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經典研讀班補助計畫 

中國文化大學 

通識教育經典跨校研讀會 

導讀成果報告 

 

研讀書籍 

Kimball， B. A. （1995） Orators & Philosophers – A History of the Idea of 

Liberal Education 

 

計畫主持人：哲學系 黃 藿 教授 

計畫助理：哲學系碩士生 李罃罃 

計畫執行期間：民國 105年 07月 01日至 106年 06月 30 日 



2 
 

目  次 

Kimball， B. A. （1995） Orators & Philosophers – A History of the Idea 

of Liberal Education 

 

2016 年下半年～2017 年上半年「通識教育經典讀書會」研讀書籍與進

度…………………………………………………………………………. 4 

Ch. 1 Introduction …………………………………………… 但昭偉 6 

Ch. 2 Foundation of the Artes Liberales (I) ………………… 方永泉 10 

   Foundation of the Artes Liberales (II) ……………….. 蘇永明 16 

Ch.3 Rise of the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in the High Middle Ages  

(I) ………………………………………………………………..張鍠焜 24 

  Rise of the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in the High Middle Ages  

(II) …………………………………………………………… 林麗珊 31 

Ch.4 Renaissance Humanistsand Reformation Preachers (I) 游振鵬 40 

   Renaissance Humanists and Reformation Preachers (II) 何佳瑞 45 

Ch.5 Emergence of the Liberal-Free Ideal (I) ……………… 楊洲松 55 

   Emergence of the Liberal-Free Ideal (II) ……………... 王俊斌 61 

   Emergence of the Liberal-Free Ideal (II) ……………... 游振鵬 00 

Ch.6 Confrontation in America of the Ora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Traditions (I) ………………………………………………… 陳伊琳 00 

   Confrontation in America of the Ora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Traditions (II) ………………………………………………... 林建福 00 

   Confrontation in America of the Ora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Traditions (III) ……………………………………………….. 但昭偉 00 



3 
 

   Confrontation in America of the Ora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Traditions (IV) ………………………………………………. 蘇永明 00 

Ch.7 A Typology of Contemporary Discussion (I) ………... 何佳瑞 00 

   A Typology of Contemporary Discussion (II) ………. 方永泉 00 

 

 

 

 

 

 

 

 

 

 

 

 

 

 

 

 

 

 

 

 

 

 

 

 

 

 

 

 

 



4 
 

2016年下半年～2017年上半年「通識教育經典跨校研讀會」 

研讀書籍與進度 

Kimball， B. A. （1995） Orators & Philosophers – A History of the Idea 

of Liberal Education 

105-2、106-1學期研讀輪序表 

輪序 日期 時間 章節內容 導讀老師 主持人 

1 

105/10/8 

15：10-16：40 Forward & Ch. I. Introduction 但昭偉 

林建福 

2 16：50-18：20 
Ch. II. Foundation of the Artes 

Liberales (I) pp.12-29 方永泉 

3 

105/11/12 

15：10-16：40 Ch.II (II) pp.29-43 蘇永明 

但昭偉 

4 16：50-18：20 

Ch. III. Rise of the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in the 

High Middle Ages (I) pp.43-

60 

張鍠焜 

5 

105/12/10 

15：10-16：40 Ch. III. (II) pp.61- 73 林麗珊 

楊洲松 

6 16：50-18：20 

Ch.IV. Renaissance 

Humanists and Reformation 

Preachers (I) pp.74-90 
游振鵬 

7 

106/1/14 

15：10-16：40 Ch. IV (II) pp.90-113 何佳瑞 

蔡傳暉 

8 16：50-18：20 

Ch. V. Emergence of the 

Liberal-Free Ideal (I) pp. 114-

131 
楊洲松 



5 
 

9 

106/3/4 
13：00-15：00 Ch. V. (II) pp.132-144 王俊斌 

張鍠焜 
10 15：10-16：30 Ch. V. (II) pp.144--156 游振鵬 

11 

106/4/8 
15：00-16：00 

Ch. VI. Confrontation in 

America of the Ora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Traditions (I) 

pp.157-168 

陳伊琳 

林麗珊 

12 16：10-17：10 Ch. VI. (II) pp.169-180  林建福 

13 

106/5/13 
15：00-16：00 Ch. VI. (III) pp.181-191 但昭偉 

蔡傳暉 14 16：10-17：10 Ch. VI. (IV) pp.191-204 蘇永明 

15 

106/6/10 
15：00-16：00 

Ch. VII. (I) A Typology of 

Contemporary Discussion 

pp.205-225 

何佳瑞 

蘇永明 

16 16：10-17：10 Ch. VII. (II) pp226- 242 方永泉 

時間：每個月第二週週六 

地點︰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一號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 勤樸樓三樓教育系會

議室。（搭乘捷運者，請於中正紀念堂七號出口前往） 

 

 

 

 

 

 



6 
 

Ch. 1 Introduction 

導讀人：但昭偉老師 

 

  Joseph L. Featherstone 是本書第一版前言的作者，他的文字對我而言有些艱

澀。他肯定 Kimball 的這本書（假如不肯定的話，這前言就不會由他來寫了），認

為這本書對 'liberal education' 一詞做了歷史性的探源，並試圖從中找到啟發，對

普遍換了失憶症的美國人而言頗稀奇少見。 

 

    Featherstone 指出，美國人（特指在大學中的領導人物）在使用 'liberal 

education'一詞時，往往不能精確地掌握其意涵，也不了解這個概念有其歷史上的

糾葛（也就是不同的歷史階段和不同的人對這概念有不同的認定）。在這種情況

下，假如我們要動手改進「liberal education」，一開始就會因為無法清楚地掌握改

革的對象而觸礁。Kimball 這本書的用處，就在於它能使我們透過歷史的解剖，

在腦筋清楚的前提下，能來引導我們進行改革。 

 

    根據 Featherstone 精簡的摘要。我們大致可知： 「liberal education」 的源

起、目標、主軸內容及進行方式大致來自兩端。一是哲學家的傳統（the tradition 

of the philosophers），另一是修辭文學家的傳統（the tradition of the orators）。哲學

家傳統主張「知識的追求」（the pursuit of knowledge）是最高的價值。這傳統涵

蓋的人物及代表有：Socrates、Plato、Aristotle、Boethius、中古巴黎的學院派人

士，啟蒙時代的哲人（the philosophes of the Enlightenment），赫胥黎（T.H. Huxley），

現代科學（modern science）及當今的研究型大學。這傳統的優點也是它的缺點，

也就是過於看重知性的陶冶（the freedom of the intellect）。  

 

    修辭文學家的傳統強調的是經典知識的傳承、語言文本和傳統的重要、學習

知識社群的營造。代表人物和學派（機構）有： Isocrates、Cicero、中古世紀的

七藝學者 （the artes liberals） ，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學者（humanists）、Matthew 

Arnold、今日文理學科的老師及宗教學院。這傳統的長處是對經典作品及學習社

群的看重；它的短處是太強調文本、守舊保守、反制獨斷。這兩個傳統對彼此都

不滿意。哲學家傳統批評對方忽略知識的成長（我們對甚麼是真理有不斷的新知）、

不夠務實、對於傳統流於盲信盲從。修辭文學家的傳統則批評對方過於強調真理

的追求暨忽略學術社群的營造，這終將使我們對甚麼才是真知真理無從定奪，而

忽略人類社會的道德面向對哲學家也會有致命的打擊。但在兩者競逐的局面上，

哲學家傳統是今天的贏家，是高等教育的主流。 

 

    Featherstone 強調，西方世界同時繼承這兩個傳統，假如我們要日新月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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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揚「liberal education」，我們須釐清這兩個傳統的糾葛。而這種釐清的最好切入

點是觀念史（思想史）的探究。 

 

    從「liberal education」的觀念來看，今天的主流是哲學家的傳統（這可從我

們強調科學、研究及自由地探究可以看出），或者也可說是修辭文學家傳統的修

正版，也就是我們之所以看重經典，正是因為經典的研讀有助於我們智能（the 

intellect）的發展。 

 

    Featherstone 指出，從上述分析而言，日前提倡名著閱讀及傳統傳承的新保

守主義（neo-conservation）支持者，他們提倡博雅教育的內容看起來歸屬修辭文

學家的傳統，但從他們設定的教育目標來看（博雅教育的目標是智能的陶成），

卻可說他們骨子裡隸屬哲學家的傳統。Alexander Meiklejohn 及 Robert Hutchins 

可說是新保守主義者的兩個代表人物。 

 

    上述取向的優點在於稍微復興了修辭文學家的傳統，但其缺點則是太過重視

知識的陶成，而疏漏了其他重要的價值。Featherstone 指出，對 Kimball 而言，

新古典主義（新保守主義）忽略了學習社群的營造，而這正是修辭文學家傳統的

核心價值。Featherstone 認為，假如我們要清楚地掌握博雅教育的這兩大傳統，

而這掌握能派得上用場，那麼我們一定得特別注意修辭文學家的傳統，我們要活

化經典，讓過去的經典再度在現實生活中扮演起角色。Featherstone 認為，Kimball

讓我們較清楚的看出，一個像樣子的博雅教育一定得包括兩個有緊張關係的傳統。

在今天的大學中，哲學家傳統固然佔了上風，但這傳統忽略了學習社群的經營。

哲學家傳統單單追求智性的成長，使得它引領人類走向虛無主義和失序的社會，

真理的追求是理想教育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 

 

    Featherstone 特別強調修辭文學家傳統在當下社會的重要性。真正重要的是

學習社群的建構，而這建構是透過對經典文字的嚴謹詮釋。 

 

    Featherstone 肯定 Kimball 所採的思想史途徑，可以讓我們了解有關博雅教

育的辯論脈絡。這種歷史了解一旦形成，我們對博雅教育的認知也就自然地會改

變。博雅教育的出路，在於哲學家傳統和修辭文學家傳統的共存共榮，只有哲學

家傳統的涵養並不足成事。 

 

  作者抱怨道，「liberal education」 和 「liberal arts」 雖然在美國是學者及大

學老師放在嘴邊的詞彙，但大家對這些名詞的確切意義為何卻是不甚了了，也就

難怪在 「如何落實?」這一問題上，大家也有不同的意見（作者引 Abraham Flexner

在 1908 年的觀察）。作者認為，當下美國的文獻對「liberal education」 的歷史發

展脈絡並沒有足夠的交代。他相信透過歷史的了解，有關環繞在「libe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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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的許多誤解、辯論及疑惑都可望獲得釐清，這種釐清也可作為博雅教育在高

等教育中落實的引導。當然，Kimball 也提醒讀者，這種觀念史地探究也有應該

小心的地方，我們很容易把自己的想法套在古人身上，史料的正確詮釋也有一定

的困難，但即使如此，觀念史的探究假如夠小心的話，對當下有關「liberal 

education」的討論仍然能提供相當的助益。 

 

    Kimball 抱怨美國學界對從歷史角度來探究「liberal education」 的重要文獻

沒有予以適切的關注。（幾筆重要文獻往往被忽略了。如：1. Artes Liberales von 

der antiken Bildung zur Wissenschaft des Mittelalters （1959）；2. Actes…Arts libéraux 

et philosophie au moyen âge （1969）；3. Léducazione in europa，1400/1600： Problemi 

e programmi（Eugenio Garin， 1976）；4. 1914 年創辦的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Colleges」 關注「liberal education」 的發展及辯護，因而出版的許多作品。Kimball

從二十世紀初以來討論「liberal education」 的文獻，歸納出四種「liberal education」 

的定義。第一種是「liberal education」 的操作型定義（operational definition），即

凡 「liberal arts college」 所提供的教育就是博雅教育。第二種可稱之為一籃子

型定義（basket definition），「liberal education」 是傳遞有價值事務的教育（也就

是「liberal education」 像個籃子，內盛著許多有教育價值的事物）。第三種可稱

之為規範型定義（normative definition），如在 1960s 及 1970s 時，就有人認為

「liberal education」 是一種解放的教育（liberating education， libertarian education， 

liberation arts） 可是在稍早一些時，同樣在 「liberation」 及 「freeing」 旗幟

下，「liberal education」 卻被認定為「透過嚴格要求方法來陶成個人能力的教育」

（Jacques Maritain， 1943; William Cunningham， 1953; Theodore deBary， 1973）。

第四種定義可稱之為古典的定義，也就是「liberal education」 原初的定義，陶成

美德的公民教育就是博雅教育，這種定義也可視之為訴諸歷史的定義。由於我們

可訴諸的歷史有多端，所以如此的定義也可以有多端，如把「liberal education」

定義為古希臘時代「沒有外在目的之教育」，或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理論中的博

雅教育，或十七世紀開始以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為主軸的教育，都可說是訴諸歷

史的定義，但它們的內容卻有極大的差異。 

 

    假如把眼光放在二十世紀美國學術界與「liberal education」 有關的論述上，

「liberal education」 的定義也同樣呈現了上述幾個類型。如 G. P. Schmidt， The 

Liberal Arts College： A Chapter in American Cultural History（1957） 對「liberal 

education」 的認定就是一種操作型的定義。由於美國文理學院（liberal arts college）

的辦學宗旨不同，所以循此路徑所下的定義，會使得「liberal education」 變成一

個內容不固定且彼此相衝突的教育（有些學校採取的是 「pragmatist-progressivist 

doctrine」，有些採 「humanist-traditionalist doctrine」）。 

 

    從一個比較寬鬆的角度而言，Thomas Woody所寫的 Liberal Education for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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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1951） 也給「liberal education」 下了一個操作型定義，那就是：「liberal 

education」 是任何時代中特定文化所可能有的最高教育理想。 

 

    與操作型定義相左的是上述 「一籃子型定義」（basket definition） 。Everett 

Martin（1962），Norman Foerster（1939）， John Wise（1937）均採這種定義，把

從古至今大思想家所肯定的價值均納入 liberal education 的理念之中。 

 

   另一獨特形式的定義可稱之為先驗的定義（a priori definition，也是前述之規

範型定義）。此種定義認定某種理想的教育就是「 liberal education」。如持 

「progressivism」 或 「pragmatism」 的人就認為教育具有解放性質，應將人從

威權統治和形式主義解放出來。另外也有學者認定「liberal education」 其實就是

成就個人心智的教育；也有學者（如 Charles Wegener ）試圖綜合這兩種規範性

的定義。與上述三種不同型式的定義相較之下，Kimball 支持歷史取向的定義。

他認為，今日在「liberal education」 議題上的紛擾可以從歷史的角度來理解。

Sheldon Rothblatt 是這個取向的代表人物之一 （可參考其著作：Tradition and 

Change in English Liberal Education）。 

 

  Kimball 反覆強調，我們在使用「liberal education」 一詞時，逃脫不掉我們

所承襲的歷史，過去的發展左右了我們今天的紛擾。 

 

  透過歷史分析，Kimball 認為今天美國大學當道的「liberal education」，落實

的是真理的追求，傳承的是希臘哲人 Socrates、Plato、Aristotle 的傳統。修辭雄

辯家（如 Cicero）的傳統並不是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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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2 Foundation of the Artes Liberales (I) 

導讀人：方永泉老師 

 

「若一個人無法嫻熟於那些有助於自由民的技藝，則他不應列於雄辯家之林。」                                                    

（Cicero） 

 

「我們被教導，一位完美的雄辯家必須是位好人。他不僅要具備非凡的演說才能，

也同時要具備靈魂的所有美德。」（Quintilian） 

 

壹、人文教育、人文技藝、人文學科 的基本事實 

 

一、liberal 的字源 

1. 用於教育時，拉丁文是 liberales，為形容詞，包括 disciplinae liberals， 

studia liberals， doctrinae liberals， litterae liberales，特別是 artes 

liberales。該字盛行於文藝復興（中世紀晚期），但可溯至七世紀的

Isidore，六世紀的 Cassiodorus，與四世紀的 Augustine，甚至一世紀的

Quintilian，有時還可歸功於 Cicero。但不是 Cicero 發明該字。Cicero

使用該字應是當時的流行用法，所以 liberales 可直接上溯至希臘文。 

2. Liberal education 在古羅馬時指「與自由民有關的」，包括社會地位與

政治自由，享有財產和閒暇。即便在英文中，此意義仍保留著（p.13）  

二、liberal 用於教育時與人文七藝有關 

1. 人文七藝（seven liberal arts）一直是中世紀標準的教育內容，其中三科

與語言有關─文法、修辭、邏輯（或辯證），其他四科則是」科學」的

科目─算數、幾何、天文及音樂。但當然，每科的實質內容隨時代而有

不同。 

2. 我們必須問，人文學科的原初性質為何，而當代學者對此的研究往往

遠紹羅馬共和時代及柏拉圖時的雅典。（p.14） 

 

