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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五、車吉 言吾

呂格爾承續傳統詮釋學的思考脈絡，援引胡塞爾現象學的觀點，並透過

語意學的迂迴方式，從文本理論著手，來解析反省、表達與詮釋行為闊的辯

證關f系，而提出理解即是自我理解、自我開展的反省詮釋學路線。將語言理

論、現象學、詮釋學和反省哲學治於一爐，別開生面，使現代重要學術能有

一綜合式發展，實為不凡之貢獻。另外，呂格爾之學說對於教育工作亦頗有

啟示﹒如呂格爾的文本理論觀念，啟示教師教導學生憑藉其實效歷史的思考

背景，透過閱讀經典文獻，而引導學生保持開放的心靈，隨著文本的起引，

闊展自我。整個教育的歷程其實可視為是一個文本詮釋的過程，透過學生對

作為文本之教育情境的互動詮釋，學生可開展經驗的超越性、生產性與可能

性的計畫，而完善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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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lication of Goffman's
Dramaturgy for Schooling

(fJi.n-'d的。由益，那，LU

Abstract

Erving Go伽an is an Am叫an master of contemporary 叫OljEY
He. on the one hand , s泣tud刮Ie剖s the essence ane挂I the content of fac臼e-tωo呵叮i峙ace…av叫ior un叫n挂如e叮r m:豆E悶C叮roa叩na圳
e臼st峙ab訓Ii臼shment and presen叫tat口3叩on of macro social order , exerting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actlon theory Th1s article maInly

s帥S 削 Go伽an makes use of dramaturgy P叫哪個叫licate 出
habitual in叫lt扭e叮r阻acti泊on order, and he especially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r

stage performance skills an<I the proceeding of interaction ritua l. In his

onimon ali males anci females zn the world are actors or actresses on

J沁i
the most impeccable pe玄formanceι. Because s一 ge p

sustams interference from au<ileace, whzch provokes actors to

embarrassment , the p叫ice of impressIon ill…gem叫 plays an

influentlal part, including the f1rstHnpressiOELIdeaizzatiorh mystIflcatIOXL

tact, unmeant gestures, etc .All of these are the SIgnifzcant sKHis of stage

perf寸寸L apmm of 1nt叫ion ritual , G臼of恥f打如IT叫I
lif臼e is I封ike a we昌ding ceremony. and social 0肘rder is a set of ad釗j抖ust恤ablec

nor口凹r缸m玄n肘l扭s. Pac臼e咀t叩o-f臼ac臼e int扭er凹acti泊on among people has to go ahe祖ea祕〈丑i 白I叩
n

a酹叫C∞C…a剖叩nc臼e w抽 game rules. He once came up w抽 plenty of inter訓。1
regulatIOns, compnsirzz substantive rules , asymmetncal rules, CEVli

mattention an￡i face work wh1ch is lhe most apparent case of the

operation of interaction ritua l. In addition , Goffman targete吐 interactIon

Procedure of 臼ily interc…s 心ed by an individual and others 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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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intenance of role norms. At last , this article further discuss the

enlightenment and meaning derived from interaction order toward school

education activities, by means of Goffmans's face-to-face microanalysis

Key words: performance、 interaction ritu剖 fO峙， face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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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夫曼戲 E討論在學校教育上之權義

高夫曼戲劇論在學校教育上之蘊義

許殷宏

【摘要 1

爾文﹒高夫曼 (Erving Goffm甜， 1922-1982) 是美國當代社會學的

大師。他一方面以微觀分析的俑度來探討面對面行為的本質與內涵，另

一方面也關心鉅觀社會秩序的建立與維持，對後世互動理論的發展影響

甚鉅。本文主要論述高夫曼運用戲劇分析模式來解讀平日習以為常的互

動秩序，特別重視舞臺表演的技巧與互動儀式的進行。他認為世間男女

都是舞臺上的演員，在觀原面前必須竭盡所能，將最完美的演出行為加

以呈現。由於舞臺表演難免會遭受著見黑侵擾，使演員產生困窘的現象，

~此印象管理技巧的運用便顯得特別重要，包括第一印象、理想化、神

秘化、織相、無意姿態等，這些都是舞臺表演的重要手段。

至於互動儀式的運用，高夫曼認為人生宛如一場婚禮，社會秩序如

同一組調節性規範'而人際闊的面對面互動亦必須按照遊戲規則來進行。

他曾經列舉許多互動規則，包括實質性規則、不對稱性規划‘禮貌性疏

忽等，而苗子功夫則是互動儀式運用的最明顯事例。此外，高夫曼重視

日常接觸的互動過程，特別是當個體與他人產生正面交會的細微舉止及

魚色規範的維持。最後，本文將藉由高夫曼茁對面互動的微觀分析，進

一步討論互動秩序對學校教育活動的啟發與意義。

關鍵字﹒表演、互動儀式、角色、苗子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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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敢言

日常社會互動的研究已經成為目前社會學的重要課題之一。它的重要性

有二 一是社會互動牽涉到與他人的面對面行為，搭成日常生活的重要例行

事務。人們若能了解日常面對面互動行為約規範'將有助於社會秩序的建立。

二是研究日常生活的面對面行為可以反應整體社會制度的形式，因為任何大

規模體系的建構都必須藉助人際問基本互動的進行，逐漸累積共同認可的規

範秩序，而後始能形成大規模的制度。以往社會互動的微觀分析( microanal

ysis) 首推「象徵互動論J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的學者，包括米德

(G.H. Mead) 、庫利 (C.H. Cooley) 、湯瑪斯(W.1. Thomas) 、布魯默

(H. Blumer) 、庫恩 (M.H. Khun) 等。該學派著重個人的行動與意識，強

調主體性與特異性，與馬克思(K. Marx) 、韋伯 (M. Weber) 和涂爾幹 (E.

