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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jor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e吐ucational researches in

postmodern con吐itiaD

First of all , the study examines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ity and

modernization, probing into their crisis and explaining the background of emerg

ing postmodernism.

The second part of this study explains the main position of five

representatives of postma吐ernists Lyotar忌， Derrida, ROT句， Baudrillard and

Foucault

Finally , in three aspects of metaphsics , epistemology an吐 methodology， this

study analysis how educational researches a吐just under the positive and nega

tive influences of postmodernism

In concluding remarks , this paper maintains that postmodernism opens a

field of vision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es , but it seems to 吐estray old theories

and methods rather than to buil吐 new ones. To be a mature study ,

postmodernism need more exchange with other studies

keywords l.modernity and modernization

2.postmodernism ;

3.educational researches

47



49

、理性之夢:現代性與現代化的發展與困境

「後現代」必須與兩個相關詞彙一起理解 r 現代性」與 F 現代化 J

沒代性指的是自啟蒙時代以來，以理性為本的世界觀;琨代化則指歡美十九

世紀以來，以啟蒙精神為基礎所發展出來的整套文明。因此，必須先撩解現

代位與現代化的發展與限制，才能暸解於後現代思潮興起的原因。此外，在

此也將探討現代與後現代的關係，分析二者之間究竟是綿延還是斷裂?是在

時間流變中重寫?還是空間上進入一個截然不同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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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理性所樁築出來的現代社會，正面臨一個空前的挑戰。Bell 宣告「後

工業社會的來臨J ' Baudrillar仕建構 r擬像」的後琨代社會， Derrida 使現代

論述的文本不斷解構和分延， Lyotard 發表質疑後設敘事的「後現代境況」。

對於後現代的談論已經充斥著整個八十年代的西方文化與思想界 a 在我國雖

然後現代的境況巳然浮現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層面，但是在思想界

所著重的仍然是如何朝向現代化邁進，在教育的領域更是如此，很少關注和

研究後現代的問題，這將會導致教育和社會變遷與文化發展的脫節。因此，

本文以後現代為焦點，探討現代佐遭遇到何種危機?它是否則將終結?t表現

代的思想家的論點為何?並探討教育研究在後現代的街擊下將造成何種影響。

卜) 現代性

韋伯將理性主義!視為現代世界的特色，它使人類由巫街、奇魅、或傳統

的束縛中覺醒出來，解除了世界的魔咒 (the 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

然而 r 理性」本身並非 個恆定的概念，它不斷地在歷史題遞中發展和改

變。

早期形上學思想認為:世界是一種理性結構，而人具有認知這種結構的

理性，因此，世界本質的理性和人的認知理性是合而為一的，Heracleitus 即

以 logos 作為貫串宇宙、人類內在秩序以及外在世界的秩序，萬事萬物之進

入存有均依同 億 logos '理性、語言、法律、宇宙均是同一logos 之不同表

環。然而，一般人常依本身的需要對logos 有獨特的見解，當波區戰爭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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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 1 現代性與現代化;

2.後現代理論;

3.教育研究。

摘要

本研究旨在研究後現代思潮對教育研究的影響，內容分為三部分:

首先，敘述以理性為核心的現代性和現代化的發展過程，分析其在當前的

時代所遭遇的困境以及後現代思潮興起的背景，繼而聞述現代與後現代之悶

的延續與斷裂。

其次，簡介五位重要的後現代思想的代表人物:Lyotard 、 Derrida 、

Rorty 、 Baudrillard 、 Foucault等人的思想，從中尋繹後現代思潮的特色。

第三、從形上學、認識論和方法論三個層面探討後現代思潮對教育研究的

影響。

最後結論指出 後現代對教育研究的影響可說是破多於立，而後現代理論

的希望，在於和當代各種理論與思潮，產生更深更頻仍的交流與對話，這也

是教育研究者在運用後現代理論時必須注意的事項。

屆主j在 T義

教育研究集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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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經濟發生空前巨變，價值觀念也呈琨多元化的發展，任何政治決定ESl而

難以兼顧所有人的公共利益，人類內在的理性秩序似乎和外在的實體界難以

契合。因此，乃有辯士學派( sophists) 的興起，反映出當時這種理性做別化

的要求。辯士以感覺經驗為其環規準，以利害磋商和習俗規約來建立規範，

使理性淪為「算計」的工具。面對此種理性危機， Socrates 起而批判辯士的

感覺主義、相對主義，提出 f知汝自己」來重建人類的理性秩序， Plato 更把

這種理性秩序推極到超越的理念界。然而，這種意識哲學表面上似乎合乎理

性秩序，事實上，個體的自我決定卻鈴融在集體的宰詩詞意識中。

啟蒙時期是近代理性發展仁的重要時期，自啟蒙以來，十七世紀自然科

學經驗方法的運用，以及十八世紀法律及道德理論以及憲法國家制度的形式

主義所關展出來的新形式程序理性，已經開始質疑導向同一與整體的集體化

思想。十九世紀歷史一一詮釋科學的興起，開展了 種歷史意識，有限性的

理性取代觀念論之高高在上、不涉情境意識的理性。十九世紀以來對溝通和

生活形式的批判、對科學和客觀主義的反省，也促使哲學自意識哲學走向語

言哲學的典範轉移，將理論與實踐的關係宣諸生活世界的溝通與互動(楊深

坑，民84 )

Weber處身於十九世紀末期至二十世紀初期，正是一個新舊交替、價值

混亂的時代，他對近代西方歷史發展的具體研究，和對於古今不同社會與文

化系統的比較詮釋，從而指出「合理性 J (rationality) 是西方文化的最大特

徵。他將合理的行動區分為「工具合理性」早日「價值合理性 J 前者的合理

性是根據手段能有有效達成目的來衡量，後者的合理性是根據行動者的終極

信仰和價值取向來衡量。

在「合理化」過程中，常常顯現出不同取向的價值理性的街突，而且這

種衝突往往已經不限於個人所懷持的價值信念之間，而擴及到全體所遵循的

價值密層( value-sphere) 。此外，工具合理性和價值合理性常常處於衝突狀

態中，近代西方的人文及社會發展，本質上是一個從「價值理性 J 轉變到「目

的理性 J 再由「目的理性」過渡為「工具理性」的辯證式演進過程。在這

個過程中價值理性的失落，導致了「意義喪失 J (loss of meaning) 與「自

由喪失 J (loss of freedom) ，如果近代理性主義的興起，以及「臣的理性J

行為的導向，是為了增進人的幸福，如果人的幸福，寓於他本身所持的終極

價值的完成，那麼在現代社會中 r合理化」、「官僚化J 過程的自我擴張，

卻傷害了這種幸福和價值達成的可能性(陳曉林，民76 ' pp.筍 ， pp.W1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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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Weber )ifi提出來的理性困境， Habermas認為傳統意義上的理性已顯

出諸多弊病而遭毀棄，但徹底否定理性又是不可能。他從批判哲學的角度出

發，瞭解現代性為何成為問題並遭遇危機?現代性是否已經終結?他認為現

代化或 Weber 所說的「合理化」是叫個世界歷史過程，一項未完成的工程，

從啟蒙時代開始設計定向，但卻在具體實踐中一再出現偏差而走入歧途。問

題的實質在於'未能按照科學、道德、藝術各自不同的典範去發展合理化的

制度。 Habermas 的選擇是:不放棄啟蒙理想，認是反過來糾正原設計的錯誤

和實踐的偏差，重新調整和完成理性的重建和修建，建立新理位置式一一溝

通理性(王岳川，民82 ' p.161) 。溝通理性係通過語言中介，為互動網路及

生活形式的結構化提出可能性或限制的條件，基本上是一種程序理性，顯現

在有責任的互動參與者相互主觀認定的有效性宣稱(楊深坑，民84 )。然而，

理想的溝通情境是否會變成無法實現的烏托邦?共識的達成是否就可以免除

權力宰制，而不會壓迫他者 (others) 、少數 (minority) 、異質性和多元位?

