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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思維歷程還觀教學聽理:

杜威《思鱷繡》方法論之能釋

林逢祺

摘要

本文主旨在於衍釋杜威(思維吾fcD 一書的思維方法論，並探究其;在教學原理

上的意蘊。全艾先以思維動力、思維態度及思維方法等三倍向度，來解析〈思維

術〉所提倡的反省思品在次就反省思維與教學的關係作系統闡釋，說胡杜威心中

的理想教學，至少應包括主動性、目標性、完整性和繼衛生等四項特質，最後，

對《思維吾fc玲的方法論提出批判性的反省，指出以科學方法為典範的反省思品佳，

並非杜威心中唯一有價值的思維，必須輔以經驗方法及人文思維，方能觀照生命

全貌，保全人類安居的住所。

關鍵字:教學原理、反省思維、科學方法、經驗方法、杜威

本文作者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車副教授

電子郵件為 t04037@cc.ntnu.e吐u.tw

投稿日期: 2002 年 10 月 31 日，採用日朔: 2003 年 2 月 14 日



2 Ferng-Chyi Lin Investigating Principles ofTeaching 3

Bulletin ofEducational Research

March , 2003 , Vol. 49 No.1 pp.1-29

Investigating Principles of Teaching fro臨 the

Perspective of τhinkingProcesses :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Methodology

Highlighted in John Dew呵's How We Th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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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τhe main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illustrate John Dewey's methodology of

reflective thinking highlighted in How 即 Think (1933), an丘 thereby investigate i扭

implications for principles of teaching. Firstly,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content of

reflective thinkin皂， from three angles: incentives of thinking, attitudes towar凸出inking，

and methods of thinking. Secondly, the author systematically describes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reflective thinking and teaching. He points out that in Dewey's mind, an ideal

model of teaching should at least include four attributes: being positive, p世

pose-oriented, complete, and continuous. Lastly, the author offers a critical reflection

on Dewey's thinking me出odology. He concludes that reflective thinking based on

scientific metho甚 is not the only thinking model that Dewey takes to be valuable. I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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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y when we can utilize scientific thinking as well as humanistic thinking that we can

comprehend the whole picture oflife and safeguard 0回 dwelling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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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富商 言

教學的成敗在於是否能夠引發，有效學習，而學習成效的關鍵，叉在學習活動

中學習者表現出的思維品質 c 所以，透過思維歷程的分析，來反省教學活動，特

別可以閻幽發微，洞視教學所以成和所以敗的理由。杜威: (John Dewey,1859-1952)

是近代哲學家中把這一道理看得非常透徹的一位，而他對民思維的分析，方法嚴

謹、體系完整，對於教學如何掌握思維的特性以成就優質學習，亦見深入析論。

杜威右路思維與教學方面的思想，充分地展現在他的名著〈思維術> (How 即

刃link) ( De"旬， 1933)一書中。該書不僅從事教育活動的人應該加以透徹研究、

大力闇揚，一般的研究工作者(或者所有歸心思維成效的人) ，亦可從中汲取無數

教益。

本文的目的即在衍釋杜威〈思維術〉一書中的恩怨，解析知識賴以建立的思

維歷程(包括思品佳的動力、思維的態度及思維的方法) ，立在就思品住歷程與教學方法

之間的關係作系統闡述，期盼由此同步廓清思涼鞋方法和教學原理的部分根抵。最

後，則對《思維掉了》提出若干反省，指出其米深入觸及的思維向度，並輔以杜威

的其他相關著作加以、補充說明，以求對杜威思想有一較為完整而謹嚴的認識。

貳、思維動力

杜威稱理想的思維為反省思維 (refl叫ive thinking) ，認為反省思維並非在心

中候忽閃現、隨即消逝、雜亂無章的f意識流J '亦非不切賞際的空泛「想像J '

也不同於未經驗證， Jl IJ率爾採納的「信念泣。反省思維是心智產生困惑，決心面對

疑難，並採取行動解決問題的過程及產物。明白地說，有疑難才要反覆忠、維。反

省、思維的活動以解決疑難為目的，有其方向性，所以不是紊亂的意識流，因為必

須解決實際的問題，所以也不能停留於空泛的「想像J' 或是任性獨斷的「信念J '

惟有踏實探究，收集充足的事實和證據，才能得到有效的解答。簡單地說，當一

個人避免不了問題時，就無法不思考，而在杜威的心目中，所謂反省思維，大體

而言就是接受現實考驗，面對問題，並解決椅題的過程及結果。

以杜威對反省思維的界定來檢視教育活動，我們可以發現許多教材的編寫，

往往側重問題答案的呈現，不強調問題本身如何形成、不管求得解答的過程、不

顧不伺解答的可能性。總之就是以成人的思考終點，作為兒童的學讀起點。這種

教材配合上只重考甜諜的教學，產生大家憂心的兩個問題。第 ，學習流於刻

板的記憶，毫無理解。第二，學生失去對知識的熱情，患了「厭知症」。換言之，

重結論而不重問題意識的教學，不僅忽視了學生的思品屋訓練，也使他們對知識產

生疏離感。誠如哥華爾(J. S. Mill, 1806-1873) 所言，未經辯護、考驗的信念，必將

失去信仰者的支持熱情。彌爾指出 (Mill， 1962: 169-181)' 小教派的成員比大教派

的成員更熱情擁護教條的敏因，在於大教派的信條大多被認定為不可動搖的結

論，外來的挑戰不多，成員的思品僅因此陷入半睡眠的狀態，反觀小教派為了生存、

立足，需要不斷地宣揚、辯護自己的中心思想，不但在思維上較為警覺活躍，對

教條的認同感也因此趨於強烈。所以教材的編寫和教學的設計，應當善用思維約

這種「向問題佐 J' 使學習過程成為發琨問題、提出問題、尋求解答、考驗解答、

求得解答、獲取知識並熱愛知識的動態歷程。盒，學習者體認到知識實際上是解決

問題的工具縛，便會感覺到學習知識的意義，並深刻認識思維和知識的關係 c

現在我們了解到真正的知識是思品佳及驗證過程的產物，而 I思維的發生則又與

問題意識，以及解決問題的街動和必要性息息相關。獨題意識的敏銳度深受思品畫

成熟度的影響。思維成熟度會因思維對象而變化，例如在某一事上百思不得其解

的人，在另一事上卻可能一就而成，其間差別往往在於背景知識。缺乏背景知識

就難以深入把握問題，也因此無法對事物產生有效的思維活動。故而充實學生背

景知識，乃是教學引發有效思維的必要條件;相對的，傳授過度艱深的內容，要

毫無基礎的學生運用思維，必然無效。

然而，是不是具備背景知識，就能產生震活而有效的思緝令就會有較敏銳的

問題意識呢?對杜威而言，這兩個問題的答案似乎都是否定的。如前所述，杜威

認為思維的反省性或批判性，來自於解決筒題或克服困難的需要。因為有解決問

題的需要，思維才活動起來，河時「必須」系統化、客觀化，不能流於雜亂的聯

想或情感用事，否則遠不到目的。有的學生在學習了那麼多科目，接觸了那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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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和知識之後，仍然在思維上，顯出紊亂和呆板的現象，造成這種結果的可