Durkheim) 等人，重視鉅報社會結構與文化制度有明顯的對比。雖然象徵互

動論強調個體的自主性，並且瞬心自我、心靈、符號學習、思考、互動等概

念，但是由於忽略制度、體系、文化、規範、價值等瑰寶社會建構之意義，

造成偏狹的人性論與化約論，早已無法涵蓋人類完整的社會生活。至於「鉅

觀社會學J ( macrosociology )的研究，由於過度重視大規模的制度與組織

對個人行動的影響，較忽略個體的意識與自主性，亦無法完整呈現互動秩序

的過程。簡言之，過去社會學家對互動行為的探究一一直都園於學派偏見，只

重稅部分事實的釐析。

高夫曼(E. Goffman) 身處在這種學術環境中，不僅擺脫以往社會學的

傳統包袱，更詞創出自己獨特的研究風格。他自始至終所關切的研究主題是

「互動秩序J (interaction order) 的探討，而這也是了解人類活動的重要

方法。從早期博士論文研究謝特哥哥群島(Shetland lsi叩ds) 居民互動的情況

開始，到「戲劇論J (dramaturgy) 分析印象管理( impression

management) 的技巧，高夫曼都是以互動秩序為關切焦點。他認為全世界

事務的進行都必須透過社會互動來推展，尤其是面對面行為的交流，更是組

成社會生活的重要條件(鄭為元，民81 :頁28 )。他在美國社會學學會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會長的卸任演說稿中也指出﹒「我過

去所瞬心的是致力於將面對面領域提升為研究分析的範疇 一個可能被稱

為互動秩序的領域一一寸草伯領域所使用的方法是微觀分析J (Goff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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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3 : 2) 。由此可知，高夫曼終生致力於互動秩序的拓展，除了以極度微觀

的方法將日常生活不以為意的行為加以剖析，向詩也重視互動規則的形成與

維繫'似乎已經為結合鉅觀與微觀分析跨出第一步，並且激起廣泛函響。

另外，由於社會互動代表意義與行為的交流，它與學校教育亦有極為密

切之關係。任何教育活動的進行都必須藉助面對面行為才得以推展，包括上

課學習、課後輔導、教室管理、團體活動、 F)f會等，特別是教師與學生闊的

知識傳遞與情感交流，更有賴於雙方互動秩序的建立才得以長期維繫。高夫

曼雖然並未直接論述本身理論在教育情境的應用，但他所提出的戲劇論卻對

學校教育產生間接影響，不論是印象管理、互動儀式、面子功夫等概念，都

對析論當前學校教育的合理性頗有令人深省的意義。

貳、吉夫長戲劇言侖的核心概念

高夫曼針對日常生活互動分析發展出獨樹一格的「戲劇論 J 將社會互

動比擬成一系列的表演或戲劇。他將行為類上已成戲劇演出，人們在觀眾面ilfj

扮演各種不同角色，一切行為舉止都符合他人期待。就此種意義而言，自我

隨著不同情境的改變而呈現多種面貌，不同的觀眾將挑戰或強化自我的演出，

個人也會隨著情境與觀眾的要求而調整形象。至於互動儀式的表現，它是規

範面對頭互動的重要因素，正如同高夫曼所說 r如果某種表演凸顯出普遍

的、正式的社會價值，我們就可以把這種表演說為一種儀式。......實際上，

世界就是場婚禮 J (Goffman, 1959 : 35-6) 。由此可知，人生充滿各種儀

式，透過儀式的規範與約束，面對面交往才能順利進行。

本文為統整高夫曼戲劇論的思想內涵，將以其成名著作{日常生活中的

自我表演)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為主要參考架構，

配合高夫曼其他相關論述，深入剖析戲劇論的核心概念，包括「舞臺表演」

(stage performance) 及「互動儀式J (interaction ritual) 兩大範疇。透過

高夫曼敏銳的觀察與想像，將日常生活中習以為常或不以為章的規則加以整

合，重新賦予社會學的深刻意涵。茲分述如下.

一、舞臺表演

高夫曼在正式探討舞臺表演之前，曾引用欒塔雅納(G. Santayana) 對

面真的看法 「面真是惹人注意的表達，同時也是美妙的感情回音，忠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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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慎而又誇張的......然而，一些哲學家們似乎圓形象不是事物，言詞不是情

