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教育與社會改造之關條

杜威論教育與社會改造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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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 CoE 口。443認
)為個人與社會之關係至為密切，蓋個人自出生之後，即已開始營社會生活，人類與其他生物之發有
時期不同，人類有較長之幼稚期及不成熟期，必宿制依賴他人之愛護指導而後始能生存。故幼見自呱呱墮地之後，即與其周聞之成
人發生了社會關係。牛羊脫離母體之後，即能獨立行走，雛雞離開卵殼後，即知自行覓食，但很等仍不能缺少父母之照顧。人類
在幼稚期間，如無成人之撫養，必至餓死，可知社園生活之於人類尤感需要。
社會之特時間為其本身具有之結合性，由個人之結合始成社會，生活於同一間體或社會中之個人，彼此之間雖無有形之制帶以
為之聯繫，但相五間之關係卸至為密切，個人之活動與行為可影響團體之生活，而公眾之結合亦影響私人之生活。故杜威稱「個
人實際上存在於團體之中，並且隨團體而行動。」(註一)團體或社會之方式甚多，如家庭、學校、機關、工廠、公司、政府等
均是。家庭為基礎之社會單位，對個人生活及行為之影響最深。對個人行為及思想方式之範鑄力量首為家庭，其次為學校。社會
除對個人生活有決定性之影響外，而社會與社會之間，亦有安五作用及彼此影響之力量，如生產方式之改變，國家政體之變吏，
教育制度之改革，均可促起家庭傳統之遞變;至於學校制度與組織上之調整亦然，無時無地而不受其他社團之重大影響。
個人之結合為社會，在形式上均有法律條文之規定，小至一個生產公司，大至政府國家，無一例外。家庭為不成文法之基本

社圈，其結合之形式雖極自由，但其團結合作之力量表現，遠較其他任何社會為大。社會結合之一意義
一有
為二
形式之結合，另
一為實質之結合。在形式上，社會中之每一分子，依援組織規定，各有專職。自上自下，分層負責，參加共同之活動，享受共同
叩門
古口
門自己
-個
Rm
之利益;在實質上，社會之結合表示個人意志之集中，力量之團結，與夫行動之劃一戶社會如一擴大之
人
(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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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或團體即為力量之表現。
每一個團體各有不同之組織及不同之目標，甚至其範圓亦有大有小，自一個地方性之團體至於國際問之團體均可稱為社會。

合已)然，其對外之行為，代表社會中全體分子之行為，其對外，之言論，代表社會中全體分子之言論。自結合之本質上視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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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個社會中各個分子，營共同之利益，採一致之行動，但因各個社會之組織及目標不同，對外之影響亦有利有害，如盜竊幫
會及犯罪集團等之行為，則嚴重損害國家之秩序及安全;科學團體、家庭、工會、歡會、工商業機構等行為及工作之目標，則有
益於國家及人畫。故杜威稱
「若干社會被人譴責，若干社會被人讚許，品質，有高有低，譬如人格之不齊。在『社會化』之作用
中，一方面造成狂妄、狹隘、有害大眾利益之罪犯，一方面亦產生大學者、名藝術家及善良之鄰居。」(註一一)社會對大眾之影
響雖有利有害，但其均為由個人連合而成之組織則一。個人行為是否以間體之利益為前提，因可影響社會之健全與發展，社會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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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獻，杜威認為具有極大之一意義。曾云
「自然界之事物在經過交往之後，莫不另具有新意義。因思想或談論之需要，任何事物均能變成有意義之對象。甚至在交往
時可提及若干根本不存在之事物而仍有抽象之一意義。抵因如此，交往可不受時空之限制，遠在天邊之事物，在引用時就近在
眼前。」(註一二)
語言文字可為人類共同行為之記載，不但可促進人類之結合，且可藉以擴大社間之組織，推廣社國之影響。人類藉語言文字
之助，使一切共同行為之一意義，不致因事過境遲而消失於無形。因有語言之交談，可使共同行為之一意義傳佈較遠;因有符號文字

同一社會中之每一分子，其思想、行為、品格、情操等方面可能因受共同陶冶之作用，形成頗為一致之傾向，故一個學校有一個
學校之校風，一個國家有一個國家之特徵'一個民族有一個民族之特性。
社會之第二特點心，即為人與人之交往(口。白白呂古巴抖。口)，有交往，始有結合，換言之，有交往，始有社會。憑藉人與人之
交往，方可表達彼此之思想，憑藉人與人之接觸，方可交換很此之情感，抵有情投意合之人室，組織而成為一個社會，此種社會
之基礎始能鞏固。小至家庭，大至政府國家，莫不皆然。尤其在一個最初成立之社會中，此，種特性表現得更為明顯。每一個社會
後來加入之分子，其參加之動機可能較為復雜，或基於謀生，或基於工作，或基於前途，或基於利害關係'但俟其加入之後，，彼
此之思想及情感方面立刻會發生「交往」之現象。
除人獄之外，若干生物亦營畫一居生活，亦有交往之過程。其中如螞蟻、蜜蜂即是。但螞蟻蜜蜂之交往純為機械之反應，缺乏
其他之意義;人類之交往則不然。人類因交往可造成共享之奇蹟'擴大社圍之利益。交往之主要工具為語言文字，同一語言文字
之人畫，可結合為一個國家或社會，雖則並非使用一種語言文字之人畫，抵能組織一個國家或社會，但語言文字之對於結合上之

個人亦能發生深厚之影響，此種影響木僅在個人之外表方面，即是個人之性格、情感、慾草等亦莫不受社會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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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助，可使共同行為之一意義因以保存及推潰，因此間憶及預測始有可能性。吾人因有符號或文字，未來之共同行為方可事先加以
計割，以求獲得預期之妓果。否則，人類之行為將如其他生物，抵能作機械或盲目之反應，不能產生智慧之預測及判斷。~故杜威
叉云

..

「符號系統尤能促進交往作用。共同行為之經驗由此傳播給大眾;事物雖已過去，其意義卸能經過符號系統而保留。盲目之
街動加上公認之一意義，成為有意義之欲望，此種欲望為大眾所了解，其達成目的之手段，亦能為大眾所接受。在一個社畫之
中可謂巳產生了一個共同意志或社會自覺，每人之活動經過符號而成為大眾關心之社會行為。於是社會活動成為與人人有關
之行動，每人之力量不在盲目活動中相抵消，而在有意義之社會行為中表現出來。」(註四)
杜威認為一個人之活動與他人之活動發生關係時，即成為該人之社會環揖。蓋此人之一舉一動與所從事之事，均視他人之期
望了要求、贊許與責備為轉移。與他人有關係之人，如不顧他人之活動，即不能從事自己之活動;因他人之活動乃實現自己活動
不可缺少之條件。彼之活動可刺激他人之活動，而他人之活動亦同轉來刺激彼之活動。在共同參與之活動中，語言文字即成為學
習許多事物之主要工兵。而語言文字之所以能有意義，亦全待與共同參與之經驗聯絡賞串起來。杜威曾舉例稱，如有一個母親抱
嬰兒出門前，取一物戴於嬰見頭上，並發出「帽」之聲音，則此嬰兒由此而了解帽之一意義矣。加以母子出門後，彼此均感覺愉快
，則「帽」之聲音便與此活動中之其他要素相聯，於是兒童由此字之聲音，而所了解之一意義，便與其母親所了解之意義相同。在

此地方，「帽」之聲音，即成為嬰見所加入活動中之一種記號。語言文字本含有五相了解之聲音，由此明顯之事實巳可證明矣。
因此杜威斷言
「事務必須用於一種共同參與之經驗，或共同參與之動作，始能獲得意義;至用言語文字以傳達觀念，獲得觀念

或想像之參與)，(成為此種情境之要素，則此種語言文字之致力，僅為純粹物質之刺激，無任何一意

，僅為擴充此一原理，改進此一原理而已，並非與此原理有所矛盾。若語言文字不會加入一種共同參與之情境(或實際之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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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五)由此觀之，個人之一舉一動必含有社會之意義，社會為多數個人共同活動之大場地，在其中個人與個人之關係，自
。」 A
表面觀之，似甚鬆懈，而賀際上，個人每一種行為之表現，必受其他個人之影響，亦必影響其他個人。社會中必有共同之交往，
有共同之交往始產生共同之影響。在行為之彼此影響下，人類之關係益形密切，而社會之組織則益形嚴密。在五相交往中，個人
之思想、情緒、人格及道德觀念等均受到其他人直接或間接之影響。故嚴格言之，個人即社會之產物。杜威謂 「一個完整及自
以為是之人格乃為社會關係之產物;根按其應完成之功能，鍛鑄成某種人格。創立於領導地位之領袖亦不能脫離此種『社會化』
之原則。在某種個別企業之中，彼等為領抽人物，在整個社會及文化之中，彼等僅為不同型之演員，他人表演屬員之角色，彼等
則表演僱主之角色。彼等所得之報酬，或許較他人為高，但並非由於彼等之社會功能，而係由於在此社會制度中之基本缺熙。位
等為華眾所羨拓，因華眾中每個人亦均受到社會之影響而照做不誤也。」(註六)
社會之形成，與其當時當地之政治及經濟制度成為不可分離之鏈鎖，專制時代有專制時代之社會，極權國家有極權國家之社
會，民主政治有民主政治之社會，農業經濟制度有農業經濟之社會，工業經濟制度有工業經濟之社會。某種社會可培養某種個人
，因社會之種類及性質不同，對個人價值之權衡便有高有低。因此弋在歷史之發展過程中，盡眾與個人之比重常且不均衡之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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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性亦逐漸形成。故個性之發展，不能離靈而獨立，換言之，每一個人之個性，乃社會中之產物。使個性能得充分發展之社會，
乃民主之社會，使社會能得充分發展之個人，乃民主社會之個人。唯有在民主社會中，社會與個人始獲得和諧之成長。杜威在談

融洽。個性在開始形成時僅為一種潛能，雖無固定之形式，但具有發展成為獨立體系之一切可能性，在經過交互行為影響

並行不悴，個人在此種社會中，個性既獲得良好之發展，而社會由於個人智慧上之貢獻，亦可走上繁榮與盛之地步。彼認為社會
僅為個人與個人間之交互行為及各種關係，除此行為與關係外，別無超越個人以上之社會存在。唯有人與人閑之不斷交往，始能
構成一個社會，每一特殊交互行為包括行為者之參與及接受其後果，由此後果使得行為者繼續進行另一交互行為，行為與行為者
不斷交替影響而增進、加深、擴大社會之一意義。唯有在繼續之交往中，社會上始有衷情，人類問始有溫暖，人與人間之情感始趨

非個人之蝠，尤非社會之一禍。個人智慧不由正道之表現，與個人智慧之不得表現，同為社會人靈之重大損失。
在杜威之觀念中，個人與社會之關係必求和諧，個人既不能離社會而獨立，而社會又讀賴個人始得發展。彼認為個人之精神
及道德結構隨社會制度之變遷而起變化。不參加公眾結合之個人有如野獸;參加家庭、宗教、政治、藝術、教育等結合以後始馴
順為家畜。個性之喪失，起於各種結合之不詢和，亦即社會現狀之不調和。個人對於整個社會之質質缺乏認識，於是為求保全其
個性，輯有訴之逃避現質或發生情感上之反鈑。此種反抗組織之習慣，使混亂與不安之情況為之延長，亦使如何表現新個人主義
之根本問題不得解決。
杜威認為劃一社會組織及結構之主張正為個性喪失之原因，而堅決主張保全及發展個性。在彼所期望之社會中，組織與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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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之下，但人在混亂與不安中，一卜切
之行為典活動可L能
並非
智慧之表現，在其間暴力閉門衝突更易成為情