能原因之一，就是教育者將學生和現實生活分隔開來。父母和老師只要孩子把書

守良好，怕生活現實干擾他們的功課，要他們生活在一種「沒有問題J' 或者遇

到問題總是由別人來處理的環境中。於是他們變得只需要記憶，不需要思考，即

使思考，也沒有現實的嚴格考驗，完全失去反省思維的機會。結果，書愈唸愈呆

板，學位愈筒，可能偏見也愈深。如果學習的主主要目的是如杜威所說的?學習如

何思維 J' 而不只是訊息的積累，那麼正確的教崇策略，似乎應該是為學生「找麻

煩 J' 創造學生面對問題及解決問題的情境，而不是把他們的問題都鑽到我們的身

上來， u月他們失去思品陸的意念。

生活中常有困難和疑問，站在教育的立場，千萬不能將學習者和生活瑰寶隔

離。但是這並不是說，疑難只植根於生活。疑難的來源，不只在生活上，也可能

是基於好奇、驚異。換句話說，有的問題是「自找」來的，而且解決這種問題的

需求，有時比解決生活疑難更為熱切。坐在蘋果樹下，看到掉落的蘋果，可能是

許多人都有的經驗。但對多數人而言，這個經驗帶來的感覺可能只是覺得自然、

巧合或者滑稽，並沒有什麼有待解決的問題。牛頓(1. Newton, 17日 -1776 )卻不

同，這個經驗為他帶來了一個糾纏許久的問題﹒為什麼蘋果是向下墜落，而不是

往別的方向飛去呢?解決這個問題的渴求，促使牛頓展開一連串的思維和驗證活

動，最終提出著名的萬有引力理論。所以'解決問題的熱力，可能來自外在的生

活需要，也可能來自內在的好奇心一一內外在的動力是思維活動的兩大根本力

量。

至於思品佳皇宮J力是tzDl"!i戚弱或消失的呢?這涂了與實際生活脫節有關，與好奇

心、被摩抑也脫不了干係。好奇心是經驗擴展的基本要素，也是反省思維之「機」。

杜威 (Dewey， 1933: 36-39) 將好奇心分為三倍層次。首先是生物生的層次。這種

好奇是所有生命力充沛的蒙住動物都有的特質。嬰兒開始能夠行走和把握物件

時，會翻動、查看、啃咬、拉扯物品，對他而言，每樣事物都新奇，都可以花

上大半天的功夫去試探、玩耍以求熟悉，而有經驗的成人便是利用幼兒這種好奇

心，教會他們認識事物並建立起必要的習慣。出這點，我們也可以看出健康與

嬰幼兒的智能發展確賞密切相關。健康不住，好奇的生命(或生物性)動力便會

大為降低，連帶影響教育的可能性。

好奇心的第三個層次是社會性的展現。兒童在成長的過程中，逐漸感受到許

多事情的背後，似乎都有其廣闊的意義，而且也了解到成人是這些意義的主要解

說者，於是和成人相處時，常常熱情地提出各式各樣的問題，例如，r人為什麼只

有兩條腿? J r牛會說話嗎? J r 魚為什麼不會溺水? J 等等。這些問題的提出，

往往表示兒童漸:漸懂得運用社會資源來擴展自己對外在世界的認識。所以，兒童

社會認係的質與量，對其好奇心之發展和滿足絕對有莫大的影響。

好奇心的第三個層次超越生物性和社會性，昇華為一種親自尋求解答的近似

「理智」行為。杜威認為，在「社會性」的層次中，兒叢的興趣往往只是提出問

題，並不特別注意問題的解答，也沒有確定的中心議題，所以問題雖然一個接著

一個提出，卻沒有連貫性，無法表現出對事物之整體理解的企圖，或者徹底解

答一個問題的決心。到了「理智性」層次，兒童的好奇有了自標，是針對特定問

題求取解答的思維和驗證的過程。在這過程中因為思維賞注在一個目標，所以能

在流暢中展現出客觀、連貫、有序和方向一致等等理智性的特質。換句話說，理

智性的好奇表現在思維上時，具有「變化中的統一九。

教育的主要任務之一，乃在於啟發兒童心靈之中的這種理智性好奇。杜威認

為要發展這種好奇，教育者必須放棄獨斷的習慣。成人的獨斷，使兒童覺得一切

都是閱定的，沒有什麼有待發現或探討的事物。不過教育者的獨斷，往往不是刻

意為之，而是習性造成的。杜威認為 (Dewey， 1933: 60-61 )教師的教學習性中，

有三種特別需要改進第一是「以己度人」的習性，那只接受、鼓勵和自己思維

模式一致的學生，不一致的，往往受到輕視或誤解;第二是過度倚賴個人的影響

力來刺激學生的學習興趣，忽視教材的本質價值，使得學生與教師的關係取代了

學生與教材的聯繫，造成學生對教材漠不關心，只重教師態度的惡果可。第三是「襟

1 英圓哲學家皮德思(R. S. Peters) 認為 (Peters ， 1970: 51-52)' 教材是人類社會客觀

而共享的文化精華，也是教者與學習者賴以立足的「神聖基礎 J (the holy ground) 。

將教育視為教者依循自我理念「彤塑J 學習者的歷程，或是教者依學習者的性向協

劫學習者「生長」的活動，都有所偏。兩者的偏失，都在忽略教育乃是教師引導學

生探索、熟悉、欣賞、運用、修正及強化人類之「神聖基礎」的歷程。杜威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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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教師化J '換句話說，向題解答對與銬，完全取決於教師個人的好惡而非客觀的

標準，c這是正確的鳴。」和「這樣由答老師會滿意嗎? J 變成是同一問題，嚴重

影響學生獨立判斷力的發展。以上三種教學習性，都可視為獨斷的表現，傾向於

壓抑理智性的好奇，應當加以排除。

除了教師的教學習性之外，另個影響理智性好奇發展的區素是傳統式的學

校教育成規。杜威指出傳統學校教育過於強調紀律和秩序，對學生應用近乎軍事

化的規訓，一切在整齊劃一的呆板模式下進行。在這種學校中，教科書被認為是

唯一有益的讀物，其他書籍的研讀全在禁止之列，河時，教法講究固定模式，排

斥自然、新奇或者富變化的教學活動。這種教育雖然能夠成功地建立起學生的機

械習慣，卻犧牲了創新的精神和進取的活力。相對的，新式教育中純以新奇為目

的的教學活動，在杜威的看法裡，也無益;於理智性好奇的發展。新奇只是引發觀

察和探索的誘因，不能為了新奇而新奇，使得教學和學習淪為毫無知識累積作用

的膚淺嬉戲。此外，杜威發現一般學校裡的學習活動， a幸間往往過於短促，使得

活動不能徹底展開，造成學生的思維歷程殘缺不全，不但無法得到順理成章的結

論，也破壞良好思維習貫的建立。

總而言之，杜威認為 (Dewey， 1933: 40) 教帥的任務在於提供材料和條件，

使學生的生物做好奇趨向有目的、有結果、能增長知識的理智健探究，並誘導、

轉化社會性的探索興趣，使其成為解答問題時虛心蒐集資訊的能力。

參、思鱷態度

如前所述，好奇心及解決問題的需求，乃是反省思維的兩大動力。但是強勁

的思維動力，還要配合良好的思維態度，才能得到周全的思維成果。所謂思

態度，可以說是思品維住習笠的外在表現。#杜土威騙豆認z娟為 (De閃、w問吋e叮y旦 1933: 22-23) ，不論教育

者是否刻意培養，兒童都會逐漸形成特定的思維習性或者表現出特殊的思維態

度，因為思維態度影響間佳品質，所以，教育者實在不可不慎。偏差的思維態度，

所說的教學弊端，與皮德忠、所說的「雕塑J 式教育的毛病，頗可相互詮釋。

不僅使思想無法擺脫本能、欲望、慣性和奴性的控制，限制思維發展的廣度，同

時還會使思維向錯誤的方向發展，產生偏差的觀念，對人的危害和控制力有時更

甚於迷信。

人類偏差的思品世態度有許多，杜威特別引用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

的偶像理論來說明人類幾個典型的思品屋偏差傾向。培根(Ulich， 1957: 310-311) 以

「偶像 J (idols) 作為人類思維偏執的象徵，因為人類面對偶像時，往往盲目、

執著、情緒化而不顧切。培根舉述的思維偶像共有四者，分別為「種族偶像」

( idols of the race) 、「市場偶像一( idols of the market) 、「 j同穴偶像J ( idols of the

cave) 和「劇場偶像J (idols of the theatre) 。所謂「種族偶像 J '是指人類族群共

逅的思維弊端。例如，世入總是以自我族類的立場出發來看待世界，並以為自己

所見所閣，就是真實的，忽路其中可能潛藏本族中心的偏差。古希臘哲學家賽諾

芬尼 (Xenophane ofColophon, 570-475 BC) 就會嘲諷地說 (Russ句， 1995: 920)