感而憤慨。言詞和形象猶如貝殼，在構成自然之物的有機組成部分這一點上，

絕不亞於被其包藏的內容 J (GoHman, 1959) 。這段引言除了明顯地說明作

者對面具的觀點外，同詩也肯定其正面意義。面具本身雖然代表某種外在的

裝飾，但它也是情感的綜合表現，完全不遜於實質內涵。「從某種意義而言，

只要這種面具代表我們已經形成的自我概念，即代表著我們力軍充分體現的

角色，那麼，這種面具便是我們更其實的自我， JlP我們希望努力達到的自我」

(GoHman , 1959 : 19-20) 。由此可知，高夫曼不僅希望重新印證桑塔雅納

對面具約觀點，更明確地指陳面具的歷史意義，因為任何人都無時無刻扮演

某種角色，符合特定的行為規範，正如間展現最真實的自我。

在了解自我乃舞臺表演的互動產品後，高夫曼接著釐清互動與表演的意

涵。「互動 J (interaction) 的定義可大致規定為:個體面對面地出現在一

起時，對彼此行為的相互影響。而「表演J ( performance) 的定義則是指

一個特定個健在任何場所表現出的全部行為，這種行為會以任何方式對其他

參與者中的任何人施加影響(GoHman， 1959 : 15-6) 。高夫曼指稱，個體表

現自我的方式通常包括兩種截然不同的符號活動，即他所給予 (gives) 的表

現與他所流露 (gives off) 的表現。前者包括個體明確使用的口頭符號(

verbal symbols) 及替代物 (substitutes) ，唯一目的在於傳遞訊息。而無論

是他本人或其他人都會把這種口頭符號與訊息本身加以聯繫，這是一種傳統

和狹義的交往。後者則包括一系列被人們視為能表現某人特徵的行為，而人

們知道，這種行為的真正目的並非是表達方式所傳遞的訊息。但是，透過這

兩種交往類型，個體可以有意識地傳遞某種虛假的消息(Goffman ,

1959 : 2) 。在「給予表現」和「流露表現」這兩種交往方式之間，高夫曼

主要討論的對象是後者，即更富戲劇性、更受制於情境的互動表現，其方式

是非語言的，也許是無意識的 (GoHman ， 1959 : 4) 。在運用演員的類比，

高夫曼認為每個人只不過是在觀眾面前曼現一場場的表演。而當呈現自我的

時候，人們總是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引導或操控別人對自己的印象。

舞毫表演的進行除了表演者本身之外，必然會牽涉到其他的演員。高夫

曼將其稱為「表演劇班 J (team) ，係指在表演同一常規程序時相互合作的

任何一班人 (Goffman， 1959 : 79) 。虞q班的成員會發現彼此之間處於一種重

要的關係'而這種關係包含兩個基本組成部分: (1)當康i班表演正在進行時，

該劇班的任何成員都有權放棄表演或運用不適當行為破壞表演。因此，劇斑

成員必須彼此配合，才能使演出成功。 (2)如果劇班成員必須合作以便在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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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前維持一種特定的情境定義，那麼顯而易見的，

持那種特別的前臺形象 (GoHman ， 1959 : 82-3) 。由於任何完美的演出，必

須依賴劇班成員之間的密切配合。為避免成員閻公開意見分歧危及苦心經營

的瑰寶印象，通常會要求全體成員嚴格遵守劇班所做出的決定，禁止在公關

場合發表個人意見。此外，高夫曼還指出一項有關保持表演一致的事實，即

當劇班成員在觀眾面前的表演出差錯時，其他成員必須克制住自己的衝動，

既不能加以指責，也不能妄加糾正。只有等表演結束或觀眾退場後，他們才

能這樣做，否則將徹底破壞劇班的整體形象 (Goffman， 1959 : 89-90) 。

在整個舞臺表演的類比中，除了演員是不可獲缺的主角外，表演場地對

整齣戲劇的順利進行也產生相當大的影響。高夫曼認為社會生活的表演區域

可以分成三種，分述如下﹒

(一)前畫區域 (front regions)
指個人扮演舞臺正式角色所處的社會情境，包含表演中有意或無意使用

的標準表演裝置，分為「外部裝置J (setting) 與「個人門面J (personal

front) 兩大部分。通常外部裝量是指舞臺設備、舞臺裝飾、舞臺佈景以及其

他背景道具，而且在一般情況下並不隨表演者而移動。至於個人門面是指表

演設施中使人們能直接與表演者產生認同的成分，包括地位的標誌、衣著、

性別、年齡、種族特徵、身材、相貌、姿勢、談吐方式、面部表情及舉止等

(Goffman , 1959 : 112) 。

開後薑區域 (back regions)
後臺區域是與某種特定表演相關，同時表演所促成的印象又必然受到人

們故意歪曲的地方(Goffman， 1959 : 112) 。它類似戲劇的後臺或電影的「鏡

頭之外的活動 J (off-camera activities) (Gid白的， 1989 : 103) ，通常位

於舞臺布景之後，演員可以在此補妝、休息、聊天、預演或彼此交換心得。

(=)局外區域 (the outsi由)

高夫曼在兩種舞臺情境之外，又加上第三種區域，亦liP所謂的剩餘區域

訂閱dual regions) 。它是指上述兩種區域之外的所有地方，稱為「局外區

域 J (Goffm帥， 1959 : 134-5) 。
高夫曼認為大部分舞臺表演的進行，表演者都希望將最完美的形象呈現

給觀眾，但是當發生無法預期的突發現象時，表演者必須在行動上加以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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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夫曼提出「印象管理」的方式來因應外在因素對表演的破壞，他在{日常

生活中的自我表演}中曾對此做過深入的探究，分述如下:

(一)第一印象 (first impression)

在白常生活中，人們都清晰地意識到第 印象的重要性。特別是對從事

服務工作的入而言，其工作適應力就取決於他們能否在顧客面前採取主動，

創造良好服務品質的第一印象(Goffm缸， 1959 ; 11)

同理想化( idealization)

有關「理想化」概念的表達，庫利曾經加以證實，他指出 「任何行業

或階層在一定程度上都存在著某種程度的虛飾和偽裝。......不僅在辦學和慈

善事業中存在虛偽的因素，連法律、醫學、教育，甚至科學也不例外......因

為一門學科愈是受人敬重，它就愈可能被門外漢奉若神明J (Cool句，

1922 ; 352-3)

目無意姿態 (unmeant gestures)

任何人在互動情境中，難免會產生許多與表演者原意不相符合的無意姿

態，使得與力圖呈現給觀眾的印象產生矛盾。高夫曼大致將此種隨處可見的

事件分為身體失控、情緒失控及導演失控等三類(Goffman， 1959 : 52)

個神秘it (mystification)

這是指表演者對接觸進行限制，並且保持與觀眾之間的社會距離，由此

使觀眾產生一種畏懼心理。高夫曼認為不論觀眾這種抑制住心理對他們本人

會產生什麼作用，這些心理的確能為表演者提供一些活動餘地，使他不僅能

夠根據自己的意顛創造表演印象，而且能夠為他本人或觀眾的利益發揮一種

保護性或威脅性的作用。正如李灰萊(K 刮目ler) 所言，社會自我就像一枚

硬幣，其一面刻著敬畏，另一面刻著羞愧(Goffman， 1959 ; 73)

個議相( tact)