。在專制與極權之社會中，權威與集體之聲勢值赫，常使個性黯然無光。工業革命後，引起工商業之高度發展，組織與集體之智
慧因而受到普遍之車椒，個人之偵值無形中亦遭貶抑。杜威曾謂「工業革命產生了鑫眾運動，盡眾運動掩沒了個性。在工業機
械之社會中，個人之地位從屬於輩束。」(註七)軍眾地位之提高，自然發生壓抑個性發展之流弊。在此種情形下，個人自由創
造之精神不受鼓勵，因此成為社會進步之阻力!此為個人之損失，亦為社會之損失。個人在社會中因不能獲得作為社軍一分子之
滿足與支持，在其生活中便表現不耐煩、不安定、易受激動等現象。個人將自求解放，要求自由，以求滿足其在各方面之需要，
古代政治革命之事件層出不窮，此為主要之原因。
白鹿史之演進中視之，個人自軍體束縛中解放之後，曾有一個階段，造成極端之個人主義，對個人價值提高之舉，反而使人
發生疑慮。關於其中之原因，杜威曾言之甚詳。彼謂 「個人自古代社會中解放出來，乃為一件劃時代之大事，此種解放來得如
此突然，使得個人一時不知所措。過去個人一直聽命於權威，無庸自己思考，現在則賴自己摸索應趨之途徑。吾人所有之信仰及
想法，仍為過去所遺留下來者，而質際社會之一切則並與之相符合。兩者之分裂造成了混亂與不安。」(註八)在個人主義極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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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此項問題時曾云

(註十)

杜威叉云
「但如果民主主義確含有道德的與理想的意義﹒依民主主義，則一方面每一個人對於社會均績有所貢獻，以報答所受於社會
之利盆，一方面各人亦績獲得機會以發展彼等之特別能力。如在教育方面，將此兩個目的劃分，便為民主主義之致命傷。」

「余重覆一百之，最壞者乃對許多問題避而不談﹒而被動地不接觸及不了解適合於民主社會之特別之社會指莓||此種指導來
自共同利益之高度情緒之欣賞，及來自對社會責任之了解。唯此種了解僅在實驗中及個人之參加共同事務之行為中得之。在
此一熙上，個人與社會之相反對僅由於愚昧。且甚危險。因民主之不獲解決之事係一種教育建設，此種教育要發展個性，使
其聰明地過共同之生活，盡力於共同之生存問題。社會之管理與個人之發展在余所需要之教育中並不相反。吾等所需要之教
育型態要發展及培養一種個人，使其明智地實現社會之民主!|真正之社會，仍為一民主之社會。」(註九)

•.

己之長處，為社會帶來蓬勃之生機，進步繁榮之景象。同時杜威認為在民主社會中，不僅重觀個人之地位，而且對於組織之智慧
及集體之創作亦極注重。蓋個人之創造力在集體中始有表現之機會，個人之力量形成組織後更為攝大。唯有在民主之社會中，組
織不但不能妨害個人之發展，反更使個人之自由獲得充分之保障。杜威稱 「民主之基礎乃相信人性之能力，相信人之智慧，以
及相信組合之力量及合作之經驗。」(註一一)文謂:「學校最好將科學與目前形成社會之許多了解力量發生關係，更進而使有
組織之智慧成為科學用於有組織之社會活動之資料。」(註二一)由此觀之，在民主社會中，需要個性毫不受壓抑之個人，亦需

在民主之社會中，反對權威，對於過去傳統作適當之保留，尊重個性之發展，啟發自由創造之能力，使每一個人均能發揮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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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論教育在改造社會中乏地往

要華策軍力之集體智慧，在目前極為盛行之科學方法中，證明個人與社會之關係應為一極自然之和諧關係，絕無彼此衝突之現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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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在上文中述及，個人與社會之瀾係極為密切，個人之良好發展，必可促進社會之進步，但如何使每一個人均能彈竭其心智，
以達成社會之改造，厥為教育之功能一。
教育之範圍甚廣，依照杜威之一意見，廣義之教育師生活;狹義之教育乃學校之陶冶環境。杜威認為學校教育之產生，係因文
明逐漸向前進步，幼年人之能力與成人所期望者相差甚遠。間使進步較緩之職業，賴直接參加成人事業中去學習，亦愈覺困難。
成人所作之事，在空間與意義方面均甚遙遠。兒童但恃遊戲式之模仿，不能表現其精神。於是使幼年人對於成人生活，能作有歌

( 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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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杜威云「若無正式教育，復雜之社會資源與功業均不能傳於後代。」(註二一一)人類經常生活於社
均可接受成人之指導與啟示，潛移默化，成為社會中之一分乎。正式教育乃鈕期之教有，影響人類最

教授之任務。由此觀之，教育之作用必鑽在幼年人與成年人共同參加之活動中發生，自教

之參加，全額有一種預先之訓線，專以養成有裁之參加能力為目的。基於此項理由，另鑄設有意義之學校，

( 34 )

則尋常有活力之經驗意義，便不能因此有所增益。
自教育之本身觀之，吾人探﹒求知識之途
有加
二特別之學校教育，從事專門之學習，由於有一君之學習，此種知識
一徑
為參

為整個之社會環境。正式教育通常容易有拘泥書本知識之弊，往往忽觀社會之需耍，與人類之生活
忽觀教育之社會需要，即等於不承認影響吾人意識生活之一切人靈團體。學生雖獲得知識與技

.•

獲得，極易為吾人所覺察;另一則在與他人交際之時，吸收他人之學識經驗，以養成自身之品性，而
關之事物。在人生歷程中，不能脫離此兩種求知之門徑，若以輕重較之，梭者重於前者。蓋生活之本性帥
在。生活必須常常自新，始能延續不斷，故所謂生活〉帥一種自新之歷程。教育為社會生活所必需，
遞，人類之意識不能交流，人頭之生活不能維持。「
故教
杜威
育稱
之有關係於社會生活，猶如營益與發育之關係於
。」﹒(註一四)社會之交通與文化之傳遞作凋'，皆顧教育之力量而得表現，故教A
育
本
所之
謂交
通身，即兵
之作用，乃係一種歷程，使人彼此參加活動，交換極驗，直至個人之經驗變成公共所有而後已。此種交通
之經驗，均有相互改變之可能。各種人類團體之要素，均共有改良經驗之性質。個人之經驗係團體經驗之

..

廣義及狹義之教育，同共有指導個人行為及改造社會之作用，在學校教育未產生之前，教育即是生活，一
人之一舉一動，均含有教育之一意義;在正式教育出現之後，許多人之錯覺，以為祖有學校之教學活動，始得謂
，吾人應知此種錯誤之見解應予料正'，否則在培養社會1
之
及重
青視年
僅克
局童
限於
正時
式，
之學校教育，對非正式之生活教育予

其合於社會之標準。

個人之經驗得以改進，而團體之經驗亦隨而變化。任何社會在影響方面均有教育之毅力，唯有成人與幼年人共同
有欽力始成為社會之重要宗旨。杜威認為教育即撫養、教養及啟發之歷程，有教育，社會中始有種種陶冶之活動

.•

以忽略，將有不利之影響已惟學校係一特定之教育環鏡，與普通之生活團體相較，自看不同之特熱。在此熙
育共有三種特殊之功能 a(、學校能供給一種簡易之環撞，選擇較為基本且為青年所能反應之種種特熙，以此
種進步之秩序，運用最先已知之要素，進而了解更為接雜之事物。第二、學校耍極力排除社會環境中毫無價
響青年之智慧習慣。第三、學校能平衡社會中之種種要素，使人人均有機會，跳出所生活之狹隘之社會環
..

限制，而能接近一種更為廣大之環境。(註三且)在此三種功能中，其中第三熙之用意，蓋唯恐學校教育局限於一個小範園中，
抵從事於死扳知識之學習，而忽觀學校以外之其他社會之陶冶作用，使學校教育喪失其社會之基礎，忽視廣大生活上之價值。
人類之大社會並非一種單獨之存在，乃由許多小型社會組合而成。如家庭、村莊、工廠、商店、銀行、教會以及其他各種政

杜威論教育與社會改造述評

七

治、文化、教育及經濟方面之團體，均為構成此一大社會之重要單位。故整個之社會中，包括不同之社圈，不同之風俗，不同之
成規，不同之習慣以及不同之政治形成。每種團體均可供給一種有教育能力之環境，均具有形成各分子之主動傾向之勢力。社團
中之分子，彼此有直接或間接接觸之機會，有其共同之目標，每個分子因知道其他分子所作之事，因而自己之行為，亦因此而受
直接之影響。
關於社會之教育力量有陶鑄個人性格指導個人行為之作用，在上文中已論及之。而個人之智力對於社會之改造亦具有深遠之
影響。因社會由個人組織而成，在同一社會中之個人，均共有共同之利益，共同之目標，因而在行為上之要求，亦頗能趨於一致
。如此，社會始能建立在共萃的基礎之上，成為合理之存在。一個為全體分子所共享之社會，始能時求進步，逐求發展，亦始能
漸臻於理想之地步。同時，個人亦共有自由從事改變之力量，排除其在個人組織中存在之習慣及保守之力量，自身時求改進，時
求更新，以符合時代之要求，以及社會之需要。例如個人在學識方面之力求充宜，在思想方面之力求進步，在品格方面之力求純
正，在行為方面之力求正當，在人典人之關係方面力求和諧，在對社會之職責方面力求盡職等，無一而非白求改進，而後以求促
進社會改造之條件。
在社會中，成人居於領導之地位，成人之言語行動對於兒童及青年而言，共有充分之教育意義。杜威曾云
「成年人在幫助下一代成長之時，同時亦教育其如何思想、感覺及行動。表面上成年人似軾希望自己之見宜將來如自己一樣
行動，質際上亦即教育見童依照社會所規定之行為兢範而行動。一個人在成長以後所思想者以及所從事者，亦即彼之見童時
代所學習者。彼之思想及行為歸根結底皆由社會結合所前定，故吾人常稱人為社會之動物，不僅表示人在結合之中，抑且表
示每一社會成員均為結合之產物。」(註二。
成人在指導見童行為中，充分了解此種行為之後果。彼等不但保護養育兒童長成，而且對於見童長成後應如何行動亦早有預
見。故成人之指導，與見章之接受指導而行為，在此交五作用中，普遍含有教育之故能。表面視之，此種指導作用，雖僅影響到
兒童之本身，而實際上亦間接含有改進社會之能力。蓋見童及青年不但為當前社會中之一員，亦為未來社會中之重要分子，其生
活在社會中之長，及對社會影響之大，均非當前成人之所能比擬者。若能對兒童及背年行為作適當之指導，使其不但依照社會所
規定之行為規範以行動，而且善為憑藉其求新求具之心理，以及活潑創動之朝氣，以促進社會之改造，乃為最完善之打算。
杜威認為每一個人在採取某一行為之時，能有意避免某等不愿發生之後果，同時亦有意希望發生某等預期之後果。因行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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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具有改造社會之功能，乃盡人皆知之事，杜威謂
「欲改草教育，並非僅領改變關於『文化』與服務社會之概念，乃額
有圓滿顯著之故力，使社會生活有種種之改良。」(註一八)叉
「謂
若有統一社會分子習慣或態度之教育，便極有利於統一社

力量以為斷。

能預期並控制所發生之後果，吾人可定出一個標準來割分「公」與「私」。假定有甲乙兩人發生社食行為，此種行為可發
不同之後果。若其後果之影響僅限於甲乙兩人，此即為「私」'若其後果影響一個或較多之第三者數此間為「公」。但許
行為含有社會之性質，此等行為之後果可能影響整個社會之前途。換言之，私人行為雖純為個人打算，而間接亦成為
眾行為。(註一七)由私人行為之影響社會方面觀之，個人行為之正當與杏，實為社會安全及華眾幸福之關鍵。個人行為
可能有利，亦可能對社會有害。個人行為對社會之是否有利，端臨其是否違背社會之行為規範'是否對社會掀起一種

( 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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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性，使其歸於一致之趨向。杜威云

目的，變為其自身之目的，復能熟悉此種活動之方法與材料，獲得所需要之技能，並受關於此種活動之感情所浸潤。在不知
之中，教育之故力對於青年傾向之形成有深遠密切之影響。教育除有此種統一社會分子習慣及態度之功能外，尚能統一社

，藉社會環境之作用，實施其本身陶冶之功。所謂社會之環境，即係同伴之一切活動，此種活動與每個當事分子之活動進行有
切之關係。個人參與公共生活至何種程度，即可表示社會環境有多少教育之力量。個人因參加公共活動之後，可激勵此種活動之

會之本身。」(註一九)教育能指導社會青年之態度與性向之發展，以應社會生活繼續進步之需要，融合一切信仰、

..