此外，在推翻了任何聲稱理性有其本身絕對依據、或絕對判準的「基礎論 J

主張( foundationa1i5m )之後，理性的出發點，仍然是f 非理性的選擇J 0

綜上所述可知:理性的觀念，也「第一原理 J 、「終極原因 J 遞演到啟

蒙時代「真實清晰的超驗原理 J 轉變到以概念和推理來認知事物、對目的

和手段之間的關係做合理的權衡，乃至在臼常生活世界中的溝通。然而，這

日漸寬鬆的「合理性」觀念，仍面臨了根源性的質疑與皮話。

正如Horkheimer所言 「這個世界所產生的哲學，本質上是理性主義的。

但一次又一次，理性主義的哲學，循著它自己的原則，反對了自己，並立採

取了懷疑主義的形式。.....理性主義本身曾建立了清晰與明瞭的規準'而懷

疑論與經驗論郎以這些規準來反對理性主義。...…懷疑論清除了大多數理性

主義的內容，以至於今 5理性觀念幾乎已一無所有。」理性在摧毀概念上的

偶像過程中，最終，也摧毀了自己。(陳曉林，民 76 ' pp .257-258 )如今面

對理性本身所暴露的內在曖昧與外在流弊，面對當代西方學界對「理性」的

批判與質疑，我們是否已到了另一頭鍵時刻，是否必須考慮「解除理性的魔

咒 J 不再固執於理性可以解決世界的一切問題?

口琨代化

現代化是以啟蒙還位為核心的現代性的開展，Habermas就認為 現代化

即合理性的開展。「現代化」一詞的概念，涉及一連串不斷累積與相互增強

的過程 知，資本的形成、資源的流通與運用、生產力的發展、勞動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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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加、中央集權式政治權力的建立、國家認同的形成、政治參與權、都市

生活形式、學校教育的增殖與分化、價值與社會規範的受挑戰( Habermas,

1987 )

進一步分析現代化的意義，就狹義而言，現代化是指在西方啟蒙以來現

代科技與工業主義衝擊下，傳統社會在邁向現代社會的轉化過程 e 在一九五

0年代，現代化即被視為科技的代名詞( Haberm肘， 1987) 。

就廣義而言，現代化是一種巨型的社會變遷，任何一個社會，只要在整

體性的社會結構霞、科技知識面和人際互動與個人態度函，經由轉化過程而

邁向另一個新紀元時，均可稱為現代化(蔡文輝，民81 ;陳秉璋&練信木，

民82 )。一九六0年代之後，對現代化的研究就涉及人與客體環境、人與社

會結構變遷之關係。此類研究大都著重於蠻家現代化層次的探討，尤其針對

科學啟蒙後，隨著工具之發明與利用，所帶動的生產增加、經濟成長與社會

結糟改變等論題(溫明麗，只83 )。

就社會結構的層面前言， Levy 的研究發現現代社會具有下列特質 (蔡

文緣，民 81) 1 社會單位的特殊化; 2.社會單位的互賴性， 3 一種普遍的

倫理觀念; 4 集權化與民主化之綜合。

就個人意識的層面而言， Inke1es 和 Smi自由心理學的觀點探討現代化社

會結構中，傳統價值內化於個體之後所形成的特徵1.原意接受新經驗; 2.隨

時接受社會變遷; 3.意見的增長; 4.資訊的蒐集; 5.目前和未來導向; 6 有

效率的; 7 可靠的; 8 有計畫的; 9 注重工藝技能的價值，顧意以才能為分

配酬償的準刻; 10.注重教育和職業 ;ll 認清和尊重他人的尊嚴; 12.瞭解生產

過程。

金耀華認為現代化包括結榜與意識的層面; 1 工業化; 2 都市化 ;3.普

遍參與; 4.世俗化; 5 高度的結橋分殊性; 6.高度的「普通成就取向 J (金

耀墓，民 81 )

在上述的巨大社會變遷中，理性是推動現代化的核心信念。理性使我們

選擇具有較高效率的手段或工晨，以更快更容易地達到某些特定的目的。理

性體現在經濟層面，是工業革命的產生和資本主義的興起，體現在國家和社

會組織層面則是官僚體制的產生;體現於價值方面則是功績導向的形成。

然而，時至今日，現代化發展到高峰卻出現了許多危機，例如 對於理

性根源的懷疑、意義和價值的失落、權力和宰制的橫行、生態環境的破壞、

資本的壟斷與集中、科層體制的僵化、文化斷層的形成、犯罪率的升高......。

這些危機暴露出，依啟蒙理性設計定向的現代社會工程已經無法滿足新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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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需求，一個新的時代已然浮現 後現代。

現代的煙[i(]工業照顧的是大眾社會，後現代照顧的卻是多樣化分眾社會，

從生活型態和產品，到科技和傳播媒體，都越來越多樣性。多樣性帶來更複

雜的狀況，使得組織需要更大量、快速、新穎的資料，也更容易產生前所未

有的偶發事件和危機，這都不是將任務平行分解再垂直要在合的僵化的科層體

制所能解決的。因為科層體制面對新問題的因應策略是增設機關部門，而過

度分工衍生出過多的疊床架屋的機關部門，組織思過度龐大而崩潰。區此，

不從傳統中央集權的科層體制 j解脫出來，絕對無法應付眼前的競爭 o 而資本

主義大量規則化生產的原則也必須改變，最重要的資本不再是土地、原料和

人工，而是知識和創意。

知識本質和傳播方式也都面臨重大改變。新的社會型態突顯出知識與傳

播工具背後均真有權力運作，不是價值中立的。媒體報導的所有「事實 J

都是經過擁有權力的人提供被他們價值觀消化過的?事實 J 及假設(不管是

故意或無意)。於是每件我們眼前的 f 事實 J 都有它的權力背景，也當然

會產生未來對權力重分配的影響。無論是捏造的謊言，真正的「事實 J 科

學定律，甚至宗教「真理 J 都是當今權力遊戲的彈藥，也則是我們所謂的

「知識」

在知識的傳播方面，知識自由流通，多媒體資料庫的誕生產生了網狀的

溝通管道，取代了傳統資料庫的樹狀管道，使用者 llP使在不確定的狀況下也

能一路探詢下去。不但大幅增加知識的章，也增加知識的層次和用途 (Toffler ，

1991 )

知識控制了資金與武力，成為最高品質的權力。以電子、電腦、資訊、

生化等為基礎，成為改變人類文明的 r 第三波」。超象徵型的經濟正在搖撼

著資本主義，彈性的、縮狀的組織衝擊中央集權的官僚體制。這種巨大的社

會變遷，使得原本滿懷樂觀和進步思想的現代化支持者感到迷惘和困惑，而

卻是後現代主義的溫床，一種新的思潮郎將在新的時代嶄露頭角!

日 自琨f弋到後琨f弋:延續或斷裂

要解決當代現代性和現代化的困境，不是批判與修正理性的內涵，就是

建構出一套擺脫現代理性的理論。批判理論採取了前者的做法，而後現代則

採取後者的作法。出現代到後現代的轉折中，最令人困惑的是:三者之問究

竟是延續的，或是斷裂的?

無疑的，標榜斷裂是後現代的一個特色。正因為斷裂約緣故，才可能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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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對立爭執的情形。然而，由於對立的形成不在於相互的矛盾，反而是因為

彼此無闋的緣故，於是，對這場爭論的解決，也不可能也什麼先驗綜合之道

可尋(蔡錚雲'民84 )。然而，斷裂不見得是激進的、絕對鈞。

Foucault認為:從一個歷史詩期轉換到另一個歷史時期之間具有不連續性，

「事物的認知、描述、表達、記述、分類、理解都會和以往的方式不同」固

然而，並沒有一種從空無中遊湧出來、否定一切的那麼基進的斷裂。唯有在

既存的運作規則之上，斷裂才有可能。因此，斷裂並不是絕對的變遷，泊是

「知識脈絡的重新區劃」、其成分的重新配置，雖然產生了論述型構的新規

則、重新界定了知識與真理的界域和性質，然而與先前的知識脈絡也還有重

要的連續性(朱元瀉，鼠的)

Norris (1995) 則以時潤的向度消解現代後現代之間的對立，他認為在廿

世紀的後半期裡，論述一直被一種「後來意識J 所滲透瀰漫。後起的環論思

想或文化現象，如「後」結構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等，不再自立名臣，反

以「後來」的名義，附加/補足於已有的名目之「前J 0 後結構主義的出現，

已經重寫了結構主義，正如後現代主義的出瑰，已經重寫了現代主義樣。

再沒有「本來的」結樁主義或現代主義，只有後結構之後的結構主義，後現

代主義之後的現代主義。

沈?青松(民84 )認為後現代對琨代，在斷裂中有連續，在連續中有斷裂。

由於後現代對現代位有所批判、質疑甚至否定，自有其斷裂之處;但由於真

乃衝著現代之所以為現代的現代性來說，即便是在批判和否定之中，也總有

某種連續性。甚至可以說，~表現代是在現代性加深，甚至產生難以承受的弊

病之後引起的否定運動。

連續預示了對話溝通的可能，而斷裂則是一種新理論形成的基礎。或許

我們不必採取一個強烈的either/凹的立場，就後環代的實際境況而言，不如

說是藉斷絲連吧!