任何一個前臺或後臺的表演區域，不僅受到表演者的控制，何時也受到

其他人的控制，而後者總是自覺地避開他們沒有受到邀議的區域。例如，當

局外人發現他們準備進入這樣一個區域時，他們經常公開地給與那些已經在

場的表演者一些警告，包括敲門或是咳嗽聲，以便給予室內的人稍做準備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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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同時表現出若無其事的表情，高夫曼稱這種行為是識相的作法

(Goffman , 1959 : 229)

二\互動儀式

高夫曼在深究互動儀式的意涵之前，首先從「角色J (role) 的探討出

發。他認為這儕名詞最早源自人類學家的用法，後來才被社會學者所引用。

它代表一種動態的概念，當人們表現出實際地位的權利與責任峙，便是在表

演某個角色。角色是一種暗喻(metaphor) ，有時候被擴充來說明社會世界

是個舞臺，不僅莎士比亞(W. Shakespeare) 如此，連社會學家亦經常運用

此概念。

雖然角色的意義將隨著審慎地檢視而搖擺不定，但高夫曼將它定義為「在

表演過程中逐漸展開，並在其他場合下也會得到展開或扮演的預先確定的行

為方式J 又可稱為「常規程序J (routine) 0 r社會角色 J (social roles)

則是指扮演與某一特定地位相關聯的種種權利和責任(Goffman， 1959 ;

15-6)。高夫曼的角色分析是嘗試了解值體與被期待行為兩者闊的關係，而

在社會情境中，這些角色期待正如同規則一般地被認為是對角色扮演者的外

在束縛，以及角色扮演者所操控的資源。

按著，高夫曼提出理想角色與實際演出的差距，他以「角色距離 J (role

distance) 一詞加以說明，所謂角色距離係指表演者對其角色的依附程度，並

能暗示出表演者對角色可能有某些不滿或抵觸情緒的行為。他以旋轉木馬為

例，指稱當騎著旋轉木馬的四歲兒童，在他興高采烈地騎了一半時，可能突

然退出遊戲。這雖然反應出他維持角色的能力，但卻只是情緒的反應，缺少

理智判斷與思考，因此不能稱為角色距離。到了七、八歲，兒童不僅能自覺

地抵抗處轉木馬對自己的誘惑，而且發現該種遊戲已不再適合他們的年紀。

因此，他們會帶著厭煩、冷漠的神情進行旋轉木馬的選戲，以顯示一種角色

距離。而十二歲的男孩已經負有一種真正的責任感，他們會避開該種遊戲或

發揮創造性的角色距離來進行遊戲，把它當作是種玩樂(Goffman， 19“
107-8)。由此可知，在角色扮演的過程中，人們對角色的融入程度會隨著情

境或時空的轉變而產生變化，同時也會對互動產生不同的影響。

在整個互動儀式的進行中，高夫曼認為儀式的規則就像是交通、文法或

遊戲規定。也就是說，它們是外在的約束。這種涂爾幹式的觀點最早出現在

他的博士論文中，他在完成博士論文後更明確地表示 r社會秩序如同是一

組調節性的根本規範，就像交通規則一般J (Goffman , 1963 : 8) 。高夫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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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社會規則視為是人類行為的「基本禮法 J (underlying codes) ，包括下列

三種

(→實質性規則與典禮性規則(substantive and ceremonial rules)

高夫曼在〈服從與行為的本質> (The nature of deference and

demeanor) 中將「實質性規刻」描述成引導與自身事物產生重要相闋的行為;

而「典禮性規則」是指引導與本身事物有次級或毫無重要把闋的行為

(Goffman , 1967 : 53-4) 。高夫曼主要興趣是在於後者，區為典禮性規則是

社會世界中的信號工具，它可以維持或損害個人存有的安全，而人們彼此間

的信任則可以構成典禮性規則。

(司對稱性規則與不對稱恨鐵則 (symmetrical and asymmetrical rules)

所謂「對稱性規則」係指與相互其自許相關的規則，而r不對稱規則」是

指彼此間無相互性存在的規則。還常一般的禮節都是屬於棺互位與對稱性，

但章中禮儀則不相同(Goffman， 1967 : 52-3) 。除此之外，師生、主僱、親

子、長幼闊的關係也都屬於不對稱性規則，因為互動雙方的權力有所消長，

並非平行互惠之對待。

出限制性競買自與建續性規IlIJ (regulative and constitutive rules)

語言哲學家塞爾 (Searle， 1969) 曾經提出這種區分以澄清「言談行動理

論 J (speech-act theory) 的意涵。所謂「限制性規貝L 是指在某種環境下，

人們就必須做這件事，亦即應屆應環境脈絡，而「建構性規則」是指主動去

創造環境脈絡。高夫曼認為這兩者之間在實證上是不可分的，因為「描述調

節社會互動的規則即是描述它的結構J (Goffman , 1967 : 144) 。

除此之外，高夫曼針對面對面互動的儀式又提出更為細膩的描述。他舉

例當兩位路人在街頭棺遇時，雙方都短暫地交換彼此的目光，快速地掃視對

方的面部與穿著。而當彼此擦身而過，雙方呂光都會移詞，避免直接注說對

方的眼睛，這種對彼此的尊重即是所稱的「禮貌性疏忽 J (civil inattention)

(Goffman , 1967 ; 1971) 。它不僅是刻意地遺忘別人，表達出對他人在場的

感知，並且退避任何過於唐突的舉動。根據高夫曼對此概念的定義，雖然一

般人對禮貌性疏忽或多或少是無意識的，但它卻對日常生活產生重大影響，

特別是反應現代都會的忙碌生活。透過這項儀式，人們將暗示本身並無意懷

疑他人的意圖、對他人產生敵意或甚至以其他方式來迴避他人。高夫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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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ffman, 1971) 認為了解「禮貌性疏忽」如何在實際生活中發生作用的最