如果馬會繪畫，那麼馬畫的神，一定和馬兒沒什麼兩樣。這裡賽諾芬尼講的顯然

也是本族中心的謬誤。其次，所謂「市場偶像」是指人類易受語言迷障影響而看

不清或扭曲事實真相。市場等公眾場域是人類散布耳語的常見場所;而人類接收

耳語時，往往不經查議JlIJ輕信，並且以訛傳訛。原本語言是陷於描述或傳遞事實

的工具，但卻常常成了誤解或假象的來源，根本理由之 ，即在人類容易不經心

地把語言所傳達的，視為主其實本身。持者，所謂「洞穴偶像」意指一般人坐井觀

天，目光狹隘的狀況。這個偶像倍喻白柏拉國「理想國」裡的洞穴寓言。在洞穴

寓言中，把校蠻 (Lee， 1987: 514a-517e) 把人描述成終生被囚禁在地下洞穴的囚

徒，身子被銬在牆上無法轉動，竟臼所見只是各種物體經過洞穴上方通道時，經

由火光倒映在牆上的影子。在所有囚徒當中，有人生性聰敏，善於辨識或預測出

現也牆上的影子，不過他們再怎麼精明，頂多也只是比較懂得看「影子」罷了。

另外， fI倒更有人幸運地解開車車銬，有機會挪動身子，初時必定感覺極度痛苦不適，

等他走到j向外，接觸陽光普照下萬事萬物的真貌峙，必然大為吃驚，以為身在幻

境。這種以實為處，主盡為實的心理狀態，需要一段哥哥潤的試探適應，才能獲得

改善，而一旦囚徒了解洞外世界才是真實世界後，他才得到徹底的解放。心靈解

放後的囚徒，大多不顧再回到漓裡的世界居住，即使有人心生慈悲，願意回到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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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向可憐的囚伴們解釋真相，洞裡的囚伴多半難以置信，甚至以為如果到了洞外，

將會像他一樣瘋狂。所以，他的囚友即使有機會掙脫鏢銬，走出洞穴，也說之為

畏途、噩運。培根認為，一般人大多是不敢走出洞外的囚徒，守著自己狹小的生

活世界，任性固執地陶醉在以管窺天的認知模式裡。培根所指出的最後一個思維

偏執是「劇場偶像 y 在Jltt音根批評的是人想盲從流行理論的心理傾向。理論家善

於運用人類依賴權威的奴性，只是抓著「部分」事實，使用一些新穎、冠冕堂皇

或艱澀的術語，就能創造出眾人傳誦奉行的理論來。信仰流行理論的人，就像把

戲劇當作真實人生的戲迷，心情隨劇育起伏不定，甚至以劇中人物為範本，完全

改變自己原有的生活模式，盲目而不可理喻。

培根所指出的這四種{由象，都是一般人常有的思維偏差，而杜威認為，偏差

的思維態度如果得不到改善，再好的思維方法也無補於事。好的忠、維方法需要有

運用它的願望和意志才能奏效，而這種願望和意志則來自健全的思維態度。依杜

威 (Dewey， 1933: 30-33) 之見，要也就健全思維的態度，有賴培養三種心理素質，

包括

一、虛心( open-mindedness) :這是一種隨時準備向新問題、新觀念、新事物

及新選擇吸收養分的意顯，它不同於「心不在焉J ( empty-mindedness) ，遇到什

麼，接受什麼的馬虎心態，更不是迫於新潮，無奈的隨波逐流，相反的，它是深

刻了解到犯錯的可能，不把既有觀念當作「寵物J' 不L 承認錯誤為軟弱，主動向

各種訊忌、渠道開放的一種求知渴望。當多數人都留在困難最小、抵抗力最少的因

循4、路上，處心的人卻時時留意各種通往真理的可能，願意為此勇渡險灘。杜威

在這裡戶烏克的虛心，不只是純粹的態度問題，也與兒闊的深廣度唐、患棺闕，見聞

愈深愈廣，愈有能力把自己的觀念放在適當的脈絡來反省，也愈能了解自己的不

足和錯誤，由此產生的虛心最為真實。所以要培養兒童的處心，除了不時提醒人

的有限性之外，也應設法引導其擴展眼界、加深思維。

二、專注(whole-heartedness)這裡杜威指的是全心沈浸在某一事物的精神。

杜威認為 (Dewey， 1933: 31) 興趣紛雜，容易陷入膚淺，是反省思維的大敵。您

維要專注，方能深入，進而求得具體結果，包括使不明確的變明確，並由新的認

識產生新的價值體驗 (Dewey， 1933: 101) 。可是專注並不是憑空而來，而是興趣

的產物。學生思維品質不佳的原因之一，乃在學習內容無法引發興趣，只是為了

父母、教師或成績而唸害。這種學習停留於記誦和應付了事的「無心」狀態，思

維活躍不起來。相反的，當學生對課程內容深感興趣時，就能專注，就會主動提

間，甚至形成假設、蒐集資料及閱讀，並實地驗證，根本無需花費額外的心力來

控制心息，勉強犯思維留在課業上。所以杜威說 (Dewey， 1933: 32): 教師若能激

發學生的學習熱情，就能在教學上取得成功，缺乏學習熱情，任何教學公式再怎

麼正確，也難以發揮作用。

但杜威所說的學習熱情是如何產生的呢?學習熱情來自兩大根源，一是外;在

(工具)興趣，一是內在(本質)興趣。外在興趣，可能是外來的增強，也可能

是個人追求的自標。外來增強包括為了引發個人產生某種可欲行為而營造的吸引

條件，稱之為正增強，如獎賞、尊重、愛等等，也包括移除個人不喜歡的環境，

以激發其產生某種預期的行為，稱之為負增強，例如處罰、恐懼情境或勸說態度

的排除 o 正增強和負增強，雖可刺激人，使人產生學習某一事物的動機，但這種

形式引起的學習，熱情較難持久，因為當事人對學習的專注，在外在目標或外來

興趣滿足之後，往往立即消失或減弱。除非外在興趣所引起的學習，能使學習者

體會到學習內容本身的價值和樂趣，學習的熱情才能引燃，並且持續。學習者對

學習內容之價值的認同，以及在學習過程中獲取的快樂，便是「學習的內在或本

質興趣 J' 這是所有教學法的終極目標，這個目標的達成，除了教學法必須斟酌，

最重要的仍是教者本身也能體驗學習該事物的樂趣，也有學習該事物的熱情。當

學習者看不到教育者對傳授內容的熱情時，如何相信專注於該事物的學習是值得

的呢?

三、責任感 (responsibility) :責任感不僅是一種德行，也是反省思維的要素。

杜威認為思維的責任感，表琨在思維對象的集中、信念與信念之潤的協調一貫，

以及依思維的結果進行判斷並改變信念的意頓。簡要的說就是貫徹思維的決心。

一般人不求甚解、說一套做一套，或者抱持相互矛盾的信念或標準等等，都是沒

有思維責任感的表現，其後果是使思維陷入混亂和分裂。杜威指出，學生無法在

理智上形成負責任的態度，有幾個主要的原罰。首先，學校課程過度脫離學生的

生活經驗，難以激起主動思考的興趣，也超越其所能理解的範圈。這樣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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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成學生不去思考學習內容究竟代表什麼意義的背員，純粹記誦教材，根本不了

解所學對信念和行動能@:生何種作用。另一個問題是，學校教的太多、太雜，使

得學生無暇思考，雖然腦子塞滿了概念，但 i道為沒有思維聯結融會貫通的功夫，

概念只是零散、支離地存在著，塞得愈多，愈是混亂，沒有貫通的可能。這樣學

來的概念或信念，就像身上過多的脂肪，用不上叉難以清餘，是思維健康的一大

危害。杜威認為學校要避免這個問題，必須精選教材，寧可教得少一些，而凡

是毅的，都教得徹底，才能確保學生對所學產生透徹的認識 2 。這裡所謂「透

徹 J 在杜威的思想、中，代表個人的信念能用來圓滿地解決問題或處理事情，這

種和行動結合、在現實中惡意說過的信念，才能化為思維的有機護分，助長思維茁

壯，並成為學習者思維主幹不可分離的一部分。所以要求並協助學生應用所學，

實在是培養思維責任感的重要途徑。

肆、思鱷嘉浩

思維的方法表現在思維的過程， I而理想的忌、靠在過程，杜威稱之為反省思涼鞋，

所以，深入分析杜威對反省思維歷程的界定，可以同時認識其心目中的理想思維

方法。

如前所述，杜威認為反省思維的發生，乃是因為面臨了不確定、待解決的問

題，或者遭遇一時無法解決的困難;沒有疑難就沒有反省思維。但疑難是令人煩

惱不快的事，其解決叉常費力而不定有結果，所以，有的人誼臨困惑總是選擇

逃避，遇到障礙就習貫性的閃躲，如此，雖可免去一峙的困擾，反省思維卻也函

此無法出現。只有選擇正規疑難，並想法解決，反省思維才能正式展開。整體而

論，反省思維在解決疑難的過程中，同詩善用了感官知覺和思維推理，亦即運用

2 英圈哲學家懷德海 (A. N. Whitehea丘， 1861-1947)也有與此相似的觀點，他說

(Whitehead, 1929: 2): 某些教育罵過多的無活力的概念將人類心靈緊緊綱綁;若要
跳就這種弊端，教育活動必須遵守兩條戒律，一是?不教太多學科 J 二是 γ凡是