二、邏各斯中心的崩解:後現代的語言遊戲

社會變遷和學術思想理路的反省，使得植基於理性的現代性理論和現代

化社會面臨極大的挑戰，貫串宇宙、人類內在秩序以及外在世界的秩序的

logos 分崩離析，一些新興的思想家紛紛從不同的角度構築新的人文社會景觀:

Lyotard 提出後現代的知識境況，Derrida的解稽閱讀以遊戲消解了邏各斯中

心主義， Rorty 倡導打破鏡式本質的後哲學文化，Baudrillard 建構虛擬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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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社會， Foucault 以考古學和系譜學來研究論述、權力、知識和身體。上

述景觀不再具有普遍的、客觀的、恆定的、 統的後設敘事，因此要瞭解他

們的觀點，就必須進入他們的語言遊戲中。

H Lyotard: 後現代知諮境況

Lyota泊的「後現代境況 J (1984) 所研究的是在最高度發展社會的知識

境況，以開放變動的語言遊戲原則去看待後現代文化。

1 電腦社會中的知識

Lyotard 的研究假設是.當社會進入後工業時期，文化進入後現代主義，

知識的地位就產生了改變。

Lyotard 認為所謂的「科學知識 J 是一種論述( discourse) 。現代最先進

的科技部和語言有闕，例如:語音學、語言學、傳播學、控制論、電腦語言、

訊息傳播、數據儲存流通、電傳學、終端機等，科技的進步改變了傳統知識

的本質和功能，影響了知識的研究和傳遞。

知識的本質隨著情境布改變，只有將其轉換成大量訊息，它才能適合新

管道，變成可操作，不能如此轉變的知識將會被淘汰。研究結果必須轉成電

腦語言，所以知識的生產者和使用者必須擁有將他們發明或學習的事物轉換

成電腦語言的工具。

隨著電腦霸權而來的是某種嶄新的邏輯，某些決定陳述是否為知識性陳

述的規範。對於知識者而言，知識徹底外在化( exteriorization) 。以前獲得

知識和心靈訓練、個人訓練之間具有不可分離的關{系，現在這種原則已經過

時了 I，知識的供應者和使用者之於知識的關係'已經被商品生產者和消費者

之於商品的關係所取代，知識為販賣而生產，為穩定新知識產品的價格而消

耗，其共同的目標是交換( exchange) 。總之，知識失去了傳統價值，不再

是自身內在的目的，純粹為知識而知識的觀點受到了質疑 (pA)

在後現代社會中，知識以資訊商品的形式，成為不可代替的生產力，變

成全球權力競爭的籌鶴。將來屬家之間將為資訊的控制權而戰，就如同過去

為爭奪領土、原料和廉價勞力的控制權而戰。知識商品化使國家不再佔有生

產和分配知識的特權，只有學富而易於解碼 (decode) 的訊息流通不息，社

會才能存在與進步。「透明易傳 J (commmuncational "transparency") 的意識

型態和知識商品化並行，在這個階段中國家變成了知識不透明和嚕雜的因素，

經濟和國家權力的關係之間出現了新危機。經濟力量以跨國企業的名義和新

型的資金流通，使投資決定超越國家控制，隨著電腦科技的發展，對國家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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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的危害日趨嚴重。因此，新的有關知識合法性的問題不斷產生 「誰有

權瞭解? J r 誰有權接近資料、控制資料和傳播管道? J 誰能掌握這種新

知識，誰就能掌握權力。

2.科學知識的合法化危機與語言遊戲

自從十九世紀以來，文化狀態已經改變了科學、文學和藝術的遊戲規則

(games rules) . Lyotar位將這些改變置於敘事危機的脈絡來探討。他認為

所謂的「現代 J 指的是訴諸某些「巨型敘事 J (grand narrative) (例如:

精神辯證法、意義詮釋學、理性或主髓的解放，創造財富等)的f後設論述」

( metadiscourse) ，而使自身合法化的科學。例如:一句含有真理價值的陳

述，必須要通過共識規則才可以被接受。然而，這種觀點以後設敘事將知識

合法化，卻不曾考慮到後設敘事本身是否也必須被合法化?

E司此， Lyotard 將後現代定義為針對後設敘事的懷疑態度，這種懷疑是可

種科學進步的結果。後設敘事合法性的荒廢反應了過去依附其上的形上學和

普遍組織的危機，使得敘事的功能失去了原動力，崇高的英雄、災難、冒險

和目標，都散入了敘事語言元素的迷霧中。每蜜迷霧都有其特殊種類的原子

債，但不必將其連結而建立穩定的語言，因為這些所建立的特質之間不必然

是可共量的( commensurable) ，不必以相同的標準來衡量。

然而，巨前決策者所根據的卻是元素「可共量」和整體決定論的邏輯，

以輸入/輸出模式來管制這些社會性的迷霧，以權力的增長來安置我們的生

活，在社會正義和科學真理的名義之下，權力約合法化是根據系統實作的最

大化一一教率。將這種規準運用到語言遊戲中，必然導致某些恐懼一一不是

被操作(可共量) ，就是消失!

131此， Lyotard 預言未來的社會將會脫離牛頓式人類學的領域(例如目

前的結構主義或系統理論) ，進入語言元素的話用學，有多種不同的語言遊

戲 異質的組成元素、碎片的綴補，形成了一種局部決定論。

3.科學知識和敘事知識的話用學分析

Lyotard 從語賠學方面分析敘事和論述與社會文化型態的重要方法論原則。

在任何談話中總存在三個要素，郎講述者(sender) 、聆聽者(ad吐ressee )

指涉物 (referent) ，三者形成一種特定的話語模式 (modes of discourse)

在每種不同性質的論述中，都可以用說明其特質和用法的遊戲規則去設定，

但是，這些遊戲規則只是遊戲者之悶的契約式產物，不能提供自身的合法性。

規則是遊戲得以應用的關鍵，任何變化都將改變遊戲的本質;每種論述的發

言都如同遊戲具有競爭的意味，具有不斷推陳出新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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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知識的危機，正在於知識狀態改變了「遊戲規則 J 使得三個論述

模式的要素之間的契約破裂，造成講述者的絕對權威，導致論述本質的改變，

以及科學知識和敘事知識同源並列的衝突。以科學的尺度去衡量敘事論述，

多半淪為預言傳說。但科學並不只是提出 系列有用的公式去探求真理，還

必須在其遊戲中使其所運用的規則合法化，這種合法化的論述(的 course)

稱為哲學。亦即，輕蔑哲學的科學知識卻必須反過來以哲學將自身合法化 G

科學知識並不代表知識的整體，它必須與敘事知識同持並存。敘事論述

的功能是在所論及的文化裡，去確定大家應該談什麼和做什麼。這些敘事論

述之所以是合法的，是 131為只要在講述者、聆聽者和指涉物之間佔據敘事者

的位置便能自獲權威。敘事知識的用法沒有固定的模式， ilij只能通過語言遊

戲來設定各種論述的合法性地位 o

科學知識存在於一種指示性陳述的語言遊戲中，並以能否重複驗證為尺

度，去檢驗對象，做出真理性的陳述，使大家產生共識。科學敘事僅在專業

階層的範疇中談論彼此的論述，而不形成社會制約;研究遊戲的能力只與講

述者有闕，聆聽者不必然成為「某種知識」認為他應該成為的那種人。科學

敘事要提出新說，必須提出證據以推翻舊說，因此，它不斷否定過去，企圖

以自己的標準統一所有的論述。

敘事知識將科學看做其家族中的一個變種，對其侵吞和否定採取寬容退

讓的態度。而科學卻步步進逼，認為敘事知識永遠無法用語據來證明自身的

合法性。然而，當科學否定敘事知識之後，因為其單 的論述僅涉及其實，

所以無法完成文化意識的替代，也不真人文科學的價值關懷和社會功能。在

損毀敘事知識的科學根基時，科學將自身置於一個共時性的平面上，導致包

括自身在內的普遍知識的「非合法化狀態 J

4.解合法化與俘論的合法化

當傳統的合法化因時過境遷而失效，只有通過「解合法化 J 走向後現

代的論述遊戲的合法化。換言之，那種以單一的標準去裁定所有差異進府統

所有話語的後設敘事已被瓦解，自由解放 J of口「追求真理」的兩大「合

法性神話 J 或兩套「巨型敘事」已消逝。操作性的規準是科技的，無繃於

真理及正義的判斷。如此一來，科學真理只不過是多種論述中的一種，與敘

事論述一樣，都不是絕對真理。因此，把當代科學重新加以合法化，意昧著

應該尊重各種論述的差異，依照不 i司的遊戲訂出不同的規則。各種論述遊戲

之崗是平等的，不可互相侵吞。

總之，後現代知識不只是權威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它增強我們對差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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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增強我們容忍「不可共量性」。後現代原則不再是專家之闊的 4致性

