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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教學的哲學省思 
       -從分析到後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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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創新教學」不要淪為一種技術運用。 



緒論 

• 台灣的教育改革：九年一貫、多元入學方案、        
學校本位課程、兩性教育、生命教育、情緒教育… 

 

• 分析的教育哲學VS後現代主義 

「創新教學」不要只淪為一種技術運用，背後涉及的
哲學立場與爭議，更值得大家重視。 



分析傳統下的「教學」理念 

教育人的學習是知識的理解，而不只是資訊的堆砌或是技術的訓練 



允許及鼓勵學生質疑、
提問、批判之餘，仍然
堅持知識的認知性、引
導性，以及確定性 

分析 後現代 

批判各式主流文化，對
各種論點提出質疑。 

成為現在教育學術的
「主流」。 



分析的教育哲學 
(analytic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 1950、1960年代，謝富勒(Israel Scheffler)學者為主要代表。 

• 分析學者希望能運用概念分析與邏輯論證為「教學」等活動樹立      
客觀的規準。 

• 認為「教學」是一理性的事業，「從事教學，在最標準的情形下， 
至少其重點是使教者能著重學生的理解與獨立判斷，要求教者能提供
理由及精確的說明」(Scheffler,1960:57)；有別與以技能為主的
「訓練」、「制約」以及「灌輸」。 

• 分析學者的理性規準，很重視學生的批判、質疑，允許及鼓勵學生 
質疑、提問、批判之餘，仍然堅持知識的認知性、引導性，以及   
確定性。 

 



後現代 
(postmodern) 

• 20世紀最後的15年，西方世界的「理性」受到質疑 

• 批判教育學(critical pedagogy)質疑學校教育的內容只是反映了  
菁英的品味與需求。 

• 多元文化主義及社群主義質疑自由主義利基於個人的權利、義務， 
無力處理不同文化的認同問題。 

• 女性主義則認為建立在分析以來的教學論述，忽略了極有價值的女性
育兒等經驗。 

• 社群主義突顯先進國家對開發中國家的中心-邊陲關係的侵略。 

• 後現代成為最近教育學術的「主流」。 

 



分析vs後現代 
四點區辨 分析的教學論述 後現代的教學論述 作者的論述 

知識論 強調發揚理性、批判，
從各種愚昧中走出 

理性也是要被質疑與
批判，認為理性會淪
為知識上的霸權 

後現代的論述如何使自己
不淪為知識上的獨斷？ 

現代科技的  
運用 

強調教學中理性的認
知，忽略教學的技術
面 

教學不能淪為技術性
的工具理性 

後現代的創新教學如何運
用技術，又不被技術所操
控呢？ 

倫理學 強調個人自主性、平
等、尊重、寬容。 

某種程度地解構既定
的倫理規範標準。 

後現代解構了倫理標準，
是否也必須建立在平等、
尊重、寬容的基礎上？ 

邏輯與概念 「教學」所做的邏輯
與概念分析，所樹立
的各種規準具有普遍
性。 

「在地」、「本土」 
「地球村」、「全球
化」 

本土化與全球化的可能緊
張，該如何處理？ 



後現代對教學的正反論辯 

「新台灣人」要對自我文化更有自信，不必有排他性的文化訴求， 
才可以在全球化下，保有獨特性。 



反理性vs重構理性 

• Burbules & Rice(1991)區分了兩種類型的後現代立場： 
– 1.傾向於在現代主義的基礎上重構重要概念 

– 2.反現代主義，對「理性」提出強烈質疑 

• 兩個類型並非涇渭分明，也有學者同時採取兩種立場，例
如Giroux認為後現代主義不應完全否定現代主義，應共同
營造公民文化。 

• 大體上，後現代教育的批判教育學對現代主義、分析以來
的教育主張採取較為激烈的立場。 



反理性vs重構理性 

• 批判主義學者Habermas認為，應重構理性之多元面貌， 
沒有必要敵視理性。經由溝通理性，互相揭除彼此的權力
宰制，建構一個沒有權力扭曲的理想言詞情境。 

• Lyotard則反駁Habermas的「共識說」，他認為討論的目
的不是追求共識，而是企圖破壞以前的科學已建立好的 
基礎架構。「後現代主義的特色不是求同，而是求異。」 