貳、人文教育的歷史演進 

 

一、西元前四及五世紀，希臘人或雅典人在文化理想的概念下發展了教育的觀

念，他們認為閒暇的自由民應該進行學習。而此文化理想則是「教育世紀」

（pedagogical Century）（450-350 B.C.E.）豐碩成果的一部分。我們很可以

將人文教育等同於此一時期雅典公民的所有教育（廣義而言）。但當然也

有學者致力探究於雅典教育中特別與「人文教育」有關者。關於後者，可

能有不同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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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張自由民在閒暇中的學習其背後有一特殊的理念：「為知識本身而求知

的理想」，認為其與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有關（p.15）。 

2. 從字源上找到 liberalis 與希臘文的關係。其中有三種可能性最常提出， 

   （1）skhole（schole）， 其為 leisure， rest， ease 的意思，又指「運用閒

暇的方式，特別是知識性的討論、爭辯和演說。Skhole 到拉丁文時變成

Schola，最後變成英文中的 school。而此也成為有關亞里斯多德 liberal 

education 觀念的標準說法。 

   （2）Eleutherios，當其應用於 tekhnai 時，為希臘文中 artes 之義。因為被

認為是與雅典的 liberal education 有直接闗連者。 

   （3）artes liberales 有時被視為希臘文中的 enkuklios paideia 的翻譯，意哑

者「通才教育」（general education），要先於職業的學習。而該字也是英

文 encyclopedic 的字根。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關於該詞的使用，

並沒有不同於 Eleutherios。（p.15） 

3. 從課程的角度，認為 enkuklios paideia 就是 liberal education 的源起。

enkuklios paideia 並不能直接譯為 artes liberales，而是被視為 liberal 

education 源起的一部分。這說法也假定了希臘時代便已有一套固定的課

程，經羅馬到中世紀，形成人文七藝。（p.16） 

 

  前述三種主張並不是截然分開的，無論說法如何，其實正預設了雅典教育中

自由民學習的存在。 

 

二、在「教學世紀」之前，希臘人的教育概念是奠立在美德（arête）的追求上。

而美德的定義則是恪守 Attic-Ionina 菁英階級的勇敢的守則。在這套教育

內容的中心的是荷馬的史詩，其一方面提供了語言的教導，另方面則展示

了武士的守則和文化中高貴的倫理。（p.16） 隨著西元前五世紀民主的興

起與傳統的崩解，三個團體以其教育內容對於社會中公民的新角色作出了

回應。 

1. 智者（sophists， wise man， teachers）─有些人士如 Gorgias， Protagoras， 

Prodicus， Hippias）傳遞一些演說（構作、發表和分析）的技能，在

民主社會中有其用途。他們宣稱進行政治性的美德與智慧的教導。但

他們受到 Plato 和 Isocrates 的抨擊，認為其敗壞了傳統。但學生卻蜂擁

而至（P.17）。 

2. 哲學家─以 Socrates， Plato 為代表，認為智識與哲學的培育才是公民

教育的理想。Plato 區分 sophia 和 philosophia，強調對真理的不斷追求。

他基於 Socrates「知識可導致美德」的信念，將荷馬的 arete 轉化為」

透過辯證來追求更高層的知識」。此種對於哲學的投入也傳遞給

Aristotle。（p.17） 

3. 第三類以 Isocrates 為代表，其論點主要呈現於他的《反辯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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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dosis》，他批評辯者只知修辭的展現，卻忽略了文化理想和傳統

美德，並且頌揚雄辯家可以活出高貴的美德，且能說服公民遵循他們

（p.18）。另方面 Isocrates 也批評 Plato 等哲學家，他懷疑可以用辯證

的方式獲得真理，否定 Plato 的思辯直觀方法，而認為他的」雄辯家」

才是真正的」哲學家」。（to speak well and think right」）。但 Plato 則反

駁，修辭學若遠離真理的話，則仍是詭辯術（sophistry）。真理仍需藉

哲學的辯證始能獲得。 

三、亞里山大建立帝國後，一個新的共識出現。愈來愈多的希臘菁英將

Isocrates 的教育模式當成他們的訓練方式，就像是由 Demosthenes1和

Aeschines2之類的演說家由掌管公共事務，而非由哲人王掌理。Marrou 說

Isocrates 擊敗了 Plato，獲得了勝利。這場勝利支持著希臘教育的理想，將

其帶入羅馬。而 Jaeger 說則，「人文教育」（humanistic culture）可直接由

羅馬的教育思想家上溯至 Isocrates，而非 Plato 與 Aristotle。（p.19） 

 

  為何會有此結果，原因可能有 Isocrates 的觀點更接近荷馬史詩（和其他詩

人）的教育傳統，  以及 Plato 與 Aristotle 後來都不得不承認修辭學有一定的

價值，後者似乎顯示了所謂的哲學家傳統其實在雅典社會中並不是居於獨尊的

地位（p.19）。 

 

參、artes liberales 的教育內容是否在 pedagogical century 即已出現? 

 

一、相關字源的考察 

 

  從前述的三個字源的使用之演變情形之考察，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一些問題。

例如前述的 skhole 到拉丁文的 schola，該字的使用多半由一些致力於各種說服與

課程的（各科）教師所使用；文法教師、修辭教師、數學教師、哲學家。我們無

法將 skhole 和任一特定的教育理論劃上等號。這顯示在當時，沒有任何教育理論

是獨大的。另一個明顯的例子是 eleutherios，其常與教育連結在一起，但其意是

educated liberally，至於 tekhnai eleuherioi 一詞其實是拉丁文 artes liberales 的翻譯

（p.20）。而希臘文中真正等同於 liberal arts 的字，其實是出現於羅馬文字之後，

這使得我們很難將人文教育一詞當成在西元前四或五世紀時就已出現（P.1） 

 

                                                      
1 狄摩西尼，古希臘著名的演說家，民主派政治家。早年從伊薩攸（Isaeus）學習修辭，旋教授

修辭學。繼而從事政治活動，極力反對馬其頓入侵希臘，發表《斥腓力》(Philippics)等演說，

譴責馬其頓王腓力二世的擴張野心。喀羅尼亞戰役（前 338 年）後亡命海外，公元前 323 年馬

其頓亞歷山大死，返回雅典組織反馬其頓運動，失敗後自殺。 
2 埃斯基涅斯，（前 390 年－前 314 年）。古希臘演說家之一，曾主張與馬其頓腓力二世和解。

政治家狄摩西尼的政敵。早年出身貧寒，輾轉各職。後與狄摩西尼一起參加政治活動並因為堅

持與馬其頓和解而被審判，後取得勝利。不久又與狄摩西尼交惡而被其擊敗，離開雅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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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則 enkuklios paideia 一詞，其中 enkuklios 在西元前四五世紀時就已有 

general， common，regular 之意，也常與 paideia 連用。了解該字如何有此意義，

有助於後續的討論。西元前五世紀早期時，希臘的教育就包括兩個層面：體育

（gymnastics）─體能及軍事訓練；音樂─文化陶冶。Kuklos，指的是 circle， chorus， 

cycle。而 enkuklios 指的是」屬於某個合唱隊」或是」接受合唱科目的教育」，或

是在某個圈子（cycle）中接受科目的學習（例如音樂和天文學），最後當音樂教

育拓展為」通才」（general）教育時，enkuklios 也具有普遍全面的意義了。因此

enkuklios paideia 在西元前五及四世紀時，應該是一個通用的概念。故其也可能

在當時即已出現。但 Kimball 又從字源學的角度來分析，若果真是如此，為何當

時的辯者、哲學家和雄辯家從未在其教育著作中使用過該詞，卻要到一世紀時

Vitruvius 與 Quintilian 的作品中才看到，這應該是由於 enkuklios paideia 是在西

元前一及二世紀出現之故（p.22） 

 

二、七藝課程何時成形?   

 

  實際上，septem artes liberales 一詞的首先出現及系統論述，是在五世紀時，

Martianus Capella 的論述，以及六世紀時的 Cassiodorus，後者是第一位使用它的

基督徒。（pp.22-23）。其他學者則認為七藝的課程應該在西元前一世紀時即已成

形，因此，史家傾向將七藝課程被列入」標準課程」的時間歸於羅馬時代而非希

臘時代。不過問題還是要看我們對於」形成」（formulation）和」標準課程」

（normative program）的定義。我們或許可以說，七藝中的七個學科其出現都與

希臘人有關，例如希臘傳統中的音樂教育包含了古代詩歌的頌詠與合唱隊的參與。

而當體育有所衰微時，畢達哥拉斯學派將音樂引入課程中，數學的重視則與 Plato

有關，但並不是說，這些學科內容都已獲致高度的發展。例如數學性課程中的幾

何，其發展要至前 3 世紀的歐幾里德方始成熟，音樂中的詩歌與合唱也未完全降

服於數學的觀點，至於天文學則常被視為占星學，在 Varro 於西元前 1 世紀的論

述中，都尚未將其當成獨立的學科（p.24）。 

 

  修辭學，是三門語言學科中最早出現者，據說是由 Gorgias 等辯者在西元前

五世紀後半時自 Syracuse 帶入，與當時民主社會公開演說的需求有關，修辭學又

有 invention， arrangement， style， memory， delivery 等分支。辯者於西元前

4，5 世紀開始教這些學科，而且還有一些實務手冊問世，即便希臘三哲不太欣賞

修辭學，但 Aristotle 還是在他的《修辭學》中稱讚了它們的系統化（p.24）。辯者

們尚發明了論述的探詢模式，也就是辯證法（dialectic）。但「辯證」一詞最早在

Plato 的《Meno》出現，而哲學家將其當成邏輯的技藝，一種思辨和系統化的工

具。至於文法，則常被歸功於 Protagoras 與 Prodicus 等辯者，但其首次的系統化

應該是在西元前 1 世紀，像 Stoic 學派的 Chrysippus 對其就頗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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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言之，七藝中的科目，其發明來自希臘人，而希臘人對於課程的討論主要

仍在語言與數學的方面。但此一共識有無發展到「標準課程「? 又是另回事。當

時學生不太可能到一個固定的地方（學校），向一位或多位教師學習七藝（多半

是教師四處巡迴教個別學生），這使得學科的連續性和固定性都受到影響。即便

學校存在，也不會以相同或按固定順序教學，因此個別老師對於各個技藝的詮解

也會有絕大的不同（p.25）。 

 

  文法在西元前 2， 1 世紀時，很少被當成正式的學科，文法的根源源自古希

臘的詩歌，故文法教師常以道德與歷史為己任，此點後來也延續至羅馬的 schlola。

事實上，希臘字中的 grammatike tekhne 來自 letter（文字）（gramma），而 Quintilian

就將 grammar 譯為 litteratura，因為在拉丁文字 lettera 等同於 grammar，故將

grammar， ethics， history 等字連結在一起可謂相當自然。在研讀完語言的結構

後，學生開始學習史詩和吟咏的詩歌後，這時他們需要進一步的 history（inquiry），

對於神話的背景、上下文及暗示有所了解，以形成對於文化傳統和道德的尊祟。

逐漸地，對於 historia 的研習，又加入修辭的研習。另方面哲學家對於此種學習

有所質疑，如 Aristotle 便認為其中有過多情感而非邏輯分析的成分（p.26）。 

 

  哲學家向來貶抑修辭，而揄揚辯證的重要性。儘管不同哲學家在使用辯證一

詞時有不同的意義，但共通處始終是它站在「修辭「的對立面。但是辯者及雄辯

家則反其道而行，將修辭視為至高的技藝，可以解決重要集會時（甚至那些過份

依賴邏輯之辯證）的問題。Varro 將」辯證「當作「詞源的科學」（etymological 

science），介於基本的語言與文法研究和更進一步的修辭研習之間。Cicero 則將

邏輯置於修辭學之下，後來的 Quintilian 亦復如此（p.27）。 

 

  數學方面的課程，各學科的價值重要性亦有所爭議。大部分的辯者如

Protagoras，因為修辭學的緣故而貶抑數學方面的科目。相較起來 Plato 十分重視

數學方面的課程，特別是在修習辯證之前，幾乎學習重心都在數學方面，Plato 比

較不重視社會科學方面的事實，但這卻是 Isocrates 到 Quintilian 等人所重視的。 

 

  同樣以音樂為名，不同學者著重點卻有所不同，有的重合唱曲（choric）， 有

的重文學（literary），有的卻重數學的詮釋。前兩者間的緊張關係，荷馬時代的教

育即已存在，Plato 則強化了音樂中的數學和哲學的部分。天文方面的科目亦有

著爭議。Astronomy 來自 aster（star）與 nomos（law），Plato 堅持此學問與數學

密切相關，但某些人則認為其與 astrology 有關，例如 Cicero（p.28）。 

 

  「哲學」（philosophia）一詞的爭議也沒少到那去。不同的哲學流派（學校）

均有自己的定義，特別常用來指陳自己學派中較為進階的學習內容。而對某些人

而言，哲學又被等同於」雄辯術」（oratory） （如 Isocrates）; 或是被當成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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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藝中的一項技藝（如 Varro）；或是被廣義地等同於所有的教育（如羅馬帝國時

高盧地區的教師，受 Quintilian 影響），基本上這些共識並非古希臘的遺緒。 

 

  教育內容不具連續性，又與專業化（specialization）有關。讀古代教育史的

人通常會讀到，演說家會以修辭學的專業研習為其教育作結，而 Plato 及 Aristotle

則會在基礎課程之外，再建議一些專業的研習。但將修辭學比諸專業教育，其實

是有一些疑問的。一個演說家在修辭學方面的」專業研習」通常自 16 到 20 歲

（與哲學家主張的投身某位教師進行長達數十年的學習不同），而且這些研習不

是針對某個領域，卻是一般性的訓練，故很難名之為」專業」。再來哲學家所要

從事的」專業」或精深的學習，其實是受到辯者和雄辯家批評的。（p.29） 

總言之，古希臘時代並沒有一套公認的」標準課程」（normative program），

在西元前 1 世紀時，我們還沒看到七藝可以構成一套自由民之標準課程的說法或

共識，這也使我們必須轉至羅馬時代，來尋找標準課程的出現，也就是必須從古

代拉丁文來尋覓」七藝」的起源。 

羅馬共和時代有些字源的證據（西元前 1 世紀）。當時，Cicero 和其他人使

用了 artes liberales 等詞，無疑地是英文中 liberal arts 或 liberal education 的前身。

但是否是 Varro 或 Cicero（兩人雖有貢獻）首先或最終形成七藝的標準課程?仍有

疑問（P.29） 

 

 

 

 

 

 

 

 

 

 

 

 

 

 

 

 

 

 

 

 



16 
 

Ch. 2 Foundation of the Artes Liberales (II) 

導讀人：蘇永明老師 

 

七藝：即前三藝（Trivium）為文法（Grammar）、修辭（Rhetoric）、辯證（Dialectic） 

   後四藝（Quadrivium）為算術（Arithmetic）、幾何（Geometry）、天文

（Astronomy）、及音樂（Music） 

（29 頁）把 Varro （116-27， BC）和 Cicero （106-43， BC）當作是訂定七藝

的先驅人物是有問題的。 

    首先那兩位作家從沒談到「七藝」，而現代學者認為 enkuklios paideia（全人

教育）這個名詞從西元前 5 到（30 頁）3 世紀都沒有出現過，表示沒有在用。但

這並不受影響，雖然拉丁文的書寫在西元前 1 世紀到 4 世紀是比較豐富與可靠，

Septem artes liberals（七藝）一詞顯然是到了的 5 世紀才出現。但這又會引起另

一個問題。第二，Varro 和 Cicero 都沒有提出七藝。Varro 提出的是九藝，即醫

學、建築和哲學，再加後六藝。Cicero 則要從他的著作中去拼湊出七藝。每個私

人教學都有自訂的科目，Cicero 指出羅馬的教育在課程上並沒有統一的規定，或

有公共支持的標準。 

 