(homology) ，而是發明者的悸論(par.logy )。知識的合法性也不再跟於經

由討論而獲得的共識，因為共識會損害語言遊戲的異質性，而創造總是生於

歧見之中。

仁.) Derrida: 解構閱謂的嬉戲

Derri也是解構主義的代表人物。所謂解構，即是鬆解出文本表意活動中

對立抗衡的力量。解構主義主要體現為一種閱讀方式，在對文本進行閱讀和

解釋中體現出來(楊大春，民84 )

Derri也從拆除現存和顛覆秩序入手，瓦解形上學的基礎，打破西方哲學

史和思想史對中心、本源和「現存 J 的追求，鬆解「邏各斯中心主義 J 所內

在預設的二元對立優先序列的支配住宣稱。{也深信，只要對這些基礎「輕輕

一碰 J 橫互幾干年的傳統哲學就會傾刻間搖搖欲墜。

1.拆除現存的形上學

Derrida 認為結構中心整體性是奠基於「現存( presence) 的形上學」

這種形上學認為存在終極的、客觀的、不需媒介的「現實世界 J 把它體現

於自己身上產生了「人」的概念，體現在事物之上就產生了「現實」的概念。

雖然經驗總是破碎的，但是人最終可獲得關於這個世界的具體知識。「能

指 J 和「所指」之問存在必然的聯繫，而且這些聯繫最終都禁錯在一個「有

意義的 J 、完全不能分割的、生成現實世界的統 體中。

這種以目的論( teleological) 或等級觀控制結構中各成分所形成的自足

的整體( totality) 就是結構，在這結構中各成分間的差異受同一性中心原則

支配，並「共時態」地同時展現在一個平面上。結構的這種所謂封閉的自我

調節和轉換體系，強調本源和中心的自我呈現的展開形式和同 和確定的向

心指涉，從而切斷了與差異性連結的參照體系，成為一個不與外部發生任何

聯繫的封閉自足體系。

Derrida 為了要消解設置先驗中心和永恆意義和結構的形上學，用「意義

鏈 J (a chain of signification) 去取代結構，由於意義鍵是開放的(open

ended) 、非目的論的，所以排除了系統中具有一倡統治作用的整體的懇法，

又由於它既是空間的又是時間的，所以它本身就不會降到整體或對象的地位

仁去。

2 消解邏各斯中心主義

邏各斯中心主義認為存在著固定不變的真理和超出語言之外的事實，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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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做為對象呈現給言說者，並在實際的語言交談中被把握。邏各斯中心主義

從本質上認定某一認識真理的方法優於另外一些方法，這使得西方傳統的形

上學思維方法建立在一正一反，二元對立的基礎之上。這種對立並非平等的 1

而是「某個語詞支配另一個語詞，並{占有決定的地位 J 。

Derrida (1974, pp3-5 )認為邏各斯中心主義是語音書寫(例如:拼音字

母)的形上學，也是最根源、最有權力的種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

它將自身加諸世界，控制一統的秩序

(l)在書寫的概念中語音化的書寫必須掩飾自身產生的歷史。

(2)在形上學的歷史中，無視於存在著許多差異，將具有理的根源皇帝於logos'

貶抑書寫，將它壓制於完全的言說(full speech) 之外。

(3)科學的概念取決於邏輯，而科學的實施卻不斷挑戰logos 的帝國主義

心態，喚醒非語音的書寫。

為了重新瞭解本源(origin) 、符號的概念和言說與書寫的關{系，探索

數千年來控制這個領域的觀點的位置錯亂和自相矛盾，Derrida要建立 種書

寫的科學 文字書寫學(Grammatology) ，去彰顯文字的自由，打破以語

音代表「現存」的「語音中心主義J (phonocentrism) 。他的名言是 r 文

本之外，別無他物J (il n'y a pas de hors-texte.) (Derri釘， 1974, p.158)

文字與文字之問構成一億流動的意義指涉過程，文字不需要指涉形上學的其

實。任何一個文本只與文本相關，在無窮的意義鏈中，文本互棺替代和反覆。

意義不能封閉在符號裡，任何封閉體都有裂口。在Derrida看來，作者並不創

造意義，囡為作品沒有所謂的原意，意義也不是作品現存的，必須無止境地

在文本之外去尋求，每篇文本必須置於更多的文本之中才具有意義，此RP

Derrida 所謂的「互為指涉J (intertextuality)

3.解構策略

解構一篇文本就是找出假定論據、關鍵概念或前提等修辭手法，表現文

本怎樣損害它所維護的哲學，或者動搖它所依持的等級對立次序。

為了避免使用傳統哲學話語中足以使自己身陷二拾元對立的詞彙，Derri臼

使自己的核心術語模稜陶可和中性化，於是.Derri血的解構策略，分延

( differance)、散播 (dissemination) 、蹤跡(trace) 、替補 (supplement) ,

就成為與「定義」之單一固定含義格對，具有雙重意義的不斷運動的模糊詞

彙。

分延來自法語動詞「區分 J (to differ) 和「延撼J (to defer) 。區分

是指:在空間上，符號總是為其他符號所限定和區別，訝的意義不能最終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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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只能在語境( context) 關係的區別中決定。延擱是指 在時間上，符號

總是延攜所指的事物的在場。

散播是一切文字詞有的功能。正因為文字的分延所造成的區分和延擱，

使意義的傳達不可能是直線傳遞的、由中心向四周散闋的，而是像繳種子一

樣，將不斷分廷的意義這裡散播一點，那裡散播 點，不斷地向四面八方教

佈，形成零亂和不完整，來反抗中心本源，藉以消解透過中心和階層，獲得

明晰的意義，來把握真實的可能性。

蹤跡並不指涉存在一個根源，而只是暗示出在場之物和不在場的分延網

之闊的聯繫。因此，解讀文本只不過是順著文本給定的蹤跡暗示另 些蹤跡

的過程，即從這一文本至1 另 些文本，然後再進入更大的文本群。

替補是由「補充 J 和「替代」雙重意義所構成，替補是存在的領充，也

是對先前軍乏的空白的替代填補。文本的替代和補充顯示出透過語言只能獲

得不確定的、局部的意義，而無法獲得終極的意義和永恆的知識(主岳川，

只 82 )

日 Rorty :後哲學文化

在「自然與哲學之鏡」的中譯本作者序中，Rorty 說 r 我們不應該問科

學家、政治家、詩人或哲學家是否高人一等。我們應該按照杜威實用主義精

神不再去探討一個精神生活類型的等級系統，我們應該把科學看作適用於某

些目的，把政治、詩歌和哲學都看作各有其間的。我們應該揚棄西方特有的

那種將萬事萬物歸結為第一原理，或在人類活動中尋求種自然等級的誘

惑。 J (李幼蒸譯，民79 )因此， ROfty 站在新實用主義的立場，針對「心」、

「知識 J 和「哲學」等問題，批判Decrate--Kant 以來的鏡式本質的觀點，提

倡無鏡哲學和教化哲學，超越傳統JF歷史性永恆型模，去建構新的文化前景

一一後哲學文化，悠遊其中的知識份子應該扮演但自由諷喻者的角色，善

盡自我鄭造與社會關懷。

1 哲學鏡式本質的質疑

Rorty (!979) 認為自十七世紀以來，心蠶被認為是反應實體的鏡子，而

知識則被看作是這種反應的精確化和系統化，哲學也因此成為對獲得知識方

法所進行的研究、檢驗、修補和諧淨鏡子的活動。但Rorty 認為西方哲學沒

有必要接受這種迷信與誤導，他認為語言「自身」不再是內在表象的外在化，

甚至連表象都不是，語句和語句相互連結引生，而不是「相應到J 實體世界

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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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無鏡的哲學