合併而成。因有此種情形，故需有一種教育制度，于青年以一種同質及平衡之環境。種種社會聯合在一個相同之政治單位內
，常發生一種離心力。將出於不同之民族，具有不同之眾歇，習於不同風俗之青年，混雜在一個學校之中，為大眾創造一種
更新更廣之環境;校內所用之公共教材，能使大眾習慣於一種更遠大之統一觀，此種現象絕非各盡隔離時所能見到者。美國
公共學校之融合力，即可證明此種公共平衡教育之故果。」(註0
二)

「在往古時期，社會之所以有種種差具，均由於地理上之關係;古時雖已有許多社會，但每個社會在其自己土地以內，性
比較相同。此後因商業、運輸、交通與移民事業之發達，於是如美國一類之國家，均由種種社會，連同種種差異之風俗習慣

••

教育與社會有一種極為微妙之關係，教育之進步可引起社會之改變，而社會之改革亦可引起教育之進步。目前科學教育之進
步，促起社會現況之重大改變即係一例。不但杜威本人，即使整個實驗主義者均相信科學之發展，已使存在於人類當中不穩定及
危險之因素予以減少，並有許多事實證明科學之發展，業已有一種輝煌之成就。科學教育使人類對於世界有更好之了解，並因此
而免去人類生活上之許多恐怖。科學由其質際之應用，對於控制自然之方法巳有極大之擴張，至少對於大多數人類而言，生活已
「人類不僅發明了現代之機器，在極早時期已有機器之發明，其中最重要者如車輛、航船、風
發生了重大之變化。萊普憂曾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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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及水車等是。但在現代已發明一種從事發明之方法，已發現從事發現之方法。機器進步，已非暫時及偶然之事
及累積之發明矣。」(註二一)生在現代科學文明當中之人，已深深體會到物質文化之加速變化。然而新發明所
，常要求在人類整個文化生活中作最澈底之重新適應。因發明方法常改變吾人之物質文化，有組織之社會生活與此物
續不斷之關係'如欲保持社會之正常發展，社會生活應隨物質文化而變遷。然而事實上物質文化之變遷，遠較文
作之適應為速，結果便發生精神文化落後與社會生活之失調。此等社會失調之現象，實即現代文明之變遷以及不
彌補此等缺熙，抵有從教育方面著手。杜威認為學校如同一面鏡子，能反映出社會上已經發生之變化。但學校
會並不固定及統一，社會上之情形不僅在變動之過程中，而且係向不統一方向變動之中，方向不統一之程度且至
混亂與衝突。學校應指導社會之變動，不應追隨於社會變動之後，否則學校本身即將隨之而陷於混亂之中。杜威
解決方法，係要求教育家擇定使舊秩序產生變化之新科學上、技術上以及文化上之各種力量，估量其移動之方
自由發展可能發生之後果，然後決定如何使學校成為此等力量之盟友。(註二二)談及改良社會所需要之教育時，杜
如 良此種社
「現在學校雖不能立刻逃出以前社會狀況所立之理想，但應養成一種理智及感情之傾向，由此而改
果一個人，因為運用東西與事實，以應付有目的之活動(無論遊戲或作業)，由此擴克其興趣，訓練其智慧，則
結果，既不至如學校中無關實用之知識，亦不至呆板狹隘偏於『實用』之習慣。吾人實施教育時，領使學生在作
然之傾向，同時並要注意此種作業績用觀察，須藉知識，須用建設之想像力，此即改良社會中所最需要之教育
能遠
享受
杜威認為在古代希臘社會中有自由人與蚊隸之分，依攘此種政治之理論，冒然認定人類當一
、為永
分理
為兩個階段
性生活之人，因此種人有彼等自己之目的;另一為僅有慾墓，僅配工作之人，此種人之目的贊他人代為支配。此種在
政治方面之牽強劃分，侵入教育範聞之後，即構成「自由教育」與「實用教育」之區分。自由教育專教人過「無求於
生活，專用閒暇時間為知識本身而求知識，無須注意實用方面;實用教育專門訓練人能勝任機械之職務，不合理智與
。現在之狀況雖在理論方面已有基本之差異，在事實方面亦有不少之變更;但往昔經歷所留下之陳跡，仍足以支
其中有折衷遷就之處，常使教育計劃之故力因此減損，民主社會之教育問題，即要排除此種二元論，要編成一種
中，能使思想任意自由實踐業務之引導，同時文以閒喂之享受，報答肯負服務責任之人，不似從前所謂閒喂之享
與實際工作之人。欲使教育成為改造社會之主要方法，首在養成「知行合一」之人，在此方面，科學上之實驗方
少之啟示，杜威稱 「實驗之方法」所給予吾人之教訓，亦即一切教育所應學習之教訓，補救了「行」與「知」劃分之
二四)個人之品性及心意之培養，必頓教育之力量，應將學校造成一個社會將來之縮影，由此而陶鑄青年之品
為改造社會之中堅分子。教育必先從見盧及青年方面著手，方為改進社會基本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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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訐
言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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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表現在質驗方法上之智慧方法，要求注意觀念、活動及被觀察之後果之蹤跡，追除為反省之核查及摘要之事件，此

•.

展中經驗之有意義之特徵而言，既有區別，又有紀錄。反省即罔顧觀察所已為之事件，以便抽取純粹之意義，而此等一意義乃
應付進一步經驗之主要材料。彼為理智組織及有訓練心靈之中心。」(註二六)唯若干批評杜威教育思想之學者，往往將杜威
n合
o丘
g 。口)，此則大謬不然者。吾之不但自上面所引杜威之語句中可以知之，而且吾人皆
所謂「適應」解釋為「遷就」 (krn。
知連爾文之進化論為杜威教育原理之根接之一。達爾文認為生物進化中，當其與環揖發生交涉時，即使低級動物亦無純粹遷就環
境之趨向，何況人為萬物之靈，尤能善於利用其智慧，以求改變環攪，適應自身。杜威曾云:「質驗主義哲學實則意指真正之實
驗行動，引起情況之適應，而不僅改造自身及心智以求遍合此等情況，智慧之適應始終為一種再遍應，為一種對於存在事物之再
改造。」(註二七)由此引語中之含義觀之，稱杜威視「適應」為「遷就」之人，其誣瞬之意巳昭然若揭矣。杜威會謂，民主
基礎，相信人性之能力，相信人類之智慧，而且相信人類合作經驗之力量。蓋在民主社會中，尊重個人之能力，重視個人之自由
，個人有充分運用其聰明智慧之餘地，以致力於環境改造之工作。霍恩教授在解釋杜威之「民主」意義時!認為民主即為社會
名稱，在此社會中，個人能充分享受團體之利益，在間體之間有自由交互活動之作用。其中一意義之一，承認團體中之共同利
社會管理之一個因素;另一種一意義，係團體間之自由交五活動可引起社會習慣之變化，因適應新情境而發生之繼續不斷之重適應

威謂

解決環境中所遭遇之疑難問題，努力以求克服妨再個體發展之阻力，民化阻力為助力，變有害為

杜威認為教育乃經驗之繼續改造，個人在適應社會生活時，憑以往之經驗作為指導未來行為之指針，而新得之經驗，叉可作
為改造以往經驗之基礎，此為個人自我改造之證明。除此之外，個人在與社會繼續交涉之過程中，尚能憑藉個人之智慧及經驗

為好，實非誇大之主張。'一(註二五)

率與慣例，遠離之高傲，退藏之玄想，本身均為選擇。今謂智慧較其他之方法，如權威、模仿、任意與愚蠢、偏見與街動等

「智慧之方法，要有完成思想之價值，如一被認識，便由嘗試之結果來決定;因此種方法係以存在上之偶然與規則，一意外與
秩序之相交為對待，故一種完全而終極勝利之信仰，乃為幻想。但某一種程序得加以試驗，因生命之本身即嘗試之連續。

社會係個人生活之環境，水係魚類生活之環境，人之不能脫離社會，猶如魚之不能離水。個人為社會組成之單位，無個人即
門F
口
無社會，此乃無可諱言之事。個人在生長過程中，貴乎與環境作良好之適應(K
2 頁 gC 杜威認為人類有創造之智慧 (Col
FE-丘吉。
凹3
的 2) ，在與環境發生不斷之交涉中﹒常憑藉智慧以改善環境及自身，以求適應。故人類在社會中之活動，並非
機械之反應，亦非盲目之衝動或一-味之模仿卜在個人之行為中，充滿智慧之表現。杜威云

( 38 )

。社會管理以共同利益為基礎，改變社會習慣以社會之交五活動為基礎，此兩個標準之結果乃民主社會正確之特性。(註二八)
在民主社會中，個人團體間因有自由交互之活動，彼此之思想、習慣、情緒、品格等始能互相影響，引起社會及風俗習債之改變
。但個人在民主社會中，因有充分之自由，故在思想與行為上面有極大之個性差異，儘量發展個人之特長，個人與社會始能分別
獲得良好之發展。
關於個人與社會之關係方面，過去認為係兩個互相衝突之存在，已成為不辯自明之事賞。在此一熙上，杜威脅沉痛地指出，

個人與社會之相反，完全由於愚昧。且為危險之舉。因民主之不能解決之事，係一種教育之建設，此種教育耍發展個性，使其
明地過共同之生活，盡力於共同之生存問題。社會管理與個人發展在余所需要之教育中並不相反。吾等所需要之教育類型，要發
現及培養一種個人，使其聰明智地實現社會之民主||真正之社會仍為一民主之社會。(註二九)杜威之觀黨，認為民主社會

重建及促進人類舞臺之機會，在此社會中所需要者係考驗及可能之改造。民主乃一，有彈性之社會安排。而且社會之改設不受永恆
管轄及權威之指導。在此種社會中所需耍之指導，不同於其他社會，而所希望者係一種自由討論之
m)
真理(白白白"-ZHCZ之

方式，以尋求解決問題之爭端。在此種社會中所需要者係一種推測及臆斷之方法，而期隨時改進，以求適合新的思潮及趨勢，
非固步自封，自我持久及鞏固地位之權威。在民主社會中，科學方法及自由精神乃實驗個人經驗之基礎，個人抵要共有技能及
業樂盡之精神，即有實現其未來理想之可能，故個人在民主社會中係目的，而非手段。
(士
(γ旬ERm)
及詹姆斯(司 -TRg)之思想
其次，在民主社會中，無論個人或畫眾均須有「創造之智慧」'根噱皮爾
門 LCHO
月w
可0呂立戶。口)，處理一切事務及困難之態度。智慧
的回w
回 吋峙。O
O們吋
，則杜威所主張之智慧係一種過程、手續或功能(H〉

在人類有機體之活動或行為中，用以組織事物、活動及觀念。換言之，智慧即用以達成行為或活動目的之工具。

lz
it
智慧乃依攘詳盡之秩序及方法，以求實現預定目標(
開
口m司
已)
由之手續。在杜威有關討論智慧之作品中，智慧與「改造」(
月2。口叩門門口已古口)同時出現之處甚多，而且認為智慧即係一種改造之能力。故改造之觀念，成為杜威智慧理論之中心。
之觀熙，改造有「重造」、「改形」、「重估」及「改變」等意義，但並非完全推翻過去，棄舊就新。蓋就「經驗」之本
，原含有「繼續改造」之意義，個人以前之經驗乃當前經驗之基礎，而當前之經驗，一方面可作為改變以往經驗之根攘，另方
可作為未作經驗之指針﹒。故在經驗改造之歷程中，含布單宮之智慧成分與創造之活動，故創造乃智慧之活動，在活動中
本身設立標準。
由上文中觀之，個人與民主社會之關係'絕非權威與自由兩個極端觀念之代表。在民主社會中，反而更需充分之自由。民

