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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教育哲學的觀點省思西方科學教育與東方人文教育

之發展 
洪幼玲 

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研究生 

 

一、前言 

西方學者康德曾說「沒有內涵的

思想是空的，沒有概念的直覺是盲

的。」這句話引發我開始思考哲學到底

是甚麼？然而哲學在我們的人生到底

有何影響？我們人生中最精華的日

子，大都在學校教育中渡過，因此如果

說哲學是生活的一部分，那麼哲學與

教育的關係又是為何？為了要釐清其

相關，首先先探討何謂教育？ 

二、何謂教育？ 

教育最普遍的說法是「教育是一

種對於未知的了解、生命必經的成長、

適應現實環境的改變」。人類的知識多

數是倚靠教育，憑藉每日所學，日積月

累而來，因此教育可說是一種由「無

知」到「知無」的過程。「無知」並不

只存在於兒時，對於知識、為人處事、

乃至於大自然的運作、宇宙的奧秘，我

們無時無刻都處在一種無知的狀態，

而當我們對於某一方面的事物有所了

解時，那知識可能也只是暫時的，因為

這個世界正對於我們未知的領域不斷

地在拓展，我們所知道的可能是過去

幾年的資訊、舊的資訊。教育最大的貢

獻正是在此，它應是引領我們從被動

的填充無知，到主動的追求知無，這樣

說來，整個人類文明的所有演變，維繫

的無非是「教育」了。 

三、何謂哲學？ 

哲學(philosophy)其原意指愛智之

學。泛指對世界、他人、自己所進行的

反省及所提出的終極問題和解答。智

慧是每個人想親近的；每個人都希望

做出一個有智慧的選擇，因此在作任

何決定之前，首先要澄清的是概念，這

是因為人的選擇，難免會受到混淆的

主觀意志與客觀情勢所影響，因此建

立概念是很重要的事。然又因「智慧」

是不同於資訊與知識，它是能與人生

之經驗作全面的反省，以求得更完整

且根本的理解，進而建立一套價值觀；

它並可以指引現實生活，以及評估文

化生態。因此，我們可以說哲學是一個

人對事件的觀念與生活經驗以及個人

的價值觀。哲學即是生活與智慧的結

晶，眾人藉由哲學可感受到生命經驗

之脈動。 

在教育的過程中有許多的觀念都

必須進行哲學的思考，因此，哲學是提

供學者以哲學的方法與理論驗就教育

的問題，並以哲學的觀念、觀點來思索

教育的問題。以此兩者合流，所形成一

門新的學問被稱之為教育哲學。 

四、哲學與教育 

杜威認為：「哲學是教育的普通原

理，而教育是哲學的實驗室」，因此學

習哲學可以幫助教育工作者可以更快

http://cdict.net/q/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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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教育的基本問題；使教育工作者