Rorty 將哲學分為體系哲學和教化哲學 (edificationa! philosophy) ，體系

哲學處身於主流的哲學位室，它的特點是抱持中心娃、同一位原則，重視

正常論述、建構和體系的設定，強調心靈的鏡式本質和哲學的認知性。教化

哲學處身於邊緣的哲學位置，它抱持差異性、相對性、諷喻性、治療性、遊

戲性的原則，重嚴解構，強調教化過程和人類對話的理解，重視哲學真理的

追問。

教化哲學家雖然處於邊緣哲學的位置，但這代表了一種新的觀點和可能

性。他不去定義哲學，而是躬行 種哲學，他沒有套用給定的意識型態話語，

而是創造出另 套解釋學話語;他因為違反了正統哲學的後設規則(metarule)

而永遠只能在「反常性」中放逐自己，在「對話性」重新解釋中不斷向中心

權力話語挑戰。在這個憲義上，教化哲學家永遠也不能使哲學終結，而是防

止哲學走上僵化之路。哲學將與文學、美學、文化互相滲透，以新人文主義

的型態重新出現(王岳川，民82 鄭祥福，民84 ; Rorty , 1979) 。

3.後哲學文化

在破壞了哲學的鏡式本質之後， Rorty提倡「後哲學 J (postphilosophy)

llP那種打破傳統形上學中心性、整體性觀點，倡導綜合性、無主導性的哲學，

案有「美國後工業社會哲學精神J 後哲學文化是後現代哲學思想的重要內

容，後哲學文化追求的是差異和不確定，哲學不斷進入文學、歷史、人類學、

政治學各文化領域。後哲學研究變成一種「文化批評J 哲學家變成「文化

批評者J 。他們追求的不是具有先驗絕對的標準和一勞永逸的結論，而是在

思維中使自己處身的詩代得到理解。

事實上，在英美國家，哲學的主要文化功能已經被文學批評和理論所替

代。當哲學家遁入語言分析，對不能說的事物保持沈默之時，文學批評和理

論已經接下了歷史的重擔﹒對人類精神走向進行描述，對人類痛苦和創造的

本源加以反思。

4 民主社會的自由諷喻者

當關注的焦點轉向社會事務時，Rorty提出「自由諷喻者J (liberal

lfom吼叫作為知識份子在自由民主政治體制下的自我形象。在後哲學文化中，

隨著民主國家中文化批評者大量出現和地位的提昇，哲學家中的自由諷喻者

將越來越多。現代知識份子最好的處事態度乃是諷喻，但是知識份子要深切

體認到這在私人範固有效，如欲表現在社會關懷上，則必須藉著公共評論來

提昇「自由主義的希望J (liberal hop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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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誠輸者具有下列狀況

(1)徹底並一寞地懷疑他自己經常使用的帶有價值規範的「終極語彙 J

(final vocabulary) ，因為他對別人或書上所使用的終極語彙印象特

別深刻。

(2)他瞭解，他自己當下的語彙所組構成的論證無法壓低或解消上述的懷

疑。

(3)對自己的情境予以哲學化而言，他並不認為自己的語彙比別人更接近

真實。諷喻者的人生態度是，不要把自己弄得太嚴肅，因為他們日常

生活所使用的語言本身也在變動中，即使連終極語彙也含著偶然性與

脆弱性，更不問說嘲諷者自身的有限存在也含著偶然性與脆弱住了。

Rorty 認為民主政治優先於哲學，我們不用依靠任何哲學立場，而要依

靠「反省的平衡J (reflective equilibrium) 來制訂社會政策。在民主社會中

保持遊戲的態度，反而有助於道德的提昇。(蔣年豐，民84 ; Rorty , 1989,

1991 )

個 Baudrillard :虛擬的後媒體社會

Baudril1ar吐宣稱.我們正處於 個新的虛擬的時代，由蔓視生產工業資

本主義社會，轉向以電腦化、資訊處理、媒體、攝控系統、擬像符碼與模型

組成的後媒體社會。

1.後現代媒體

在後現代的歷史時空中，大眾與媒體網路之間已經不再存有空間的距離。

傳統的媒體理論認為媒體與大眾是一種外在佐(exterua1 )的連結，是發出訊

患者與接受訊息者的關{系。 Baudril1 ard 的後現代媒體理論則認為大眾與媒體

之間是內在位( interual )的關係，大眾不僅生活於媒體空間之中，而且與媒

體處於同一種社會過程之中，媒體所散放的符號，在大眾空間中形成長久的

歷史性沈澱，切入社會身體的內部，形成無法切割的象徵佼網絡。這個歷史

性的預設企圖點出現代與後現代存在條件的差異:現代的情境裡'大眾與媒

體之闊的空間距離，在時筒軸邁向後琨代的過程中，逐漸消失，或是產生了

肉爆( implosion) ，原有的距離漸漸縮短，最後這兩種空間終於相互滲透，

乃至於無法再被切都。這塊白大~-媒體形塑而成的新歷史空間，遂成為

後現代社會的中心。

2.表象與虛擬

Baudril1ard 的後琨代媒體批判「表象J (representation) ，他認為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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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實之間的關係不是先驗性的理論問題，而是歷史過程中轉變的問題。符

號的身分( status) 及位置經歷過四個階段的改變，

(l)符號是基本其實的反映。

(2)符號遮蓋，開始脫離，並且扭曲基本其實。

(3)符號遮掩了其實的缺席。

(4)符號與基本真實沒有任何關係 o

當社會發展到第四個階段即進入了虛擬的秩序 (the order of simulation) ,

清除了可以追蹤到( traceable) 的指涉體，否認真理。虛擬透過架設許多模

型來運作，而這些模型本身就具有一定的行動軌跡，當事實一旦流入模型，

口就必須順著軌跡滑行，或是被分類後流入特定的軌道中;也就是說，虛擬

主其操作中納入了各種可能的位置、視點及論述的方式。一旦移出表象的領

土，進入虛擬的空間之後，任何事物都已經死亡，或是事先已經發生了 J

頭為事件(被表象的)基本素材的符碼( codes) 已經被置放在預先搭建起來

的模型之中，只要符號被模型所譯碼化，它就會被模型視為真實的本身;因

此，符號與其實就變成無法區分了。

當符號與其實混淆不清，虛擬運轉中所生產出的真實也就成了「超其實 J

yper-real) ，沒有起源、沒有其實的真實。簡言之，真實不過是符號的效

果。這種失去其實，或是不理會真實的空間，是一種冷酷而沒氣氛的超空閱

( hyper-space) 。

在大眾一一一媒體這塊超其實的空間裡 ， pJT展現的全面不確定性( radical

lnrleterminancv )正是表象與虛擬兩個層面接觸的結果。表象，作為一種事

後的效果 (aitcr effect) ，或其實的蹤跡，存在於意義作用“ign山川d
及意義生產的層面中，它運作於根據真實或起源的(original) 事物來判斷對

錯的場域中。虛擬，作為一種起源與其實的缺席狀態，只是一種純然的操作

(nllre ooeration )吸取統計資料，訊息符碼，與對錯真偽無顏。在這兩種
品EJ ，各個領域中的基本資料不能被交換代替，因為它們內部所依據的

符碼屬於不同的系統與場域(陳光興，民剖;Baudrillard, 1983)

(jj) Foucault: 考古學與系譜學

考古學( archaeology) 與系譜學( genealogy) 是 Foucault 在從事歷

史文化現象的考察時，所引用的兩個詞彙，也大體代表了他治學過程的兩個

階段。

1.考古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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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Foucault早期的著作中，例如，瘋狂與文明」、「診所的誕生」

「事物的秩序」、「知識考古學 J 等，他稱他的立場為考古學，考古學的目

的是在揭露發生在有關歷史的知識領域中，一種自我衍生的轉變原則和結果。

考古學不是在尋找某一時代具體而微的一統特徵，某幾個事件與邏輯連貫的

關係，亦非刻藝j一綿延不斷的道統，天下學從的思想;而是挖掘 統體系中

的縫隙，暴露連貫事件闊的漏洞，質疑道統中的矛盾(王德威，民 82 )