教的，都要教的徹底」。

感覺，官能對事實作全盤沛徹底地觀察，藉以觸發聯想，形成假設。但感性所暗示

的假設，須經悟生進一步精鍊，方能成為有價值線素。假設建立之後，思維者藉

由推理考驗其合理性，並通過嚴格的行動或實驗檢證，求取支持或杏定假設的結

論性證據，並形成解決問題的原理原則。詳細說來，杜威的反省思維分為五個階

段 (Dewey， 1933: 107-118)

一、聯想( suggestions) :聯想是陷入或面臨疑惑，根據感覺觀察，以及過往

經驗，綜合反省之後的產物。例如我們行經一地，遇到漏急的溪流難以跨越峙，

情緒上難免感覺挫折，有的也許決定不再往前走，有的卻可能因為各式各樣的理

由，決定要渡過溪流的對岸去。渡溪的方式有很多，想渡溪的人必須根據當下的

觀察對如何行動產生一些聯想。例如他可能觀察到溪水雖然消急，但不深，涉行

而過，對於有i度溪經驗的他而言，也許是安全可行的。

二、理智化( intellectualization) 這是指排除非理性的情緒反應，也是對問

題性質作客觀分析和界定的過程。接續前例，那些覺得涉水而過可行的人，不

定每個人都採取行動，有人可能因為 些不理智的想法而放棄，比如有些人可能

迷信溪水車里有鬼魂而心生畏懼。理智化才能看清問題的癥結，不為表面感覺所惑，

這也是解決問題的至要關鍵。

三、假設 (hypoth間s) :這個階段的思維是依據初步聯想所得的各種可能假

設，作系統觀察和資料蒐集，以比較假定、修正假定，並求得圓熟。例如溪流在

各處的深淺、急緩和寬狹不一，就各種影響因素評估之後，渡溪的人才能選定理

恕的前進路線或橫j度方式。

四、推理 (r間soning) 選定比較圓熟的假設之後，思維者依據經驗和知識，

在想像的情境中就假設的方案做沙盤推演。例如，渡溪時身上的行李會不會沾濕、

損壞?溪床沙石尖銳程度，可以赤足而行嗎?涉水濕透的衣服在到達預定地之

前，有可能變乾嗎?總之，推理是針對假設付諸實行後所可能衍生的狀況，加以

想、像、詮釋和科j銜，可以說是假設所涉及的各種因果聯結的深入思維。

五、假設之實際或模擬驗證 (t目ting the hypothesis by overt or imaginative

action) :這是在精細設計和嚴格控制變數的情境下，用實際行動或模擬的實驗對

思維所預測的內容加以驗證，並對不確定的囡素進行探索的歷程。在實驗檢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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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假設的可靠性得到2澄明，一些新的、未經思考的因素也可能浮現，進而引發

新約筒題，產生另一循環的思維和考驗。比如涉水過溪的人雖然依照計畫成功地

j霞通溪流，但也許腳都傷了，行李濕透了，有幾次甚至要被激流沖走，這些經驗

告訴當事人涉水而過仍然有其危險和困難，如果要再橫越溪流，似乎應該尋找更

理想的方式例如在溪流較狹窄的地方架設便橋。但便橋如果遇到溪水暴漲，可

能被沖毀或淹沒，不是長久之計，因此如果認岸有堅圓的岩石或地墓，建築吊橋，

就可免除洪水的威脅。當然建築吊橋的想法如果付諸行動，仍會有後績的問題和

變數考驗著行動者的思維，而行動者便是由三種不斷面對問題和解決問題的過程

中，建立起愈來愈豐富、愈細密、愈可靠的知識網絡。

杜威認為行動驗證後，行動者應就驗證結果對過去的知識和經驗反省，這是

經驗的總結，白的在建立指導未來行動的原理原則，並提升既有的知識。如前所

言，杜威主張思維發生在不確定、懷疑和困難的情境，經思且在和行動的檢證，其

理想的結束，應是使不明確的變明確，使困難解決，並由此產生新的價值體驗。

這裡所說的明確感和新的價值觀，其實就是經驗總結後的結果。杜威稱這種經驗

總結在於理解經驗「與未來及過去的關係 J (reference to the fu恥re and the past) ,

也就是我們一般所謂鑑往知來的曆史反思。杜威指出這種經驗總結，可以視為反

省思品佳之後的一種思考活動;也可視之為反省思維的一部分，而成為反省思維的

第六個階段。此外杜威也主張反省思維的各個階段是循環不己的，而且各個階段

的順序可能因為面對的問題不同而有變動的可能性，換言之，它們並不是死板、

固定的流程。

必須更進一步說明的是，反省思維並非經驗思維，而是更深入、更系統化的

科學思品佳。杜威將依慣性而建立起的臼常生活信念稱為經驗，並指出純依經驗而

思品監有三個主要的弊病3 .第一，不完整。經驗所及的範團常是殘缺不全的，依據

3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杜威雖然認為純依經驗下判斷有其弊端，但這不等於說「經驗J

不重要。在〈經驗與自然) (E;χperzence αndNature) 一書中，杜威(Dewey， 1958: 3-4)

將經驗分為「初級經驗J (primary experience) 及「次級經驗J (secondary
experience)。初級經驗泛指個人在日常生活中所經歷及領受到的一切，這是一種粗

糙、未經分析的經驗，次級經驗則是針對初級經驗所提供的材料，加以主統的反者、

殘缺的訊息作判斷，可靠性不足。第二，經驗無法解釋新現象。經驗是依常例而

形成的信念，當變例出現時，經驗就失去效用了。杜威指出，科學思維和經驗思

維的最大不同之一，就在於科學思維能將舊經驗應用於新情境，而經驗思維無此

能力。第三，經驗思維傾向於保守、獨斷。心智過度依賴日常經驗的結果，常是

誇大那些有利於證明舊經驗的現象，忽略差異的存在，或者強加剪裁，使其與舊

信念不目符。所以，經驗思維不僅無法解釋新現象，甚且是傾向於壓抑新現象，對

於不得不面對的新異情況，則用一些虛構的理由來敷衍。例如說幫浦能抽水是因

為大自然厭惡真空狀態，鴉片使人安眠是因為鴉片煙具有催眠的魔力。因為這種

解釋訴諸於不可叡察的神秘因素，既不能證明也不能否定後來的觀察和經驗，最

後淪為純粹的傳說，代代因襲的結果，成為一種教條，窒息反省思維的發展。杜

威認為 (Dewey， 1933: 264) ，這類教條所以能傳之久遠，教育者要負起一部的全責

任，因為教育者經常是教條的公認保護人，心態上傾向於保存傳統信念，把懷疑

傳統，視為懷疑權威，轉而鼓勵學生以被動、馴服、默從為主要的美德。久之，

大多數/、便認定:C凡是不符既定準則者皆屬異端邪說:新發現的提出者，應受懷

疑甚至是壓制。 J

教育者要擺脫教條守護者的角色，須在思維教育的方式上作根本的改變。這

種改變的核心精神，依杜威之覓，就是化經驗思維的被動性為科學思維的主動生，

不讓「發生」在人類身上的經驗主宰思維，而是要以發生的現象為基礎，提出假

設，設計實驗，c創造」琨象，才能達到驗證的科學效果。科學思品佳的特色，在於

其方法的系統化。科學思維在方法上講究系統化的主要目的，是要達到事實與教

探索，並據以得出抽象的概念或原則。基本上，本文這裡所說的「經驗思維J 處於

初級經驗的層次，而「料學思維」則屬於次級經驗的層次。儘管在杜威的觀念中，

初級經驗只是知識的材料，而且卡知識本身;但杜威並不認為初級經驗比次級經驗的

認知價值低。他(Dewey， 1958: 19-21) 批評傳統哲學誤認次級經驗比初級經驗更接

近實在的想法，並稱這種觀念為 r唯智主義 J (intenec囚alism) 。杜威 (Dewey， 1958

2) 明白主張，反省思維或科學思維所得的結論，都必須回到自常初級經驗中去接

受考驗。可見，在杜威的思怨中，科學思維和初級經驗在如識價值上並沒有絕對的

高下之分，它們是個人求知過程中，兩個同為不可或缺且持續互動的認知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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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互為檢驗的效果 O 觀念是人類對事物之因果關{系的認定，這種認定有效與否，