可以更適當地評估、解決教育問題的

各項建議。因此，它能幫助我們更清晰

地思考有關生活與教育的目標，引導

教育工作者能發展出一套終極一致的

觀點與綱領，使其能實際地運用至更

廣大的世界脈絡中，由此見出教育與

哲學的關係是十分密切的。 

五、達爾文的進化論於東西方教

育之意義 

達爾文的進化論是確立物種演化

的基礎，進化論者自豪地宣稱，進化論

對神創論已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然

其事實真的如此嗎？進化論已是絕對

的真理了嗎？在於過去事實上，我們

以今天科學研究所發現的東西，已經

足以讓人們重新考慮進化論的正確性

了。再者，西方教育過於相信競爭與進

化的因果關係，使得現今社會面臨到

過度競爭的後果就是不斷有產品被社

會所淘汰，比如說才上市不到一年的

手機，因科技過於競爭，甫上市不久的

手機，馬上面臨到被淘汰的命運。除

此，印表機的墨水價格竟比買一台新

的印表機還貴，其道理為何？燈泡的

壽命越來越短是科技呈現退化嗎？甫

從學校學會的知識，用了幾年就有新

的知識馬上替代，這是意味人類學習

的速度跟不上資訊汰換的腳步嗎？其

實這些現象全和競爭有關。 

既然競爭帶給社會這麼多的問

題，使得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達爾文

所提出的進化論這個被世人堅信不移

的理論到底那兒出了問題？英國倫敦

大學基因學教授瓊斯表示，達爾文提

出的進化論，巳經不適用於現代社會。

瓊斯認為，“物競天擇”中適者生存，不

適者淘汰的說法，已經過時，因為弱者

的繁殖能力就和強者一樣有效率。 

然而，如果連這個已經被人類盲

目的相信了 100 多年的理論，於 21 世

紀的今天，也已經漸漸地動搖了，許多

學者對進化論抱持著保留，懷疑，甚至

出現不信任的態度，這是因為它的確

有著不太正確的地方。 

古希臘學者蘇格拉底在距今 2400

年前提出了哲學和生物學中一個帶根

本性的問題：我是誰？距今 100 多年

前達爾文創立了進化論，回答了這個

問題：人類是「猴」的進化物。為了支

持進化論的觀點，幾代古生物學者付

出大量精力在世界各地尋找類人猿化

石，證明類人猿骨骼與人類的相似之

處。這種研究方法對嗎？合乎邏輯

嗎？讓我們假想，如果有一天地球上

的驢都死絕了，後人找出驢的骨骼化

石和馬對照，並因此做出判斷：馬是由

驢變來的！（馬和驢比人和猴更接近，

馬和驢同屬奇蹄目馬科，人和猴雖同

為靈長目但不同科）這種假想和判斷

有理由使我們對達爾文以來的古生物

學者的思維路線的正確性表示懷疑。

(程樹德，1999)。 

過去西方國家倚著科學教育的優

勢，使得一向崇尚忠恕禮儀東方國家

也不得不揚棄自己固有的文化向西方

靠攏。然西方與東方文化其本質本不

相同，西方追求的是世界的共通性，東

方崇尚的卻是世界異質性，多數的共

通與個體的異質，是各有其優缺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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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難以任何一方去概括另一方。於此，

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西方文明以巨觀

的方式去探究世界的知識，其所主張

以科學的精神及科學方法，來建立的

普世知識，其所建構的價值有可能只

是一種暫時性的世界價值，那麼一個

暫時的價值是否值得世人再把西方文

明當成主流知識的依據根源呢？值得

我們深思。 

在教育面，西方的科學教育一向

主張競爭是進步的推力，強調競爭可

以帶來進化。但我們必須再次思考競

爭真是促使世界進化的必然條件嗎？

筆者較傾向「競爭」應屬一個歷史進化

的過程，它只是偶然的歷程不會是必

然的結果。所以以東方的人文教育中

其強調的是心性品格教育並且尊重個

體的差異，它相信每個人都是獨一無

二，其想展現的教育意義是個體的獨

特與創意，以東方的人文教育理念來

做延伸其所形塑的個體差異，正可以

免於同質競爭使人逃離不斷競爭被淘

汰的生態。 

在市場面，西方市場大力鼓吹全

球化，幾乎所有商品都變得同質化。然

同質化造就惡性市場競爭，商品的不

斷被汰換。商品往往在上市不到一年，

其內部零件就開始停產，致使一個壞

了的產品無法送修只能走上廢棄物的

命運又或者被裝成一個個貨櫃被運送

至第三國家，但是這樣的競爭並非是

良性的反而造成無謂的浪費與環境的

污染。並且在全球化浪潮中，大陸市場

開始崛起，當大陸吸納了全球大部份

的製造能量時，以往以製造見長的台

灣企業，下一步往哪裡去？曾擔任立

法院副院長江丙坤先生曾說：台灣下

一步有兩個主軸。第一個是亞太製造

中心，也就是綠色矽島。把過去累積的

製造能力，加上新的科技，讓綠色矽島

順利成功，創新對台灣而言是很重要

的。因此，要幫助台灣逃脫競爭的命運

就不得不從創新與獨特著手。 

《華爾街日報》的一篇頭版報導宣

告「沃爾瑪時代即將結束」，換句話說，

現在「更快、更便宜、更完美」世代的

顧客正開始向企業要求來點不同的，

大家正在渴求，甚至貪圖的是，獨特的

事物。事實上，如果你可以積極做到與

眾不同，經濟不景氣正是你從競爭對

手的手中搶下市場的最佳時機。如果

你能為自己、產品和公司建立獨特性，

就可以讓自己超越競爭對手，使你的

產品和服務因為創意而獲得收取更高

的價格。 

若以市場需求來引導未來的教育

目標，那麼未來學生所需要具備的國

際競爭力究竟是要採西方的科學教育

還是東方人文的教育理念？如以目前

的市場需求，再加上近幾年來於教改

的改革中，在在都是強調教師不該再

以「教」為課堂的重點，而是應以學生

的「學」為主要的課程活動，現今的教

育實況似乎較傾向東方人文的教育理

念。就以十二年國教為例，其所主張亦

是適性揚才，並以個人經驗為主、尊重

個體發展為首要目標。 

西方科學教育思想最初發展的訴

求，就是在於科學可以用於解決問題

的實用性。但如今看來，西方科學教育

竟成了教育問題的製造者。李松濤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5，4（3），頁 89-93 