Foucault 認為考古學所要定義的是遵循某些規則而運作的論述

(也scourse )所謂的論述指的是社會團體根據某些成規以將其意義傳播確

立於社會中，並為其他團體所認識、交會的過程。因此，政教文化、制度與

機構，以及思維行動的準郎，都可說是形形色色的「論述運作 J (discursive

practice) 之表徵。這些「論述運作j 也許並行不悸或互棺衝突，但在其下

總有一「論述形構J (disc盯sive formation) 可資依循。然而，論述」的

存在運行，決不是一平靜的過程。「商品述」闊的消長起落，論述」內部的

{頃乳鬥爭，在在顯示了「權力J 關係的介入。 f 論述形構」所包含的主要成

員是「聲明J (statement) ，聲明具有以下的特色:

(1)聲明不能孤立的運作，它是在其他聲明、句子或命題等形成的關係總

路中才得以顯現其意義。

(2)聲明的主體是一個「位置J 而不是特定的人物。因此，重要的不是

作者，而是什麼關係運作使作者獲得了「聲明主體」的位置。

(3)實際媒介(符號、聲音、行動等)是構成聲明的必要部分。

為了反對傳統思想史學過度依賴「主體j 、「本源」、「體系」的弊病，

Foucault構想了一龐大複雜的「知識型J (episteme) 與之抗衡，他以為這一

領域在「論述形構J 縱橫交錯的運轉下，可以顯示出一自主自轄(auton

omous) 而又不涉任何名目(anonymous) 的結構來。因此，過去史學所引用

的 r 主體」、「客體」、「觀念」、「策略」、「主題J 等都被化解為「論

述運作J 中的條件、位置或法則。如此一來「論述」的地位完全凌駕了個別

形上或超越意識的優越性，而所謂的「真理j 、「意義」因而不再重要

(Foucault , 1972 ;王德威，民 82 )

2.系譜學

Foucault 的後期作品，例如，規自II與懲罰 J 、「性意識史 J 不再著

重描述具自主性法則架構 z 同詩也發現研究者不能白外於研究範區作純客觀

的描述;轉而追溯某一社會現象的衍生過程、發展侷恨與制度化的條件，分

析「知識」、「權力 J f日「身體」三者相互為舟的複雜關係 z 囡而轉向系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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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階段。

系譜學的研究類似於家系( descent) 分析，即藉白血緣、傳統、社會階

級、種族、甚至是身體，尋找在個人身上細微的、單獨的、相似於個人化的

標記( marks) 或特質( traits) ，發現交錯其上的關係網絡。對於家系的追

蹤並不會影響事物在歷史中原有的分布與展現的情況，因而保存事物原有的

狀態。這種分析方法分析的焦點在於偶發的、瑣碎的事件闊的關連，循線對

考察對象做血統或歷史的追察，發現在某個特徵或概念之下，各種概念之所

以形成、如何形成或相對於什麼而形成的歷史(黃雅爛、蔡宛芬、林綠紅，

1994 )
在系譜學的研究階段， Foucault ( 1979 )認為權力的有效運作必然需要有

關客體的知識;同時，某種形式的知識成為可能的條件和它們作為真理宣稱

的合法性，都必須經由權力而產生。權力和知識是無法分離的，彼此內在於

對方，互為對方存在可能性的的條件，二者結合為「知識一一權力 J 。

和「知識 權力 J 密切相關的是 discipli闊的概念。 Foucault 巧妙地融

合了 discipline r 學科」和「鐵哥 II J 的兩種意義，他使用「規訓 J 一詞指社會

控制系統有闋的知識體 (a b吋 of kno凹owled句E酹e叫) ，這種知識髏使得學科 (d凹

vii怯n旭e叫) (知識)得以產生規哥訓II (忱di沁S血C1中削P抖l凹e叫) (控辭制jο) ，反之亦然然、。隨著知識

主展'控制行為結果的實施也一起發展。現代的學科知識使用科學方法而使

自身變成真理;學科知識不斷擴展其規則，將有關身體的知識實施的範圈(例

如 性、懲罰)合法化 o 為了達成稅制的目的，首先須將個人視為組成一種

活動的「主體 J 形成這種主體是經由觀察、監督與人文科學的學科知識所

提供的規準和方法。身體 (body) 是現代的規部|權力運作的目標和主要場所，

當身體變得更服從時，規訓就更有間，反之亦然 (Foucault ， 1979) 。

因此，在教育的領域，有關知識和道德的教育論述，將身體變成一個規

斜的運作和懲罰的場所。「知識一一權力 J 經由論述和實施的網路而運作，

產生「溫順的身體 J (docile bo刮目)和「服從的靈魂J (Usher & Edwar郎，

1994) ，而學校也變成一種「規哥II化的社會」

的小結

教育研究的基礎是建立在啟蒙思想傳承下來的知識權威，然而，後現代

思潮的衝擊卻使得這些長久以來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權威和假設產生問題，

Lvotard 的 r 後沒代境況」描繪出資訊社會知識的本質和傳遞方式的改變，知

需商品化使得知識失去傳統的權威和價值，對「後設敘事」的懷疑使專家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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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的地位低落，語言遊戲的局部決定論使得研究焦點出「共識 J 轉向「悸

論」和差異。 Derrida 的解構閱讀消解了傳統研究對於現存、中心、本源、整

體、結構的預設，研究的結果變成一種分延、散播、替補、嫁接的文本，邊

緣」和「他人」得以穿越二元對立的結構界限，向中心散播。 Rorty質疑傳統

哲學的鏡式本質，建立注重差異性和相對性的教化哲學和跨文化、跨科際的

後哲學文化，教育研究者扮演具有偶然性與脆弱性特質的「自由諷輸者」的

角色。 Baudrillard 的虛擬的媒體社會中符號不再是表象，而是擬像，使得我

們難以分辨真實和虛假，或者是真實和超真實 o Foucault的考古學和系譜學為

人文科學的研究閱啟了新的方向，揭露西方知識體系傳統中的曖昧、矛盾、

斷裂和壓抑，呈現知識和權力相結合的本質。上述的思想家儘管從不同前向

度建構後現代理論，在眾聲喧嘩中卻又有若干相同的焦點，他們對於實糧、

主體、知識、真理、理論、研究方法、研究者的角色都有新的見解，這些觀

點對教育研究者有很大的啟示，值得我們深入探討。

三、後現代思潮街擊下的教育研究:美麗新世界或

不可承受之輕

教育遑論和實踐係植基於現代的傳統。教育是啟蒙之子，它奠基於高度

個人主義和人文主義假設的所發展出來的整體主義和理性主義，使啟蒙的理

念(批判、理性、個人自由和向善的進步)得以實現。教育組織參照「主體

中心理性」的論述，使其自身和其實施合法化，教育過程被視為理性主體內

在的開展 (bringing out) 、天賦潛能的實現，以自我促進動機、自我指導，

變成某種特定的主體 (Usher&Edwards ， 1994, p.24) 。然而，後琨代思潮郤顛

覆了現代傳統與啟蒙思想，從根本上動搖了教育系統組織和運作的原理原則。

教育研究在面對後現代的解構之際，是否正如 Derrida 所言，只要對這些基

礎「輕輕一碰 J 這倡龐大綿密的體系傾刻崗就會搖搖欲墜?而體系崩解之

後，我們是邁進了一個自由、開放、多元、創造的新境界，還是陷入了聖經

Babel 塔故事中的混亂失序、無法溝通?以下將就形上學、知識論、方法論

三個層面，探討後現代觀點對教育研究的影響。

形上學

歷來哲學總認為存在終極的、客觀的、不需媒介的「實體世界」

logos ' logos 體現於人的自身就產生了具有理役的「主體 J 體現在事物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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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之上就產生了「客體」的概念。主權為了和客體之間產生溝通，就透過