好方法是刻意去違反該種規定，然後觀察它對社會情境所產生的影響 o 舉例

而言，在教室情境中，教師上課時必須不斷地將目光從教室的一端移動至另

一端，亦即用掃視的方法，不將目光刻意停留在某位學生。但是，假如教師

將目光停留在某位學生的眼睛達六至十秒，那麼教師與學生雙方都會覺得不

自在 (Levin ， 1991: 134) 。

然而，在互動情境中並非所有行為都如此循序漸進o 個體為維護雙方交

流的順暢，通常會壓抑內心的真實感受。但是，個體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會被

自己隱藏的情感洪流所淹沒。這縛，他將變得不知所措，無法在當持日常接

觸中維持合適的表演角色，導致所謂的「失態J (flood out) 。例如，個體

突然公闊地爆發出憤怒、恥辱、急躁、厭煩或苦惱，並徹底地改變對社會情

境的態度。高夫曼指出，個體在扮演角色時，通常周圍會維持著一種「框架」

(frame) ，失態將構成一種破壞框架的類型。而隨著緊張程度的上升，失態

的可能性也隨之增寓，一直到達爆發點而變得不可避免。一般而言，身分地

位較高的人為了顧全自身名譽，通常不會承認事情就像表面上看來的那麼簡

單，而會頑強地抵抗各種緊張的壓力。由此可知，類似「區玉的新衣J 的故

事並非只是出於偶然，因為在位者所堅持的是攸關自身名譽成敗的大事

(Goffman, 1961 : 55-6) 。

最後，高夫曼針對互動儀式最精彩的描述莫過於有獨園子情結的分析。

他是西方首位系統性探討面子的社會學者，他在(論面子功夫> (On

face-work) 中，從戲劇論觀點來探討面子行為的社會關係。他指出面子乃是

社會互動行為中的儀式化表現。易言之，社會互動必須依賴規範才得以進行，

面子概念即代表個人行為如何符合特定社會燒範B 以及藉此所獲得的社會支

持(朱瑞玲，民77: 頁239 )。

至於高夫曼對面子的定義，他認為面子是在某一特定的人際脈絡中，個

人自於他人對其作為之肯定，所獲取的正面社會價值，也是個人對於白身擁

有的社會贊許屬性的意象(Goffman， 1967 : 5) 。一個人要被稱為「有」

(have) 面子或「維護 J (maintain) 面子是指他能有效地表現內外一致的

意象，而這種意象能得到其他參與者的支持及認同。這時，個人的面子很明

顯地並不是落實在身體上，而是散布在日常接觸的事件流程中( Goffman ,

1967 : 6-7) 。高夫曼認為面子功夫具有兩種基本形式

(一)迴邂逅程 (The avoidance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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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防止對圈子產生威脅的最佳方式。在許多社會中，為了避免傷害甚至

子，往往高請中間人來試探對方意圖;同樣地，若欲回絕對方請託詩也應謹

慎語詞，故做含章盾。高夫曼認為，中國人這種刻意的含混用語，往往使西方

人弄不清真正的意思，但中國人郤又認為西方人太過直接而無禮 o 此外，請

託別人居中協調時也應以冠冕堂皇的理由，以免太過唐突( Goffm缸，

1967 : 15-7) 。

口改正過程 (The corrective process)

當參與者在互動中無法防止與社會價值不符合的事件發生時，這種事件

將很難加以掩飾。參與者可能將它當成是意外事件，並且試圖加以改正o 在

這種情況中，其他參與者將發現自己處於儀式失衡或不名譽的狀態中，並設

法重新建立一個令人滿意的儀式狀態。因為，任何人的面子都是神聖的事物，

所維持的秩序亦是一種嚴肅約儀式。當一個人丟了頭子後，為了要恢復原先

的儀式均衡狀態，必須運用方法挽白面子(Goffman， 1967 :妙-23 )。

統括來說，高夫曼戲劇論著重表演技巧與儀式規範的探討，雖然概念之

闊的統整性仍有所不足， m憑藉豐富的俱i證及細膩的分析，已經充分詮釋面

對茵互動的重要內涵，對人類行為的探索與社會科學的發展貢獻良多。雖然

高夫曼並未宣接闡述他的教育思想，陳於教育的觀點也僅有零星敘述，但他

所提出的互動秩序卻仍可尋繹其中所隱含之教育蘊義。特別是表演區域、印

象管理、面子功夫等重要概念，已成為分析教育活動的社會學架構。因此，

下文將依前述的重要概念，探討高夫曼互動秩序理論對教育活動的啟示與激

義。

學、吉夫是戲劇論的裁軍蘊義

戲劇論分析認為人生宛如一場表演，它運用許多戲劇名詩與觀點來詮釋

生活中的事物。不論是社會事件、厲體過程及人際關係都可以運用戲劇論的

觀點獲致深入理解。而人們總是在扮演各種角色，有人在學校中可能扮演教

師的角色，回到家中卻變成慈詳的父親，在朋友面前可能是一位好夥伴。無

論如何，人們必須隨著情境轉變而選擇適當角色，根據不同劇本來調整自身

的角色期待，成功地完成角色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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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印象管理與學校教育