 

自由評論 

 

第 92 頁 

(2004)指出檢視西方文化思想的基礎，

不能忽略其「人為萬物主宰，替造物主

管理世界」的宗教背景，這種以人為

主，以其他萬物為輔的思想，配合著科

學昌明、技術宰制的手段，造成了人類

生態環境的破壞，例如雨林減少、溫室

效應以及臭氧層破洞等現象，以致使

得全世界的人類同嚐苦果。反過來看，

東方文化的思想就較注重整體，所謂

「天人合一」的思想，就比較符合現在

所強調的環境倫理說法，認為人也是

地球生態環境中的一部份，任何損害

自然環境的做法就是在殘害人類自己

的生存環境。所以類似生態永續發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概念，在

這樣的文化思想下，或許就比較能夠

兼顧，因此筆者認為，或許一些東方

（尤其是中國）的思想也能夠為科學

教育的理論做出一些貢獻。 

六、西方科學教育與東方人文教

育的整合 

李松濤 (2004)指出史諾 (Charles 

Percy Snow)(1974)曾提出著名的「兩種

文化」說法，來表示科學與文學兩大陣

營彼此的互不了解甚至互相歧視；其

實，這二種不同的領域對於世界的看

法就好像是在拼圖一樣，彼此以自己

對於這個世界的認知方式，各自拼出

這個世界的圖像，不同的是，科學領域

的拼圖方式比較理性，它必須有一套

科學的依據來確定其方法和步驟，而

文學領域的拼圖方式是比較感性，雖

然有時候也需要讀者的共鳴，但是其

標準則是鐘鼎山林，各有所好。 

對於一個多面向的世界而言，其

實這二種說法都是有其適切性的，因

為沒有人知道這個世界未來的樣貌究

竟為何？更何況以目前科學知識的動

態特性告訴我們，即使某些知識現在

是對的，也不保證永遠都是對的，因此

二者之間的差異似乎不能以對錯評

斷，只是角度不同罷了。但是若從真正

的科學家與文學家的特質來來分析，

則不難發現，不論是科學的理論或是

文學的作品，其實都是當事者運用自

己特有的創造力對外界的資訊加以組

合與詮釋後的結果，而這個屬於創意

的部分，李松濤教授指出，這正是我們

必須讓學生明白的部分，也是今天我

們科學教育工作者生活在所謂「知識

經濟時代」中，可以為教育做出貢獻的

地方。 

另一方面，我們應該讓學生知曉，

以科學認識的世界，只是一種認知的

方式，但是卻不是唯一，過去的科學

家、學者們很認真地想要幫助我們認

識這個世界，但是無論如何努力，科學

只能回答「是什麼（What）」和「為什

麼（Why）」的問題，卻無法回答「應

該是什麼（What should be）」的問題；

也因為如此，站在人文教育的立場，我

們要讓學生了解西方科學教育的功能

性以外，也應該讓學生了解科學的限

制性，如此才不至於讓學生對於科學

存有誤解。 

李松濤(2004)亦指出一個完整的

教育是不能夠分割的，正如同一個人

的成長不能夠缺少任何養分一樣。科

學教育也是屬於教育的一部分，我們

利用科學知識與其過程的知識來達到

教育的目的，但是我們教育的對象，終

究是一群人，一群我們必須交付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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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所以科學教育必須和人文教育

互相配合，才能使我們的學生能夠同

時擁有科學的頭腦與高尚的道德，會

因時、地的不同而適切的運用科學與

技術，將以更高的智慧來為人類福祉

努力。因此，東西方教育整合的方式可

以以東方人文精神所強調的心性品格

教育，並考量學生學習能力、興趣、需

求、學習風格、表達風格、思考風格及

情緒發展等特質來提供多元化的教育

方式。希冀在東方文質的基礎上能建

構出西方科學的發展範疇，並以此整

合出一個保有東方心性倫理的科學教

育，展現人類富有智慧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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