   第三個問題是，從 Varro 和 Cicero 的著作中只能證明博雅科目（artes liberals）

是不斷變化的。Vitruvius（約 80 或 70-15， BC）認為建築師要研讀 11 個科目，

而 Seneca 則反對大部分科目，認為只那些有助於美德和情感的才算是 liberal。在

西元 2 世紀，Galen（約 129-200）（編輯了 8 個科目，即加上醫學給醫生就讀）。

Sextus Empiricus（160-210）編了 6 個科目，他將邏輯放到哲學裡。從 Augustine

（354-430）的著作可以看出博雅科目不斷地在變化。還有更多的例子，但可以看

出從 Varro 以來，博雅科目便圍繞著三個語言科目和四個數學科目在變化。而七

藝則是現代學者事後拼湊出來的。事實上，一直沒有共識，但其底線則是被大家

所承認：即（31 頁）Martianus Capella（約第 5 世紀的人）所寫的《語言學與羅

神的婚禮》（De nuptiis Philologiae et Mercury）一書在第 5 世紀的出現。（註：

Mercury 有水星之意，但在羅馬神話中為眾神的使者，等於希臘神話第 Hermes.） 

     

    《婚禮》一書是一個老人告訴他兒子的故事。即天神 Mercury 如何追求

Philology（她是一個博學的少女）。在婚禮中，Mercury 獻給新娘七個女僕，每一

個代表一個科目。該書大量依賴 Varro 和 Cicero 的觀點，Martianus 反對在學修

辭學之前花大量時間學辯證法，而且他讚揚數學性的後四科可提供事實性知識，

可是，他把幾何學（geometry）解讀成地理。基本上，這個寓言說明了七藝將雄

辯（Mercury）和學習（Philology）結合，這是神明（gods）認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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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說法並沒有原創性，將雄辯與智慧結合反映的是 Quintilian（35-100）， 

Cicero 和 Isocrates（436-338， BC）對辯者教育的基本主張。不管主張七藝是在

西元 1 世紀或西元 5 世紀或在兩者之間，七藝所植基的是 Isocrates 的希臘主義

（Hellenism），這也是羅馬人全心擁抱的。Plato 和 Aristotle 的觀點並沒有被排除

在七藝之外。柏拉圖的形上學，經由新柏拉圖主義影響了每一個羅馬人，而

Aristotle 則提供了邏輯的基礎。Martianus 說明了那些影響。但七藝背後的論點

（rationale）則與批判思考和好學深思的結合非常不同，因為整體而言，是

Isocrates，而不是 Plato 在教育 4 世紀的希臘和後續的希臘化與羅馬的世界。 

 

    羅馬人對教育逐漸形成相當的共識不是一夜之間就完成，雖然這是（32 頁）

可以預期的。在西元前 2 世紀，主張保持傳統的如 Cato the elder（234-149， BC）

已經反對希臘的影響。在西元前 161 年，羅馬參議院禁止教修辭學和哲學的老師

進入羅馬。但羅馬人無可避免的會繼承較精緻的文化；在成為工程師、法官和帝

國的行政官員之後，他們對修辭的傳統的關注也和法律、秩序、高尚的美德及公

眾場合的表達一樣重視。Cicero 有這樣的看法： 

    就像河流從亞平寧山（義大利半島上帝主要山脈）流出，學習的路徑也是從單一的智慧山脈   

分流。所以哲學家也紛紛到希臘亞得里亞海的各個港口，修辭學者就像瀑布沖到荒野、多石

頭、不平坦的多斯卡尼（Tuscan）河岸。 

四個希臘化時代的思潮---伊比鳩魯（Epicurean）、斯多葛（Stoic）、逍遙學派

（Peripatetic）、新柏拉圖（Neoplatonic）---確實保住了，但哲學家們在帝國的西

半部退卻，變成是小派別或遊走各地。這種遊走使得它們被羅馬人視為是辯者

（sophists），而被 1 世紀的羅馬皇帝 Vespasian 又再把他們驅逐出羅馬。相反地，

他任命 Quintilian 擔任第一位國家任命的修辭學教授，而擔任修辭學的老師也得

到最高的薪水。訓練辯者的學校（schola）是訓練從 16 到 20 歲的年輕人，而此

類學校也成為教育制度中的最高階段，就像 Quintilian 所描述的。學生先有 5 到

6 年在 ludus（遊戲之意，但為學校之名稱）的基本教育，然後再花 4 到 5 年與文

法老師學習。從希臘時期傳下來的歷史和背誦仍舊保留，而數學科目已從 Varro

和 Martinus 開始就沒落了。 

 

    如果希臘字和希臘藝術的 rhetorica 已經控制了羅馬和帝國西部的教育，那麼

雄辯（oratoria）就是希臘字 rhetoric 的拉丁文翻譯。而 Cicero 是第一個體驗了這

種羅馬教育的博雅理想，此一事實為 Quitilian 所確認，他自己也成為範例。他們

兩人（即 Cicero 和 Quintilian）都非常感謝 Isocrates。Cicero 稱呼他為「雄辯之

父」以及「所有雄辯者的老師」，Quintilian 則稱他為「最偉大的教師」，他的學校

已培養出最偉大的雄辯者。事實上，Isocrates 的傳統在 Cicero 的教育主張中有完

整的發揮。Cicero 的《辯術》（De Oratore）後來激發了 Quintilian 寫出《辯學大

全》（Institutio oratoria）。在這個系譜，很明顯的是雄辯者與哲學家永遠的衝突，

這一點還需再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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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此一衝突的標準解釋版本會去貶抑雄辯者的觀點，它是這樣說的。

Isocrates， Cicero 和 Quintilian 都對 Socrates 與 Plato 主張對真理的思辯和無窮盡

的追求持批判的態度。而事實上，Isocrates 就明確表達了這樣的看法，但 Cicero

拒絕特別複雜的議題，貶抑那些沒有最終答案的提問，批評哲學思辨認為的本身

就有其價值。Quintilian 則在其《辯學大全》中重複這些觀點。相反地，Socrates

和 Plato 則正確的被認為是對辯者持著批判的態度，因為他們缺乏思辯的睿智以

及急於實用的心態。 

 

    在面對這樣的對峙，許多歷史學者們則各自選用下列的兩種說法，善意的想

要為被認為比較不那麼聰明的辯者辯護。一種說法是想要在雄辯者，尤其是

Cicero，找出其具有類似「哲學」成分的思辯精神。（34 頁）另一個為辯者較為

徹底的說法是，知識的傳達非常重要。因此，雄辯和表達是重要的。確實，就像

這個版本所說的，Plato 並不喜歡這個說法，儘管他在其對話錄的《費多篇》

（Phaedrus）曾短暫的同意修辭。此一疏忽在 Aristotle 的《修辭學》（Rhetoric）

中有加以修正。該書是超越辯者的手冊，它將政治與通俗的說法與科學研究所使

用的原則加以區分。結果無可避免的，認為辯術只是「為了達到某個目的的手段」

--此一結果是可以預期的，如果同意 Plato的觀點認為柏拉圖式的思辯（speculation）

才是最高層次（summa），換句話說，Socrates， Plato 和 Aristotle 是對的。在此

情況下，能為辯者辯護的就是用上述的兩種方式。而且，如果還記得 Plato 反對

辯者，認為它們缺乏思辯的睿智，那麼 Isocrates 在 Plato 眼中的所占份量就很清

楚了。 

 

    但如果換個角度來看。Isocrates 怎麽知道 Socrates 和 Plato 不是辯者？這個

版本很明確的有 Socrates 的偏見，因為那個問題很少被接受。然而，辯者對此一

觀點卻很在意。在 Cicero 和 Quintilian 的羅馬時代，哲學家常被懷疑是在詭辯

（sophistry），這也導致了他們在西元前 2 世紀和西元後 1 世紀被羅馬驅逐。此

一懷疑可以追溯到西元前 5 世紀，Aristophanes 在喜劇《雲》（Clouds）中對 Socrates

的指控，哲學常蘊含著從實際生活中撤退。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下，辯者會問：我

們如何知道哲學家想的是正確的？（35 頁）我們如何知道 Socrates 真的知道如何

達到真和善，因為他曾經告訴 Glaucon 說，對一個未受啟發者是沒有辦法傳遞知

識給他的。 

 

    雄辯者認為，唯一的能夠知道哲學家不是辯者的方式，是要看哲學能否表達。

此一觀點已蘊含在 Isocrates 的自傳《Antidosis》，他指出「語言的適當使用就是

以有正確理解為最明確的指標」。從那個觀點，Isocrates 接著反對後來 Aristotle 對

辯證和修辭所做的區分：有效的科學沉思可以不必依賴語言（effective scientific 

contemplation can go on apart from speech）。同樣的，Quintilian 在當時仇視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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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氛圍下，也寫說哲學可以在思辯的表象下偽裝，但雄辯不能，因為它必須表達

出來，讓人們聽得到。 

 

    除了表達之外，雄辯者也要求哲學要產生效果，也就是發揮作用—尤其是要

能經由說服來增進道德。這時哲學家一定馬上問「甚麽是道德？」而此時雄辯者

只會說一些教條式、先驗的說法，且無法被分析或論辯。這就是辯者的弱點：訴

諸於傳統美德，卻是未經檢證的論據（appeal）。但同樣重要的是他們的知識論就

反對思辯哲學：那些哲學只有能表達出來時才能產生效果。此一觀點正是 Socrates

所支持的，他用這種雄辯的標準來批評 Anaxagoras 的心靈論。因為 Anaxagoras

無法證明心靈對現象的任何影響，Socrates 就到別處去尋找真理。Isocrates 也是

批評那些尋找永恆真理及城邦的理想計畫的人，同時他也嚴厲批判運用非道德

（amoral）的修辭來辯護的作法。當然，這種批評可以當作是「混淆了 Isocrates

的思想」而捨去不用。但這樣做只是在重複 Socrates 的假設，而無視於辯者的知

識論觀點，不管是否為辯證式的思考。 

 

    對於哲學詭辯的恐懼提供了（36 頁）Isocrates， Cicero 和 Quintilian 一個情

境，讓他們可以宣稱雄辯是所有學問的最高層次，要求也最多，因為它要人們先

「學會一個自由民所應具備的知能。」因此，辯者需要先學會哲學，而且要能有

效的表達出來。此一觀點是 Cicero 認為，在 Socrates 和 Plato 之前的希臘傳統就

是如此，而後者卻將口才和知識分開。Cicero 指控那兩位希臘哲人隨意的將「修

辭」（Rhetoric）的意思簡化成只是口才，因此「在舌頭與腦之間，無疑的創造了

非常荒謬的、無用的和可恨的區分，導致有些人教思考，有些人教說話」。在相

同的脈絡，Cicero 說，有知識而沒有口才是比有口才而沒有知識要好；但最好的

目標是將兩者結合，那就是雄辯--表達嫁給所學的結合（the wedding of expression 

to learning）。 

 

    在描述了羅馬教育關於修辭學的共識，與哲學理想的對比，以及在培養雄辯

者的氛圍下所界定的博雅課程，我現在要提出一個關於「博雅」（liberal）課程的

架構。在課程方面，其特點已有所描述。在早期的修習科目，對算數、幾何和天

文學是把它們當作是事實性的知識，可用於演說，但不是當作正式或思辯科學。

音樂常作為對聽覺與聲音的實用訓練，以及欣賞詩歌的輔助，而不是對正式科學

的補充。文法則放入文學的傳統，包括它對歷史和道德教學的關切，而邏輯是放

在修辭之下，修辭是最高級的科目。整個課程則避免專門化的學習。 

 

    這些科目的特點相當重要；但在這具有規範性、博雅的教育之下，也可以找

出其背後的一般形式、一個架構。我把它稱為「博雅教育的理想」（artes liberales 

ideal），因為我把它當作是認同辯者教育的理想。（37 頁）而且，它也具有系統及

邏輯的整體，足以構成一個理想。但這不是像黑格爾的雲，建立在羅馬的古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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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lae）之上。這是一種有用的建構，是羅馬人將所致力的七種特點所用的博

雅科目，後來的教育者將它們稱為博雅科目。 

 

    應該要注意的是，雖然博雅教育理想出現的時間在 Varro （116-27， BC）

和 Martianus（約第 5 世紀的人）之間，其主要的支持者是 Cicero 和 Quintilian，

但此一理想不限於這些人所有，他們也沒有將此理想窄化。我不認為此一理想等

於那些提出者的構想，而那些人的想法也不能框限「博雅教育」的理想。而是，

此一理想的七個特點是由羅馬大眾致力於博雅教育的人士所支持，由於博雅教育

的理想是從一個文化中抽象而來，它涵蓋了許多教育者的概念。同樣地，我也不

認為此一架構已真正代表博雅教育的哲學。事實上，如果這麼做將會造成扭曲，

因為 Cicero， Quintilian 和他們的始祖 Isocrates 都不是有系統的哲學家。何況，

博雅教育的理想在定義上也不是一種哲學，那只是一個抽象的形式：是一種用來

思考羅馬時代那種稱為「博雅教育」的主要學校教育方式的手段（means），而此

一教育方式也為往後的博雅教育所採用。 

 

    博雅教育理想的第一個特點是要培養良好公民來領導社會。在 Cicero 的《辯

學大全》中，這個基本的目的非常明顯：培養具有完整美德和各方面能力的主動、

積極的公民，也就是一個完美的演說者，他能談任何議題及擔任國家的任何領導

者的職位。此一目標包括的品格必然對演說者的價值、標準和行為有所規定，這

就是第二個特質。Isocrates 已如此說，Cicero 再詳細解釋，而 Quintilian 重複此

一信念，不只是認為一個良好的演說者應該擁有各種個人與社會的美德，而且，

事實上，「只有好人」才「可以成為一個真正的演說者」。 

 

（38 頁）對於所規定的價值和標準的尊重是第三個特質。而第四是要有一些經

典來導引。自然地，希臘文學經常被引用；但在西元 1 世紀之前，Virgil （70-19， 

BC）和 Horace （65-8， BC）的作品就被認為是經典，且是拉丁文文獻的核心，

且被認為是文體與道德的典範，這也說明了為何 Martianus 的《婚禮》一書只是

將這些經典編織進去。教育工作者喜歡這些傳統的東西，而依賴這經典作為主要

的學習內容為第五個特點，即去確認哪些人是菁英，他們必須將典些籍中所規定

的個人和公民美德表現出來。可以這麼說，博雅教育的根本意義也是用來確認菁

英—它是有空閒的自由公民的教育。 

 

    在上述博雅教育的五個特質中還預設了第六個，「一個教條式的知識論」（a 

dogmatic epistemology）。我們可以把它理解為在否定「我們可以客觀的了解實體」

（can know reality objectively），因為雄辯者對於哲學家在這方面的宣稱持著懷疑

的態度。相反地，它們的「教條」--他們相信真理可以被認知和表達--是顯現在對

於博雅教育不採取思辯的態度，即在教學生擁有美德，而不是像 Socrates 在教人

尋找真理。因此，雄辯者是比較實用導向，而不是分析導向，雖然他們的實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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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還不會讓博雅教育不被認為是一種理想，它本身就是目的，這也是第七個特質。

一個人根據那些標準來進德修業，表現出卓越之處就為了追求這些美德。從 Varro

將 peideia 翻譯成 humanitas（人文學科），再由 Cicero 將博雅教育等同於 Studia 

humanitatis（對人文學科的研讀），在由 Quintilian 對教育上的主張，Martianus 將

七個博雅科目串在一起，此一模式已建立，成為後世人文學者認為「個人的發展

要經由對經典的研讀才足以完成」。因此，博雅教育就「像是文化理想中的一個

培養計劃」（comme un idéal de culture），本身就有其價值（ a good in itself）。 

 

    如果這七個博雅教育的特質主導（39 頁）了關於「博雅教育」的討論，那是

因為它們描述的是雄辯者的傳統，但在羅馬時代卻逐漸退化為辯者（sophist）的

教育。相對於 Cicero 主張雄辯是對真理的表達，Quintilian 的世紀被認為是導向

強調藝術化的表演（artful display），此一趨勢持續到「第二次辯者時代」（Second 

Sophistic）或「晚期辯者時代」。西元前 1 世紀共和時代的覆亡與逍遙學派的興起

導致了此一衰亡，主要是由於公共集會的消失，因此深思熟慮的修辭也就派不上

用場。雖然在法庭上修辭還有用，但帝國的行政也逐漸侵犯法院，以至於不希望

行政官員是接受過博雅教育。最後，修辭只剩下宣揚的功能（epideictic function）

—用在追悼和儀式。在 5 世紀，此一衰敗可明顯的在 Martianus 的《婚禮》一書

中看出。 

 

    現代讀者經常認為《婚禮》中的比喻令人困惑、陳腐與過於造作。但它很快

就成為七藝的教科書，流行於北非、西班牙、義大利和高盧。整個中世紀，該書

的主題和觀點時常出現在西歐的論文、文學、雕刻和繪畫中。Martianus 想展現他

的學問，他的觀點被人們從（40 頁）兩方面來理解。一種是把《婚禮》當成有閒

暇公民接受教育的教科書，另一種是在七藝中，前兩個科目將哲學和神學結合，

所以也可以當百科全書來用。 

 