杜威論教育與社會改造述評

社會代表進步，而非保守;代表創動，而非靜丘;代表變化，而非固定;代表彈性，而非呆扳。在民主社會中所
具有研究之態度，批評之觀熙，以及創造之能力。此為民主社會中之敬育功能。故有人謂，在民主社會中，學校
(i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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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極希普遍實現之社會，亦為全世界愛好自由民主人士所一致希墓實現之世界。惟吾人頭注1意
每者
一種理想或理論之付諸貫施
，表現在制度後，制度之木身自會發生保守及禁個之勢力，同時個人亦有安於現狀之習性。若遇緊急之秋，制度本身之弱聽，帥，
可暴露無餘。目前世界民主、極權兩大陣營對抗之時，民主國家方面，表現出因循、苟安、退避、消極之情形，足資證朗。加以
民主制度具有先天之缺熙 ll 組織鬆拙，人民意志不易集中。在應付動亂之局勢時，益顯出其舉棋不定，徬徨失措之窘態。如何
健全民主制度之組織，發揮個人創造進取之精神，使民主社會經得起當前危難之考驗，此乃民主教育之任務。
在評論杜威之教育可改造社會理論之前，在此引用杜威本人之一段文字，藉以證明杜威所布草之敢有類型。彼云
「聽有在目的及手段均自由選擇時，始有真正之社會計劃。任何一種對於智慧之壓制莫不阻再手段選擇之自由，而社會制度
又必需在手段選擇有自由時始能表現。在此社會行為法則能為人所遵守之前，吾等將長此在社會動亂與不安之中，時時刻刻，
均為暴力與暴力之間爭
然而有較多機關槍之一邊，所得者亦僅為暫時之勝利而已。」(註三一)
因知在杜威之思想中，認為民主社會所需要之教育，係啟發智慧及有選擇決定自由之教育。在社會中，教育具有指導改造社
會之作用，教育能指出社會應進行之方向，培養社會未來之建設分子，維護國家用之文化，保障民族之生機。蓋教育本身之功能，
即有傳遞社會文化之任務，文化為國民之精神遺產，係國人知識之苦華，經驗之結晶，文化之內容因民族生命繼續演進之原因而
日益豐宮，文化之本質因民族經驗之逐漸改進之原因而日益純淨。教育將成人之經驗傳遞給兒童及青年，使前人之知識傳遞給後
人，此種綿延繼續之功能，換言之，郎係維護國本，延長民挨生命之作用，國家若無教育，國本便趨動搖，民族若無教育，則文
化經驗不能傳遞，故教育之良否，不但關係民智之啟趟，且可危及國家民族之生存。霍恩云
「論及教育即社會傳遞之觀念時，吾人注意一種反覆無常之活動不能適合社會，例行活動適合靜態之社會，繼續或教育活動
適用於一進步之社會。靜態之社會對於已建立之風俗之維持，創立了價值之尺度。彼等以社會軍體之精神以充實尚未成年之
人。在此處教育可培養見童共有社會晝眾之態度及資源。 進步或有活力之社會努力使得未來之成人社會成為改進本身之
社會。因此復等在形成青年經驗時，不僅培養現在之習慣，而且形成其良好之習慣。教育青年可能減少社會之罪惡，以實現
吾人良好之希望，此並非新觀念。但吾人無從懷疑，目前距離利用教育之潛在力量，使其成為促進社會之建設力量尚遠。進

治，法治不妨磚個人之自由，不阻碑個人之創造。社會問重組織，組織不束縛個性之發展，不劃倆一個性之神趨

總之，杜威在其民主思想中，為民主社會及社會中之個人各建立一適當之位置，使個體與畫體之關係和諧無間。社會固重法

之 主 要 制 度 。 ( 註 三 0)

重要，其職責之所闕，乃由於學校共有精密之研究及評價之功能。民主社會係一公開、變化及創建之社會。因此，民主教育之性
質必為創造之教育。使個性復甦'為民主社會之手段，亦為民主社會之目的，需要創造之制度化n自由之余立學校係完成此目的

(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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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教育在培養見童及背年，並發展將來之社會方面，成為主要之構成因素。」(註三二)
一個人之目的、感情與活動，各方面均受其團體模式之訓練。在另方面，個體之心智雖受社會之限制，及團體社會之陶冶，

但其所受之教育，使其成為經驗一意識之中心，並且藉過去經驗結果之指示，能移對於目前情揖加以批評之估價，而且能在原來形
成其自己生長之社會蝶介中，引起改造之歷程。不僅杜威本人，全體經驗主義者將生長視為個人與社會不可分離之一種歷程。此
種歷程之完成，乃由於一種繼續不斷之「經驗改造」'於是獲得新意義，並產生控制以後經驗之能力。此種改造可包括一切社會
歷程及制度之改造，因個體生命混合在此等社會勢力之中，並受其限制。由於知識之獲得與經驗之改造而來之生長，乃為一種
造之歷程。抵有已經學會去思考，並獲得對其經驗之各方面加以考慮之心智，始能維持此種創造之歷程。達成此種任務，捨教
而莫屬。杜威云:

「對於現代環境中凡能助長優美生活之物均加以尊重，此帥一切進步之開始。吾人所能為後世子孫所作之事，即係傳
而且意義有所增加之環境。此種環境可維持合理而優美之生活習慣。」(註一二三)
由上面杜威引語中觀之，知其對造成人類生活之社會因素異常重觀。彼承認教育之許多功能之一，即係社會遺產之繼續。但
杜威並非在此種傳遞社會遺產之責任中，尋到其教育之基本原理。因其哲學係如何推翻傳統之安排，將特殊作為目的，普遍
手段。特殊之個體為目的，而普遍之社會為手段。教育之最高目的乃盟富個體之生活，而社會遺傳僅為達此目的之手段。
手段與目的之相五關係有如此之概念，故彼認為重靚個體價值，而忽略個體所頓以發展之社會手段，實為一種幻想。在其
，個體與社會並無相反之二一兀論。個體之所以成為個體，乃因其生長在一個社會環境之中，且藉社會之陶冶勢力以完成其個

但個人處在重疊之社會中，如何尋求和諧之生長則為重要之問題。若平社會，形形色色，現存之制度與傳統，與個人之
生活，常易發生嚴重之衝突。在此衝突之情形當中，智慧活動之真正目的，即耍了解如何將阻得及敗壞個體生長之勢

杜威教育上之根本目的，乃謀求發展個體，使其從批評之實驗方法，獲得從事社會改造所需之能力。故在民主社會中，個體即

.•

所支配。
下定義時稱
杜威在為「生長」 (DH司O
Hr)
杜威論教育與社會改造述評

「社會指導青年之活動，確定青年之將來，亦因此確定社會本身之將來。某一

後之價值，見宜興成人均為個體之一，均領以目的對待之。兒童自始即非一預備之時期，見輩有自身本來之價值。教育之
為認識及利用見童興趣與活動之天賦價值。由於杜威注重個人本身即是目的，故堅決反對使教育與生活成為固定及外加目
隸，主張成長之自身即是目的。為求生長，個人應有自由要求完成之目的。此等目的或宗旨如有意義，則必須根接見
驗。教育之目的係幫助個人對於其自己活動之意義更較聰明。祇耍個體與團體對其自已之目的愈聰明，且對於實現其
之社會手段愈能有一種領悟，則社會幸福之維持愈能鞏固。換言之，即社會歷程自身產生秩序之原則，不為外在標準
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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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三八)個人與環境之交涉，貴在利用其聰明智慧，隨時以求改進環境，以利個人之生長，促進社會之進步。故在杜威之思想中
，木但重視教育之價值，而亦重視個人之價值，前者可鼓勵人善於利用自己之經驗及智識，後者承認個人在自然及社會中之地位
，肯定個人心智乃役物利畫之工兵。

時期之背年，即成為後來組成一該時代之社會分子，故一該時代之社會性質，多頭從前給子兒童活動之指導。此種自一種後來
漸向前發展之運動，即為生長之意義。」(註三四)叉謂「智識生長之一意義，乃見識之繼續擴展，最後形成許多新目的及新反
應。」(註三五)教育促進個人之生長，個人之生長，促起社會之進步。故教育有直接指導個人而間接引起社會改草之作用。克
端民(伊拉詞話口。。〉﹒們古巴口)
「稱
杜威在社會名稱之下而形成教育之目的;但很相信在變化行為、知覺及個人之見識上最後
可了解教育之成功。」(註三六)由此觀之，教育具有改變個人行為、思想、觀念之能力，個人係社會之基本組成單位，個人心
智之改變，必可導致社會制度及風俗習慣之改變，此無可置疑者。個人與社會發生交五作用時，有時為適應環揖之需要，而改
個人之反應方式 4以達成個體在環境中之順利成長;有時個人則憑藉自己之經驗知識，以求控制環誼，改變社會，使周圍之事物
合於吾人之需要。唯在杜威之觀念中，個人與社會之交互活動，控制環境之意義，多於適應環揖之意義。彼在談及個人與環境之
適應時稱，習慣便利於適應環境，習慣亦便利於控制環境。教育與此兩方面均有關係'但後者遠較前者為重要。野蠻人適應環境
，文明人改變環績。(註三七)克端民教授亦曾謂，杜威欲學校培養習慣，鼓勵個人控制環攪，較鼓勵個人適應環境為重要。

( 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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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學校教育與社會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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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此種特殊環境以負擔此種作用。故學校之設立，旨在改進學生之智慧與道德傾向。大致學校之出現，始自人類經驗與社會材料
已甚接雜之時，蓋古代人智日閉，經驗日宮，生活之內容逐漸繁潰，欲使良好之經驗永久傳遞於後代，不致遺失，而不能不特設
一種機構，將過去人類之經驗，加以抉擇，將過去人類之知識，加以簡化，教師與見童青年在授受之間，無形中使人類之文化遺
產得以延績不絕。在社會中擔負此種使命者，厥為學校。在杜威視之，學校與普通之生活國體相較，具有三種特別之功能。第一
、簡化人獨之經驗，因社會進化，文明過於復雜，吾人以組暫之一生，不能將整個之文明加以融化與股收。目前社會生活之關係

重教育，乃為一種慣常之事。依表面之解釋，民主政府既以畫眾選舉為基礎，除非選舉人與服從治理之人均曾受過教育，此種政
府便無成殼。」(註一)蓋教育即表示社會環境之陶冶力量，社會環境能養成關於個人行為之智慧與感情之傾向;至於養成之方
法，則在使人從事種種活動。此種種活動能喚起及增強某種衝動，並共有某種目的，能產生某種結果。社會有一種交通之特性，
人典人因交通而發生關係'而營共同之生活。此種參加之活動，社會環揖能於不知不覺之中，行使其教育之力量。杜威認為環揖
之教育力量，能影響個人之品性及心靈，個人之言語、習慣、儀表、美感或美術欣賞之養成，其不與教育有關。社會首須造成一
種環境，用以激起某種顯明而實在之動作途徑;其次使人成為此種團體活動中之參與者，因此使其感覺此種活動之勝利，即為彼
之勝利;此種活動之失敗，即為彼之失敗。因受團體中感情態度之影響，即迅速認識此團體所欲達成之目的，與用以獲得勝利之
方法。換言之，經此影響之後，彼之信仰與觀念均與團體中其他人相同。叉因知識乃彼所習為事業中之一個成分，故彼亦可獲得
與他人相似之知識。(註二)由此觀之，環境或教育有培養人語言習償及品德之功，某種教育即可陶鑄某種社會之分子，有某種
社會分子，即可締造某種社會，故民主社會之實現，必讀依賴於民主教育。
杜威認為學校為一種特殊之環境，吾人不能直接教育見章，唯有利用環境之實行間接之教育，教育既不能脫離環境，唯有籌

民主社會為杜威所主張之理想社會，如求實現此種社會，賴端教育。杜威脅云:「民主社會所需要之一種社會生活，欲使種
種利益均能由各分子共同參與，特別注重進步或改造，故民主之社會，特別注意經審慎規劃而有系統之教育。民主政治之特別注

( 44.)