必須在系統化的控制情境下，去蒐集或創造待觀察的事實'E8事實決定觀念或因

果關f系的成立與否。

系統的科學思維包含三大部分， 是觀察，二是實驗驗證。杜威指出，觀察

是思維的一半，良好的觀察，決定思維成敗。科學的觀察有其目標性，以驗證1m

念為目的，古文能表現出主動性、分析性和驗證笠，這與毫無目標的「看」絕不相

同。再者，既然觀察的目的是在驗證'其在取樣上便需兼顧量(數)與質(類耳目)。

例如，我們如果要驗證種藥物的效果，接受實驗的人不但數量重要多，種類上也

應有所差異(如不同的性別、年齡、血型、種族、體重等等) ，如此，取樣上才有

代表性，實驗結果才能作為推論的依據。 藥物在類似對象上有相同結果，固有

其推論價值，但如果在不同性質的對象上，也能獲得相同結果，其推論價{直就大

為提高了。所以科學在取樣上不僅不排斥差異、對立，反而是歡迎並蒐集它們，

而一個觀念愈J能解釋差異和對立的事實時，愈有科學位。這點也可說明科學重視

事實，不遷就習性、慣性的特色。

科學必須蒐集或觀察新的現象，不過新現象有時純憑經驗被動的等待是不會

出現的，因為它們可能罕見或難以捕捉，所以科學需要仰賴實驗，在實驗的情境

中，使待觀察的能精確地顯示。

杜威認為系統的科學實驗有五大特色:第一是創造罕見的事實(現象)。有待

我們欲觀察的現象可能等上幾世紀才有機會出瑰，但在實驗當中卻隨目寺可以創造

出來。例如若干化學元素即使在我們周遭的自然環境中不存在，還是可以從實驗

中創造出來。

第二，科學實驗可觀察隱徽的現象。例如電的作用，細菌的形狀和活動等等，

都是日常經驗觀察不到的，但在實驗器材的輔助下，卻可明顯而精確地探測出來。

第三，科學實驗可提供變化的觀察情境。表面上固定齊一的現象，在變化的

情境中可能表現出不同的特質，而這種變化情境的創造，就是科學實驗的重要功

能之一，透過這種方法，一個事物的特質才能得到完整的了解與掌握。例如，許

多物質在不同的溫度和壓力下，士生 1會呈現氣態、液態和回態，但在日常經驗中，

甲物質可能總是周態，乙物質可能總是液態，丙物質可能總是氣態，只有籍著實

驗我們才能了解原來三者都有氣、液、盟等三態，且在三態之中特質各有不悶。

簡單地說，只有在變異的情境中，才能充分而完整地了解事實，而這種變異的情

境，靠著被動的經驗常是無法得到的，只有透過科學實驗才能輕易旦反覆地創造

出來。杜威說 (Dewey， 1933: 199) :

經驗法則認為「事實不足時要等待 J '實驗法則卻認為要「創造事實」。

前者依賴自然偶發現象中所透露的情境聯繫關餘，後者則竭力刻意地、

有目的地將這種聯繫顯現出來，而所有先進的概念都是藉著這個方法，

取得科學的保證。

科學實驗的第四項特色是精密。科學實驗的自標在尋找造成一個現象之最原

始、最基本的元素，以基本元素為了解一個現象之鎖鑰'如此不僅可使解釋、計

算、預測及控制新現象之出現成為可能，也減少了錯誤的機率。以幫浦吸水的作

用而言，我們發現同樣的幫浦在不同海拔高度時，抽水可遠的高度不同，這是幫

浦的「吸力」改變了嗎?或者是其他的因素造成的?同一個幫漓吸力不應有不同，

換言之，變化的不是幫i甫的吸力，而是它所在的海拔。但海拔高度為什麼會影響

吸力呢?海拔高低的變化代表什麼因素起了變化呢?科學家經過分析，發現空氣

重量的變化，也就是大氣壓力的改變，是幫j甫吸力效力差異的來源。大氣壓力是

可測量、計算的，我們只要透過單位面積水面上所承受的大氣壓力數億來計算，

就可精確預估幫浦吸水可遠的高度。

科學實驗的第五項特色是抽象化。所謂抽象化就是不停智於表象的描述，而

能進一步用抽象的概念來解釋經驗所得。例如馬載運人貨、火推進飛彈、水摧毀

堤防，這些都是感貨可察覺的現象。表面上，這些現象是獨立的、不相干的，但

緩過抽象思考作用，這是些現象之間便有了聯繫。罵、火和供水都是在運動的狀態

下才能推動事物，所以運動就是力的來源和表現。現在我們說「馬力」、「火力」、

「水力 J' 顯然人類發琨「力」的概念可以用來理解萬事萬物的運動能量。這種運

用抽象化概念來理解事物的能力，使人把握住感覺無法察覺的聯繫'把忠、想從圓

定的、明顯的、熟知的現象中抽繹出來，並由此奠定從已知探素未知的基石。杜

威認為，教育可界定為經驗的解放和擴充 (Dewey， 1933: 202) ，而這種解放和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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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所以可能，就在於懂不懂得通過科學方法對現象作抽象思維，並就思維所得進

行實驗檢證。杜威說 (Dewey， 1933: 202)

抽象思維就是用新眼光來審視和想像經驗中熟悉的事物，由此間拓新經

驗的視域。而實驗就是沿著這個途徑來展現和證明它的永恆價值。

所以杜J威雖然重視經驗，認為經驗是知識之源，但也指出經驗必須經過概念

的抽象化作用(或抽象思維)，才能擺脫習性，得到自由，並發展為有力的思想。

杜威說(Dewey， 1933: 183): 最傑出的思想家必是對概念的關係抱持濃厚興趣者，

叉說 (Dewey， 1933: 226): 抬象是教育的目的地，其道理都在此。

不過這裡必須再次強調的是，儘告杜威莖稅純化經驗內涵的抬象思

思思、維，可是誠如本文註三所言，杜威並不主張經由科學方法純化而得的抽象的次

級經驗 ， t七日常具體的初級經驗來得更真實或更高級。這可說是他反對傳統哲學

傾向把現象及實在截然之分的一貫思想 (Dewey， 1988: 154-155) 。杜威曾經明白

地指出，科學為了研究方便而使用的抽象概念或元素，只是一種工具，不能視之

為實在本身 (Dewey， 1991: 155) 。為了化解將科學視為永恆真理約弊端，杜威在

科學方法之外，也提倡「經驗方法 J ( empirical method) 。他所謂的經驗方法大致

有兩個途徑(李長井， 1987: 12-15; Dewey, 1958: 2-10)' 一是從初級經驗出發，

到純化初級經驗的次級經驗，最後再回到初級經驗中去驗設次級經驗，了解其解

釋日常經驗的效力。另一是從次 1%汲豆豆驗所建立的抽象結論出發，來到生活世界中

的初級經驗，並m初級經驗考驗抽象J結論約妥當性。總之，不論從初級經驗或次

級經驗出發，都要@]到初級經驗來;我們也可以說，初級經驗既是探索的起點也

是終點，而這點正是杜威經驗方法的核心要旨(郭博文， 1988 : 59) 。杜威的這種

思葾暗示著一切的研究成果，都處在一種生生不已的演進歷程，而L 為可以拋開

多變、多樣的初級經驗，這致永恆真理的想法，恐白只是人類渴求確定性的一種

空幻想像罷了 (Dewey， 1929: 9) 。有了這些了解之後，再來看杜威所謂抽象是教

育的目的地的說法，就能認識他這種所謂的目的地，應該只是一種階段性白標，

而不是永恆的歸趨。

與前述論點相闊的是，杜威反對理論與實際截然二分的作法，認為兩者只有

運用的方便度和適用性之分耳目前已。他指出 (Dewey， 1933: 224)過分強調實用，

將使人目光短淺，最終弄得寸步難行，使功用的追求成為幻影;真正懂得實用的

人，不急功近利，不把思想用功利的短線繫死在狹小的運動範圈。行動力的充分

開展，需要開闊的視野，而這視野來自為知識而知識，為自由思維而思維的抽象

理論興趣。但這並不是說理論思維應該取代實際思維，或者理論思維優於實際思

維，杜威認為兩者應有交互作用，並在個人的思維體系中達到平衡的發展，而這

也是教育的白標。理論與實際不作對話或互為驗證，代價是僵化。所以杜威說，

過度熱衷具體方面的人，應盡力在實際活動中發展抽象問題的好奇心和感受力;