    逍遙學派和泛辯者學派的解釋都無法令人完全滿意，因為 Martianus 的書對

學校而言範圍太大，但對百科全書而言又太狹隘。因此，最好是兼採兩邊的說法，

把這種教育當作是有閒公民所必須學習的。此一說法的證據在於 Martianus 的七

藝不再增加，明顯排除了實用和技能的科目、醫藥和建築，在 Varro 有這些科目。

逍遙學派和泛辯者學派的說法也提供了我們去了解基督教如何面對七藝，以及它

們背後的理想是甚麽。 

 

    基督教徒在逃過 1 和 2 世紀羅馬的追殺之後，他們大多是社會中窮人與下階

層，在 4 世紀的晚期之前晉身到帝國顯赫的地位。同時，許多異教徒的公民，因

受過傳統經典的教育，傾向於將這些新貴所傳遞的福音看成是粗俗和過於簡單；

當蠻族出現在邊境時，他們指控基督教義摧毀了羅馬文明的道德和活力。相反地，

一些教會的領導者對古典文化有很大的敵意，不只是因為他們曾因此而被送上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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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架，也因為異教的神話在道德上與神學方面都褻瀆了基督教。這種希羅文明與

猶太基督文化的緊張關係許多教會人士都經歷過，也加以記錄，Jerome （347-720）

他夢到他對古典作品的喜愛將使得他受到天譴，「你是一個 Ciceronian，不是基督

徒」。其他拉丁教會的領導者則求助於異教和猶太關於 Plato 曾經到埃及的神話，

目的要說明那些博雅科目和古典知識是從聖經的指示而來或從埃及來的，而埃及

又從希伯來人那裏學來的。 

 

（41 頁）這些說法雖然後來證實是編造的，當時 Augustine（354-430）也有引用，

他提出許多對此一衝突的解決方法。他最重要的兩本著作是《論基督徒的學習》

（De doctrina christiana）和《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這是在第 5 世紀的前

30 年寫成，這也是羅馬帝國滅亡之時。他常引用 Cicero 的作品，他採用許多古

典著作，這使得當其他基督徒也採用而被批評時得以合理化。在此一脈絡下，他

認為基督教並沒有導致羅馬帝國的衰亡。而是與基督教的謙卑相反的德行--自大

與喜好阿諛才使得文明敗壞。同時，他告誡基督徒說基督信仰與古典文化有共同

的價值，也因為這樣，對後者不能完全加以譴責。 

 

    對於受異教文化敗壞的問題可以這樣解決，但神學的問題仍在，這就進到逍

遙學派和泛辯者學派觀點的加入問題。七藝被採用來作為追求聖經真理的準備。

在這方面，教會對那些科目的採用有不同的理由，強調文本的傳統及良好的解讀。

基督教對經典的採用抬高了 Cicero 和 Isocrates 以來所倡導的希臘辯者的博雅教

育觀點。明確的證據在 Augustine 的《論基督徒的學習》的第 4 章，他在這裡為

雄辯與智慧的接合辯護。 

 

    Augustine 同時也變成是一位新柏拉圖主義的（42 頁）「基督徒哲學家」，這

是從法國著名研究中世紀哲學的學者 Etienne Gilson 的觀點來判定。但並不是如

某些現代學者所主張，把他當成一個主張把博雅教育當作是哲學來追求的

Socrates。Augustine 接受的訓練是修辭學者；語言對他而言才是博雅科目，不是

辯證或數學。他一直想去區分 Aristotle 的科學的「邏輯」和論辯的「辯證」，但

他的做法不太一致，因為他是從 Cicero 學哲學，不是 Plato 或 Aristotle。他對文

字的理解比較偏向 sophia，是對真理明確的掌握，而不是 philosophia，那是對真

理的思辯。與此相一致的，Augustine 將 philosophia 根據 Stoic 派的觀點區分成--

邏輯、倫理學、物理學--這也是 Cicero 的分法，不過 Cicero 認為是根據 Plato 的

看法。 

 

    Augustine 的著作中有對博雅科目各種不同的解釋。但在《論秩序》（De ordine）

中他列出 Matianus 的七藝，可是卻引註是從 Varro 而來，他根據辭源學指出如果

要學好那些科目，一定要有空閒，而且要達到某個年紀或在有利的環境。同時，

在他的《懺悔錄》（Confessions）的前四章，他肯定的答覆，雖然仍有些保留，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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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學問與基督真理可以是互補的。從這個希臘觀點可知，往後的博雅教育將是

由 Cassiodorus 和 Isocrates 的觀點所主導，而不是哲學家 Boith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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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3 Rise of the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in the High 

Middle Ages (I) 

導讀人：張鍠焜老師 

 

一、古代末期到中世紀初期博雅學科的雄辯傳統 

    在古代晚期與中世紀之交的轉換時期，對博雅學科（artes liberales、disciplinae 

liberales）的理解主要是受 Martianus、Cassiodorus、Isidore 等的影響。 

（一） Martianus 的異教性質作品不斷被基督徒引用，最終被宣稱是屬於基督

教的。 

註：Martianus Capella 著作了（約 410-427）一部自由七藝的百科全書《De 

nuptiis》，以寓言形式寫成，描述的是 Mercury和 Philologia 的婚禮，人文

七科化為伴娘，分別是語法、邏輯、修辭、幾何、算術、天文和音樂，書

中有七卷書描述這七位伴娘的性質。  

（二）Cassiodorus（約 484―約 584）原先從事行政、政治和外交，後來在義大

利半島東南端附近創立名為 Vivarium 的修道院，成為基督教學術中心。為了教

育院中的修道士，他編寫了《教典》（Institutiones），其中第一部是「神聖讀本」

（divine readings），第二部是「世俗讀本」（human readings）。後者是修士研讀聖

經和早期教父作品的輔助讀本。世俗讀本包括七藝（sempt artes liberales），為了

替七藝辯護，該書序言引用了《箴言》9：1「智慧建造房屋，鑿成七根柱子。」

《出埃及記》25：37「要做燈檯的七個燈盞，祭司要點這燈，使燈光對照。」這

些引述，加上 Cassiodorus 認為 liberalis 的字源是 libre （書），逐漸被塑造為是

指涉埃及的古紙草文獻，因為埃及被認為是知識之原鄉，根據神話柏拉圖也曾訪

學於埃及人或希伯來人。 

    Cassiodorus 運用上述的聖經引文和神話參照，向嚴格主義的修士辯護世俗

的七藝。基督教的嚴格主義者極度反對異教徒，他們憤於這個令人鄙視的世界，

有的便隱避於修道院，在五世紀末這是很罕見的選擇。他們希望畫清界線：信徒

必須在聖經和異教文獻（包含博雅藝能）之間作抉擇。嚴格主義者的批評雖然並

未完全令人信服，但仍是當時的重要議題。在整個中世紀，一方面恐懼被博雅學

科所腐化，一方面又（不情願地或熱烈地）承認它們是文雅基督徒所必需的。9

世紀的 Ermenric of Ellwangen 說：就像灑遍田野的糞肥增益了收成，異教文人的

污穢作品也是神聖雄辯術的強力輔助。 

    Cassiodorus 致力於調和博雅藝能和基督徒的目的。他是傾向於博雅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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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辯家傳統（orator tradition）。四門數學性學科並不如另三門語言藝術受到重視。

四門數學性學科的價值在於它們提供了有助於了解聖經寓意的事實資料，或是彰

顯了神意所引導世界的和諧，但是並未被當作數學與形式推理的教學工具。 

（三）塞維亞主教 Isidore（570-636）是另一位影響當時博雅學科觀點的學者，

他寫了一部《字源學》（Etymologiae or Origines）。這本書的前三卷敘述七個博雅

藝能，這是他的著作最常被引用的部分。Isidore 關於語言學科的敘述篇幅是數學

學科的三科。在七科之中，Isidore 認為最基本的學科是文法，他將散文、詩、寓

言和歷史都納入這一科目。透過字源探究以解明文字的意義和指稱對象，這是全

部七藝學科的（甚至是所有知識領域的）原型（archetype） 

二、中世紀初期博雅學科的哲學傳統－波伊修斯 

    Martianus、Cassiodorus、Isidore 等人的博雅學科觀傾向於雄辯傳統，中世紀

初期則傾向哲學傳統。波伊修斯（Boetuius， 480-524）是其代表人物。波伊修斯

原來計畫翻譯、註解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的作品，並調和兩者的思想，不過因政

治因素入獄而中止。只完成了亞里斯多德《範疇篇》和《解釋篇》的翻譯和註解。

但這兩部譯註，加上半部柏拉圖的《Timaeus》，就是中世紀初期所知道的古典希

臘哲學的全部。波伊修斯另有一部邏輯著作《De topicis differentiis》，其中將修

辭的「論題」歸屬於辯證論題之下。 

    波伊修斯並翻譯和撰寫了關於數學性質博雅學科的著作，以及算術教本《De 

institutione arithmetica》導論。這些作品顯示他與前述 Martianus 等三人對

Martianus 對博雅學科觀點的差異。波伊修斯尊奉畢達哥拉斯的思想，因而將四

門數學性質博雅學科當作（如同四條道路會聚之處， quasi quadrivio）是學習哲

學的唯一途徑，並造出「quadrivium」這個詞作為該四科的總稱。波伊修斯並指

出四藝的共同性質是抽象數量（quantitas abstracta）（47）。與奧古斯丁相反，波

伊修斯肯定音樂的數學和思辨內涵，而不是它的情感、倫理或審美的神聖感。 

    波伊修斯的名作《哲學的慰藉》（De consolatione philosophiae）則肯定了柏拉

圖式的道路（via）觀點。第一卷始於作者在獄中萎頓不振，哀嘆名位、青春、健

康的喪失。這時哲學之神以高貴女性的形貌出現，她的外衣下擺寫著希臘字母 π

（Pi），代表實踐哲學；其上有一段階梯通往外衣上部，有一希臘字母θ（Theta），

代表理論哲學。本於柏拉圖的隱喻，哲學之神提醒波伊修斯：財富、健康、青

春轉瞬即逝；人根本上是理性的。（48）在第二卷，哲學之神告誡說：修辭說服

力的甜美只有在不偏離我的指導下才能在正確的路徑上前進。她提出一個思辨的

辯證：提昇自己達到哲學的沉思境界，就能讓自己解脫牢獄。 

    《哲學的慰藉》所提出的哲學展望在後來世代喪失了。波伊修斯關於亞里斯

多德邏輯學著作的譯註成為學校教本，但《哲學的慰藉》被忽視了三世紀，柏拉

圖告誡人們應當透過思辨追尋最高真理，這一主張被捨棄了，哲學家們偏好的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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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是數學與辯證。 

三、中世紀的博雅教育概況 

（一）中世紀早期的博雅教育 

西元 476年，蠻族征服者廢黜了羅馬皇帝，原西羅馬帝國區域分裂成數個小王國。

雖然到了 551 年，東羅馬帝國的查士丁尼皇帝收復許多失地，包括義大利半島，

但教育開始了大約兩世紀的衰落。在最羅馬化的地區，博雅教育尚能延續；但在

不列顛、北高盧、日耳曼等邊遠地區，社群快速退化到部落生活。連年的征戰和

流徙驅除了貴族，敗壞了制度，古典教育也逐漸消聲匿跡。 

古典教育的持續之處是在（一）那些心存雄辯教育理想之貴族家庭的家教課程；

（二）教區學校、主教學校（雖然是時開時閉）；（三）修道院，如 Cassiodorus 的

Vivarium 修道院，聖本篤的 Monte Cassino 修道院。修道院這類機構因為規模小，

自給自足，隔離於社會，所以最適合在當時蠻族割據西歐的狀況下維持博雅教育。

修道院領域中不乏批判（甚至鄙視）古典文化的人士，但是螿族入侵的威脅，

Cassiodorus、Isidore 著作的流傳，本篤派教規的實踐，這些因素都有助於緩和對

古典文化反對。 

類似於修道院的遠離世俗，以及義大利與伊比利半島之相對遠離於北部、東部的

蠻族侵擾區域，愛爾蘭和威爾斯也保留了博雅教育的基本教學。西羅馬淪亡後兩

個世紀，朱特人、盎格魯人、薩克遜人逐步壓迫原居的凱爾特人橫越不列顛島向

西遷徙。這些入侵者並不重視拉丁文化，因此博雅教育退縮至威爾斯和愛爾蘭的

修道院。在七世紀，愛爾蘭成為歐洲博雅學科的主要保存地，許多外國教會人員

來到此地留學。 

愛爾蘭學校後來逐漸派遣傳教士回到蠻族統治的西歐。這些教師首先來到英格蘭，

這一運動促使當地修道院教士接受王侯貴族子弟進入修道院學校「附屬學部」

（exterior）接受博雅教育。同時愛爾蘭教士也開始旅行到高盧，其中一位是

Columban（約 543-615），他在勃艮地和北義大利建立了數所修道院。經由這些愛

爾蘭教士的努力，以及義大利教士向北傳播，愛爾蘭、義大利和西班牙的人文中

心開始在蠻族歐洲重建了一個微弱的網絡。 

八世紀初，博雅教育的領導地位從愛爾蘭傳教士轉移到盎格魯-薩克遜學者。他

們據納了博雅學科的殘存餘緒，納入文法、讚美詩、歷史、詩韻學和算術。從某

方面來說，這種教育的簡單程度反映了學術的全面衰落，因為在此時只要能單純

閱讀、抄寫古代美文集（florilegium），就算是進步。課程的貧乏是由於嚴格主義

者畏懼異教學術的汅染，這在雄辯傳統和哲學傳統都有同樣狀況。但是，基督教

學者的最後結論認為某些古典學術有益於信仰；而且若必須在兩個傳統間選擇，

古典學術「有益於成為文法學家而不是異教徒」。這裡可以看到 Augustine、

Cassiodorus、Isidore 等人的影響。亞爾昆（Alcuin， 730-804）在約克的主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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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受教時，上述學者正是主流，後來亞爾昆也將他們的作品引介到查理曼的朝廷

中。 

（二）查理曼文藝復興—亞爾昆與博雅教育的雄辯傳統 

在高盧，內戰與外患造成的混亂延續到八世紀上半期，直到法蘭克人平息內亂，

並擊退從西班牙北侵的撒拉森人。八世紀晚期，法蘭克貴族開始突破傳統的家庭

教師方式，而將子弟交託給教士，依循盎格魯-薩克遜修道院「附屬學部」的模式

進行教育。這一發展為教育革新奠下基礎。查理曼大帝在其統治的法蘭克帝國趨

於穩固後，便進行教育革新，設立宮廷學校，並召聘亞爾昆擔任導師。 

782 年，亞爾昆來到法蘭克王國，他建議宮廷學校及帝國境內各學校的教育須比

照他的學校（Grammatica）的作法，以七藝為基礎。查理曼即宣布透過強化既有

學校和設立新學校來推廣教育。亞爾昆的遺緒由他的同事和學生繼續推動，其中

許多人在歐洲重要學校達成了卓越的成果。同時，如 St. Gall 等多所修道院學校，

也由查理曼興辦或特許成立，而致力於當時的基本學術任務：蒐集、謄抄、評註

主要是前三藝（trivium）學科的文本。 

三藝（trivium）一詞用於統稱三門語言學科，是始於加洛林王朝時代的亞爾昆派

學人圈中。一方面，加洛林王朝的學人將數學降格，安排在修辭學之前教導，並

且不是以抽象數量來解釋數學，而是當作有助於經義解釋和教儀實施的資料。另

一方面，他們全然聚焦於文本和語言的研究，從而重視傳統學術指南的文法學的

研習。 

Donatus（約 350）和 Pariscian（約 525）的拉丁文著作成為文法的標準教科書。

辯證學則被視為修辭學的附屬學科而淺易地處理，波伊修斯寥寥幾本對亞里斯多

德邏輯學的譯註作品，就是全部的學習內容。三藝乃至七藝的頂點是修辭。當時

有一種昆體良（Quintilian）的復興，這種發展正呼應亞爾昆修辭學作品的西塞羅

風格，也呼應歷史與倫理學之間的共同連繫。查理曼的加洛林王朝文化仍然是過

去的文學與修辭傳統。 

博雅學科（artes liberales）理想是一種在中世紀早期形成的抽象類型，將各種與

「liberal education」和「liberal arts」等詞相連繫的理念加以系統化。這時的博雅

學科是以雄辯傳統為基礎，這顯示於加洛林時代學者常參照有關西塞羅的評註著

作，而這些著作強調雄辯才能與智慧的合一。 

博雅學科的七項特徵也在這個時期明確出現： 

1. 博雅學科的目標是訓練良好公民和社會領導者。亞爾昆的《修辭與德性的論

辯》（Disputatio de rhetorica et de virtutibus）即提出了這一目標。亞爾昆在書中

為查理曼提出一個王者理論，就如同西塞羅和昆體良試圖用他們的作品來塑

造完美的雄辯者和統治者。再者，當時接受博雅教育的人大都出身良好，後來

也成為社會領導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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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育包含價值規定，和人格型態與公民責任的標準。 