錯綜復雜，即將一個見章置於最適宜之地位，對於許多重要之部分，亦不能一一參加。既不能參加各種活動，則此種活動之重要

關係及意義，亦不能接受之。見童青年面臨商業、政治、文藝、科學、宗教、道德等五花八門之文化，必至眼花撩亂，不知所從

。學校之職責，即在供給此簡易之環境，將人類之一切經驗及知識作有系統之選擇，使其精簡而易於接受，藉以培養智慧，鍛鍊

思想，使學生有聞一知十，觸類旁通之領悟。第二、歸除不良及無用之事物。社會經長期之演進，所遺之無價值及陳腐之資料，

當不在少數，學校課程為改良學生行為之媒介，為求使青年之智慧及行為有良好之發展，儘量不使文化之糟粘及人類邪惡之智慧

及經驗帶入學校環境之中。凡有利於學生之進德修業，促進社會之進步者留之;凡妨害學生學識品德之發展，阻磚社會之進步者

去之。使學校成為純化之環境，學生生活於此種環境之中，專門學習人類之良好的智慧經驗，傳遞人類優良之成就，如此，則社
會愈形進步，文化愈形發展。第三、學校負有穩定社會團結人畫之職能。平衡社會中之種種因素，使人人均有機會，不致局限於
狹隘之社會環境。社會之種類甚多，每種社會中有其組成之分子，每種社會有其個別之背景，每種社會有其自身之生活方式，每
種社會有其交往及接觸之型態，每種社會各有其公共之目的，每個社會中之一員均應了解其所負之使命，亦應了解其他分子所從
事之工作。每個分子在社會中之行為，均直接或間接受到其他分子之影響。因有種種之社會，始有種種差具之風俗習慣，種種社
會聯合在同一之政治單位中，常發生一種離心力，故不得不有一種教育制度，供給青年以同質及平衡之環境，將出於不同之種族
，共有不同之宗教，習於不同之風俗中之青年，共同生活於一個學校中，收合一爐而治之之殼，為大眾創造一種更新更廣之環境
，校內所用之教材，能使青年習於一種更為遠大之統一觀。由此觀之，學校郎為一陶冶共同品質，消除彼此差異之大熔爐。因有
學校，社會之組織始益形穩固，社會中之團結始更形嚴密。(註一二)
在杜威之思想中，既認為學校教育有如此重要之使命與職能，但學校教育之能否達成此等任務，端賴教育目標之指導。目標
之正確與否，對於學校教育之實施，具有成功或失敗之決定影響。杜威認為良好之學校教育目標，括科共有下列之條件
一、根按個人之能力與興趣關於此熙，杜威在批評將教育視為預備作用時，已言之甚詳。彼認為教育之預備說有四種不良
之惡果 第一、將教育置於此種基礎之上，使喪失現有之動力，而不知利用現有之機動能力。兒童生活於現在，「將來」乃遙遠無
期之遠景，對目前而言，無緊急之需要。教育若為「將來」而準備，則放棄目前已有之動機，反而在糢糊機遇中去尋覓機動之能
..

杜叫阿論教育與社會改造述汁

七

••

力。第二、教育預備說，遍足以獎勵游移寡斷，因循延宿。將來遙遠無期，在「將來」變為「現在」之前，中間尚有許多時期，
在此期內，於是有人眼見現有許多機會，有許多可做之事業，「現在」之引誘能力遠較「將來」為大，注意之精力亦集中
現在」'反而將「將來」加以忽略，教育之故能使因此受阻。第三、忽視學生個別及特殊之能力。根接教育預備說之理論
重成人所預期之標準。以成人之標準加諸於見童之身，罔顧見童之個別能力，而且不根接青年個人優熙與弱熙之明確判斷

( 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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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成人之成就，立為教育之固定目標，不顧目前見童及青年之共體活動與需要，等於捨近求遠，捨本逐末。杜威骨剖切
成人之環境作為見章之標準，將有三種不良之惡果
第一、不顧見童本能或與生俱來之種種能力;第二、不能發展應付新奇情揖
之創作力;第三、借重操演及其他辦法，不惜損害見宜之感覺力，以取得不能自主之技能。(註五)由此觀之，唯有注意

代以糢糊不定之觀念，而以青年將來所致力之事業作為目前刻不容援之教育內容，反而將兒童與青年目前所應學習
以忽棍，其間損失之大，不間可知。第四、多賴快樂或痛苦之外鑽動機，以刺激青年與見室之學習興趣。因將教育視
之一種原理，將「預期之將來」與「現在可能之事」隔離，此種「將來」使無刺激與指導之能力，如使「將來」作
顧於外在獎懲之誘因，因不切合學生目前需耍之學習材料，不易為學生所注意，自然缺乏喚起工作興趣之刺激物。
外在之獎懲'誘導學生學習，一且外力喪失，學習之教呆亦使迅速消逝。(註四)杜威認為將教育視為「預備」之
人現有之能力與需要。平心而論，成人之見識範間較廣，用以觀察青年之能力與弱熙，決定彼等之程度，誠有極大

( 46 )

二、培養自由創造之智慧杜威稱:「敬育之目的領能轉變為一種環績，使青年之能力得以自由，得「
以由組
外織。」叉謂
面加強之教育目的，此種惡習有極深之根接。教師由更高之當局，接受此種目的，而此等當局係根按當時社會之風

青年目前之生活需要及興趣司始為教育質施之根本要熙。

••

，一味受外在目的之擺佈'喪失個體之自由能力，則人與機械及其他低級生物有何其哉?杜威相信見童創造活動之可能及
性。但亦知見宜之心智並不能憑空有所創造，必氯根接過去之經驗而工作。在杜威民主教育之信念中，極力反對以成人之勢力、
信仰及習價強行灌注給見章，使此等信仰與習慣不能作繼續之改造以適應經驗之發展。任何宗教、經濟或政治之主義，如

任;此種不信任復反映於不信任學生之反應。學生所受之目的，久由於兩重或三重之強迫;學生依自己之經驗，自有其自然之目
的，現在均受人教訓，服從由外面強加之目的，在此兩種目的五相街突之中，常感迷惘，不知o所
」從
(註六)在杜威之心目中
，認為社會所加於學生之目的，教育當局所加於學生之目的，父母所期望於學生之目的，以及教師所加於學生之目的，對學生
身而言，均有強迫之性質。此種學校教育，不但不能達到預期之故果，反而妨害學生之自由，壓抑學生之個性，妝麓學生之智慧
。本來個人在重疊之社會中，現存之制度及傳統，常與個人當前之生活發生嚴重之衝突。在此一切街突之現象中，智慧活動之
正目的，即氯知如何將阻再及敗壞個體生長之勢力除去，故學校教育之根本目的，係如何謀求個體之發展。若個體在接受教育中

目的。充任教師之人，復將此目的強加於見章，結果首使教師之智慧不能自由;教師僅准接受上面所規定之目的。教師之
當局之舉肘，教法指南之牽制亭，規定科目之阻撓，使彼之心與學生之心及教材，而能發生密切之關係者甚少。此係教師經

..

地注入見宜之經驗，使其不能作批評之思考，等於剝奪兒童之自由。彼骨謂「實施教育時，須使學生在作業中用其自然之傾向
，同時並氯注意此種作業須用觀察，讀藉知識，須用建設之想像力;此即改良社會狀況所最需之教育。」(註七)「
叉現
謂代
••

••

生活即民主，民主之意即求獨立之故果

個體從事工作時之精神解放||及自由之智囂。誠然，吾人常將民主與自由活動自然

!|l

地迪在一起，但在自由活動之後，如無自由思想之能力，則抵有混亂而已。如果在活動上放棄外在之權威，必因內心
理性之發現及了解所取代。」(註八)由此觀之，在杜威心目中，“認為民主教育費在培養見童青年之自由創造之智
時，隨地以自己之思想及智慧，解決面臨之一切問題及困難，充實個人之經驗，改造個人之思想方法。個人創造智慧

促進社會之發展，造福社軍中之其他分子。霍恩(因﹒同﹒閏
8月
) 云:「真正之自由與鼓勵個人盡其自己之特別貢獻於固體利益

動之進行，賊害個人理智之發展。

之條件有關。真正自由之個人，其心理態度如其參加團體活動之社會指導。彼之行為並非以上所稱之共有權威者。就所措
範圍而言，自由之一意義主要係指個人在學習方面之思考作用，如個人之創造力，獨立之觀察，有思想之發明，先見之明
得彼等之創造方法。」(註九)在杜威臨之，教育之目的代即預見之明，與利用此種預見之間來指導視察與實驗，由外面
入活動歷程之目的，此種目的不能在一個情揖中喚起人之智慧作用，不過順從外面之指揮命令，依樣葫蘆而已。此種
接與現在之活動發生關聯，遼遠而不切合貫除。此種目的不但不能激發自由創造之活動，改造人類之智慧經驗，反而

三、改造經驗充寅生活杜威認為學校教育之作用，在於養成能使生長繼續進行之能力，由此使教育亦能繼續進行
離學校即行停止。學校教育使人能從生活中學習，並將生活之條件造成一種揖界，使人人一面生活，一面學習，
良好之產物。(註十)人類學習之目的.，在於增進及改造個人之經驗。每人均有自經驗中學習之能力，此種能力能
用以對付後來困難情境之事物。在杜威觀之，經驗或知識係用以解決疑難問題之工兵，問題之順利獲得解決，人類之
增進;若以往之經驗使吾人尚不能解決當前之疑難，吾人亦可憑卓越之創造智慧，隨時使現有之經驗加以改造或
前之情搓，使面臨之問題終至解決而後已。由於經驗之改造與重組，使吾人之經驗愈加克賞。人類之生活內容之盟

經驗之五相交換，情感之五相交流，知識之五相傳遞，品德之互相影響。經驗之交換不但可促進人類之共同諒
之精神遺產及傳統文化，此等教育之要熙，均為民主社會中所不可缺少之努力方向。故知在民主社會中，學投教
在傳遞人類以往之經驗，而尤為重要者，在於如何培養學生改造經驗之能力，負擔起社會之重建工作。

二、論學校教育如何負起改造社會之任務

杜叭叭論教育與社會改造述評

九

杜威認為使教育發揮以上之功能，一切教育設施上之重熙，必頸注重兒童及青年之一切活動及動作，以兒童青年為
之主膛。根按民主社會之原理，社會中之每一分子，欲求達到經驗交換與知識情感交流之目的，必氯使其質際參
與各種交往，使個人發生自己為社會中一分子之感覺，自貢獻與分享中去了解各人地位之重要性。學校中之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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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3 丘。可古巴之方法，使學生為自己憑空想出解決困難之方法，似乎學生能用自己
杜威稱:「若干教師遵守所謂『開展作用』
之頭腦，憑空造成此種方法。彼等不知思想之材料並非思想，乃係動作，事實與事物間之關係。換言之，一個人如欲作有裁之思
想，必讀已有或現有許多經驗，使其有所憑藉，用以對付所遭遇之困難問題。困難雖為喚起思想所不可少之情況，但困難亦有不
同之程度，並非無論何種困難，均能喚起思想。有時困難反而使人茫無所指，挫折頹喪。故為學生所設之困難情境雖新，亦須與
學生所已見過之情境大致相似，使彼等有所憑藉，用以對付此新情境之問題。教學法有許多應領注意之地方，間供給學生解決之
新問題，績有相當之困難程度:既讀使此問題之難度不可過小，以要求學生運用思想;又讀使彼等問題之難度不可過大，因新情
境既含有新奇之耍素，均不免有令人覺得昏迷之地方，但總領具有若干為學生所習見之要熙，生出暗示，助其想出解決問題之方
法。」(註十二)杜威認為學校必須與社會環墳密切聯繫，在學校中，隨時供給實際之社會問題，使學生面臨此等問題時，有切

o
欲
使學校教育發揮此種功能，學生要有
均能集中於養成良好思想之習慣，各科即能因此而統一聯貫，不至自分砂域，脫離關
係
一種與實際經驗相關之情境，在此種情境中有前後相關與繼續之活動，使學生對於此等活動之本身發生興趣，自動參加工作。而
且在此種情境中，須能發生真正之問題，喚起學生之思想。因此，杜威云:「民主主義欲使人人得自由之交易，使社會聯絡一賞
，以求關發一種知識論，在此知識論中所主張之知識方法，能使此一經驗獲得其他經驗之指導，因此增加其本身之一意義。近
理學之進步，生物學之進步，實驗科學之進步，均可供給吾人以特別之理智工具，用以構成及表述此種知識論。在教育上與此種
知識論相應之芳面，即學校中不讀死書，讀同時利用在『共同生活環境』中進行之一種種活動或職業。」(註一一)
依杜威之意見，在學校中，學生無論學習何種科目，如欲喚起彼等之思想，並非僅只從事於文字之學習，而且極力設法避免
咬文嚼字之流弊。欲使學生了解經驗之一意義，以及經驗情境之意義，必讀注意校外之實際情境，亦必鎮注意日常生活中所從事之
一切作業。在學校中教習數學、誦讀、地理、物理或外國語等科目，若細心考察此等科目教學法之所以有永久而良好之故果，端
賴其能與校外日常生活之情境相類似，由此而喚起學生之間想。學校中之學習活動若與校外之實際情境發生關係，學生自覺為社
會中之分子，便可在極為自然之情形下，自動運用智慧與思想，以求解決當前所面臨之困難或問題。尋常學校中若忽略此一要熙
，便缺乏能移引起真正問題之教材與作業，教師所給學生之問題，並非學生自己之問題;即使是學生自己之問題，亦不過因為她
是一個學生，始給于此種問題，並未將其親為人類之一分子。於是在學校中所學得之本領，一且應用到社會上，便格格不入。故