在社會交往中，個體必須對印象管理的技巧成熟練達，才能創造有利的

情境定義。然而，當人們將本身的形象呈現在他人面前，往往會遭遇突如其

來的干擾與破壞，造成種種錯誤的認知。同樣地，學校是教育的舞臺'校長、

教師、學生及其他學校成員都依照規範而扮演不同的角色，他們必須隨持控

制本身的行為才能創造完美的學校形象。學校形象的塑造關係教育活動能否

順利推展，區為任何不經意的措施都可能造成外界對學校活動的誤解，進而

阻礙校務實施。

H教育前臺的整飾

儘管欺騙他人的道德爭議尚未產生定論，但刻意對自身形象的管理似乎

已成為現代人生活的主要方針之一。當菜個團體正努力營造與事實不符的前

臺形象詩，便牽涉到不真誠與利用的問題。當大眾不了解學校運作的真實情

形時，便容易受到學校前臺形象所蒙蔽 o 再者，由於學校本身是一個龐大複

雜、人口眾多、專業性且遠離公眾的組織，因此較不易受到一般人的侵入與

平擾。有關教育前臺的整飾，將分成學校與教師兩方面來探討，因為地位高

者通常比地位低者更需要依靠前臺行為來塑造形象。

1 學校前臺

有關學校前畫的建立，首先必須考量 γ第一印象」的重要性。通常學校

必須藉助環境來凸顯本身給大眾的第一印象，包括校門、教室長廊、前庭佈

置、辦公室氣氛等。校長在學校接見訪客時，通常會坐在長形辦公桌，後面

是排置整齊的書籍、文件與獎盃'並且表現出本身的專業修養與行政歷鍊，

似乎整個校務都在掌握之中。在這種情況下，校長顯然比家長較佔優勢，因

為他所營造的第一印象宛若神聖的人格，任何人不得加以輕視或褻潰。

另外，學校每年所舉辦的教學參觀白、母姊會或是家長會，教師與學生

都必須事前詳細準備，以便將最完美的事務呈現給來訪貴賓。劇班成員會將

平時的缺點及紀律問題加以隱繭，表現理懇的前臺印象，以獲得訪客的誇讚

與稱許。再者，學校為了維持適當門面，通常會在草地旁邊豎立「禁止踐踏」

的標誌'以維護代表門面的綠地;垃圾場也會安排在學校後函，避免破壞學

校形象。當然，學校重視門面不僅是為提供一個教育機構所應具備的前臺，

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幫助教師建立專業形象。由此可知，學校前臺與形象維

護有極為密切的關係。不論校長、教師或學生都應謹言慎行，配合環境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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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的支持，共同建立完美的教育前臺。

2 教師前臺

由於社會對教師的期許比從事其他職業的人要來得寓，因此教師的角色

要求也較受關注。教師為維護本身專業形象，這常會盡力隱藏不適當的後臺

行為。他們有時候會維持一種封閉式的教室管理策略，並且拒絕和未事先預

約的家長見面; f也們也可能事先與家長約好固定持間與地點，以兔子擾後臺

活動的進行。此外，督學或教育主管機構官員若未經通知而突然造訪，將會

被認為是一種侵犯後臺的唐突舉動。儘管學校教師努力隱藏後臺行為以維持

學校的形象，但仍有可能因為外人馬入而遭到破壞，例如家長突然到辦公室

找導師、督學未先知會而到校觀察。

教師通常會運用高夫曼的印象管理技巧來塑造完美的前臺行為，包括:

(1)第一印象:由於人們經常會受到第一印象的影響，因此初任教職的教師往

往會在新班學生面前刻意將自己塑造成權威的管理者，以便於日後的教室經

營。至於在其他教師面前，新任教師也會表現出無比的教育熱忱與專業態度，

希冀將自己塑造成教育界的生力軍。 (2)理想化:任何人都希望自己的表演達

到理懇標準'他們可能會運用偽裝及欺騙的手段，將不合情境的行為加以隱

藏 o 伺樣地，教師為維護本身的職業前臺'必須謹慎地控制後臺行為。他們

必須在學生進辦公室之前把翹在桌上的二郎腿放下;或是把先前愉悅的面容

變成嚴肅的面孔，以便維護教師的尊嚴 o 這就是為什麼教師休息室的地點必

須與學生活動場所遠離的原因。(3)無意姿態 任何表演者在互動情境中難免

會產生無意識失誤，包括身體失控、情緒失常及意外事件。教師在面對這種

不自覺的表演失誤時，應保持鎮靜以平常心待之。例如，教師在課堂講述課

文內容詩，突然打噴嚷或咳嗽，這時教師應隨手拿起手帕擦拭，並立刻繼續

講述，絲毫不受無意姿態的影響。 (4)神秘化﹒這是指表演者與觀眾之間的社

會距離，使表演者籠罩在儀式及人為神秘氣氛中。教師會運用神秘的方式把

自己塑造成學生心中的偶像，如同聖殿般的不可侵犯。例如教師不顧意透露

本身的背景資料、或是故意在學生面前與其他教師秘密交談。 (5)識相 教師

本身是劇班成員之一，維繫著劇班形象的完美演出。當某位教師犯錯時，其

他教師並不會當場糾正他的錯誤，而會識相地在事後給與建議。如果其他教

翱貿然給予指正，不僅會使當事者難堪，同時也會破壞學生心目中教師的完

美形象。

總之，教師不僅要表現出專業的前臺形象，同時也必須注意本身的後臺

行為，因為兩者間的配合往往是決定個人形象成功與否的關鍵。正如同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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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花費時間與精力去創造完美的前臺，教師也必須努力維持自己的形象，