3. 博雅教育期望學生致力於上述價值與標準。 

4. 仰賴權威的文本（一批古典作者的著作）做為教學的資源。authority 的拉丁語

源是 auctores，它的意思是作者、模範。 

5. 菁英養成是博雅教育的成果。 

6. 中世紀早期學者預設他們所學的東西是確定的、極致的學識。學者致力於毫髮

無損地保存與傳遞所繼承的智慧。 

7. 中世紀將博雅學科設定為闡釋基督教文本的預備，而不是依據完美辯者的理

念藉由它們來陶鑄人格。Cassiodorus 引用聖經詩句既用以辯護博雅學科，也

強調它們是聖經的輔助品。 

（三）相對衰微的哲學傳統 

Johannes Scotus Erigena（c.810-c.877）在九世紀中期主持加洛林宮廷學校，將新

柏拉圖主義觀點引進博學科研究。他寫了一本關於 Martianus Capella《De nuptiis》

的評註，一方面保留了西塞羅關於雄辯才能與智慧合一的主張，一方面認為博雅

學科並不只是研究聖經的工具，也值得做為一種獨立理論哲學來研究，最終並主

張「除非通過哲學，否則無人可以上天堂」。不過，Erigena 的思想是一個個案，

並不代表哲學復興的開端。但可算是波伊修斯觀點的再現。 

波伊修斯的《哲學的慰藉》結合散文與詩，而以寓言的形式呈現，契合於教育的

文學傳統。在這個時期有許多學者為這本書撰寫評註。不過他們經常錯誤詮釋這

些寓言。扭曲了這本書的思辨與冥想的意涵。Remigius（841-908）的評註是這些

誤導作品之尤。Remigius 是當時的名師，遠承亞爾昆學脈，強調雄辯才能與智慧

的結合，而撰寫了對 Martianus 作品的評註，影響直到 12 世紀。他對波伊修斯作

品的評註在 11 世紀時也被視為權威詮釋。但他錯誤地將哲學等同於聖經真理，

並追隨亞爾昆，認為哲學女神長袍上的階梯是指通向神聖智慧的七藝。波伊修斯

主張透過理論哲學達到冥思的解脫，這個觀點在 Remigius 和他的讀者中不見蹤

影。 

九世紀時，加洛林帝國崩解為多個王國，再度進入亂世。文化衰落的狀況可見於

盎格魯-撒克遜英格蘭國王 King Alfred the Great 至致英格蘭諸主教的一封信，信中

抱怨沒有人看得懂拉丁文，更不用說學術書籍。不過到了 10 世紀最後二十五年，在

鄂圖帝國幾位皇帝的支持下，Bobbio（義大利）、Rheims（法國）、St. Gall（瑞士）

等地的修道院學校，復興了博雅學科（特別是前三藝）的教授與學習。 

（四）11 世紀後的學校擴增與學術成長 

11 世紀時，西歐經濟復甦，城市初興，促成許多學校興辦，包括類似聖本篤修道

院式的學校。在北義大利出現了一些城市學校，致力於法律研究。增長最多的學

校類型是主教學校和教區學校。在 1050 到 1150 之間，因為教皇與教廷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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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學校的數量和規模都大幅成長。 

學校的擴增也促進了學術活動與熱情的增長。各校聚集愈來愈多的教師和學生，

校際交流也日益增多，這些狀況促發學術論辯的盛行，並發展成後世所謂的

Scholasticism（經院哲學）思潮。這個詞的意思既是「學校教學」的通稱，也是

指當時興起的一種研究型態。經院哲學一種辯證方法，藉著對相同性質的確認與

分類，將學科材料系統化為屬（genera）和種（species）；當面臨矛盾時，就建立

新的區分，或以之為例外，以解決這個問題。 

10 世紀的 Gerbert、11 世紀的 Beranger、和 Anselm （1033-1104）是辯證法的早

期提倡者。但經院哲學的典型學者是亞培拉 （Abelard，1079-1144）。亞培拉肯

定波伊修斯的觀點，認為數學是博雅學科的基礎，並將其他六個學科從屬於邏輯

之下，因為邏輯是哲學之基本工具。亞培拉倡議從「象徵神學」（symbolic theology）

轉向「辯證神學」（dialectical theology）。依據前者，博雅學科教育為聖經闡釋提

供材料；依據後者，博雅學科教育是以分析與批判的方法來教導心靈。同樣的方

法也激發了民法與宗教法的研究。 

（五）古典著作再發現促成博雅教育哲學傳統的復興 

經院哲學興起的另一個原因是失傳已久的古希臘學術的再發現與譯註，影響尤大

的是亞里斯多德著作的出現。在西歐人有機會接觸中東文化的一些地區，如敘利

亞、西西里、君士坦丁堡等，出現了亞里斯多德另外四部邏輯著作，當時稱之為

「新邏輯」，波伊修斯所譯述的邏輯則稱為「舊邏輯」。到了 12 紀，亞里斯多德

的自然、形上哲學作品都已重現；13 世紀後半，他的政治學、倫理學、經濟、修

辭學也陸續出現。另外，不少阿拉伯文、猶太文、古代希臘關於數學和自然的著

作也流入西方，引發學術革命。 

這一革命挑戰博雅學科的雄辯傳統，而導向哲學傳統。那些主張雄辯與智慧合一

的古代作者仍然屹立不搖，Martianus、昆體良、古代美文集等作品仍然通行。然

而為古書作導論的作者逐漸注意依據哲學的分科方式（通常有兩種分法，一是斯

多噶學派—奧古斯丁—Isidore 的方式；一是亞里斯多德—波伊修斯的方式），來

區分博雅學科。這些導論過去一直協助學生研讀古代著作，但是 12 世紀的導讀

書不再重視將現有書籍連結到古代作者，轉而追問「這部作品應該置於哲學的哪

個分支」。這個時期學術界對哲學和博雅學科有種種不同的區分方式。七藝被視

為哲學的總合來教導，也是博雅教育的全部內容。這類學術取向的代表學者是

Hugh of St. Victor。 

Hugh 在 1125 於 St. Victor 的修道院學校任教。他撰寫了一部 Didascalicon，這是

關於博雅學科的導讀書。Hugh 遵循經院哲學的思潮，關注哲學分類，他主要採

取亞里斯多德—波伊修斯的哲學分科，也間或引用斯多噶學派—奧古斯丁—

Isidore 的畫分。再者，對於「邏輯」，他既視之為哲學的一個分科，也視之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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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之一。另外一方面，Hugh 認為七藝構成了哲學，這些世俗學科是象徵神學

之神聖學科研究的參照資料。 

12 世紀挑戰博雅學科的雄辯傳統。此時興起討論「古代」與「現代」的對比。當

時多認為「現代」是指接受學術變革和新教育方法（著重辯證）的人。但是，對

「現代」涵意的看法其實頗含混，有的讚賞現代人具有新學識，也有的嘲弄那些

忽視文法、修辭的現代人是傲慢而淺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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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3 Rise of the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in the High 

Middle Ages (II) 

導讀人：林麗珊老師 

 

p. 61 

位於沙特爾（Chartres）3的學校在 11 世紀興起的同時，校方即開始致力於神

職人員的道德以及神學教育，包含「七藝」（the seven artes），尤其是著重在其中

的前「三藝」（trivium）4。在沙特爾擔任他最後四年主教職位的索爾茲伯里的約

翰（John of Salisbury， 1115-1180）在世時，一個不同於以往的想法成為主流，

這樣的一個轉變可以從約翰的著作《元邏輯》（Metalogicon）中看到。從某方面

來看，約翰是傾向並且著重於口語辯論。他反對任何嘗試「將事物更新並且創新」

（make things new and innovate）的人，並依循昆體良（Quintilian， 35-100）、聖

依西多祿（Isidore， 560-636），以及卡西奧多羅斯（Cassiodorus， 485-585）的

教育方式，而從不嘗試像聖維克托的休格（Hugh of St. Victor， 1096-1141）一般

將哲學系統化。他也在其他著作中宣導，一個可以稱得上是受過教育的人，理當

                                                      
3 沙特爾（Chartres）位於法國中北部的一座城市：左為沙特爾大教堂，右為地理位

置，參見 https：//zh.wikipedia.org/wiki/沙特爾，索引日期 2016/12/01。 

   
 
4 《中華百科全書》：七藝（Seven Liberal Arts）是七種學科，即文法（Grammar）、修辭

（Rhetoric）、辯證（Dialectic）、算術（Arithmetic）、幾何（Geometry）、天文

（Astronony），及音樂（Music），這些是西方教育史上最重要的教學科目。七種科目

中，前三者稱為「前三藝」（Trivium），後四者稱為「後四藝」（Quadrivium）。前三藝

屬於人文學科，較受古代學者重視，後四藝則是自然學科，較受古代學者忽略。參見

網站：http：//ap6.pccu.edu.tw/encyclopedia/data.asp?id=6600&forepage=1，索引日期

2016/12/01。 

http://ap6.pccu.edu.tw/encyclopedia/data.asp?id=6600&fore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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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讀過「詩人」（poetas）、「史學家」（historicos），以及「演說家」（oratores）的

作品。事實上，約翰在《元邏輯》中強調：「任何想要把口語（能言善辯）教育

從哲學中排除的人，都是嫉妒 Mercury5對語言學（Philology）的獨占鰲頭，並且

嘗試想把語言學心愛的 Mercury 從其臂彎中搶走」，然後破壞「所有較高等之教

育」（omnia liberalia studia， all higher education）。 

 

p. 62 

    在 1179 年以及 1215 年，第三和第四次的拉特朗大公會議（Lateran Councils）

6的鼓勵之下，許多大教堂、學院，還有城市的學校都升級成為大學。簡言之，這

些機構在老師與學生加入時開始出現，並且用了一致性的名稱，通常是「大學」

（universitas），一個本來沒有特別學術、學程深度的詞彙，來形容他們的機構。

在當時，真正在實踐專業教學與學習的機構其實叫做「研究」（studium）或是「普

通研究」（studium generale），如果它是一個特別有影響力的機構更是如此稱之。

不過上述的兩個詞彙都不應該過度認真檢視它的含意，因為早期的「研究」（studia）

是非常多元化的，並且機構建立的傳統是要經過幾十年的規劃才可能真正奠定。

不管如何，有下列兩點是可以普遍概括的。 

 首先，在 12 世紀晚期至 13 世紀早期這段時間中，「同業公會」（guilds）努

力想擺脫當地教會以及政府官員在他們經濟以及政治上的控制力。無論是在鄉鎮

還是城市，同業公會必須建立和重新建立他們自治的權力。教宗們和君主們對同

業公會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幫助，他們給與學者那些原本只預留給教會聖職人員的

特權與赦免權。其次，可以大致確定的是接踵而來關於給予「教書許可」（licentia 

docendi）權力的長期辯論，當時這項權力在傳統上是屬於教會官員，尤其是天主

教負責主教管區祕書室的教士。賜予這項權力以及徵收相關費用的權限，讓學者

們以及主教官員們互相激烈競爭。在這件事情上，由於教宗想要延伸他們的權力

到地方教會特權的管制上，教宗們在這場延續到 14 世紀的爭鬥中持續支持新建

「研究」（studia）的同業公會。 

 

p. 63 

    於此同時，「大學」（universities）已漸漸成為備受尊敬以及珍貴的機構。大

                                                      
5 Jupiter 與Maia Maiestas之子 Mercury是羅馬眾神中的使者，也是商貿之神，其形象

主要是借鑒希臘神話中的信使 Hermes 而來，外表特徵也是穿著帶翼的涼鞋，頭戴帶翼

的寬邊帽，手持 Apollo給予他的雙蛇杖。 
6 「大公會議（或稱公會議、普世公會議、普教會議）是傳統基督教中有普遍代表意義

的世界性主教會議，咨審表決重要教務和教理爭端。大公會議的英文『Ecumenical 

Councils』源自希臘文『Οικουμένη』，意為『普世性的』」，引自維基百科 https：

//zh.wikipedia.org/wiki/大公會議，索引日期 2016/12/0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
https://zh.wikipedia.org/w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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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二十個大學已經成立，並在 14世紀末時仍繼續運作。這些大學包括 Salamanca， 

Lisbon， Valladolid， Coimbra in the Iberian peninsula， Bologna， Padua， Naples， 

Vicenza， Arezzo， Siena in Italy， Paris， Orleans， Angers， Toulouse， 

Montpellier in France， and Oxford and Cambridge in England（在此時期德國以及

歐洲中部並沒有成立大學）。大教堂、學院，和教區學校仍然是獨立運作的，但

是這些機構的功能，已被降低為提供預備性的訓練，讓學生能在參與這些機構後

去提供博雅教育的「研究」（studium）正式學習。一個真正的大學除了有給予「教

書許可」（licentia docendi）的權力之外，還要有至少一個以上的高級教師是受過

人文科學之法律、醫學，或神學教育，人文科學的學位是進入高等教育的先決條

件。雖然能夠成功拿到人文科學學士地位畢業的標準因學校而異，但一個普遍為

大家所共同遵守的課程內容，在 13 世紀時已在各大學建立標準。  

 

p. 64 

    對於大多數的學生而言，開始成為大學學士候選人的時機，大約在於 14 至

15 歲之間（不過也有許多學生是在更年經或更年長的年紀開始他們的求學之路），

接著這些學士候選人便要花上三至五年的時間聆聽「教師們」（masters）的「演

說」（lectiones）（演講或是閱讀書籍），主題是指定必修的科目或是跟人文科學相

關的題目。學士候選人還要開始參與邏輯辯論的活動，例如「雄辯術」（sophismata），

且在這些場合中鍛鍊自身對於學術語言的了解與精煉。等到學士候選人培養了足

夠的學術技巧，以及能和他的老師應對的敏銳度後（ in responsiones with his 

master），學士候選人便準備好去發表自己的誓言，並且在教師委員會成員（board 

of masters）面前展現他的辯論技巧。如果這位候選人通過了審查，他便會被授予

「學士」（baccalaurius）的稱謂，並且得以穿上象徵學士地位的「服裝」（cappa）。 

 這位年輕學士接著便會去大約六所「研究」（studium）機構，各進修一至三

年。學士要再次去聆聽「演說」（lectiones），和參與上段敘述的繁複場合，並且

在下午以及假日時，在較無重要性的主題上進行可能被評論為「超凡」或「粗略」

的演講。當最後的「審核」（examinatio）來臨時，學士會發表他已經完成學業的

誓言，談論他主持過的辯論場合，並且由他的老師將他呈現給「校長」（chancellor）

領取教書許可證。但領取到教書許可證並不代表這位學士已成為「文學碩士」

（master of arts），文學碩士的身分要一直到他接著加入同業公會後才會真正確立。

有時為了要加入同業公會，學士必須再參加一系列的辯論會，不過那並不是每次

都必要的。絕對必要的要求是每個學士要宣誓他們對於「大學」（universitas）各

項規範的遵從以及效忠，並且要主持一場饗宴，邀請同業公會裡的新同事們一同

來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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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雅教育（artes liberales）的理論以及內容，在 12 世紀中，類似學術與教育