至於偏好抽象理論課題的人，貝司應增加抽象觀念的使用機會，將符號蘊含的真理

用大眾可領會的用語表達出來。如果思且在能在抽象和具體之間保持密切順暢的對

話關係， r每一個人的生活就會更有效率、更幸福。J (Dewey, 1933: 229)

通體而論，杜威的忠、維方法強調方向性、目的性;他主張思品屋必須有待答問

題(包括外在困難或內在疑惑)，不以解決疑難為目標的思維往往首勒令無病呻吟，

不能持久，也難具備邏輯性和I反省力。而已嚨里的解決，首重事實與觀念之問有效

而密切約相互檢證關係'這層關f系的建立，則有符實現科學實驗的精神及方法。

盔、培養反省思鱷的教學原則

依據反省思維的特質，杜威提出許多教學上應行注意的要項，綜觀而論，不

外乎在引發具備主動性、目標性、完整性和繼續性的學習，兼具這四種性質的學

習，不僅有助反省思維的開展，也是杜威所謂能表現出欣賞力的學習。杜威說

(Dewey, 1933: 279) 任何學科教學的終極檢證準據，都在學生學習時所表現出

的主動欣賞能力。以下將依前述四項學習特質，說明如何教學，方能激發學生的

主動欣賞力。

一、主動性，杜威指出被動性的學習和反省思品佳是相對立的狀態，代表好奇

心、判斷力和理解力的缺乏，是種索然無味的勞役。為了避免被動涅的學習，杜

威提倡問題中心式的教學法。另外，教師本身的學習態度也極為重要。首先，問

題中心式的教學，目的在引發學生對費解、新奇的事物，產生一種敏銳的感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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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解釋的渴求。當解答困惑的渴望f占據思想且寺，思維就會活躍起來，就有主動

性。沒有解惑的渴望所引發的理智熱情，再巧妙的教學法也是徒然。然而，解惑

的渴望是如何產生的呢?杜威指出，學生對於自己熟知的教材往往感到興味索

然，對於知識範圈外的事物則充滿好奇。他舉例說 (Dewey， 1933: 289)' r小婦入」

(Little 時'oman) 的故事女工們興趣缺缺，但是富豪名流的生活世界，她們卻津津

樂道、充滿想像。教學要善用人性對新奇的愛好，作為引發思維的動力，如果教

材是學生們完全熟悉約事物，他們約感覺能力就會沒散，思考也會因此陷於停頓o

但這並不是要鼓勵人否定舊的、近的、熟知的材料，而是要說明它們只有用於涅

解新的、陌生的教材峙，才能顯現出恰當的效用。在杜威的理論中，教材在新舊、

遠近之詞要取得一種平衡。離學生生活經驗比較遠的材料，可以提供學習的刺激

和動機，比較近的作為觀念的供給和解決問題的材料o 換句話說，教學就是在協

助學生運用舊的材料解決新的問題。

其次，一般教師在教學的過程中，為教科書所左右，不敢在教學節奏和內容

上稍作更動，弄得只會照本軍科，影響教學的主動性和活力，也不利於學生思維

的發展。杜威認為，教科書只是手段和工具，不是目的，教師面對教科書應採「迂

迴策略J' 亦即不直接教授內容，而是從教材中選出中心議題，激發學生就議題在

意見、經驗和知識上進行生動的交流。在問題討論中學生不僅能對教師意欲教授

的主題得到初步的認識，也產生吸收相關資訊的心理準備。最後，杜威特別強調

教師本身對知識的真誠喜好。他說學生印象最深刻的教師，能把自己對知識或藝

街的狂熱傳導給學生，使他們產生自行探究的內在動力。杜威深信(Dewey， 1933:

263) ，教師若是具有真正的知識熱情，其教學自然能散發吸引學生的生機活力;

相反約，對自己所傳授的教材毫無興趣的教師，再有趣的學科，也只會在他敷衍

了事的心態中，變成死氣沈沈的重負。

二、白標性 反省思涂在是有結果，能促進知識和觀念前進的思維，這個特質

在思維缺乏自標，或者目標紛雜的情況下，都無法顯現出來。就缺乏臼標而言，

最常見的是受激進教育思想的影響，一味強調學生中心，否定教師的指導作用;