建構種種表象，來認知或是控制客觀世界，藉以瞭解其中所蘊含的終極原理。

後現代主義者拒絕任何質體的觀點，因為實體假定了個體心靈過程的獨

立性或相互主體悶的溝通 (Rosenau ， 1992) 。後現代認為實體是建構而來的，

語言與符碼並不是實體的表象，而是語言符碼製造了實體。語言是我們唯

認識的實體，實體是一種語言習慣( habit) 、語言共識，並沒有 個獨立於

語言論述外的實體存在。所有的知識主張都僅在它們自己的脈絡、與範或吾土

群中，才可能被認識與被討論。因此，實體只是在一個特定脈絡中被常規所

接受的社會過程的結果。甚至宣告沒有「實體」的世界，只有「擬像J (simu

1acrum) 所構築的「人工世界J (artifical world) ;擬像形成後，人類便失

去了與真實實體接觸的機會，分不清{可為其實、何為影像，因而被剝奪真正

的人性。

否定實體後，後現代主義者隨之質疑一個統一的、一貫的主體存在的價

值，他們提及「後 主體 J (post-subject) 或「反主體J (anti-subject)

時，不是在要求客觀性，而是對於被視為文化與歷史的先前建構中心的主體

一一人一一不去強調。他們認為主權是虛幻的，甚至是一種語言上的共識或

是語言思考的結果，像Derrida 與Foucault 就認為，主體僅是語言中的一個位

置，是論述的產物，是一連串以前言後話文本形式寫作出來的效應(Rosenau ,

1992 ; Norris ' 1985) 。主體也顯現了權力的形式， Foucault 認為主體一詞有

兩種意思﹒透過控制與依賴主從 (subject to) 於別人，和透過良知和自我認

識束縛於自己的個性，兩種含意都意指一種使個體屈從並處於隸屬地位的權

力形式(錢俊諱，民84 )。對於實體和主體的否定，代表著一種「去中心

化」、對「邊緣」或「他人 J 的關注、和對差異的肯定。「他人」在過去是

受到壓迫與剝削的，在過去「理性 J (reason) 掛帥，特別是「歇測中心」、

「白人中心」或 f 男性中心」的時代中，這些「他人」常是被排擠於中心之

外的「邊緣人 J 一一一如女人、有色人種、經濟劣勢的階級、兒童甚至囚犯，

而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後現代理論認為在社會逐漸多元化與世界秩序中，一

些過去獨大的權力已經不再可能強加意志於「他人」身上(方永泉，民84) ,

取而代之的是多元的、微觀的權力競逐。

然而，在此也顯現出後現代理論會使「他人 J 在理論上、政治上陷於無

能。拒斥所有後設敘事、豆型敘事、所有對於像是男性宰制、種族主義、階

級剝削的系統性結構的批判，都會 IZSI而損傷受壓迫固體的鬥爭 '129為，這些

人需要了解那些壓迫他們的系統性質，並合理化他們的反叛。對局部性的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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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郤發現往往正是局部性的領域壓迫他者和邊緣，杏定他們的權力。

此外，差異性可能會遭到物化而盲目崇拜，也可能造成各個團體之間、

各個個人之問僵固的障礙，從而淪為只能夠複製出特定利益團體的政略 c 擁

護異質性、差異性和醉裂性，也可能會使彼此的共同利益陷於模糊不清，以

致到最後所支持的竟是白種男性和資本主義的宰制。況且，政略也可能被重

新界定成不具殺傷力的個人認同和風格政略 (politics of style) ，因而放任

宰制關係保持原狀、不受挑戰(朱元鴻，民的)

後現代對於邏各新中心主義的消昌平也無法避免以下問題:否定二元對立

的前提仍是預設了二元對立的存在，站在傳統概念的基石上，拆解傳統形上

學的大廈。荷否定文本意義的本源性和真理的存在，將落入相對主義和虛無

主義。書寫的文本如果可以隨意解釋，而且每一種解釋是同等的，那麼意義

就必然是不確定的。而當「意義是不確定的J 這一本義為人所理解，這一事

實就否定了其理論自身，而證明意義的交流具有確定性。

對於教育研究者而言，質體和主體的失落使得現代住所主張的因呆住、

預測f笠、說明性變成無意義。世界上現象或事件是紛維多變、渾沌不清且是

棺互關遠的，無法獨立出來研究。因此，後現代用「互為指涉」來取代因果

解釋，每個文本都是相關於其他文本，每件事的出現都是隨機的、無序的、

無法加以說明的，想去連結所有環節以定義任何現象是不可能的(Rosen側，

1992 )

因此，後現代的研究結果變成一種不斷分延、散播、替補的文本，概念

永遠在不確定性中流浪與漂泊。主體再也不能運用其權力對客體進行控制和

預漪，而只是在語言遊戲中不斷地向中心權力話語挑戰。這樣一來，固然能

增進研究者對後設敘事和巨型敘事的洞見和批判，揭露在中心之外豐富的邊

緣和他者，但是在去除結構時，解樁也失去立足點，在體系哲學喪失時，教

化哲學也失去挑戰和批判的對象。強調億人風格，而不去反省批判具有總體

性的宰制腐係，教育研究者要如何促進教育改革?還是後現代的研究者無法

逃脫的困境。

仁) 知議論

在實罐車口主體預設之下，知識的產生是主體為了表象實體( represent

reality) 。因此，知識必然是正確的、客觀的、不因人因時而改變的，而且

可以被一套客觀的規準所驗證。所以知識也就等向於真環，並蘊含了秩序、

規則、邏輯、理性等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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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後現代主義者認為真理是獨斷的，獨斷帶來權力，有權力就有優

位，有優位會造成宰制 e 因此，真理主張會形成恐怖主義 挑戰真理者會被

判為異端，真理是權力的合法性武器，任何知識的分析都不能忽視權力

(power) 與知識闊的共生關係'而在一個中立的基礎上獲得。

另一些新實用主義者則認為 知識的侶的不是要表象實髓，而是幫助我

們解決問題。知識不是絕對的權威，而只是工具，只是商品，知識失去了理

想性和本身的價值，只有功能性的價值。

後現代主義者放棄了現代1性科學所追求的系統的、不變的、統一的、具

有優位的真理，他們認為主體對周遭環境的認識受到其所處的階級、族群、

社會關係、及所使用的語言中所代表的觀點組合而成，而這些觀點也還不斷

地在變動，每個人對於各種價值都可以有他的看法，而且不斷地在詮釋(蘇

永明，只 85) ，沒有一定的詮釋觀點，任何詮釋都是平等的，沒有好壞、適

當不適當。因此，後瑛代主義者則認為真理只是語言論述( discourse )的結

果，無法獨立於語言而存在。理論是多元的、相等的、沒有任何一倍理論可

以宰制其他;理論不是系統的，而是混亂的、龐雜的、分裂破碎的，不是普

遍客觀的，而是局部的、地方性的、限於某一社會文化情境的。

後現代主義者不想以現代姓名詞建構一套新的理論。甚至，沒有理論。

理論代表有目標、有計畫，但是這是啟蒙理性的產物。後現代懷疑理性、拒

斥推論，沒有目標、哪來計畫?更何況理論，因此，後現代常用悸論(paralogy)

代替理論一詞(Rosen帥， 1992) ，以語言遊戲去創造新的意義，著重棺異性、

部分的、值殊的部分。

現代位科學觀認為在建構理論與追求真理必須是客觀普遍的，因此，價

值不能影響研究，研究必須排除研究者的主觀意識;就算無法完全排徐，仍

需註明，讓讀者了解。後瑛代主義者則認為價值、情緒、感情都是人鎮悟性

運用的產品，沒有任何一個價值系統是高於其他系統的，所有的價值都是相

同的。倫理選擇無法被視為人類道德的選擇，主主僅是一種語言範疇，一個建

構。因此，他們反對現代主義的客觀主義，主張價值的格對主義(Rosen阻，

1992 )

對於教育研究而言，後現代提醒研究者去反省視為理所當然的 (take for

granted) 理論和真理，察覺理論和真理中權力的宰制，主張典範之間的不可

共最佳( incommensurability) 提倡一種多元的理論觀和小巧敘述(petit

narrative) ;鼓勵重新詮釋和創新，具有包容尊重的研究倫理，關心多元、

他者和差異，接納歧異和矛盾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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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現代理論以其普遍、客觀的宣稱，自以為可以放諸四海皆準，到