的領域漸漸轉變。新的翻譯作品──尤其是那些關於邏輯、自然科學，和數學的

著作──取代了烏爾提亞努斯．卡佩拉（Martianus Capella， 360-428）、卡西奧多

羅斯（Cassiodorus， 485-585），和聖依西多祿（Isidore， 560-636）的論文，且

亞里斯多德的思想掀起了一場革命，讓學者們重新思考運用哲學的方法，以及哲

學和神學的關連。由於亞里斯多德在學術界存在已久的名譽和聲望，讓他的著作

一開始即被熱情接受。 

 

p. 65 

    但這類熱情的接受度很快就變質了。亞里斯多德以及其他老派作家的著作常

常半隨著抑或是被加入在伊斯蘭學者的評論中，且在思想、詞彙、參考文獻上都

有著伊斯蘭的色彩。這樣的風格被教會認為是異端的、富有異教徒的思想。更使

教徒們煩擾且疑心大起的是，隨著更多的文集被翻譯出來，亞里斯多德的理性主

義（rationalism）、人文主義（humanism），以及他對柏拉圖形上學（Platonic 

metaphysics）的拒絕就越加顯現出來。 

 一場論辯便自然而然的在學者之間展開，尤其是方濟會（Franciscans）和道

明會（Dominicans）。儘管在這過程中有一連串和教師同業公會的衝突，但方濟會

的修士們在 13 世紀前半期已獲得了在大學中顯著的領導地位。就像在 12 世紀的

熙篤會（Cistercians）一樣，方濟會的修道士從原本對非基督教的博雅學科激烈

的抗拒，最終轉變為全心全意的接受。當然，這兩派的修道士對於博雅學科的接

受方式是非常不一樣的。方濟會和夥伴們，包括聖文德（Bonaventure， 1221-1274）、

羅伯特‧格羅斯泰斯特（Robert Grosseteste， 1170-1253），和羅傑‧培根（Roger 

Bacon， 1219-1292）強調古老的傳統：柏拉圖的（Platonic）思想、聖奧古斯丁

（Augustinian）的教義，和唯心論（spiritualist）主張。他們著重「天啟」（truths 

of revelation）遠超過從邏輯中尋找真理，並且把哲學納入神學之內。另一方面，

道明會，特別是大亞爾伯（Albert the Great， 1200-1280）和多瑪斯‧阿奎納

（Thomas Aquinas， 1224-1274）則嘗試把正統理論、信仰（orthodoxy）與新潮

思想，亦即亞里斯多德學派（Aristotelian）、經驗主義（empirical），和來自天啟

的知識做一整合，並且將哲學與神學分隔開來。 

 

p. 66 

    在此特定教義和形上學的爭議不是特別重要，重要的是相關的辯論對於人文

科學的課程有什麼樣的影響。 

 主要是在 13 世紀前期，巴黎曾試圖禁止教師在人文科學課程中使用亞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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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德過於爭論性的文本，但沒有什麼成效。這些禁止的呼籲基本上都被忽視，且

在 1255 年完全廢除。比較有影響力且較持久的反抗是想要推翻「七藝」（septem 

artes liberales）綱要的活動。傳統學者想保留七藝的輪廓以及相伴的透過文法和

修辭學對於道德的訓練，並且讓它成為基督教神學的哲學基礎理論。這些傾向可

在格羅斯泰斯特所著的《論博雅教育》（De artibus liberalibus， On the Liberal Arts），

和保留「斯多葛-奧古斯丁-聖依西多祿」（Stoic-Augustinian-Isidorian）哲學支派的

聖文德所著的《歸還人文科學給神學》（Reductio atrium ad theologiam）中觀察出

來。傳統學者想保留七藝的意圖，使他們不得不開始認識並且結合新的理論，這

樣的作為也使得傳統學者脫離亞里斯多德式的做法──為新的知識成立新的學術

學派。傳統學者的做法在博韋的樊尚（Vincent of Beauvais）所著的有極好聲望的

百科全書中出現。比較傾向於道明會想法的作者，在書中提示，讀者不該太草率

地明確標示出不同教團的修士們所持有的立場。 

 道明會的阿奎納表示，無可避免的結論是「七藝必不足以分類理論哲學」。

這樣的言論暗示兩個重點：能夠做出這樣的結論的前提，必須是要有對於博雅教

育嶄新的了解，而且這樣新的理解仍是來自於固有的哲學傳統。這表示儘管亞里

斯多德的理論在整個 13 世紀都持續有爭論性，但學者們對於哲學的定義與分類

標準之共識是存在的。 

 

p. 67 

    把「斯多葛-奧古斯丁-聖依西多祿」的哲學分支融入在邏輯學、倫理學、物

理學，以及把亞里斯多德在他各式著作中所歸納的分支融入在自然學（natural）、

道德學（moral）和形上學（metaphysics）的嘗試無意間誕生了。大亞爾伯、多瑪

斯和其他學者接著便著手劃分出神學之下的五大支派：三藝（trivium）、四藝

（quadrivium）、自然哲學（natural philosophy）、道德哲學（moral philosophy），

和形上學（metaphysics）。如同阿伯拉爾（Peter Abelard， 1079-1142），阿奎納並

不了解新邏輯（New Logic），所以他便將邏輯學放置於哲學的核心，切斷哲學跟

道德的直接關係性，讓哲學變成一個純屬理性、理智的學問。 

 上述的發展在巴黎最為顯著。巴黎在 1215 年、1231 年、1252 年，以及 1255

年的課程記錄中，邏輯學都從學科中脫穎而出，被提升為「理論科學」（scientia 

speculativa）。由於受到道明會和亞里斯多德式思想的影響，巴黎將邏輯學列為學

校的核心課程，尤其是為之後準備進入高等哲學教育或形上學的學生們所做的安

排。不過雖然拿坡里（Naples）還有位於佛羅倫斯（Florence）的道明會學校跟巴

黎的系統較為相似，但波隆那（Bologna）以及鄰近的其他城市都較沒有跟著巴

黎的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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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8 

牛津（Oxford）的課程記錄中也顯示邏輯學在當地學校的特殊地位，但記錄

中也顯示數學學科一個不一樣的潮流。 

 四藝（算術、幾何、天文、音樂）的研究在巴黎是不被重視的，因為巴黎學

者認為四藝的研究主要是自然哲學（natural philosophy）的預備課程，而自然科

學又是在巴黎較不被重視的學科。但牛津因受方濟會的柏拉圖（Platonic）觀點所

影響，所以對於通識教育與哲學的關係有較不同的看法。像培根這樣的牛津人，

數學是追求高深哲學學問的典型奠基學科，自然哲學或是物理學的地位都是低於

四藝的，且四藝並不只是象徵性神學（symbolic theology），其本身各自具備獨立

的研究領域。當然，前面討論的這些差異，也隨著各地學術轉變的情況而有所不

同。其中一個例子就是巴斯的阿德拉（Adelard of Bath， 1075-1160）對於希臘和

阿拉伯自然科學的興趣，引起了後來地方對四藝內容的擴展，包括納入「媒介的

科學」（intermediary sciences），如視覺研究。同時，在另一方面想要運用數學和

正式的方法來訓練思索的想法，鼓勵了音樂理論（musica speculativa）和科學理

論（scientia speculativa）的發展。 

 延續上面的討論，巴黎熱衷於邏輯學，牛津以對四藝的研究著稱，義大利的

各大學當然也不可避免被新的科學以及哲學知識所影響。無論是在薩雷諾

（Salerno）的碩博士教師，還是在波隆那（Bologna）或帕多瓦（Padua）的文科

課程安排，我們都可以觀察到醫學的研究引起當地對於自然哲學和四藝的濃厚興

趣。 

 

p. 69 

儘管學術興趣已經轉移，且文科在 13 世紀中漸漸式微，波隆那以及其他大

學還是保存著「演說式的博雅教育」（oratorical liberal arts）大部分的概念。這些

在義大利存留下來的文科的概念，理所當然的比在牛津或巴黎還更加著重修辭學。 

 義大利和其他地區在學術發展上的差異可從歷史以及地理的背景做解釋。義

大利是法學和拉丁文學研究的起源地。法學和拉丁文學在義大利的影響從來沒有

完全消失，而這些古老的資產，更是促進了當地發展出新的「修辭學藝術」

（rhetorical arts）。在第 9 以及第 10 世紀時，「書寫技法」（ars dictaminis）便開始

發展，且這項「書寫的藝術」（art of letter-writing）跟法律事務有緊密的關連，因

為政府以及與合約相關的信件，必須要有謹慎控管的特定規格和樣式。第一個關

於寫信的藝術之系統性論文，在 11 世紀晚期於位在卡西諾山的修道院（Monte 

Cassino）發表，一個世紀後，一個與公證人法律相關的「答辯技法」（ars notaria）



37 
 

便出現了，接著「證道的藝術」（ars arengandi）（法律答辯的藝術）和靈感來自

於阿奎納第四本書《論基督教教義》（De doctrina christiana）的「講道的藝術」

（ars praedicandi）也紛紛冒出。 

 這些新的學科是源自於三藝。事實上，義大利北方學校頒發受過法律訓練的

學生「立法者」（legis lator）的頭銜，是從受過三藝訓練的學生「文學家」（artis 

lator）頭銜而來。這並不代表這些新學科直接代表了傳統的「演說式的博雅教育」

（oratorical liberal arts）。許多時候這些新學科並不在所屬學科以外另開課程，就

像波隆那的「答辯技法」（ars notaria）也是如此。 

 

p. 70 

    隨著這些學科類別被制式化、系統化地與人文學科結合，也逐漸發展出了概

要化、明確化的性質。13 世紀前期在波隆那研讀法學的圭多‧法瓦（Guido Faba）

便指出，他自己感覺他對修辭學越來越退步，所以退回去教傳統的文科。不過這

些學科還是有些許保留修辭學的文體和風格，例如西賽羅、昆體良、聖依西多祿，

和阿爾昆（Alcuin，735-804）就有將法學研究跟修辭學做結合，波隆那和鄰近的

城市，像是帕多瓦、土魯斯（Toulouse，法國的一個城市），和阿雷佐（Arezzo，

義大利的一個城市）也在 13 世紀中期將「書寫技法」（ars dictaminis）跟文科教

育做結合。總結來說，新興的人文學科在保存舊時代的修辭學以及文學研究是比

起其他地方來說算是最有貢獻的了。 

 我們尚未探討到的是「文法學」（grammatical）的命運。令人感到矛盾的是，

巴黎、牛津，以及其他北方學校對於文法學的興趣並沒有銳減反而大幅上升。要

解釋這個現象，我們就必須先了解這個時代的背景。早期方言的提倡者中，有一

位叫做安瑟倫（Anselm， 1033-1109）的學者指出，分析文字以及句法架構可以

用來評估論證言詞的協調性，安瑟倫這樣的主張，便將文法學與當紅的邏輯學做

了成功的結合。 

 

p. 71 

阿伯拉爾（Peter Abelard， 1079-1142）接著又提出了一些刺激討論的問題，

像是探討文字與它所象徵意義的重要性。漸漸地，有更多學者提出類似的疑問，

在奧爾良（Orléans，法國的一個城市）教書的神學家阿蘭‧德里爾（Alain de Lille， 

1128-1203）便曾諷喻文法學套上邏輯學框架的七藝發展。 

 安瑟倫對於文法學的探索在 13 世紀達到最高點，當時學術界極力探索一個

構成所有不同語言以及文法的基礎文法。這項研究被稱作「文法理論」

（grammatica speculative），並屬於另外一種「科學理論」（scientiae speculativ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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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導或是研究文法理論的學者，基本上可以拿到高於文學文法的學者兩倍的薪水。

相對地，以經典著作為範例的普里西安（Priscian， 約活動於公元 6 世紀前後）

和多納圖斯（Donatus， 約活動於公元 4 世紀前後）所著的傳統教科書也被新的、

強調明確且符合邏輯規則的文法應用書籍所取代。更詳細一點的解釋是，普里西

安和多納圖斯，他們這些所謂的「古老文法家」（antiqui grammatici， ancient 

grammarian）被新興的「表意方法論」（modi significanfi moferni）（有時簡稱 modi 

significandi）所取代。討論表意方法論的著作，基本上根據存有的方法（modes of 

being）尋求分析以及解析部分的言論與句法、表意的模式（modes of signifying），

和了解的模式（modes of understanding）。學者認為完成這些分析後，完美的言論

（oratio perfecta）便可藉由運用文法理論（grammatica speculativa）而獲得。 

 被取而帶之的古老文法家和他們的支持者，在此時期則是努力抗拒新興的潮

流。在牛津受教育並陸續在土魯斯（Toulouse，法國的一個城市）和巴黎教書，

最後返回英國的高倫的約翰（John of Garland），在 1241 年他所著的《學術情感》

（Morale scolarium）中便極力為經典作品、高尚的文學風格，以及文學文法研究

做辯護。在《學術情感》的序言中，約翰提到了基督教教義如何挪用傳統演說術

（oratorical tradition）的理論：「上帝給予哲學家運用拉丁語言的能力為教會奉獻，

然後給予預言家見證真理的能力來援助教會」，約翰將第一章節命名為「為道德

和博雅教育所做的請求」，並在之後懇請大眾：「讓有價值的書籍以及詩集被世人

所閱讀」。 

 

p. 72 

 亨利‧德安德利（Henri d’Andeli）在 13 世紀前半其所著的民謠詩（poetic 

ballad）《七藝的戰役》（La bataille des VII ars， Battle of the Seven Arts）中，描

寫古老文法家的掙扎更為寫實。此詩描寫巴黎和奧爾良學術界的爭鬥。奧爾良是

法律和文字的中心地盤，當地學校正在流失學生，並且被巴黎的學者們笑話為文

法界老弱婦孺的聚集地。奧爾良文法界的代表軍團是高尚的作家騎士們，巴黎則

是一個邏輯學稱霸並吸引學生離開文法學的邏輯學地盤，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領

著他們的邏輯學軍團對抗奧爾良文法軍。 

 

摔下馬的亞里斯多德 

使文法學也向後滾落 

…… 

（此詩形容上述的情況，略過） 

 



39 
 

這場戰役到最後由邏輯學軍團獲勝，而文法軍則是從戰場逃跑到她的故鄉埃

及。這裡提及埃及的部份，有暗示基督教對於學習異教徒知識的否定，以及對自

己行為的歉意。 

 

p. 73 

    確立了文法界的戰敗之後，一個新的共識便浮現且持續延伸到第 14 世紀。

這個共識就是哲學已不再和七藝並列，哲學已提升到七藝之上，並且哲學本身可

再被分成自然哲學、道德哲學，以及形上學。在亞里斯多德學理稱霸的巴黎，邏

輯學是人文科學的基礎和精隨。另一方面，在柏拉圖哲學尚未絕跡的地方，例如

牛津，學術界是由數學家所支配。這兩方面的共通點是，各學派都是由哲學家致

力策劃教育，以追求科學知識的成果。此時，道德訓練已不再是焦點，且修辭學

基本上已經大多消失了。唯有在接近拉丁文學起源地區，還保有修辭學的痕跡，

但就算是在這樣的地方，研究也偏離原來精神而聚焦於技術性、系統化的題材，

且教育目的在於為學生能夠進入法學院而準備。文法學更是完全抽離經典寫作，

而轉變成一種語言學與形式化的工具，以便幫助其他專精的研究。 

 自從「研究」（studia）一詞的出現，已讓學術界越來越強調增加專精的碩、

博士教職人員，還有縮短整體文科教育的必要。這樣轉移焦點的現象之所以會發

生，主要是因為新知識的發現，大多來自於碩博士人員，以及神學、醫學和法學，

都是在中世紀被視為很有前途的學科。基於上述原因，許多學生迫不及待要快點

完成基本訓練，學習更專業的研究，老師們也同樣非常積極鼓勵學生向上。這樣

的大眾態度，使得文科教育課程逐漸縮短並越趨專精。實際的例子便是 13 世紀

的巴黎，以及 14 世紀的波隆那和牛津。高倫的約翰（John of Garland）和亨利‧

德安德利（Henri d’Andeli）對舊學界的婉惜，就如同 12 世紀末期索爾茲伯里的

約翰（John of Salisbury）對新潮流的警告一樣無用。那些舊學界的演說者已遷移

去埃及，而取而代之的哲學家們才是真正掌控博雅教育的大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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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4 Renaissance Humanists and Reformation 

Preachers (I) 

導讀人：游振鵬老師 

 

