分數)東表達研究桔果。因此，對此等

研究文通稱之為量的研究 (quantitative research) 0 

三、適用於歡膏，iJ.理學研究的特定方法

討論過心理科學研究的一艦性方法之聾，讀者可能會提出如下的問題:心理科學研究的

一敵方法能否適用加教育心理學?如答案是苦定的，其理由何在?如答案是肯的，又何以需

要再討論敢育心理學研究的特定芳法?

上述問題看做簡單，其實並不屬容回答，原因是不能揖“是"萬“霄"的兩種方式來判

定 o 這也正是以往教育心理學研究取向未能獨立，以及我們之所以提倡研究取向本土化的理

由。我們對上述問題的看法是，在教育心理學研究上，適用於心理學研究的一般方法可以揖

用，但只能用以了解問題的概略表象，而不足以用來解使學校教育上有關教學活動中的現實

問題。我們在第一節內曾經提到，在教育心理學被定聶揖心理學原理在教育上應用的心理科

學時期，敢有心理學上揖用的研究方法，都是以其他心理科學攝馬首是睹的 o 甚至一直到現

在的然如此。前丈提到科學心理學常用的一位研究方法，主要分實驗研究與非實攝研究南大

蝠，而兩頓研究方法在性質上均屬量的研究 o 我們會介紹過20世紀30年代美國的兩夫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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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運動時，都曾在學校中舉行過大姐模的實驗研究。但甫次研究均未達到解快當時教育問