在智識教育方面，杜威認為訓練學生之思想及培養學生之創造智慧，乃異常重要之課題。彼主張學校中之各種教學法，如果

為根接。在學習之活動中，學習者必讀立於主動之地位，自愿參加團體之活動而共同學習。由於學習者之親自參加，在活動中
兒童及青年可親身嘗到自我解決困難與問題之喜悅，可親自體驗到知識與經驗之改造與其內容之繼續不斷之充實。杜威之「由做
中學」或「行以求知」之語，其本意即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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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利害之感覺，必領運用思考智慧以及過去之經驗，設法解決之。如此，則學校成為社會之縮影，學校中所供給之一切材料，
為人類在日常生活中所必需之智識及技能，而學校與社會間之隔閔則自然消除矣。
杜威認為人類在傳統上，由於受心物二一兀諭芝影響，在觀念上便產生一種錯覺'，以為心物各自分離，並不聯絡賞串，成

膛。在教育上影響所及，遂發生以下嚴重弊端:在教育目的方面，有「自然發展」與「社會放率」之衝突;在學習上有「興趣」
與「訓練」之衝突;在教學活動中有「教材」與「教法」之對立，在教材上有「理智科目」與「質用科目」之對立，在課程理論
上有「心理方法」與「邏輯方法」之分別，在知識論中有「經驗」與「理性」之街突，在道德論上有「主內」與「主外」之矛盾
。在教育上如不將此二元論之弊端，加以徹底之消除，教育思想與教育實際便永遠陷於分離崩析之境地，使人有徬徨困惑之感覺
，而教育本身亦難期其發揮改造民主社會之功能。杜威曾云:「吾人見種種勢力使人將工作與閒暇牽強劃分，使人將知與行牽強
割分，將教育之教材亦分為各不相聯之科目。此等勢力亦可見於種種哲學;此種哲學主張身心相反，理論知識與實踐相反，物質
之機構與理想之目的相反。在哲學方面，此種二元論之最後結果，復將個人之心與物完全劃分，因此，使將各個人之心彼此完全
劃分。此種哲學之趨勢與教育之進行程序有闕，雖不若前三章所論之要熙顯明，但在教育上亦有若干方面與哲學趨勢相應 例如
有人以為教材(與物相應)與學習方法(與心相應)彼此相反，又如有人將興趣觀屬私人所有，與所學習之材料原不相關。」(
註十三)杜威有見於二元論對教育所發生之不良影醬，乃以「聯續」(CEE旦司)之概念加以補救之，以料正眾人在教育上之
知」與「行」等項，分別論述如後

錯誤觀熙，使教育得以發揮其正常之故能。按就「自然發展」與「社會放率」、「興趣」與「訓練」、「教材」與「教法」、「

••

)由杜威此投文字中觀之，彼認為發展個入之自然能力，正所以達到擴大社會放率之目的。蓋主張「自然發展」之教

由於禁血人之自然能方，乃係積極地利用人之自然能力，使其使用此種能力時，含.有社會意義，則此種觀念便適當矣。(註

L之觀念，其錯誤乃在主張吾人氯使自然能力受制於社會，並非利用自然能力以獲得放率。倘若承認「社會故事」之

會之管理。後者之觀念，其價值即在反抗主張「自然發展」觀念之錯誤之處;但若用「社會放率」之觀念，抹然「自然發
念中所舍之真理，則必謬誤。吾人頭留意社會生活之事業與成功，始能尋得能力發展之一恁義，此誠為一件事實。主張「

在教育目的方面，一般人常以「自然發展」與「社會放率」之兩種理論，如間方柄固鑿，彼此不能相容。以杜威臨之，此為
最大之錯誤。彼骨謂主張「自然」能供給真正之教育目的，以為社會所供給之教育有不良之影響。此種觀念當易激起反動。主張
「社會放率」之人，以為教育之責任乃供給「自然」所不能使人獲得之事物。使個人慣於受社會之制裁，使個人之自然能力受社

••

杜威論教育與社會改造，述評

為以自然發展作為教育之白的巾可能有下列之幾種優熙
要使人重視兒童身
ω能使人-特別注重見章之身體器官與健康之
;需
ω能
體之活動 ;ω能使人重觀兒童之個性 ;ω能使人注意兒童之嗜好興興趣之根源、發展及衰落。誠然，注意兒童自然之傾向與本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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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興趣」與「訓練」彼此相闕，並非彼此相反，並會列舉以下兩期理論加以說明
ω 的如較屬理智方面所訓練出之能力 l1l對於做事結果之領會能力||如無興趣，亦不可能。因兒童對於所做之事既無興趣
，即使其審嗔考慮，亦不過膚淺浮泛，敷衍塞責而已。父母與教師往往埋怨，謂「兒童不愿意聽，不愿意了解。」殊不知
兒童之所以不肯用心，乃因所用之敢材與見童無關。此種情形確須補故與改良，但改良之方法，不可應用反使見童不注意

便可逼到學習之目的。以上之兩種論調，多立於街突之地位，彼此不能相容。，在杜威視之，此文犯了教育理論上之嚴重

注意教材之難度、內容及編排之方式，使兒童因教材本身上之趣味，而激發其內心之學習興趣，以達成學習之故果。注重訓練者
，若垂在兒童之意志及努力，見章之學習，貴乎使其有錢而不捨之毅力，有百折不撓之恆心。以後天之努力，克服當前之困難，

在學習之理論方面，一般人亦有兩種不同之觀熙。有人注意興趣，有人注意訓練或努力。注重興趣者，認為學禮之前，不

磚及壓抑個人本性發展之不良結果，則叉陷於極大之錯誤。惡制度與惡風俗固可給人以不良之教育，但不可因此即使教育與環揖
隔離;吾人領設備一種環攘，在此種環境中，使見宜之固有能力，能獲得更善之發展。

之發展，因有如此多之優熙，但若因此而趨於極端，作為社會制度之手段，以為政治制度及社會生活有矯作與胎害之性質

( 50 ),

現宜之生活中，學生是否在接受經驗知識之後，成為社會之一員，擔負起民族文化承先啟後之神聖使命等，教師以為並非自已所
能過問之事。事質上教學法與敬材之關係異常密切，一個教師如果在教學時，能活用教材，便可使死板之知識，成為活生生之經
丘叫， gnE 品
ZZ
驗。因此，教學法之一意義，即係安排教材，使其應用起來最有投果。杜威在討論教學法之性質(
吋EZO

學時亦常以為將靜態戰死寂之知識，灌輸給學生，便已完成本身之任務，至於學生之如何反應，是否能將前人之經驗知識活用

ω人要有堅毅之實行能力，尤不能缺乏興趣，此尤為明顯。譬如僱盎，決不肯僱用對於所做之事而不感興趣之人。叉如有人
聘請律師或醫生，倘被一雇之人於事不宜，勉強從事，則不能依良心而堅持以赴。視某人作事之興趣，即可度量其所預見之
結果能否使其積極進行，以謀實現。(註十五)
依杜威之見解，興趣乃努力之動力，而努力正所以表現個人興趣之濃厚。不但學習為然，作任何事，亦復如此。在繼續不斷
之努力中，而仍興趣盎然，不減開始之時，此種興趣始有其永久性。惟有永久之興趣，始能產生設而不捨之教力，故興趣與努力
，同為成功必需之秘訣。
關於教材與教法之理論，前已述之，普通人總以為教師之教學方法是一同事，而教學時所使用之教材又是一同事。教師在歡

，反使見童壓煩之方法。師尋常有人因兒童不肯用心，加以貴罰，亦頸使見主感覺此事並非與其毫無關係。此亦為一種方
r
法，喚起兒童之「興趣」
或使其感覺此事之關聯。但此種方法有無長久之價值，讀視其是否僅在形體上刺激兒童，使其
專依成人所喜之方法而行，抑係能使見童知道同想其所作之事，了解其所作之事，之目的。

•.

ZEro
門戶)時稱 「在未討論之前，先請讀者注意，關於教學法之理論，含有一種重要之一意義;即教材與教法彼此間有五相之關
聯。有人主張「心」與「物界」及「人」乃兩個分離而獨立之境
|界
l 此一理論即哲學上所熟知之二元論 ll|
隨二元論而來之結

含『供給現在社會生活內容』之種種意義。所謂『社會生活之繼續』
(巴
口屯。
5古
。凹的。立已FFh，
o乃
)指在此種意義中，有許
多以往所聚集之經驗貢獻於現在之活動。當社會生活發展得更為使雜時，此種要素在數目方面與意義方面亦隨之增加
當地傳與新起之後代，需要將其特別地加以選擇、表述與組織。」(註一七
「)
教又
學謂
法乃方法之鼓述，藉此使經驗之教材
發展得更為有殼，更有結果。吾人即以能獲得此種方法，乃由於觀察經驗而來;在此種經驗之中，個人之態度與所對
乃融合為一，不覺有何區別。有人以為教學法與教材彼此劃分，不相關聯，此種武斷之假設，乃由於將「心」與「自我」

以組織及安排，使其成為有系統之知識，再運用有裁之方法，使數材變為兒童或青年之切身經驗，以應付當前之問題
之困難。從此一觀熙出發，以親教材教法，自可不容分製。若硬將教材敢法牽強劃分，質為根本之錯誤。杜威認

論，師教學法與敬材乃兩相分離之事。於是教材變成自然界與人類之事質及原理作有i系
統現
之成分
成為
之類
材料。教學法亦有
其自己之領域，考慮各種方法，使所領定之教材，可能最有按地提示學生，以感動其心靈。」(註十六)在杜威之心
法乃教師思想之運用，思想可指導教材之發展，使其能達成有放之結果。原來散漫及死寂之材料，經過教師之思考作用，

..

界」牽強劃分，使個別獨立，不相關聯。此種武斷使教學與學習均成為形式的、機械的、勉強的事情。」(註十
教材時，注意適應現代社會生活之需要;選擇教材之標準'括加以改良公共生活為宗旨，使得將來之社會較以往

••

認為與人類公共利益有關係之教材，始為「人類化」之教材。使此種人類化之教材，切實成為實際經驗之一部份，端頓教學
運用，故杜威云 「教學法帥一種藝術之方法，亦即根按目的，應用智力指導動作之方法。」
關於「知」、「行」相反之論調，來源已久。古代希臘哲學家柏拉國以為知識發瘋於較高之根源，非發源於實用之業務，以
為知識共有較高而偏於精神方面之價值。共賞後於柏拉圍之亞里士多德，亦持此種主張。彼等均以為經驗與純粹知識相反，經驗
純屬於質用方面，因此經驗之目的在物質之興趣，經驗之器官為肉體。至於智識則與經驗不同，智識為智識之本身而存在，與
驗無關。經驗來自感官，所給予人者乃零碎斤斷之資料;純粹之智識則來自理性，自身完備，概括一切。此種觀熙，傳至近代
影響所及，在知識論之派別上，叫遂有經驗主義與理性主義之爭。理性主義者總是卑視經驗，以為經驗經常變化，與「繁多」
歧異」不能分閱。此種變異多端之經驗，常予人以幻覺及誤見，不足信額。彼等以為「行」或「貫鷗」必屬於經驗，吾人之有
作為，均由於有所需要，志在產生變化。「變化」與「差異」均與「行」有關。「知」則不然，「知」與「真理」有關。「知
之對象有永久性，在理智方面，或在理論方面，對於某事某物有所知，有所了解，即超越「變化」與「差異」之範圈。真
完備，無待外求，不與知覺聞發生接觸。真理于古不變，普遍永恆，此種，「知」「行」分離之思想，杜威以為出於「心」「
二元論之弊端，反映於社會方面，遂有自由階級與勞動階級之分;反映於學校教育之上，遂有文雅教育與職業教育之別;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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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有表面之生產作用。因此，此種實驗方法，對往者「知」「行」劃分之權威見解，予以最直接之打擊。故杜威云
「經驗不再僅將過去多少碰巧所做之事物，合攏起來;經驗乃握有控制之能力，使我等所遇之事物對於我等之作為，與我等