PP.75-77 

    西元 1300-1500 年間，歐洲大學產生一些改變，在學術傾向方面，藝術課程

逐漸擴充，以牛津（Oxford）大學為例，邏輯與思辨性文法逐漸排擠其他學科，

而數學、物理學、及一些創作學科（ars dictaminis）除外。同時，因著 Occam（1285-

1349）的唯名論（nominalist），辯證研究及其神學應用受到激發。唯名論挑戰與

其同時代的唯實論（realism），唯實論相信個別實體的普遍觀念是客觀存在的，

而唯名論認為那只是「名」而不實際存在。唯名論的觀點，經由現代（via moderna），

在 Krakow、Leipzig、Heidelberg、Paris、Oxford 等大學延續，而唯實論則通過古

典（via antiqua），繼續主導 Cologne、Prague、及義大利大學。 

西元 1300 年，義大利由於經濟、政治條件、及企業家的支持，而促進文學

文化（literary culture）的興盛，早期的文學家包含 Dante Alighieri（1265-1321），

其思想受到 Martianus 的影響；然此時期的奠基者是 Petrarch（1304-1374），其大

為忽略學院派的哲學、邏輯、及專業研究，轉而注重古拉丁演說家的文學模式，

受到 Cicero 的影響最大。Petrarch 智識上的傳承主要是二位最重要的文藝復興時

期教育家—Guarino da Verona（1370-1460）與 Vittorino da Feltre（1378-1446），

他們深受 Quintilian 及 Cicero 全部文本的再發現所影響。自然地，這些羅馬演說

家即廣為人文主義學者所熟知與敬仰，且成為文藝復興運動中文化與教育的典範。 

    人文主義學者認為他們是屬於學術上的現代（scholastic moderni），有別於中

世紀的黑暗時代，他們致力於古羅馬榮光（glorious antiquity of Rome）的再生，

並投身於古拉丁文。儘管依據 Burckhardt（1860）的著作將「文藝復興」界定為

有些學者戮力於柏拉圖主義的復興，且為後來經驗性科學（experimental science）、

啟蒙運動、19 世紀自由主義、甚或現代性的嚆矢；然而，Kimball 認為，文藝復

興並不是哲學的復興，因為此運動的領導者被認定為「非哲學的」，相反地，文

藝復興的人文主義學者係植基於古典文學，特別是 Cicero 和 Quintilian 的著作，

而開展其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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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78-80 

    此有關「人文主義」的理解，可與 Varro、Cicero、Gellius 對人文（humanitas）

一詞的原初意義之界定相符。 

    就教育規劃而言，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學者採用從 Cicero、Gellius 延續下來

的人文學科（studia humanitatis; studia humaniora）之名，且結合博雅學科（artes 

liberales），及至 15 世紀，人文學科指的是文法、修辭、詩、歷史的學科，通常

也結合道德哲學。有別於 Henrid’Andeli、Alcuin、Isidore 等致力於良善公民的道

德教學，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學者則側重人性特質（human personality）的持續

提升，即便後來受到基督教所影響，其亦不強調神學研究的工具性層面，而仍浸

淫在古典研究裡。之所以如此，是因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學者試圖喚起修辭的傳

統和博雅學科的理想。 

    文藝復興運動結合了博雅科目的理想，在 15、16 世紀傳播至歐陸其他地方，

進而形成不同的詮釋，有些學者將北方的文藝復興運動稱為「基督教人文主義」

（Christian humanism），而將南方的文藝復興運動稱為「古典人文主義」（classical 

humanism）。但不論如何，概念上教育規劃是統合於人文主義運動之下，故不會

因為人文主義的派別而有區分。 

    14 世紀後期，Pier Paolo Vergerio（1370-1445）寫了第一本文藝復興時期的

教育論文集，其明確地將人文主義的教育計畫連結到「博雅教育」（ liberal 

education），寫道：博雅學習是自由民才能享有，那些學習可讓我們獲致德行與

智慧。15 世紀，有二位執牛耳的教育家，他們是好友並戮力建立具有人文主義理

念的學校，分別是 Guarino da Verona 與 Vittorino da Feltre，前者任教於 Florence、

Venice、Padua、Ferrara，促進希臘與拉丁文研究；後者則花費多年時間在 Padua

大學當學生與老師，他環繞著博雅學科架構課程，並依據在 Quintilian《辯學大

全》（Institutio oratoria）中所發現的人文主義理念重新詮釋，此一哲學的詮釋即

為人生的實際指引，不僅被當時的人文主義學者所共享，也繼續傳遞下去。 

    人文研究或博雅學科因而讓創作學科走入義大利大學及 15 世紀中葉的城市

學校，流風所及，Venice、Ferrara、Mantua、Padua、Florence 等大學皆有領導學

者對希臘和拉丁文學推波助瀾。人文研究也進入羅馬大學，那裡有修辭學

（rhetoric）大師，包含 Lorenzo Valla（1407-1457），他宣揚古典的寫作風格，並

抨擊大學常充斥著邏輯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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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81-82 

    人文主義學者致力於將偉大經典作品運用在文法與修辭的教學上，進而在北

歐的學校形成思辨性文法（grammatica speculativa/speculative grammar）。 

    某些歷史學者認為人文主義並未進入 15 世紀的大學，甚至主張人文主義是

反大學思潮（anti-university movement），另一派學者則持相反觀點，指出人文主

義學者確實在大學與學校中從事文法、修辭等的教學。這些詮釋的矛盾會影響對

該時期博雅教育的理解，以下分述之。 

    首先是有關「文藝復興人文主義」（Renaissance humanism）的定義，倘若吾

人認為那是啟蒙運動的前身，則會傾向否認其受前啟蒙運動（pre-Enlightenment）

機構，亦即大學之影響。其次是關於人文主義學者與大學學者對課程旨趣的詮釋

衝突，人文主義學者聚焦於文法、修辭的藝術，同時結合詩、歷史、倫理學，而

大學學者較關注於邏輯與哲學，二者的旨趣在某種程度上是相互競爭的，但也未

必全然互斥。 

    第三是有關「學科」（studies）的界定，人文主義教育理念原先是在課外及大

學的附屬機構實行，因為在文藝復興運動過程中，鼓勵個人成立大學的寄宿學校

（residential colleges and schools），這些新學校會提供根植於人文主義教育理念

的講授與指導。人文主義除了可補大學正式課程的不足之外，亦影響中等教育，

中等學校也講授博雅學科（studia liberalia）或人文學科（studia humanitatis），例

如在 15 世紀 Venice 的中等學校。因此，儘管大學的正式課程未教授人文學科，

並不代表這類的教學不發生於大學。最後，即使大學並未正式實施博雅教育，然

而有些來自其他大學的學者（academicians）會進行博雅教育，所以會對大學產

生人文主義的影響。 

 

PP.82-84 

    在義大利之後，文藝復興運動延伸至德國與中歐，1445 年，Enea Silvio de 

Piccolomini 曾到維也納推行人文學科和博雅的藝術、哲學，因而激發維也納大學

逐漸擴展藝術課程中的拉丁文學研究，這同樣也發生在 Prague、Krakow 大學。

此外，一位荷蘭人文主義學者 Rodolphus Agricola（1443-1485），花了 10 年在義

大利學校學習古典學科，後來激發海德堡（Heidelberg）大學的人文主義精神。

接著，Conradus Celtis（1459-1508）曾在海德堡大學就讀，後來他輾轉回到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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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的大學講學，成為詩人，且為第一個以人文主義、文藝復興教育理念從事大

學改革計畫者。 

    另一個導致人文主義在中歐、德國、波蘭興起的因素是其多元主義，多元主

義鼓勵差異與競爭，因而有助於形成人文主義取向，例如在 15 世紀晚期的 Krakow、

Erfurt、Nuremberg 等大學。同樣地，當 Frederick 大帝計畫興建 Wittenberg 大學

時，他希望能提升文化生活，故特別指示需教授人文學科（studia humaniora）。 

    1518 年，Petrus Mosellanus（1493-1524）在 Leipzig 大學擔任教授，基於其

人文主義理念，他是該校首位採行古典拉丁文風格的「新學習」（New Learning）

方式，在其開授的藝術課程中，讓學生閱讀 Cicero、Terence、Vergil、Prudentius、

Erasmus 等人的著作，故而在 Leipzig 大學形成一股人文主義取向。 

 

PP.85-88 

    經由歐陸諸國的傳布，Erasmus（1469-1536）人文主義學習的聲名日盛，在

其《格言》（Adagia; Proverbs）等書中，可看出他的學術係建基於神學和古典文

學之上。是以，Erasmus 較其他人更有利於實行人文主義的教育理念，在他看來，

所謂「博雅學科」（liberal studies），即是學習的正確方案（De ratione studii），而

且在孩子年少時就需予以博雅地教養。 

Erasmus 的教育理論，依據 Quintilian 的思想而撰寫《基督教義的教育》

（Institutio principis christiani）一書，展現其博雅教育理念，主軸有二：一是從

古典文學作品獲致的美學規範（aesthetic norms），二是從耶穌基督獲致的道德規

範（moral norms）；而 Erasmus 將二者統合在「基督哲學」（philosophy of Christ）

之中。 

    Erasmus 的哲學不走傳統的思辨路線，而是以人文主義理念闡釋聖經文本，

同時試著通過其人文主義理念整合文學、美學、及道德規範，旨在尋繹成為良善

公民（good citizen）的形式，此可見諸其《基督教騎士手冊》（Enchiridion militis 

christiani）一書，Erasmus 的思想與 Alcuin 及古代演說家一脈相承。 

 

PP.89-90 

    然而，Erasmus 的著作顯示其對於博雅學科的第七特徵產生內在矛盾：此關

乎博雅訓練所規範的德行本身，Erasmus 經歷過他的基督教承諾—謙卑，以及人

文主義價值—自尊與讚揚間的緊張關係，亦即基督教注重單純、信仰和人文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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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愛智思辨間的緊張關係。因此，他知道文藝復興人文主義的主要困難即是介

於倫理的與美學的標準間之衝突。 

    是以，Erasmus 的「博雅學科」課程規劃仍延續演說的傳統（oratorical tradition），

強調文學的文法與修辭，也注重基本的後四藝學科（quadrivial studies）。換言之，

Erasmus 的課程架構實際上是朝向維持古羅馬演說家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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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4 Renaissance Humanists and Reformation 

Preachers (II) 

導讀人：何佳瑞老師 

 

P. 89-90 

  著名的人文主義者 Erasmus（1469-1536）對於博雅學習（liberal studies）的

課程規劃，確認了他對於雄辯者傳統（oratorical tradition）的忠誠（作者將雄辯

者傳統視為人文主義的源頭）。他所提供的博雅學科，強調文學的文法與修辭學，

並將邏輯詮釋為修辭學的輔助物，而非哲學，同時，他也吝於關注基礎的「後四

藝」的學習，它們僅被當成是實用的事實序列而已。 

 

  Erasmus的課程架構並沒有被遺忘，後來還被導向於羅馬雄辯家理想的復興。

在 15 世紀晚期的 Erfurt，第一批大學中的其中之一，在北德建立了起來，把人文

學習帶入了課程之中。Martianus 的文法帶到了課堂之上，還因此而引起了 Erfurt

的士林學者的反彈，因為這些士林學者傾向於把文法當成邏輯的一個分支來教導。 

 

  新教的改革者 Philipp Melanchthon（1497-1560）早年在海德堡與圖賓根

（Tubingen）學習時，遇到了前三藝與後四藝的課程架構，此時期士林哲學正快

速地讓位於對人文主義的強調。 

 

P. 91 

  新教之改革常常從四個不同的發展而受到考量：一是之前的奧古斯丁主義的

復興；二是唯名論以及密契論的出現，成為了多瑪斯系統哲學的其他選擇；第三，

社會壓迫時代中教會的腐敗；第四，國家主義與皇室權力的出現。 

 

  然而，我們現在關心的主要議題是改革思想與文藝復興人文主義之間的互動，

以及與此相關的，改革思想與雄辯傳統、博雅學科理想之間的互動。 

 

  雖說，新教與天主教的改革通常在 16 世紀主導了西歐的論述，但是文藝復

興也是在 16 世紀達到了它的高點，而這件事也同樣是非常有意義的。也是在這

個世紀的過程之中，法國、英國與中歐的大學，都接受了人文主義的福音。 

 

  宗教改革與文藝復興之間的關係，常常被學者們極化，一邊是把改革看成是

屬於中世紀的，也因此是對立於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的；另一邊則相信改革是文

藝復興的一個宗教方面的補充，改革與文藝復興人文主義其實是運動的兩個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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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藝復興人文主義者的神學不同於改革者的神學，較之後者，前者表現出更

多的寬容，以及對人類價值與能力（尤其是理智）的更高度的評價。 

 

  此外，大部分的人文主義者，無論是在大學內或大學外教書，他們都沒有捲

入路德的改革，而且在 1520 年之後，他們甚至反對路德。 

 

  然而，這兩股運動卻深深地連結在一起，因為它們都反對士林哲學。而來自

這兩方面的教育者，他們都偏愛修辭學勝於邏輯。 

 

  新教改革者與人文主義者相同，他們不支持哲學家的思辨傳統，他們支持的

是雄辯家的傳統，其目的是要能夠有說服力地辯論。 

 

P. 92 

  在這個現象之下隱藏的是對士林哲學假設的不信任，它假設了生命可以從演

繹的抽象原則來解釋，而人文主義者基於美學的理由，改革者則基於虔敬主義的

理由，兩者卻都相信 logos 的力量更具有說服力。 

 

  他們不同於士林學者強調思辨文法、人為邏輯（artificial logic），他們提倡的

是一種自然邏輯（natural logic）的學習，這種邏輯存在於偉大修辭者和先知的論

辯當中。他們都把重點放在語言學工具的應用和學習之上，以及正確地閱讀經典

和教義。他們也都相信博雅學科中的最高學科是道德哲學，它會為靈魂的疾病帶

來改善/補救（remedy）。  

 

  路德在 1524 年改革了士林哲學的機構，他求助於市長和議員來復原教育，

他說道：如果文法和其他修辭的藝術沒有被教導，哪裡來的傳教士、法官和物理

學家？ 

 

P. 93 

  Melanchthon（德國的新教改革者之一）建立了一個學校的模型，在那裡拉丁

文法學院是規範（normative）的學院。Melanchthon 的學生後來幾乎都變成了德

國各個院校的教師。這些教師必須通過 Wittenberg arts curriculum，在其中 Cicero

與 Quintilian（羅馬修辭學家）是雄辯術的引導，同時，修辭學是高於哲學的。 

 

  以 Wittenberg 為模型，很多其他的大學都在 Melanchthon 的基礎上重新改革

了。Wittenberg 還吸引了好多來自周遭其他地方的學生，甚至很多是來自波蘭與

波西米雅的貴族們。16 世紀持續演進，路德主義變得越來越嚴格，甚至只收王

子、諸侯，一般貴族還進不去。這使得這些非德國的學生們轉移到了其他的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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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去，例如，Strasbourg。 

 

P. 94 

  Strasbourg 著名學校的創始者 Johannes Sturm，他像 Melanchthon 一樣，其虔

誠雄辯術（eloquent piety？）的課綱（program）是立基在人文主義的博雅學科之

上的。這個課綱後來成為拉丁學院的模型，在波蘭、英國、德國、日內瓦…等地

獲得了採用。 

 

  其中，日內瓦加爾文中心（Calvinist Center of Geneva）是特別重要的。Sturm

的學校因其嚴格的路德主義在 16 世紀末 17 世紀初的時候，其影響力逐漸走下

坡。此時改革的教會學校和大學，在日內瓦、巴塞爾（Basel）、蘇黎世（Zurich）

等地逐漸興起。國外學生改變了他們的朝聖路線，他們也在尋求同樣的人文主義

教育。日內瓦的模式在加爾文的後繼者 Theodore Beza 的手上進一步散佈開來，

它後來也影響了天主教會本身教育改革的努力。 

 

  面對新教的改革，天主教也要與神職人員普遍的無知奮戰，Council of Trent

（是指在特倫托和北義大利的波隆那在 1545 年至 1563 年間召開的大公會議）建

議要在每一個主教教區辦一些大修院（seminaries），在那裡，神職人員也可以得

到博雅學科的教育。 

 

P. 95 

  對此教育需求之回應，其最深遠的影響，就實現在由 Ignatius of Loyola（依

納爵‧羅耀拉）所成立的耶穌會。1547 年在 Messina 耶穌會士成了了第一所給世

俗學生的學院（college），它提供了 Roman College 一個典範。在 1556 年依納爵‧

羅耀拉去世的時候，耶穌會士已經成立了 35 所學院，散佈在整個西歐。到了 1599

年已經有 245 所，1626 年達到了 444 所。無論是獨立學院還是大學中的學院，

這些學校皆以 Roman College 的博雅課程的模型做為基礎。 

 

  儘管在 16 世紀，教義的區別、地區文化的多元性，暗中破壞著歐洲文化的

統一性，但就博雅教育而言，這些博雅學科仍然維持了一致的形式。在文獻上，

Cicero 與 Aristotle 仍然是兩個不可以避免的泉源。 

 

P. 96 

  博雅學科的秩序，基本上維持著一貫性。 

 

  不過在正式的學校出現之前，小孩子們的教育（學習讀、寫、計算等等）主

要還是來自當地的神職人員。這些孩子其實還不足以學習文法這樣的學科，他們

（大約是年齡 6-10 歲之間的孩子）必須在一些「小規模的」（petty）機構接受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9%B9%E4%BC%A6%E6%89%9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6%84%8F%E5%A4%A7%E5%88%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A2%E9%9A%86%E9%82%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85%AC%E6%9C%83%E8%AD%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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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很基本的訓練，但這些小規模機構是那些文法大師所輕視的。在此之後，他們