題的目的。此外另畢兩側重日下，分別說明非實驗研究中最常用的相闢法與調查活在教育研究

上的眼制。

美國聯邦政府，捕了提升公立中小學的教育教果，曾以學校數育僻件與學生成續兩組費

項之間關係厲主題，從事過大姐模相關研究 o 1966年出版了著名的〈考爾壘報告} ，當報告

係當時著名教育心理學家考爾曼等人( Colem an , et al , 1966) 負責研究的結果。當噴調查

研究的目的，企圖以學校種現(包括揖市、鄉輯、社會理輯、學生人數等)、教學設備(包

括學種撞車及圖書儷器等)、師資素質(包括教師學經歷及家庭出身等)以及學校輝費等攝

一組鹽項，以學主的畢業成攝搞男一租費罩。研究對象揖去立中小學4，000餘戶斤，學生人數

多達645 ，000盤人，現模之大空前未有 o 研究結果居然費現兩組賽項之間並沒有顯著的相關。

尤其使人意外的是，教師所揖不同教學芳法，居然也與學生的成就無闢。這無異扭扭明了學

校教育幌件的改瞥，對教育敢壘的提升是無濟於事的 o 此一研究結果引起鼻國社會對公立學

校教育犬攝不滿，認攝社會對學校教育的投資是無散的，浪費的 o

在十揖年前，筆者需在台灣師大措任中學教師暑期進悔班教學之便，要求130位措任園

中輔導的教師，起週宋返回原控之暉，每人帶回以往輔導在校行馬問題學生的個案。回到班

上分析討論之後，筆者聖現:(1)學校有順教育者，缺教育者與民教育者三輯學生;此三輯學

生，分別來自順教育者、缺敢育者與民教育者三聽眾庭。(張春興， 1982 )。此撞輝與更多

園中教師討論聾，筆者提出對時下青少年問題行爵的一種理論性假設:如將現社會青少年問

題親為一種教育病，此病的病因種植於竄塵，病重表顯現於學校，持情惡化於社會 o 此一看法

撞得中學教師的普遍認同。露了進一步誼賓筆者的個聾，在研考會的經費主助下槌事了一萬

犬去見模的調查研究。調查對象為小學五、六年級品學優生哲南極端學生各 100人及其丈母，園

中二、三年級品學種生甘南極端學~各 150人及其父母;親于台計為 1 ，000人，此等品學南極端

學生，係根攝智商中等 (IQ在90""' 120之間)、畢業成輝、人格特質、同學推肅、導師評定、

丈母雙全六噴標單，從台北市十區中抽樣選定八所小學及十所園中共詣，000名學生中選出在

百卦等級分別居上下南極端的10%的畢土。本研究目的在比較分析，智力接近而品學優生哲學

生與其家腫管教方式的闢係 o 桔果費現，這兩輯學生父母的管教方式上的差異，並未直口預期

者顯著(張春興， 1986a 、 1986b) 。

以上各倒均屬大規模的量的研究。其所得研究結果未如理想，一方面固然可解釋馬拉術

上不揖週密，另方面是原則性問題。我們的看法是，即使研究結果在數攝上顯示出肯定的意

義，但研究結果也只能價做學校教育的蠱考，伯無法用來解誰教學上的實際問題。以小學階

陸學葷的智力與其畢業丘克就兩個塑圍攝倒，早經心理學家採用相關法研究置明，雨聲項之間

存有高度正相關闡係。還樟肯定性的研究結果，固然可以用來做馬大概預湖之用，但的難用

來解展戰畢上某些個別性問題。凡是有經驗的教師都知道，教學上最棘手的問題之一是如何

解2吳學土中之低成就者( underachiever )的問題 o 為教師者在面對高智力低成就的學生時，

相關法研究結果並不能幫他解訣問題 o 在頡此情悟之下，必讀在心理學上價用的量的研究方

法之外，另採質的研究( qualit江ative research) ，才有可能達到解說教學問題的目的。

敢育心理學的角色功能既在於解主吳學校教學中學生的心理問題，學主的心理問題都是個

別化的，都是受情揖(車直背景、社會環揖、同儕闢係、師生感情等)影響的，因此揖用質

的研究是比較適當的 o 貴的研究既能適用於研究學校之內教學的問題，故而芷符合教育心理

學研究取向本士化的原則 o 質的研究是一種研究取向，其中包括多種研究芳法，以下四種是
最適用於教育情撞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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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個軍研究 (case study) 指祖攝單一空試者(學生)或單一班級單單一學校所量生

的事件進行的研究。個案研究的特點是:(1)以個別的人與個別的事件為祖攝(如固玉立三經常

偷竊而對他進行的研究) 0 (2)個案研究是針對學生行晶輯對問題的前因挂果求得7解，而且

更希望經由對個軍(當事人)心理需求的確切了解，從而形敢進一步幫助解訣困難的方法。

個軍研究在學校輔導典語商上應用最多，固聶它兼具聲斷與治樟兩種功能 o 由於個案研究時

常清及受試個人以前的生活經驗，故而也稱聶個星歷史法 (case historg m ethod )。

2.參與觀串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參與觀單是民俗學家最早用以研究不同民接風

俗習價的方法 o 此法用在學校數宵上，可幫助教師鱷由參與學生的體內與課外活動時，以參

與者(非指導者)的身份，直接觀察學主們自然表露的行搏，能而了解其問題所在。吾吾與觀

察在學校生活輔導上最為常用 o 教師佳吾吾與學主的問題討論、括外活動(如遲戲、運動、如

置等) .而觀察到每個畢生的人障關係及道德行聶 o

3.漂λ唔蠶 (depth interview )此盧所用的揮入瞎說，與前述量的研究中所指的唔說
調查不同。唔觀調查是接事前單備的擅自及預握的害罪(如同意、不同意、無意見等)進行，

故而也稱結構式瞎說 (structured interview )。在質的研究中所用的課入瞎說，事先無擅備

安固定問題及答案，故而也稱非結構式瞎說 (unstructured interview )。揮入晴聾的特點是:
(1)針對某一問題與聖試書面對面地詳誤。也)課入唔豈是時並不要求受試者只簡單回答“是"或

“吾" (或同意不同意) ，而是容許他居其自由意志，對所說問題充分表達自己的態度、庸

置和意見(揮入之意在此) 0 (3)研究者或教師可藉由與畢生的瞎說時對學生畢顱觀色，而對

學生的問題(畢業的或生活的)撞得真正的了解。 (4)經由與學主面對面的課入瞎說，除增加

對學生的問題了解之外，也可因而增進師生間的感情;使學主感受到教師的關注和主持，有

助於他自行對其問題的化解與改進 o

4.立件音析 (document amalysis) 文件分析方法的使用，旨在能與學生求學生活經

驗有關文件的分析，以了解其現在問題串成的原因。有關學生生活的文件，包括信件、週記、

日記、作文以及以挂在校的行為記錯輿畢業廣贖等。從文件卦析中可能會噩現，有些學生的

問題(如畢業低盾就)是長期累積下眾的，有些學生的問題是新近謹生的 o 厲教師者對第二

頡學生應特別于以注意，俾便及時輔導i且謀問題解快 o

三、研究與數學結合以實睡本土化取向

基於以上討論，可知適用於教育心理學的研究15法，可因教育目的之不間而分晶兩個層

次:如研究只求了解有關學校教學的一艦性問題，自然可採J心理科學慣用的量的研究 o 側如:

學校甜、7解學生中出自砸碎家庭(父母離措的竄庭)的人數及其與畢業屁就的關係，就可以

揖用調查法或相關法進行研究。不過，這樺的研究結果，只能俱學校了解問題的賽車，對問

題真象的了解與問題的實際解映的助益，的然有限。如果超由此一層次量的研究中體現，出

自砸碎軍區的學生中，固然有的成積低落，有的情緒困鹽，但的有些與其他學生一樣正常 o

在此種情形下，如果學校希望進一步研究出自同頓不幸家虛而在校表現差異的學生，就得進

一層揖用質的研究，揮入了解這三頡學生家庭背景與學校表現之間的因果關係'然撞才能輔

導前兩頭學土如何改善對學校與車直南方面的適應。由此可見，從第一層量的研究可壘現問

題，第二層貴的研究可解缺問題。由適用於心理科學研究的一艦佳方法開始，轉入適用於教

育心理學研究的特定辦法結束，二者前值連接位而展現教育心理學角色功能的研究取向，正

是本文所提倡研究方法本土化取向的真宜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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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說明的是教育心理學研究方法本土化的應行性，在理論上講應是無可質疑的 o 無其

可行性或實醋性如何?學校的研究工作由誰來負賣?研究結果如何運用?回答此書頁問題，筆

者認爵應由教育心理學者與學校教師份工合作，便研究與教學結合以實臨研究方法本土化取

向。在實體研究時，先由教師在實際數學活動中噩現問題(如前車各個) ，繼而由敢育心理

學者與教師共同研聾提出研究計畫 o 接下去由教師在實際數學活動中，能事對問題的實睡了

解，並揖用質的研究攪集資料 o 最佳再經研究與教學的結合，回到實際數學活動中嘗試解說

問題。此種研究與教學南方面結合進行的本土化取向，頓與病理(或單理)學車與臨床醫師

合作從事醫學問題研究相似 o 我們可以想像，如果沒有臨床醫師吾吾興，病理學聶華理學的研

究將無語進行 o 原因是，無論是病理草草理探討，均屬理論層次的值設;而體設的監誼工作，

只能在醫師面對病人的實酷情沮下，方拍得以進行。同理，實日教育心理學者的研究東興教師

合作，研究的結果就很難用於對教學問題的實際解快。

上述教育心理學研究與學校教學結合的構想，不僅使教育心理學的研究，因理論與實際

結合走向本土化，而且也使教師得有機會，將其任教科目的專科知識與有闢教師的專業知識，

兩者桔古，靈活運用，從而體揮其既能“教書"也能“數人"的良師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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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thesis, from the standpoint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als of 

school education and the role functions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is aimed 

at analyzing and addressing three questions as follows: 

(1) Educational psychology has become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of itself in 

psychology since it broke away from educational philosophy some one 

hundred years ago. During this period of 100 years, how has educational 

psychology changed in the idirection of its study? And what are the 

reasons for the change? 

(2) Educational psychology since its beginning has always assumed a role to 

study educational problems and to resolve them. However, as verified by 

historical facts, educational psychology seems not up to our ideal in 

achieving both. What are the reasons? 

(3) Now with the society on the change and the school education facing 

increasingly difficult problems whi1e the world of psychology at home is 

strongly advocating "use ancient for today" and "convert foreign for 

chinese" today, and under the theme 中acing the Scienc巳s of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of the 21st Century" of this academic conference, how a 

Chinese worker in psychology should review, reflect, study, and propose, 

so as to establish the direction of study for the educational psychology 

characterised of China from among the world tides of psychological 

thoughts, thereby developing his study and solving the educational 

problems to realize the role functions of school education goals? 

This thesis presents what this wrcter's be!ief in the nature of ecucational 

psychology should be viewed in pedagogical, holistic,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Whether the points may prove fitting and proper, this writer 

invites scholars and forerunners for comments and corr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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