以獲得學生與家長的重視與信任 o 這些都是整飾前臺形象的策略，與整體教

育工作的推展有密切關係 e

同教室管理的技巧

1.接納學生的後臺行為

在學校或教育機構的正式情境中，學生多多少少必須遵循學校規範，但

同時學校也提供許多從事非正式活動的區域，範聞從下課時間運動場的個別

活動到上課時問教師轉身寫黑板都是。當學生在學校各種情境中來回的移動

時，他們的行為也在尊敬及汗蔑不同的兩端之中搖擺不定。這種搖擺不定雖

可說是是學生人格不一致的表徵，但卻是針對不同情境的角色期待所進行的

表演。

學生認為教師應禁止告密同學的舉止，教師不應突然出其不備地出現在

學生面前，他們應該事先給予警告。學生也認為教師不應偷聽他們講話，同

時也不可以強迫學生洩露危害本身或其他同儕的秘密。最後，教師也不得跟

蹤學生放學後的去處。雖然學生可以隨時觀察教師的表現，但郤也必須接受

教師的檢查。他們害怕教師進入後臺區域，發現違反規定或不良的行為舉止。

例如，教師有資格命令學生將抽屜、書包或嘴巴內的物品拿出來以便接受檢

查。

綜言之，後憂行為既是學生學校生活中不可避免的非理性狀態，教師便

應以平常心待之。切不可隨意假設學生的後臺行為，或是對學生私底下行為

吹毛求疵，以免侵犯學生的私人空間，造成學生心理上刻意的迴避，如此將

破壞正常師生關係。

2 維護學生的前臺形象

理想化的前臺形象是表演者所追求的目標。學生在學校生活中雖然處於

被控制者的地位，但他們同樣也重視本身的前臺形象。因為完美的形象不僅

有助於人際關係的拓展，同詩也會對個人成就表現有正面影響。教師在運用

斑紋管理的技巧中，必須了解前臺行為對學生的重要性。舉例言之，在學校

閱放參觀臼當天，學校環境都打掃的特別整齊清潔，而教師與學生的穿著也

較為正式。教師在家長面前可能會問全名稱呼學生，而不若以往在教室中只

用名字或綽號。學生也會識相地配合教師的要求，他們可能會表現出完全沉

醉於教師的講述中，絲毫沒有任何分心的舉動。

另外，教師為維護學生的的臺形象，應採取「獎善於前堂，規過於後室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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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做法(黃光明，民78 頁的。因為學生也希望在同儕面前塑造完美的前

臺意象，教師若能在全班同學面前主動嘉許學生的優異表現，對學生所犯的

過錯採取私下處理的方式，相信不僅能獲得相同的管教效果，更可以避免傷

害學生的自尊心。

總之，教師應調整過去對學生角色的定位，主動考量學生的心理需求，

配合適當的管理技巧，以發揮維護學生形象的正函效果。當然，教師在維護

學生的前臺形象時，也必須對學生的不良行為加以糾正，以免適得其反。

3.重視潛在課程的影響

「潛在課程J (hidden curriculum) 是課程模式的重要概念之一，該名

詞最早是由傑克森(Jackson , 1968) 所提出，係指學生在學校正式課程安排

以外所學習到的經驗。對學校而言，它的主要任務是傳遞文化價值、培養五

育均衡發展的不一代。而學校教育目標的達成主要是透過學校正式課程及活

動安排，循序漸進地完成目標。然而，在傳遞的過程中，學生往往會在無意

間受到正式課程以外事物的潛移默化，對身心發展的影響遠甚於正式課程。

以學校而言，學生的行為有前臺、後臺的~耳目。同樣地，教師的行為也

有前臺及後萎的差異，如果教師的前臺行為是鸝於事先計童的正式課程，而

教師約後臺行為則屬於非正式的潛在課程。無可否認的，潛在課程對學生的

影響往往超越正式課程的安排，包括教師的價值觀念、對學生約期望及日常

的言行舉止等。一般學生(特別是國小學生)通常未能適當地區別能臺與後

臺行為，將教師的一舉一動都視為學習約楷模與標準。因此，雖然教師在學

校生活中亦享有舒展後臺行為的權利，但卻應顧及對學生所造成的不良影響。

如果教師的後臺行為明顯與前臺舉止產生衝突，那麼將嚴主主破壞教師的專業

形象，如此欲春風化雨就難矣!

二\學校教育的主動儀式

互動是一種基本社會過程，它的發生至少需要兩個人的參與。人們可以

透過互動行為來傳達信息。而無論是教師與學生闊的溝通行為，學生與教師

或其他學生之闊的訊息交換，都是透過互動來開展。教室中的互動不僅可以

幫助達成教育目標，也可以做為教師與學生了解個人及社會目標的機制。在

正式探討師生間的互動儀式之前，必須先釐清教師與學生角色的定位，特別

是角色距離的教育蘊義。如此才能了解角色義務與角色表演的關係，進而剖

析師生互動儀式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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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角色距離的教育意漓