• 差異性VS共通性，誰重要？ 

作者認為，即使採取Lyotard的立場，不追求共識，也無法否認在這

些多元分殊中，存在一些共同的標準，可據以各自追求其共識。 



技術控制vs反技術控制 
• 20世紀前半葉：行為主義，「教學機、編序教學法」 

• 1960年代後，「電腦輔助教學(CAI)」，現今的視訊、  
網路、電子書包。 

• 科技取代老師，知識的提供不再透過教師，而是學生面對
電腦的互動。 

• 解構教室權威的唯一合法來源，老師不再是知識的一言堂。 

• 老師的功用為何？ 
 

1.科技只是一種工具，電腦可提供的只是資訊，而非知識 

2.科技素養，教導學生培養批判、理解資訊的能力 



技術控制vs反技術控制 

科技網路的隱憂： 

1.使用電腦查詢作業，擴大貧富差距。 

2.英語是最方便的介面，可不可能是另一種文化殖民？ 

3.東西容易複製，情感面如何複製？ 



價值的解構vs建構 

• 極端的後現代論述否認知識的絕對性，認為表面上『尊重異己』， 
實際上卻以主流立場，忽略少數者的聲音。 

• Siegel認為後現代所強調的尊重差異與多元，也是一種 道德訴求。 

• 「自主性」代表個人擺脫外在環境的干擾，訴諸理性的 獨立判斷，
是自分析以來，英語系最主流的教育或道德 教育目的。 

• 某些後現代主義學者論述「主體已死」，質疑『自主性』是啟蒙理性
的產物。 

• 作者認為，在原有的理性架構中，仍可以去吸納後現代的精神。 



本土化vs全球化 

• 地球村的時代來臨，弱化了國家的獨立性。 

• 泰國的例子。 

• 從全球化的觀點，提供一些參照視野，豐富地域性文化，
使特定區域的文化認同能保有自我又不失創新，彼此共享
又尊重彼此的獨特性。 

 

• 「新台灣人」 
自我文化認同，不自限於特定正視現實，

不排他的文化訴求 
~~尊重與理解~~ 





我國創新教學省思 
有效的教學，未必創新；而創新教學也有可能不是教學 



現代調和後現代的立場： 
 
理性：可以作為知識來源的理論基礎 
 
後現代：支持多元、創新、 
        環保議題… 



後現代 

   1.多元的角度思考各種可能 

 2.思考既定知識背後的權力運作 

 3.理解不同知識傳遞過程所代表 

    的各種情境與立場 

理性的絕對與後現代相對性的和解 

                理性 
  1.重視知識的認知性、引導性 

以及確定性 

 2. 認為 社會控制 有其必要性 

     3.重視目標實踐的先後順序 

多元論述可以增加理性的
範圍，也能使理性的準則
在實際的情境中，體現更
多元的可能 



教學科技的功過 
科技的改變：改變某些價值(Ex：節儉)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時間、空間的距離感減弱 

後現代重視：邊陲、弱勢、環保議題 

小班小校限於經費而停擺 

偏遠地區交不出午餐費 

多元入學：考驗家長財力 

過多的使用學習單 



另類價值的教育意義 

性別平權 

表演生態的人權 

審美經驗 

鼓勵學生修戀愛學分 

男同學情感需求 



重構本土教學理念 
本土化不應該是特定時空政治勢力的主張，教學活動不僅是一種技術性
的活動，也不僅只是特定專業的理性事業，它同時載負著一區域的歷史
文化、共享價值，以及人們心中的既存信念 

1861-1865 
南北戰爭 

• 工商快速成長 
• 貧富差距擴大 
• 失業失學率高 

1920、1930 
進步主義 

1950年代 
精粹主義 

1960年代 
存在主義 

• Deway 
• 以兒童為中心 
• 反對傳統固定、 
僵化、以教師為中心 

• 強調課程價值 
• 熟悉精華知識 
• 重建教師地位 

1980年代 
後現代主義 

• 崇尚個性了解 
• 重視如何教 
  反對課程制式化 
• 強調 師生互動 



1985 
後現代主義 

1987 
解嚴 2001 

九年一貫 

2002 
開放教科書 

2011 
12年國教 

重構本土教學理念 

2007 
多元入學 

2014 
特色招生 

2019 
108課綱 



本土化與全球化兩者 
互為表裡，相互支持 

學科 
本土化 

心理學 

社會學 

哲學 

歷史 

價值 

信念 

重構本土教學理念 



結論 



重構理性 
後現代的相對性、多元性 
→混亂、失序、錯誤的意義 
在教學上要教導事實 

重視倫理的規範功能 
後現代強調對既定規範的解構 
→仍得預設一些傳統價值(如：平等、
尊重…) 
 

技術價值 
科技運用有好有壞 

在地化與國際化 
教育理論建構者重新思考教育理論
本土化的意義 

結論 



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