將感覺之觀祭填入，始有意義，始有真正之內容。不然，僅為固執不化之成見，徒憑權威之武斷，藉「理性」之名，徒自文飾
已。主張凡事應訴諸經驗，即可脫離權威之束縛，痛斥傳統之理性概念，主張合理之概念，必讀包括具體之經驗，否則便無價
。此種觀念之轉變，示人以「知」「行」理論之新意義。晚近質驗科學之進步，認為真正之知識與有放果之了解，必由「有所作
為」而後始能發生。說明「智識」必由「行」中去求。種種事貫之分析與重組，始可增進知識，增長解釋與適當分類之能力。而
此種分析與重組卸不服心理之作用。如欲尋求某種事物之意義，對於此種事物必讀有所作為，必括科改變情況，此間實驗室方
給子之教訓，亦即一切教育所應遵守之教訓。在質驗室中，可發現種種情況，在此等情況之下，可使勞動能增加人之理智，並非

們。皂白)等人出，一反過去傳統之見解，以為昕謂理性，所謂普遍之原理，所謂先天之觀念，直如一張白

學校課程之中，遂有理智科目與實用科目、社會科目與物質科目之分。起奎、近代.，
培u
根 囡"的。口)及洛克己。官
q有
z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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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此等事物之作為，使之盡量有殼，既使富有暗示之意義，叉使可藉此試驗此種暗示之真確。我等之嘗試行為，或實驗行為，
既不受衝動或習俗所蔽，既有某種目的作指導，既有計割與方法作為進行之根攘，此種行為便合理矣。當吾人自事物方面遭受到
困難，從事物方面接受到經驗，便非一偶然情形下之事宜，乃變成我等以前有意努力之結果，變成更為合理之一意義，而有啟
教訓之作用。從前人類之情境，給予『經驗主義』與『理性主義』相反之意義與辯護，現已失去其支持。」(註十九)
由杜威上述之一意義中視之，科學之實驗方法，使過去「知」「行」分離之說為之彌合，以為由行或質踐中所求得之知，始為
真理。此種見解，在教育上之影響，不但使文雅教育與職業教育之對立為之消除，而且亦使理智科目與質用科目之隔離，在課程
方面獲得合理之解決。唯有如此，始可符合民主社會中之教育理想。

三、計

••

.•

會生活。有者，家庭環境之職業及關係，應為見室之生長特別加以選擇在
;學校中，兒童之生活成為『完成控制之目的』，
一切需要之中介，在此用以增深見章中心之生長。」(註二十)蓋見室之生活範闇狹隘，除非與周圍之家人及支伴常密切相處，
則一切事物不易進入其經驗之中。人類之經驗具常盟富，若一一使其成為見童本身之經驗，自非可能。因此，學校課程之設計

......

在杜威所主張之學校教育中，有若干特性，在此領加以說明者，計有下列數端
H注重輔導兒童經驗之發展兒童生後即與社會之周圍發生密切之關係。在其發育之過程中，成人應善加指導，佈置良好之
社會環境，以充實其鹽富之生活內容。杜威骨謂 「見童必鎮逐漸與更多之成人及見室接觸，儘可能使其過最自由及最豐宮之社

聶衛

各種學科如數學、地理、語言、植物等，為其自己之經驗||1

即設法精鍊人類共同之經驗，依接見童身心發展之程序，依次漸進，由筒至繁，由易至難，由具體而至抽
「
接受。在杜威之心目中，認為學科即人類之經驗，彼曾謂

..•...

之生長歷程中，了無裂痕。
口倡導見章中心教育理論杜威謂

，為中心，為目的。彼之發展及生長即其理想。抵
omEHHE叮
m。古H)
「見章為起熙」(r吋

理之發展方面應極為自然，決不能以人之力量而故意加以阻說，或促起其提前發展，否則即有妝賊身心或摳苗
驗之發展，乃循生長之歷程，在發展之歷程中，見章有充分之自由，按照一定之順序，使其由見童時期發

凹其種族之經驗。學科之組成，係人類之努力，奮閱及代代相繼之累積目的。學科不抵是一種累積，不抵是個
。而經驗乃依照有組織有體系之方式||部經過考慮之有系統之陳述。」(註廿一)有人詢，見童經驗與成人經
裂痕，課程有如一座橋棍，有銜接雙芳經驗之功能。每種學科如果使其能充分發揮此種功能，必須善為編排。杜
學科」時稱，見章與課程正如兩熱之決定一直線，於走見宜之現在立場與學科之事實與真理決定教學。自見宣
重組移動至所表示之真理組織體，此種真理之組織體，吾人稱之為學科。(註廿二)自見室或青年發展至成人時

••

有發展生長始能供給標準。對兒童生長而言，一切學科乃輔助之性質;學科為工兵，當其能供給生長之目的始有價值

•.

發展之程序而決定學習之教材及內容。故杜威云「決定學習之質與量者，並非教材，而為見宜。」此語確為至理名言。康表(

心目中，以為教育之進行，既不能以教材為中心，亦不能以教師為中心，教學之活動應處處以兒童為中心。蓋教育
，故教學時不能偏重教材之灌注問題，而重要者須親所採用之教材是否真正切合其需要及興趣，是否真正為見章
是否真正能融合成見章本身之經驗。舊教育之缺熙，將見童視為小成人，以成人之眼光衡量見宜之程度，以成人
見宜之腦海中，不顧見章是否了解，忽視見童學習之興趣，在初學時，即以艱深之教材，強迫見室接受，結果曠日持
倍功半之裁。確實言之，見宜之身心既隨時均在發展之中，而見宜之能力興趣亦無時無刻不在變化。在教學時，則應

口
旦戶。口)始為目的。」(註廿三)由此觀之，在杜威之
lH
OO
「人格、品性勝過教材，知識並非目的，而見堂之自我實現(的
已
同N

•.

日重視見童創造之智慧一般人以為杜威之教育觀熙，忽觀基本科目之學習及理智之訓練。以彼注重見宜之興趣

未來之發展。

非專注重見宜之興趣，忽略課程之內容，抵顧見宜之目前生活，而忽略兒童未來之發展。杜威認為「教育即生長
驗發展之歷程，在見章目前之生活中，即含蘊若其本身未來發展之要素，因此，注意見宜現在之生活及興趣，

臼)會認為新教育之優點閑之一，即關心「學習者之興趣」，而見宜之生長為教育之基本目的。(註廿四)但杜
no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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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

含有反理智主義(呂立1E
戶F
口ogmES)之傾向。其實不然，在杜威之思想中，雖極力反對過去理智主義在教育上所形成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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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培養兒童自由習性在學校教育之理論中，杜威對於培養見章之自由精神極表重視
彼在
會教謂
「。
今日
師與學生方面關

訓練之重視矣。

體對環境之施為與感受中所獲得之知識，及對活動結果中間關係之認識，來不斷修正其經驗之理論中，即可證

不在告訴見童控制其經驗能力不斷之增長。教育目的不在告訴兒童所從事及思想之事物，而貴在使其能移自動處理其活動
。相信如果實施經驗之改造，個體一定能移應付變遷之情境，因其一切之實際經驗，使其相信有能力以解決所遭遇之

不當，而必須重新改變解決問題之方案。假設之變吏，使促進經驗之繼續改造。由此觀之，杜威之教育理想，乃注重經驗
。在兒童時期，此種經驗之改造，使見童感覺其經驗在一意義上有不斷之擴張，並且使兒童控制其經驗能力不斷之增長。教育

過五個實驗之階段，在困難發生之初，先擬定解決問題之假設，困難之獲得解決﹒證明假設之真﹒困難之不能解

慧」(口BEMSEE--ZSS
，)
彼認為思想之開始起於困難問題之發生，自困難之發生以至困難之獲得解決，在歷程中大致

成勢力，但此種不滿，係表示反對理智主義之本身，而並非表示對「理智」及「理性」之反對。蓋自教育之發展
年理智主義之影響下，學校教育僅以教材為本位，忽視兒童及背年之需要及興趣，在教法上艦作知識之注入，罔顧兒
心發育之現況，不但妨害學生之自由創造之心智，而且摧殘學生生肉之辭宵。杜威認無新學校教育應關心兒童各方面
中包括身體、情緒、社會、道德以及理智各方面之發展。兒童之習慣、技能、欣賞力、興趣、信念及態度等，均在經
歷程中獲得良好之發展。但此並不表示杜威在學校教育中反對理智之訓練。在思想之訓練上，杜威反而注重培養見宜

( 54 )

於自由之教學與學習，對於培養智慧之公民，以參加社會之重建工作，乃極為重要之事，否則民主即將消誠。
目前事務繁雜，以經濟力量為中心之時期，使民主成為一種社會形式是否有可能。因心靈之自由及發表之自由為
，在教育上否定自由為反對民主之一項罪惡。」(註廿五)但杜威所主張之自由並非放任之自由，專投學生之所
為上呈現一種散漫放浪之狀態。彼認為學校教育應培養兒童之「智慧自由」，使其有自動觀察及判斷之能力，養
自由，在活動與行為中，充分表現其明智之抉擇，決斷果敢之毅力，以及行之在我之自由。彼會不滿意於前進
張之放任自由，而曾加以批評謂:「在批判前進學校時，難以一概而論。但有若干學校確曾放縱學生，使其耽
以及儀態方面毫無限制之自由。有若干極偏左之學校，確將其所謂自由帶至無政府狀態。但此種放任、此種行
為我等所談及之較大問題所包括之一部份而已。當共有本身價值之經驗，自客觀之教材獲得真正之控制及
分自由，自然就範。就根本而言，正由於未曾通過有意義之教材以獲得理智之控制，便助長可悲之自私、自負

..

權利之種種現象，均為人誤認為與自由相伴而起之不可避免之現象，此非自由之根本要熙
」干(
廿六)文謂
「。
在若
進註
步之
學校中，恐懼成人干涉已成為一種確實之病象。 主張極端自由之學校(許多學生家長亦在育從)幾乎將彼等所認為之自由引
......

..

至一種無政府之狀態。」(註廿七)由此可見，杜威對於極端之自由，早已表示深惡痛絕。目前美國若干學者，認為現在社
不良犯罪少年之日漸增多，乃由於受杜威之影響所致，質有曲意誣蔑之嫌。杜威認為學生之自由行動，必氯得自由智慧之
始可獲得合理之自由，否則必發生混亂及散漫之結果，因而妨害他人之自由。蓋人類營社會生活，必須畫居同處，若某人之行
越規，勢必影響他人之權益，擾亂社會之秩序。故杜威謂「關於有故地發展與民主生活有關之智慧，余在前文中巳述及其重耍
性。我之所以有意如此者，實由於民主在吾人心中與自由行動中有如此經常及自然之協合，使吾人將自由智慧之重要性發予遺忘
，質際上需要自由智慧以指導及保證自由之行動。個人行動之自由如無智慧與智識之信心以支持之，行為所表現之結果
『倘若彼不妨害他人同樣之自由。』但尚不抵如此，
而無秩序。民主之自由概念，並非個人有行其所好之權利，甚至尚須增加
觀念不常表現於文字中，基本之自由係心靈之自由，及行為經驗自由之程度對於產生智慧之自由乃必要之舉。」(註廿八)杜
「中
余亦
發謂
現當前學生之基本需要，在於亟需承認智慧自由之原理。」(註廿九)蓋自由活
「今日教育」(開心口。但泣。口吋。皆可)
動之後，必績有自由思想之能力為之後盾，否則抵有混亂而已。故在民主社會中之學技教育，首須培養學生了解自由之正確觀
，觀念或思想乃行為之指針，有合理之自由觀念，始發生合理之自由行為。就大體上觀之，杜威對二元論之批評，試圖以「繼續
」之概念，將歷年來在教育上矛盾分裂之觀念加以統一，而思一舉徹底解決多年之積弊，對教育當有重要之貢獻。其思想上之
•.