另外是過度強調樂趣的重要，以為隨時都感到輕鬆快樂的學習，才是好的學習。

杜威指出若干學校刻意削弱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的領導作用，以為教師指定的作業

或課題，都是強制的表琨，違反兒童思想且甘自主性。這些學校主張所有學習主題

都應該由兒童提出才符合心理的主動原則。杜威認為 (Dewey， 1933: 274-277) ,

這是以兒童偶然的經驗和興趣，取代教師的智慧和判斷，事實上，凡是適任的教

師，對於兒童的需求和可能性，都有深刻的認識，應該得到充分信任。杜威心目

中的適任教師擁有精到廣博的知識。博者觸類旁通，能應付意外、新奇的間題，

精者深入掌握學科內容，不人云亦云，不為教科書束縛，具備靈活性。再者，知

識精湛的教師在教學的過程中，可以省卻原本需耗費在教材上的精力，用於觀察

和理解兒童的反應。杜威認為這種觀察和理解的成功要素，在於學科以外的教育

相關知識，包括心理學、教育史和教學法等等，有了這些知識，教師才能成為兒

童心智的有效研究者。如果教師具備前述諮項條件，我們還不信賴教師的判斷，

而放任兒童在經驗的汪洋中盲巨摸索，不但反教育，也違背反省思維的發展。激

進的兒童中心主義者不信任教師的原因之一，乃在傳統學校裡的教師，總是太過

強調學習的目的性，一心追求學習結果，忽略學習過程，使得學習成了苦役，毫

無樂趣和思維的主動性可言。但是如果改善這種弊病的方式是反其道而行，只注

重學習過程的樂趣，不求學習的結果，也是荒唐的。杜威認為，這是將工作和遊

戲割離，以及將結果和過程二分的想法。理想且甘心智生活，是在遊戲的過程中，

嚴謹地達成工作的要求。杜威以藝術家為例，他說，真正的藝術家一方面能自由

地針對一個主1題探索、玩賞，不為成見所圈，另一方面叉能堅守標準'啄磨技能，

完成理想作品。學習就像藝術創造，它的熱情要有適當的主題和對象，才不致淪

為純粹的玩樂，它的活動需要方法和標準'才能提升水星星。教育者可在引導學生

認識活動之內在價值的過程中，激發其工作熱情，同時叉陶養其技能和鑑賞力，

才能確保其熱情所誘發的活動不因缺乏能力而徒勞無功，終至放棄。總之，遊戲

和工作，過程和目的，在教育上不僅可以而且應該合而為一，激烈的兒童中心主

義者，為求學習過程之樂趣，忽視償值目標之選擇及達成，將使思維失去焦點和

持續力，成為沒有結果的思維，無益於智能的提升。

思維缺乏目標回然是問題，臼標太多太雜也有弊端，最明顯的是養成淺薄和

敷衍了事的習性。杜威強調思維的目標性，主張教學過程中所提供的思品置對象要

有明確焦點，舉vU時避免東拉西扯，不分輕重。為了使學生對一主題產生脈絡一



情願地掏醉在表面的進步之中，不知道具有認知深度的思維完整性為何物。

四、繼續性，思維的繼續性是杜威教育理論中的核心思想。繼續性表現在思

維的問端、推展及結果的達成上，換句話說，它是思品佳活動中持續存在的一個特

質，如果失去繼續性，就代表失去提升的可能。惡、靠在是白日何失去繼續性的呢?第

一是缺乏主動性，亦即思維者沒有解決困惑的動機，或求取更深入理解的熱情，

這種思維如何失去燃料的汽車，無力前進。第二是缺乏目標性。思品佳的呂標要明

確、集中。所謂「明確J' 是指思維者本身能完全理解思維目標代表的意義，同時

認同該目標的內在價值性。杜威說教育者提議的學習目標，必須是兒童能夠領會

並旦樂意採納的「視野中的目的 J (end in view);學習的白的如果是不可理解的，

或來自夕情強迫，學習者的思維如何可能具備繼續性。再者，所謂「集中J' 是指

思維的目標要聚焦，如此思品量才能在變化中求取統一位及繼續性。思維失去繼續

性的第三倍原因是告丸乏完整性。思維充分開展，徹底地驗證一觀念或假設而有所

得，就是具備完整性。思維能有完整性，一者是智識上的成長，增強思維後續開

展的潛力;另一是心理上的滿足，這是圓滿完成有意義的事情，而得到的情感上

的激勵，可助長後續深入研究的熱情。易言之，思維的完整性帶來了理性和惰性

同時得到提升的全人成長效果，並在其中創造出繼續探究的能力和恬力。在此，

我們可以清晰地理解為什麼杜威說(Dewey， 1916: 59); 教育是經驗繼續不斷重建

的過程;叉說 (Dewey， 1916: 62): 學校教育成效的判準，在於是否能在學生身上

創造一股繼續生長的欲求，以及是否能提共學生實現此欲求的方法。

總之，思維的繼續性表環在思且在具備了前此深入探討過的主動性、目標性和

完整性，它就是理想思維的內在特徵，也是其結果。

杜威的反省思維包含主動性、呂標性、完整性和繼續性等四項特徵己如前述，

而擁有這四項特徵的思維，也可以說是達到欣賞狀態的思維。杜威認為，當我們

對一事物有了充分的理解和經驗，進而使心神和該事物融為一種時，便是達到了

欣賞的狀態，這種生動欣賞並不是在娛樂活動中或實務科目的學習中才會產生，

即使是理論性的科目，學習者也能因心領神會而湧現欣賞和熱愛的激情，我們不

，在理懇(也就是欣賞)的存在狀態中，

。而任何學科的教學都應以創造生動欣賞的學習為標的，因為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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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的清楚理解，杜威建議教師們用心選擇範例作為思維的中心。他舉例說 (Dewey，

1933: 273)' 探討河流的特性時， 開始不是收集大量的或任意的河流來研究，而

是要選擇一條代表性的河流作為分析的焦點，對這條河流有了仔純的討論之後，

再選擇別的河流來作比較，從比較中，一方商解答原有的疑點，另方面則可統叡

河流之間的共通點。知識在這種統分析叉綜合的過程中逐步開展、提升，然而不

能忘記的是，這種分析和綜合需要有明確的焦點，才能發揮效能。

三、完整性 反省思品佳約完整性表現在觀念或假設得到充分的軍車證。綜合杜

威的見解 (Dewey， 1933: 268, 271-272, 218目219) ，教學上要培養完整思維的習性，

需注意幾個要點。第一，教學過程中，應在適當時機，回顧並檢視學生的學習所

得，其內容包括學生對教材理解的程度如何?是否能運用所學作為進一步研究

和學習的工具。思維態度是否提升了?這些教學檢視項目的執行，事實上是在幫

助學生了解思維的內容和態度必須透徹，學習的意義才能顯視。第二，要求學生

證現自我提出的觀點。學生在課堂中提出的論點不但應該得到教師的尊重，同時

也需要教師的引導， j;)、充分表達其論點所代表的意義，並證明其正確性或合理性 o

論點凡是經過詳細論證'不論最岸在于尋到肯定或否定，都是有結果的思維，合乎完

整思維的要求。第三，給予學生充足的構思和驗證時間。絕大多數嚴肅的議題都

需要長久的時間進行構思和實地研究。杜威說，思維有其專注熟和潛伏期。在專

注期，思維針對主題深入地進行資料的蒐集、分析，和假設的考驗。思維在這個

階段中，有時會陷入「空轉」的現象，也就是腦子裡堆滿了想法，但不論怎麼運

思，就是產生不了突破性的進展。遇到這種瓶頸哼，杜威認為研究者應該轉移焦

點，暫停對原有主題的思考， llP使什麼都不做也好。這是給腦子度假，讓意識鬆

施，進入思維的潛伏期。杜威說 (Dewey， 1933: 284)' 在思維潛伏期間，統攝紛

雜事實的原理原則有時會奇妙地浮現，使混淆的變清晰，紊亂的變成井然有序。

但這種幸運並不是平白產生的，唯有思維在先前對問題的各種棺關事實曾經反護

而深入的探究，才可能在潛伏期中有這種意外的發現和解答。總之，思維運行的

節奏中，專注期和潛伏期是交替的;思維要有重要成果，兩者皆不可免 o 持下的

教育，在資訊化和市場化聲中，求速、求;互利已成教學的主翰，學生在學習或研

究的過程中，沒有太多機會專注地思維，忠、維的潛伏期則根本是奢望，大家一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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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才能使學習者的「理性和情生、意義和價值、事實和想像速成一氣，塑造

品性和智慧的整體。 J (Dewey勢 1933:278) 質言之，杜威提倡的反省思維，就是

所有希望激發學生欣賞力的教學應該立定的明確標的。

鹽、反省與結論

由前述的討論，我們可以清楚地理解思維歷程的分析，就是知識形成歷程的

分析:了解有效思維為何，乃是掌握有效教學方法不可或缺的工作。教學的目的

在傳遞知識，也在協助學生創造知識，而這兩項任務的達成，從{思維術〉的反

省、思維理論中，可以得到許多值得參考的答案。

然而{思維術》戶斤倡導的以解決問題為核 {Al甘反省思維和科學思維，並不是

人類有意義的認知行為的全部，這一點不能不加注意。以下試分三個向度來說明

這點。

首先，人類的思維不一定在遭遇問題的情況下才會活躍起來。舉例來說，一

首感人的詩，一曲動聽的音樂，或者一部精彩的小說，都有可能帶給我們無比的

快樂和安慰，甚至是偉大的啟發。當我們欣賞這些作品時，雖然沒有什麼有待解

決的問題在催迫著我們，但我們的思考可能被啟動。這時的思考方式不是{思維

掉。所強調的科學假設及驗證的模式，而是近乎直觀的洞識，且其結果有時可以

完全改變我們的知識及生命觀。非常重要的是，在文學和藝銜的欣賞中，我們不

僅有理性思維活動，情感也被打動了。這種由文藝激發出的感動、安慰、共鳴、

淨化和昇辜的精神作用，乃是情感教育的珍貴資產;而這種情感及精神作用恐怕

不是〈思維掉。中所強調的科學的「觀察一一推論-一一驗證」模式，所能完全

解釋的(李長井， 1987 : 47)。

杜威 (Dewey， 1934a) 在他的另一部名著〈藝術即經驗} (Art as Experience)

中，對藝吾Icr作為一種獨特而不可取代的覺識途徑，有深入的說明。在該書中，杜

威明言 (Dewey， 1934a: 274) ，藝掉了助人跳離機械及物理的關係，使經驗在想像中

自由而不受阻礙地聞展。而美感經驗因為有這種自由問展的空筒，所以可以發展

為一種「完整而真切的經驗」。在藝術活動中，我們的直接經驗可以同時得到「集

中與擴大J (Dewey, 1934a: 273)。換言之，藝 fJ]'i以富想像力的形式，將人類直接

而真實的經驗，生動而完整地突顯出來，使之成為可以深刻掌握、領會的對象。

杜威 (Dewey， 1934a: 20 I)舉例說，-幅成功的數木或岩石的繪畫畫，可以使數木或

岩石的「獨特實在 J (characteristic real句) ，以前所未見的明白形式顯露出來;