處可以適用，再加上其「進步 J 的歷史觀所橋成的實用心態，認為科學研究

直接可用來改善環況(蘇永明，民的) ;而後現代的觀點正可促進教育研究

者去反省教育理論與研究工具和方法移植或借用的所產生問題，針對當地情

境發展出切合實用的本土知識和方法。

總之， ~表現代思瀨使得奠基在現代理論的教育的核心概念必須重新脈絡

化和概念化 (recontextualized and reconceptualized) ，概念和脈絡的轉型使

教育研究具有較為流動、建橫性、創造性的觀點。然而，如果採取過於激進

的觀點，將一切!視為混亂、破碎、差異、失序、變動的，那麼教育研究也就

沒有理論可言了。

日方法論

後現代的研究方法最主要在破除知識被logos 宰制的迷思，指出權力在

知識中的運作，恢復知識自由紛呈的狀態。然而，後現代的社會的知識是實

作導向的，隨著新科技新工具的發展，常常在皂白發展競爭的名義下，使得

知識和權力的結合更為理所當然。

從樂觀的一面來看，後現代批判現代對於真理和客叡性的假設，使方法

變成社會科學的目的，甚至全部;而方法又常被窄化為唯一的科學方法。後

現代主義的研究者並不 定排斥方法一諦，但他們較常用策略、競爭等詞彙

代替方法。後現代主義者主張「反方法J 認為沒有真理、沒有中心、沒有

唯一的方法，怎樣都行(anything goes ! )。因為後現代社會是多樣的、變
動的、斷裂的，所以方法也是多元的，沒有固定解答，任何答案都可以

(Hollinger, 1994, pI87-188)

因此，後現代的方法論將更為折哀、有彈性，擺脫社會科學中心的主髓。

較少使用量化的技術(例如:資料分析)，而更為依賴俗民誌、描述、敘事、

詮釋、和文學。從另一種個人和商髓的分析而言，解構、系譜學、考古學等

方法更能增進特定的瞭解，鑑賞差異和多樣性，避免下判斷的結論。那些增

進或限制人的可能性的過程和機制得以為人所知，更多的「他者J 的聲音將

會被聽見 (Hollinger， 1994, pI87-188) 。

從另一個層面分析，教育研究生產和傳播有組織的知識累積罷。後現代

對於實際的運作( performality) (簡稱貫作)的要求，使得對於高科技工具

媒體的需求大增，而新工具、新媒髏的出現與應用，又改變了傳統研究的模

式，甚至改變了整個知識狀態，並進認影響人的思考邏輯與架構，形成了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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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主義。

在後現代的實作社會中，學f，j tj知識轉換成電腦語言才能便利、快速、大

量地傳播，傳統專家或教師約地位被電腦記憶庫所取代，學生在終端機前敢

用電腦資料庫，使用終端機的方法將會上七研究和教學內容更為重要。資料庫

是明日的百科全書，它們超越所有使用者的能力，成為後現代人的本質。研

究者要能掌握電腦語言，具備精確發間的語言遊餓的能力一一一亦郎如何在相

關的記憶庫中找到所需的資料?如何形成問題才能避免誤解?因此，資訊學

和電傳學的基本訓練將成為研究的基本能力( Lyota咕， 1984, p.50) 。

教育研究者不只要具備資訊傳遞、記憶、資料或操作電腦的基本能力，最

重要的是活用資料解決問題，組織資料成為有效策略的能力。後現代知識在

於追求資訊的完整，其最大功績在於以新方法重組資訊，組成新步法，這需

要將過去分散的事物連結，並清楚表達的「想像力」。在未來社會中，只要

任何人想要，都可以獲得資料，沒有科學的秘密。每億人都有相闊的能力，

額外的功績在於想像力的分析，藉以創造新步法或改變遊戲規則( Lyotar丑，

1984, p.50)
教育知識的傳達受到實作規準的影響，教育研究機構提出的問題不再是。

「這是真理嗎? J '而是，它銷路好嗎? J (由知識商品化的脈絡而言) ,

「它有效能嗎? J (由權力增長的脈絡而言)。由其他規準所鑑定的能力(真

/假)、(正義/不義) ，由於實際運作的效能低，所以不再有能力了。因

此，知識不再以自身為目的，不再重誠理想的實現與人類的解放，知識變成

種商品。知識的傳播將不再是專屬於專家學者和學生的責任，每個人都可

以在網路上自由地接近所有資料，研究機構和專業團體喪失了原有的特權。

Rorty 的新實用主義的規準是 f 效用 J (utility) ，事物的效用必須靠論

述來建構，而不是不言自明的。臣至此，擁有較多論述資源的社會群體自然享

有較大的權力來建構什麼叫做有用，因此也比較容易實現自身的利益與意顯

(何春菜，民的)。

因此，正如 Bell 所言 z 在當代的後工業社會中，知識與資訊取代了原有

的工商業生產，而成為社會組織的軸心原則(axial principle) ，這種「以知

識為軸心」的社會現況固然讓人們成為自我指導(self-directed) 與自主的創

造者，但另方面卻也造成知識的宰制，掌握知識來源者就有力量，反而加深

了階級闊的不平等，成為資本主義的壓迫工具。

科際星星合是後現代的研究方法的另一個特色。現代主義把知識視為種種

分化綿密、壁壘分明的學科之和，而後現代則重視所有能增加聯繫和跨越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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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知識領域的能力。 Hollinger (1994, pp.186-187) 認為自於科學主義被視為現

代性的殘骸，而被棄豎在一旁，加上對文學的內省和邊際聲音的讚揚，將更

可能出現科際整合的作品。例如 在 Rorty 的後哲學文化中，哲學不斷進入

文學、歷史、人類學、政治學各文化領域，在 Derrida 的解構閱讀中，不管

是哲學或文學都只是一種文本，不具支配性的地位; Lyotar益的知識觀認為科

學知識與敘事知識同等重要，這都是一種科際畫畫合的契機。

對於教育研究者而言，從事教育研究將不再是單一學科的研究，而是具

有多元的觀點和方法，這將獲得許多前所未有的研究結果，有助於了，解教育

問題的全貌。然而，我們也必須注意﹒教育學迄今仍是一門發展未臻成熟的

學科，若貿然將後現代的方法照單全收，而不去建立本身獨特的學術造型和

研究方法，將很容易陷入各學門混沌模糊的迷障中，未必是教育之福。

去去
'~'p 語

社會變遷、歷史題遞和人類思想環路的發展，揭開了後現代的序幕。置

身於這個持空之下的教育研究者無法避免後現代主義的衝擊。正如 Rosenau

的分析，後現代主義者的觀點有的激進、有的溫和。整體而言，對於教育研

究的助益可說是破多於立對於現代理論的核心概念 實體、主體、規範、

價值、真理、理論提出批判與質疑，使得教育研究的目的、內容、方法、工

具、邏輯、策略丕然戲變，包括多元彈性的方法論、能夠反映出他者和邊際

聲音的研究方法、局部有效的小型理論架構、教育理論移植或借用問題的反

省、電腦科技媒體的運用與其對知識本質的影響、功績主義的盛行、尊重包

容的研究倫理、在解台法化之下呈現的新型的科際整合。

然而，那些傾向於極端形式的後現代理論，本身往往淪為恰恰就是它對

於現代理論的責難﹒片函、化約、本質化、過度禁鋼以及在政治上無能，以

至於無法應對其糙的政治問題(朱元鴻，民83 )。道德、規範、價值和意義

的消解，使得人漂浮在處無主義之中，而研究解釋偏向當下經驗的平面模式，

使得研究視野侷限於表面可見的現象，深度詮釋行動意義的可能性喪失。無

政府式的研究方法造成教育領域的割裂與破碎，落入各說各話的情境。知識

的商品化、專家和理論地位的式微，則使得教育專業化的可能性降低，權力

的解構無助於社會公平正義的提昇，反而陷入另一種權力的支配。這樣一來，

教育研究者表面上似乎獲得更多的自由和自主，事實上卻陷入難以自拔的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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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泥沼，一種多麼無法承受之經!

後現代理論的洞!說，促進教育研究的反省，它提出了許多的問題，卻往

往無力去解決和回答。後現代理論的希望與未來，在於和當代各種理論與思

潮(詮釋學、女性主義、馬克斯主義、批判理論等等)之間，產生更深更頻

仍的交流與對話，以一種創造性的方式將其政治化，使它對於傳統理論產生

有益的挑戰，為當前時代開創新政路，並掙脫虛無和失敗主義( defeatism)

的死摺向和陷阱。身為教育研究者，既然無法置身於後現代的潮流之外，那

麼就勇敢地面對它、瞭解它、重寫它吧!

歷史在期待我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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