••

勞動與休閒'人與自然，思想與行動，個人與社會，教法與教材，心與行為之劃分。為求調停此等二元論，乃創立一種哲學，
種哲學視智慧乃經由行動，對經驗資料作有目的之重組，抵有此種哲學始可供給銳一意求進步之社會以利益。」(註三十)杜
求使其教育理論獲得實驗之機會，曾於一八九六年創立芝加哥大學貫驗學校，此種課程之實驗，對其教育思想之印證工作上當
古司
巴﹒
戶口
極大之碑益。但亦有人對其實驗學校之成就發生懷疑。其中本傑明(出自己已同g﹒
由)曾謂 「余不同意以此一學校i
H』
ZF
oo-gLF 旦旦河)著作之誘導外，此
為極重要之觀舟，實驗學校除受杜威本人思想之刺激，及受其『學校與社會
(r、

〉-0。且口)曾謂社威「攻擊歷史上之
4口
4仿5
多要素，對於人類社會及個人經驗之理論，在哲學上有調整之功能。克瑞明(FHV口

•.

巴巴口 ωorg及)
林肯學校(口口門。rprg-) ，密歇根大學所創辦而由懷特尼主任(口。"口，
範學院合作之憂恩學校(目。
32
E
〉﹒∞﹒者}H口
且r 目Er)擔任校長之州立舊金山師範學校(的 gp 呂立目的。的 ZZZO 叫自己J
3) 負責之學校，及由勃克(早已而n

一眾所週知之教育工作 |l 質驗學校在教育革命之途徑上並無任何重耍之影響，實驗學校所假想之影響，係切杜威在哥倫比亞事
。)
其創辦較晚者有與哥倫比亞大學師
業之光。尚有許多其他學校，著名者如庫克郡師範學校(ngw口旦旦河 ZZ 自巳 proo-

•.

杜威論教育與社會改造述評

七

FZ 己)等，均較杜威指導下之芝加哥實驗學校更有影響力，較杜威管理得更有技巧。」(註卅一)吾人讀知任何教育理論使
成為質施之方法，困在質際及行政方面可能遭遇到不可克服之技術上之困難，再加以事先如無周密之計劃'尤不易發生預
. 此乎
果。故良好之理論，尚須配合人為之因素，杜威實驗學校之受人指責，其故蓋1在

(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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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
4

已吋冒

杜威之教育理論對教育實際方面之影響，已為全世界各教育學者所熟知。截至目前為止，杜威之各種著作，業已譯為許多國
家之文字，流通甚廣，在其生前死後，從大數之教育學者，對其思想及言論之討論中觀之，表現出極大之興趣。
質言之，杜威實為現代最偉大之教育思想家之一，其教育理論之影響，幾遍及世界各國，即使在東歐及蘇俄等鐵幕地區，亦
不例外。考諸杜威思想影響之所以如此之廣，蓋由於其弟子眾多，散居世界各地，在教育工作崗位中，多居於領導之地位，對於
EH
同﹒肉已習Eor)、柴爾滋己。ZF-nzzm) 、康決
杜威思想之傳佈'幫助甚大。杜威之弟子或同事，如克伯屈(苟
且HB
〈的。。ω同∞
的﹒口。
gz) 、布立克邁(苟且 EB 司﹒固立。rsg)等，在學校服務期間，從事於教師及教育行政人員之培養工作
，對於杜威思想之推廣，無論直接間接均有莫大之助力。
斯3)
在行政、親導及課程發展方面，尚有許多其他教授，亦會接受杜威之教誨。其中如克伯萊(巴言。。已H
吋H
﹒r
凸rmH、E 口問
E閏
n月。
固自已)、寇京(苟且宮門口o。
托雷爾(的 2 月俏。口﹒R
∞amH)
、恩高華德 (Zcr
。-g 開口的已宮門已仲)、漢德(
司EEE 同Smo-)、羅吉爾 (3品已居﹒悶。∞自由)、羅梭
(4
、)
格文斯(司已古且開-235) 等領抽人物均是，在目前美
國教育界中，許多學校行政人員、教育顧問、學校視導、以及各教育行政機構之主官等，均出自彼等門下。對於國家教育、教
及課程方式之設計，均有莫大之影響。
﹒閑自已 0
在比較歡育方面之領柚人物如美國之故德爾 (HZRF
日)、孟除 (2己 Eggo 〉、伍德(吋ZBS 詞。。此可〉等
，英國之克拉爵士(印叮H
叮mrz。rQRr) 、智利之拉巴卡(〉BgrF 色 9月2) 及慶拉斯(同叫
BHH切已8) ，以及許多在哥倫
比亞大學師範學院中就讀之外籍學生，多曾接受及了解杜威之教育觀聽，將其思想傳佈至歐洲、南美及亞、非等地。此外杜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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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期

O

HR
「在討論美國教學時，寇恩教授(吋Hohm阻m
。

。口 zn

。古口)會謂，如果美國仿照許多歐洲國家之實際情

人之遊歷，及在若干國家擔任教育方面之咨詢工作，對其本人教育思想之介紹，亦有極大之幫助。
就更廣泛之意義言之，在美國、加拿大，每所學校中之男女教師，以及各大陸其他學校中之許多教育領導者，大都為杜威間
接之學生。彼等閱讀杜威之著作，而且教授其專業課目者為杜威以前之學生，彼等所服務之學校及大學，擔任行政工作者亦多為
杜威過去之學生。(註一)
柴爾滋教授云
••

司
形，建立本國之哲學，僅有一人可提名高按美國哲學之寶座，此人即為杜威。」(註二)布立(
克4
邁戶口古巴詞﹒由民各自2)
亦曾謂 「杜威之教育觀念及活動已為世界之教育學者所熟知。由大多數討論歧許多國家語文翻譯其著作中，表示多人對杜威
感興趣。杜威在美國雖則有不良之批評，但彼在各國所獲得之令名仍舊維持不衰。」布民認為杜威之思想對蘇俄及東歐等鐵幕國

( 58")

。柴爾滋骨謂 「哲學任務之概念反映出杜威之觀熙，民主社會乃民治、民有、民草之政府，係一種特殊之社會。其突出之特性
之一，不僅關於保持其接受之習俗及制度，而且培養所需建立之生活方式之修正，要使其所享受之善及機會更多，使其有更多之
共同享受。如若干杜威之同事所觀察者，一個民主社會尋求其制度化，以及由此而理性化之歷程，其變化||甚至為革命性之轉
變||係在歷史制度中形成者。因此，組織教育之計劃'負有啟迪及傳遞，改造及延績之任務。因杜威之『生活適應』
(tr1
立甘耳目呂片)，極為注重教育之創造及改造之使命。」(註四)民主為一種共同之生活方式係杜威思想上之重要信念，所謂共同之
生活方式，其中包括相五關係，共同目的，以及共享之利益。被認為人為社會之動物，深受過去及現在社會及自然環境之陶冶。
由於交通之發達，個人與個人之間始有交往，因為利用交通，故能在共同目的及事業之下，形成相五之聯合，因此而創造了文化

民主社會之功能。民主社會之優熙，不但注重共同之利益，畫眾之機會，而且在生活之本身，時求改造，以適應社會之共同需要

杜威之教育思想與其民主理論之關係至為密切，蓋杜威謂教育師生活，謂民主即生活之方式，因此，教育之本身即具有改造

尤大。

家之教育亦有極大之影響;對中國而昔日，杜威在哥倫比亞大學執教時，曾有許多中國學生親受教益。一九一九年，杜威訪問日本
之後，曾應中國政府之邀請，來華講學二年，對我國教育界之影響頗鉅'布民並舉出杜威停留在中國時之一般成就，係與中國思
想家作成功之知識交換，了解中國人之思想及行為之能力，加強中美間之聯繫。(註一二)就實際情形而言，杜威之教育思想，在
我國敬育界中確曾引起極大之反應，而其中尤為中國教育家所樂於討論者，即其「教育師生活」、「見章中心課程」及「學校即
社會」等理論，我國現代學者如胡適之及吳俊升二位先生均曾親炙杜威之教益，後者對於杜威教育思想及理論之間揚批評，貢獻

•.

，交通不僅促進共同生活，且可融合不同民族之思想，破除種族問之歧見，加強全人類之諒解，使其更易接近大同世界之理想。
唯社會之交往，必須以種種公共參與之利益為前提，否則即違背民主社會之真諦。在階級社會中，人類之活動僅限於一個階

••

級之範圈，階級與階級之間，儼然劃有一道鴻溝，社會及文化之發展，遂星畸形之狀態。杜威曾謂 「有種種公共參與之利益，

始能發生自由及平等之交際;如缺乏此種自由平等之交際，理智之刺激作用即將失去均衡。若有多種刺激，即遭遇許多新奇之事
情;有新奇之事情，即可喚起我等之思想。此間激發吾人之思考作用，或理智之刺激作用。如人類活動愈限於狹隘之範閻(社會
中如有嚴格之階級，使此經驗無適當之交換作用，彼此之活動便限於狹隘之範閻)。則低下階級之動作，愈易成為呆板之動作;
而在物質上佔得優越位置之階級，其動作亦因此易星無恆、混亂及暴民之現象。」(註五)嚴格言之，階級之觀念，為實現民主
社會之重大障礙。此種錯誤之思想，實導源於傳統之二元論。社會上之階級，政治上之專制，教育上之文雅教育與職業教育之對
立，教法與教材之分離，實用科目與理智科目之對立等，癥結所在，均種因於此。杜威有見及此，以為欲消除教育上此等矛盾之
現象，首領破除二元論之謬誤。杜威之真智灼見即表現於此，而杜威在思想界之最大貢獻亦即在此。
基於質驗主義多元論之宇宙觀，持變動之觀熙以視萬物，民主制度及思想方式應隨時地之變異而改進，適用於十八世記之民

.•

杜威論教育與社會改造述→扑

主思想，不能通用於今日，適用於甲地之民主制度，不能適用於乙地，截至現在為，止，民主之生活方式，仍在暗中摸索之途徑上
徘徊，許多古代陳腐之生活方式及思想，仍舊麓存於目前之生活中，而且根深蒂固，一時不易劑除淨盡。生活方式與文化之聯繫
'若就大處著眼，實無嚴格之界限，有何種生活方式，即有何種文化，生活農績不斷，而文化亦且有機之延績。生活之內容改變
，而文化之實質亦變，生活之內容增加，而文化之質質亦變，生活之內容增加，而文化之內容亦隨之而鹽富。藝術、科學、道德
、宗教、政治、經濟、法律等要緊，為文化構成之基礎，而文化之要素亦即形成人類生活之要素，故欲改進民主生活之方式，必
須從各種文化要素之結構上若限，觀其是否配置適當，是否確已發揮其本身之功能，是否已隨社會型態之改變而有所改變，各種
要素改變之速率是否一致，均為極重要之問題。杜威對於民主與文化之關係，亦相當重視，杜威謂 「文化係使人能時時刻刻擴
充其對於事物所知之一意義範間，能使其對於事物所知之一意義格外準確。」(註六)由此觀之，文化之本身，即有「自求擴展與改
進」之一意義，人類唯有在觀念上澄清一切陳腐之思想，時常了解事物之新意義，始能適應現代民主之新潮流。
總之，民主為杜威綜合之理想。欲求了解其民主之觀念及理想。必讀了解其一般理想之概念。理想多為想像及抽象思想之產
物。要實現一種理想，必須以經驗之世界為基礎。人必經驗一種理想之本質，而且承認其為理想;則此種經驗或為一種標準'以
此標單可判斷其他種驗。對一切人而日7
，理想亦可變為一種刺激，使此經驗之本質一仇恨化，抵有此等理想始可真正實現為理想。
故民主並非夢想，民主思想在本質上有其基礎，此等本質為吾人所已確實實行及經驗到者，可用為判斷其他經驗之標準。
已已開門FSH在杜威之思想中，民主與教育之關係至為密切，吾人可由其鉅著「民主主義與教育」(口B。
。口)中即
REam
能見之。教育為促進社會及道德進步之主要工共。教育可培養了解、情操及品性，對民主而昔日，至感重要。杜威骨謂教育即生活
，教育乃人生及文化之本質。人類文化之延績，端賴一代代思想、情感、習慣、技術、理想及了解等之交通。教育可供給兒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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