沛其所顯示的意蘊，超乎物理上的內涵。正因為藝術在觸發想像及知覺敏銳上，

有其獨特約能力，所以杜威說(Dewey， 1934a: 347)藝術是「莫上的教導工具」。

叉說 (Dewey， 1934a: 349) :藝銜的預測模式是圖表和統計方法所缺乏的，且其表

現各式可能人際關係的巧妙能力，也不是任何其他的規則、格律、忠告或作為所

可匹敵的。總而言之，在杜威的思想中，藝術是獨立於科學方法之外的一種無可

取代的重要覺知模式;而《思維術〉所強調的科學思維，也只是杜威認為有價值

的認知途徑之一而已。

如果單以〈思維fJltD 的科學方法來研究和認識外在世界，或者奉科學方法為

至高的認知主臭，將會產生一些值得憂慮的問題，這是有關《思維術》的應用值

得提出的第二但反省區向。前止七解釋《思維舔了〉的科學觀時，說明抽象化在科學

研究中的重要性，並且舉例說烏拉車、火推進火箭、洪水街擊堤防等等現象都是

力的表現，透過力的抽象概念，馬力、火力、水力找到了共通的計算值，原本表

面上非常不同的現象，於是可以比較、計算、預測和控制。不過科學這種為了探

究或控制外在世界而採行的「等單位化J 作法，容易使人陷入單向思考。其弊端

不僅會有如羅素(Russell， 1991: 782) 所講的，自潰宇宙的危險，也會讓我們失去

認識世界多樣面貌的機會。為力、水力、火力問然都是一種力的表現，但馬、水

和火畢竟是非常不同的，當我們只從科學的角度來算計和研究世界峙，將看不到

馬約情感、水的柔媚和火的舞姿。海德格 (Heidegger ， 1993a: 337) 批評近代科技

導向的思維時指出，科技思維將研究對象「架構化 J ( enframing) ，並使人誤以、

為呈現真理的方式只有強調整齊畫一的科學方法一途，這將危及人的自由本質。

他說(証自由gger， 1993a: 333) : r 當架構化統治一切時，也是最危險的一刻。」但

叉樂觀地說「危險之所在，即救贖力量 (saving power) 誕生之處。」海德格心

包中的一個重要救贖力量，來自於他所謂的「詩意 J ( the poetical) 。在「詩意的

呈現 J (poetic revealing) 中，前文所說的「罵的情感、水的柔媚和火的舞姿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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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清晰的表現出來;而當我們看清這按時，宇宙是多樣的、有惰的、值得愛護

的，於是在這一刻，我們的生命也從物化的危機中解救出來，得到意義的肯定。

誠然，只從物理組合和化學變化的角度來思考世界，人生的意義是貧拜擎的。

正因為如此，現象學宗師胡塞爾 (Hu回剖， 1970: 3-16) 才會說，歐洲科學約危機

乃在於忽視人類所面臨最急迫的個問題存在的意義為何?為了解除這個危

機，胡塞爾認為我們必須對處處以客觀中立為理念的科學採取「存而不論 J (the

epoche) 的作法。亦里。在生活的過程中，要能時時透過想像的轉化，暫且擱置科

學的興趣、白的和活動方式，讓事物在觀察者毫無成見的關照中，呈現出本然的

容貌。 胡塞爾深信(Husse泣， 1970: 135-137)如果我們能在主主活世界中，對包括科

學在內的各式僵硬模式採取存而不論的「徹底現象學態度J (the total

phenomenological a吐itude) ，將可以達到更勝於宗教皈依的「至高存在轉化J (自c

greatest eXlS蝴tial transformation) 。只可惜，這種至高存在轉化似乎尚未來臨，今

日的世界，仍然是科學至上態度所主導的世界，市人類的存動危機不論在物質面

或精神面上，都面臨著空前嚴峻的考驗。

海德格 (Heidegger， 1993b: 347-363) 從「培養安居思維 J ( building dwelling

thinking) 的角度出發來思考人類這種存在危機的解方。他說，我們因為要有安居

的住所，所以才有建築的活動。但不是所有的建築物都適合，、類安居。例如橋樑、

廠棚、體育館、發電廠、高速公路、火車站、市場、水壩等等都是建築物，但卻

不是一般人能夠安居的住所。我們在地球上，為了生存，而有各式各樣的研究發

明。科學發達的結果，雖然使生活得到許多便利和舒適，但是我們也憂慮地球在

不久的未來將不再適合人類生存。為了永續安住，海德格認為 (Heidegger， 1993b

350-353)入類的行為必須以天 (sky )、地 (earth) 、面申( divinities) 、人 (mortals)

四者的「根本融合 J (a primal oneness) 為目標，不論我們從這四者的哪一個角

度出發，都要同時兼顧其他三者，由此成就天地神人權的「自重性J (自c

fourfold) ，也保全人類安居的住所。以安居為著跟點的思維，不會因為人類的近

利而漠視神旨、濫墾大地或干擾天體運行。這並不是說人竅不應進行科學研究或

創造發明，而是認為從事任何創造都要設法保護萬物，使萬物各得其「戶斤J 0 191如

為了交通，我們會蓋橋樑，但我們的橋樑要蓋得讓河水能自在買暢地流動、兩岸

的生物不受侵擾(甚至更加悠開自得)。海德格說 (Heidegger， 1993b: 35 I) C安居

的基本特性是保全J' 在我們安屑的住所中，萬物共享寧靜、自由，並能保全自身

的本質。當我們不能依循海德格所說的這個理想，而純以宰剝萬物、征服宇宙的

角度來發展科學哥哥，終將無法在地球上覓得安身之處。以科學為核心的思維戳，

缺乏海德格在這裡所表達的「安居思維J 過度強調的話，將陷人類於險境。

杜威在〈思維術〉中雖然強調科學方法的重要性，但他反對唯物、機械的自

然觀 (Dewey， 1958: 21-23) ，也否定科學發展可以取消人類對精神意義(如宗教

情懷)的渴望及追求(Dewey， 1934b: 1-2) 。杜j威說 (Dewey， 1958: 21 ) ，自然現象

並非都是整齊劃一而可明確認知的對象，相反的，自然蘊含著無數潛在的可能和

新奇變化，也有其晦暗不明的一面，所以不宜用「科學的純化對象J (refined object

of science) 作樣板，將白然的一切都化約、轉變成同質的研究、計算材料。他進

一步指出，自然不僅是人類認知的對象，也是人類行動、情感和意志的對象，只

以認知的角度出發來了解自然，叉以為這是至高無上的路徑，最終將會使認知失

去意義脈絡。杜威說(Dewey， 1958: 23 ) :無所不在、無所不包，而叉獨占一切的

知識，將因失去所有脈絡，而不再具有任何意義;把某種知識擺到至高無上、自

我完足的地位，之所以會得到這種後果，乃在於任何知識都無法把我們確實經驗

到的非認真日材料排除在外，因為這些材料正是「認知內涵 J (what is known) 獲

得意義的來源。所以，我們可以看出，杜威不顛意把科學所「認真 OJ 的經驗和自

然，視為經驗和自然的全部，這不是要否定科學認知，而是認為科學知識要放在

人類全面經驗的脈絡下，才能得到恰如其份的認識;而以這樣思維來進行科學研

究，就可以和海德格的安居思維及詩意想像並行不悸。

最後，人類所面臨的詞題，不是每也樣都能用科學方法解決，所以， {思維術》

中以問題解決為軸心的教育方式，並不能適用於所有的問題情境( Pete間， 1981:

的血泊，李長并， 1981 :鈣， 1985 : 20-21 )。例如，面臨生離死別、天生的缺陷或

不足，以及自我失調等等問題時， 個人所需要的情緒調適能力可能更甚於問題

解決能力。情緒的調適需要心理上的建設、轉換和超越，對意志和情感的考驗更

甚於認知。在這類問題上，文學、藝術、宗教和哲學等人文精擎的價值特別明顯，

而科學思維就顯得不是那麼能夠派上用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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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 <思品佳掉了》所強調的反省思維，是以科學的方法及精神為典範，運用得

當對教學原理及其實際踐行，有莫大的啟發。不過，科學思維並非唯一有價值的

思維，也不是至高無上的思維。如果人類處處以科學思維馬首是瞻，不僅生命意

義會萎縮，生存條件也可能臼益惡化。這點是我們應用《思維術〉的理論詩，必

須留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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