角色距離意涵個人未嚴肅地看待角色或全心地扮演，以致於在自我與茱

種角色之筒產生心理距離。個人在這種情況下所表琨出來的舉止通常是冷漠

地順從，或是僅符合角色扮演的最低要求。舉例而言，對受教或學習毫無興

趣的學生，在班上所表現出來的舉動正可反應出學生角色與本身興趣之間的

鴻溝。他們或許會趁上課戀情聊天、塗鴉、發呆，甚至打瞌睡。這些行為都

顯示角色規定活動與個人角色行為之間存在著相當距離。

對學生而言，角色距離並非僅代表與角色規範的脫離，它是同化各種角

色的權宣措施，也是個人適應角色要求的彈性方式。然而，由於角色表演受

到人格區素與社會結構的限制，任何人都不可能有棺同的水準與表現。學生

在學校生活的表現亦是如此，他們在社會化的過程中，必須先去除原先的自

我，學習面對全新的角色期望。或許有時候會出現角色破裂與角色距離的情

形，但這正意謂著學生的挫折與成長，他們終究能將扮演的角色同化，成為

自我的一部分。正如同高夫曼在{日常接觸} (Encounters) 中指出 「人

們扮演角色就如同真正擁有角色 J • (Goffman , 1961 : 86) 。學生在開始可能

只是扮演角色，但是他們所戴的面具總有一天會成為真正的白我，亦即學生

終究可以變成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口師生闊的互動競則

教師與學生之間由於地位與權力的差異，分別代表不同的團體意象。前

者是成入社會的權威象徵'亦是班級中管理體系的制定者;而後者主要扮演

學習者的角色，他們的課業、行為、服裝、態度及其他生活習慣必須接受教

師的監督與控制。因此，師生闊的互動是屬於「不對稱性規則 J 亦即彼此

問並非平行互惠的對等交往，而是以教師為互動的主導地位，學生則多數處

於被動的位置。

師生互動的形式主要是以「不對稱性規則」為模式。試以國中為例，上

課鐘響後，學生必須比教師先進教室，並且保持安靜;任課教師進入教室後，

學生必須全體起立向教師問好;學生進入教師辦公室應先喊報告;學生與教

師談話必須抬頭挺胸，雙目良注視教師;學生在校園中遇見教師必須問好，班

級幹部必須隨時傳達教師的命令，執行教師所交付的任務，教師有權力對特

定學生施以獎懲。根據上述互動情形，教師很明顯地處於主動交往的位置，

甚至偶爾會產生侵犯與違背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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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闊的互動除了「不對稱性規則」的約束外，還受到 r禮貌性疏忽」

的影響。教師與學生的互動行為中，必須顧及彼此的尊重，避免表現出過於

唐突或刻意遺忘的舉動。這種看似微不足道的儀式對學校生活足以產生重大

影響，特別是當師生彼此短暫接觸。舉例而言，教師在課堂上講述時必須平

均地將自光分配到所有學生，表現出對每位學生的重視。但是，如果教師刻

意將目光停留在某位學生身上，不僅違反互動儀式的禮貌佐疏忽，同詩也會

造成他人的懷疑與迴避，甚至產生不必要的誤會。

近年來校園暴力事件頻傳，除了學生之間的糾紛外，師生闊的街突也日

趨嚴重。由於教師代表教育的專業權威，不容受到學生的挑戰與侵犯，再加

上面子問題作祟，往往使學生處於極為不利的情勢。教師通常會運用面子功

夫的「改正過程 J 來處理學生冒犯師長的行為，他們首先會向學生故示堅強，

並要求學生承認錯誤。更嚴重的則訴諸全校師生約制裁，給與記過或閱除。

而學生在面對教師的制裁時，除了要承諾以後不再犯錯或將功折罪，同時也

要特別感謝教師的寬宏大量。這種做法雖然能暫時保住教師的權威，但是卻

對學生產生不良的示範作用。教師在顧及本身的師進尊嚴時，也須站在學生

的立場加以考量，改以專業權威來代替傳統權威的壓迫，擺脫面子的情結。

己親師溝通的菌子問題

親師溝通原是一種深度的實質互動，有助於發現教育問題的背後癥結，

引領教師與家長共同尋求解決的策略。然而，由於中國人的面子情結作祟，

家長與教師雙方往往礙於本身的地位與聲譽，無法真正建立溝通的橋樑。舉

例言之，當導師在家長面前陳述或抱怨其子女的問題行為縛，家長經常是手

足無措，不知如何是好。有的家長猛向教師道歉;但也有惱羞成怒，認為學

生本身要為偏差行為負責，甚至認為那是學校的責任。上述親師溝通的不良

結果主要是受到愛茁子的影響，多數家長經常礙於中國人貫有的面子情結，

很難理智冷靜地與教師共同剖析事情的原出及問題行為的來龍去脈，尋求可

行的策略與方法，輔導學生渡過難關。

事實上，只要家長能站在尊叢及肯定的立場，主動與教師聯繫溝通，並

徹底去除中國人的頭子情結，相信親師的溝通將有助於教育工作的推展。此

外，為人師表也常常礙於本身的面子情結，沈浸於家長的讚美與稱許，西而

無法平心靜氣地處理學生的偏差行為。導致親自市溝通大多止於浮面的了解與

判斷，無法深入探究筒題的本質。據此，親師之間的溝通原本是件令人愉悅

的事，如果雙方能交換本身的心得，將有助於教育工作的順利推展。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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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彼此產生誤解與衝突，反而會造成親師闊的困擾，連學生也一併受到影

響。

綜觀上述對教育的啟示，高夫曼的戲t討論一方面澄清教師與學生的角色

分襟，另一方面也剖析教育活動的儀式表演。更重要的是，高夫曼提出的核

心概念已經深入教室互動的本質，重新提醒人們正視師生哥哥係的權力問題。

特別是前臺行為、印象管理、面子功夫、角色距離等概念，細膩地描繪教師

與學生不為外人道的心態與做法，使平時較不為人們所關注的互動規則得以

受到三重視。然而，許多學者仍質疑高夫曼戲劇論在日常生活分析上的應用性。

因為把人生比喻成戲劇已事先決定每個人都必須表演，不論在臺前或主主後都

有一定的壓力，迫使自己整飾原先的門面，營造出符合情境定義的良好形象。

其實，人生並非只是一場場的表演，其中還包含許多「非表演性 J (nonper

formatively) 的日常生活經驗，高夫曼似乎過度類比表演的概念，忽略互動

中的平常面向(Messing位 et aI., 1962 : 98-9) 。在{社會現實的戲劇〉

( The Drama of Social Reality) 中，李曼與史考特(Lyman & Scott,1975

)也同樣表達出本身對戲劇論的憂慮。他們不僅將戲劇當成是一種暗喻，

更強烈地認為「生活實際上就是戲劇J (life really is theatre) ，總之，儘

管我們在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都遵循著劇本，但不可否認的是，人生僅只於

像齣戲劇，並非完全與戲劇的本質相同。由此可知，高夫妻戲劇論的分析模

式雖然充滿豐富的觀察與葾像，對人類行為發展過程的認識有重大貢獻，但

它卻無法考量主體對世界的看法，不管演員對自己演出的信念為何，這種模

式的焦點都 律環繞在印象管理，根本迴避演員自身主觀的想法，也難怪高

夫曼的戲劇論被批評過份引申舞臺的概念，缺少對主體內心感受的陳述，這

是運用IU學校教育的詮釋待所必須特別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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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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