才能進入到所謂的 college、gymnasium、secondary school，或 grammar school 等

等。但因為程度不足，這些孩子們所學的「三藝」，其實是降低標準了的「三藝」。 

博雅課程最後的一個階段就是詩和歷史，這很明顯是受到人文主義科目學習的影

響。 

 

P. 97 

  人文主義的影響不僅顯現在文法與詩、歷史的合作之中，也顯現在修辭學被

當成了（實現於人類溝通中的）「自然邏輯」的範例，而不是士林哲學所強調的

「人為邏輯」。 

 

  從 10-15 歲，學生就可以進入到下一個教育階段，通常這就是大學中的 arts 

faculty，尤其在德國，它們被稱之為 faculty of philosophy，其實常常不過是新教

或天主教學院中的某個較高的部門罷了。在這一階段，學生花費 6-10 年的時間

持續學習拉丁、希臘文法和修辭學，他們也同時學習邏輯、四藝中的剩餘科目、

物理學，以及作為道德哲學之分支的經濟學、政治學與倫理學等。 

 

  如果學生進入了大學（university），那他就會成為 arts 的碩士/大師（master），

而文憑的威望，成了學生想要進入大學更勝於獨立學院（colleges or academies）

的重要動機。但不管是哪個管道，都有機會通向教育的事業（teaching career）。 

 

  如果博雅學科的組成與秩序基本上是一貫（一致）的，那麼其不連貫性就存

在於課程的階層之間。從「小學校」（petty schools），到文法學校、學院，乃至大

學，中間的銜接，都因為地區和時間而有不同。 

 

P. 98 

  博雅學科教育的課程/課綱，受到了文藝復興人文主義的極大影響，這樣的

課程在學院、學校、人文學校（gymnasia）等，獲得了普遍的接受。但它仍然努

力地要獲得官方的承認。 

 

  例如，在法國，存在著兩種衝突的態度，有的大學擁抱人文主義，但也有大

學堅決拒絕它。衝突來自於各類原因：諸如大學中反對人文主義的人是否受到了

國家或宗教政治因素的影響，因為人文科目的學習最早是跟新教的改革者聯繫在

一起的，另一方面，在政治上，1530 年 Royal Lectureship 的產生，激起了很多

的嫉妒心。 因此，對人文學科學習的反對，並不代表就是對人文主義的反對。 

 

  但是慢慢的，皇權失去了在教育的領導性，讓位給那些中產階級所成立的學

校，例如，Huguenots 在 1610 年以前就成立了 35 所學院，再加上耶穌會也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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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教育計畫帶入了巴黎，到了 1600 年，這些團體逐漸把法國的博雅教育轉化

為他們的人文主義模型。 

 

  在法國之外的其他地方（Low Countries），人文主義卻極盛行。在魯汶的

Collegium Trilingue 這個人文主義機構，後來成為 College de France 與 colleges of 

Oxford 課程的燈塔。 

 

P. 99 

  在魯汶，人文主義的理想滲透了博雅學科，首先是透過學院的建立，然後再

跨越了國家的與宗教的界線。弔詭的是，當 1559 年之後魯汶成了英國天主教學

者的避難所（這些學者在伊莉莎白女王的強迫之下移民到歐洲大陸去），這個轉

化後來又被反轉了回來。 

 

  這些移民代表了英國在 16-17 世紀之間國內的騷亂，他們發生了英國國教、

天主教和清教徒之間的宗派鬥爭。但不論這些混亂，博雅教育的原則和內容仍然

具有本質上一致性，這個一致性的維持是基於學者與政治當權者之間對於教育的

共同共識（consensus）。但這並非靜止的狀態，在英國人文主義的博雅學科慢慢

演化成了一種具有紳士理想的教育。  

 

  就文法學校（grammar school）而言，John Colet 在 1511 年建立了 St. Paul’s 

School，以一種新的人文主義學科之課程，引發了這股潮流。慢慢的，Colet 的方

法──強調 Cicero、Quintilian 以及 Erasmus 有關拉丁文法、修辭學和希臘文再加

一點希伯來文的課程模型，成了文法學校的標準典範。 

 

P. 100 

  這種準備教育需要 7 年的時間，通常是在 7-15 歲的時候，課程最後的高潮

就是一種作為修辭學之輔助的邏輯（這當然是受人文主義者影響之故）。在 16 世

紀的時候，這樣的課程被在各處任教的大學畢業生散佈開來，他們所教授的文法

都是以古代經典為模型。到了 16 世紀的後半，基本已經標誌出文藝復興的人文

主義進入了英國日常教育。 

 

  這類準備課程為在 Cambridge 和 Oxford（到 19 世紀以前，它們是英國唯一

的兩所大學）中發展的博雅學科的人文學習，提供了基礎。Erasmus 在他 16 世紀

初訪問英國的時候，曾經激發了在劍橋的人文主義學者。 

 

P. 101 

  人文主義的激發也導致了 1530 年代皇室命令的頒佈，其內容乃要求縮減士

林哲學的教科書教學，並且增加希臘文、拉丁文課程，以補充大學正規課程中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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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存在的修辭學、算數、地理、音樂和哲學。1540 年代，亨利八世進一步推動了

這股潮流，他建立了 Christ Church、Oxford、Trinity College 以及 Cambridge。 

 

  與此同時，英國國教也開始鼓勵人文主義，以攻擊士林哲學。由於與羅馬的

決裂，減少了許多專業神學或相關人才的需求，這類專業機會的下降導致了更多

焦點被放在 arts curriculum 之上，而這類課程慢慢地從邏輯轉向了修辭學，士林

哲學的那些抽象內容則越來越少受到教導。文法課程透過了傳統經典文學、希臘

文的學習而獲得擴張。 

 

  邏輯的學習和三種哲學（即自然哲學、道德哲學、形上學）仍然有持續，但

是只是理論上的（in theory）。 

 

P. 102 

  說是「理論上的」，因為大學法令（university statutes）中特別指出，士林哲

學的傳承（scholastic inheritance）應該要忽略。簡而言之，邏輯和哲學的學習其

實已經名存實亡。  

 

  以前學生必須修習高階辯證法和三種哲學（即自然哲學、道德哲學、形上學），

才能拿到 Master of Arts，到了 16、17 世紀時，對於 M.A.的要求卻簡單地變成了

要在校住宿幾年。到了 17 世紀初，Oxford 與 Cambridge 學生基本上都要住校了，

教學機構要負擔起監督和教導學生的責任。因此有許多教授其實成了 tutors，這

些 tutors 各自規劃給學生的教材，他們帶入了更多元的、更世俗化的內容，同時

也帶來了人文主義影響的擴大。 

 

  1657 年 Thomas Barlow（他後來成為 Queen’s College 以及 Oxford 的院長）

的課程規劃稍有不同，他把士林哲學和人文主義的學習結合了起來，這後來也成

為了博雅學科的標準。 

 

P. 103 

  在美洲殖民地，麻州在 1647 年頒發法令，要求城鎮要維持學校教育。 

 

  在基礎教育之後，有 9 所拉丁學校基本上忠實地採用了英國的課程設計。在

殖民地的學校，其實也像在英國的學校一樣，它們的目的就是要為學生準備，使

其得以進入 college。在 1790 年以前，在美國這個殖民地區其實只有 3 所 colleges，

即 Harvard、William and Mary 以及 Yale。想要入學 Harvard 的學生必須展示出他

們有寫拉丁散文和詩的能力，還要能瞭解希臘文，並熟悉各種經典的作者…。

William and Mary 的入學要求幾乎與 Harvard 沒有什麼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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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104 

  Yale 的情況也是相同的。美國殖民地的這前三所 colleges，無論在組織、學

術活動、畢業規則等等，都相似於在歐洲那些歷史悠久的教育實踐。 

 

  在 18 世紀初，Harvard 的新生從星期一到星期四，他們要學習拉丁文、希臘

文、基礎邏輯與希伯來文。二年級生要繼續這些科目，還另外要加上物理學（即

自然哲學）。三年級生仍持續學習，同伴隨倫理學（即道德哲學）與形上學的課

程。 

 

P. 105 

  四年級生，除了拉丁、希臘文、希伯來文、邏輯、物理學，他們還必須重點

性的涉略算數、地理與天文學。在這四年裡面，週五是獻給修辭學的，週六則是

神學，歷史與地理也包含其中。 

 

  上述的都是要獲得 B. A.的要求，另外，若要取得 M. A.，還要再讀 3 年。然

而 M. A.的攻讀卻沒有多久就退化為 Cambridge 和 Oxford 那種簡易的程度。 

 

  到了 17世紀末，人文主義的影響與士林哲學的元素達到了一種平衡。Harvard

的博雅教育，後來成為了後續殖民地區 Colleges 的教育原型。 

 

P. 106 

  William and Mary 也追隨 Harvard，向英國學習。Yale 建立於 1701 ，而其大

學的籌辦人團體（Collegiate Undertakers）都是畢業於 Harvard 的，而其前半世紀

的校長也都是 Harvard 畢業的。在 Yale，所有大學生都要在週五、週六學修辭學、

倫理學和神學，週一到週四，如果是新生的話，會特別強調文法，包括希臘文、

希伯來文，還要複習拉丁文，二年級加上邏輯課，三年級再加上物理學和一些形

上學，四年級再學習算數、地理與天文學。 

 

P. 107 

  傳播到殖民地的這三所學校的博雅課程，已經大大地不同於中世紀大學的士

林哲學課程了。人文主義的影響導致了對於經典語文的強調，語文學習佔據了大

多數學習邏輯的時間，並且把思辨的文法（speculative grammar）和四藝（quadrivial 

studies）都放到了一旁，在 M. A.課程中，三種哲學（自然哲學、道德哲學、形上

學）也被邊緣化成為幽靈課程。哲學的殘餘只能在倫理學和神學中找到一些，這

個事實指出了一個很重要的社會理想/理念，它影響著學習博雅課程的學生：貴

族式文雅的理想（the ideal of gentility）。 

 

  在中世紀晚期，貴族受到了一種高貴騎士精神（gentil knight）的影響，英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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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騎士精神是與貴族的血脈相連的。隨著義大利人文主義的興起，有些作家主張

要向騎士學習，並且把軍人和學者的角色結合起來。但也有人是持反對意見的。 

 

P. 108 

  然而，隨著文藝復興人文主義向北推移，Castiglione 與 Erasmus 的著作在英

國受到熱情地接納 。所謂的「noblesse de l’épéé」轉化成了「noblesse de la robe」，

這個轉化涉及了把貴族血統的標準，轉變成貴族修養（nobility of merit）的標準，

這個標準是立基在具有貴族優雅的能力（courtly competence）、教育的程度和道

德的價值。這裡出現了一個結合點，在這個點上結合了騎士理想、文藝復興人文

主義，以及教會倫理標準之匯集，這一切構成了「紳士」的理想。 

 

  這時期出現了許多作品，儘管重點不一樣，但都同樣有意在 Castiglione 的禮

儀（courtesy）學說、Erasmus 所表達的人文主義教育理想，和相應於基督宗教的

個人美德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 

 

P. 109 

  這些書籍佔據了美國殖民者的書架，他們渴望著這種「紳士」風度的要求。 

當年輕的紳士們湧進了整個歐洲的學院之時，紳士的理想重塑了 16 世紀前半葉

流行的博雅學科課程。禮儀書籍（courtesy books）被應用到學院和大學的博雅課

程當中。一種為培養紳士的標準課程設計，於是出現了。 

 

  在文法課上，建議閱讀簡單一點作者的希臘文、拉丁文作品，然後要多注意

當代的語言，尤其是法文、義大利文，修辭學與雄辯術也都被強調其作為政治工

具的用途。基於有用性的理由，也建議學習地理和歷史。 

 

P. 110 

  對於法律的熟悉是有必要的，因為它通常是政治、經濟和倫理的一部份。邏

輯、形上學和自然哲學的介紹，也是有價值的，但仍是從有用性的角度來看。算

術和天文學亦同。神學（divinity）的學習也是必須的，如果學習者是虔誠信徒的

話。若是想要進入宮廷，那就建議要學習舞蹈、音樂和其他紳士的需求（gentle 

pursuit）。如此一來，學術的專業性在博雅課程（arts curriculum）中就減弱了，非

專業化的博雅教育成了紳士的標誌。 

 

  在 Virginia 與 New England 這些殖民地區的學院，其受委託的經營者是社會

中的領導者而非學者，由此更加強化了美國地區的博雅教育與基督宗教紳士精神

（Christian gentility）的連結。 

 

  從這個角度來看，正如 Lawrence Cremin 所指出的，殖民地的教育有三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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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主題：虔敬（piety）、禮貌/禮儀（civility）以及學習（learning），這三者特別具

有意義，因為它們分別代表了在紳士教育之下的三種動機：宗教的、貴族/紳士優

雅（courtly）的以及人文主義的動機。18 世紀在 Harvard 與 Yale 的學生，他們的

成績常常是跟據其社會地位和背景來評估的。 

 

P. 111 

  從這個培育基督宗教紳士的「博雅學科和科學」（liberal arts & sciences），我

們抽象出博雅學科理想的 7 個特徵。但這樣的博雅學科並非歷史中我們所稱的那

個框架，而是一個人為的架構，透過這架構，博雅的與宗教的教育得以校準於一

種雄辯的傳統（oratorical tradition）。 

 

  第一個特徵：這樣的博雅課程有一基本假設，即真理是可以受到認知並且表

達出來的，在這個信念之下存在著一種獨斷論，認為博雅教育是要轉化智慧

（transmit wisdom），而不是要教學生如何達到智慧。博雅學科的大師們變得比較

重實用性，而不再那麼強調思辨性與分析性，他們呈現給學生一種生活和世界觀，

而這樣的生活世界觀是要來適應的，而不是要受挑戰的。也有人攻擊這種主流的、

訴諸於權威的獨斷教學法，像是 Bacon，他就響應這種這種批評。 

 

  第二個特徵：認知與傳授知識的目的是要成為政治家（statesman），具有領

導者的能力以為社會服務。 

 

P. 112 

  第三個特徵：價值的規定和品格培育的標準乃是必要的。 

 

  第四個特徵：上述的這些規定和標準，是來自於整體的經典文獻。個人的提

升與公民的德行都是透過紳士教育來培養的，正如文藝復興的禮儀書籍（courtesy 

books）。歷史的研讀受到普遍的鼓勵，因為它對於這一方面尤其有用處。 

 

  第五個特徵：訓練一個好的雄辯者（bonus orator）也蘊含了博雅教育的第五

個理想。這個理想就是對一個自由之受教育菁英的肯定。Oxford、Cambridge、

Harvard 等校總是為教會為國家教育出宗教菁英（clerical elite）。但是到了第 17-

18 世紀，由於上流社會人士大量進入到這些學校，它們成為了培育統治階層的

菁英。 

 

  第六個特徵：紳士理想充滿了博雅學科之後，它增強了第六個特徵，引發了

對貴族血統的自負，強調「心智的高貴性」（nobility of mind），並且不再容忍那

些沒有學習過博雅、禮儀課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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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個特徵：把已具固定價值觀的博雅教育視為是其本身的目的。但存在著

兩個條件，一是博雅教育對於清教徒們的實用性，他們仍然把宗教目的的根本性

當成是所有教育的目的，第二，博雅教育對政治和社會的實用性。而這兩個條件

都使博雅教育的理想化概念必須接受妥協。不過，實用主義的有用性並不妨礙博

雅教育被視為是其自身的目的。由此，博雅教育在早期的美國殖民地區，成為了

一種「以其自身為目的而不失其有用性的準備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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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5 Emergence of the Liberal-Free Ideal (I) 

導讀人：楊洲松老師 

 

    實驗科學與啓蒙運動的出現促進了哲學活動復興，也產生了與「博雅教育」

概念連結的不同理想。此種變革是來自於一些 17 與 18 世紀的現代學者，像是科

學家、無神論者（free thinker）以及哲學家們所共有的觀點。他們與文藝復興的

陣營一樣都讚揚古聖先賢，也相信博雅學科可以讓人自由。其中文藝復興的人文

主義學者堅持人文學科是與人的形象聯結在一起，博雅學科可以讓被習俗所牽絆

的人獲得自由；而這樣的概念是相當不同於啓蒙運動所主張的一種個人主義式的、

開放式的自由。 

 

    有關「自由」（free）這詞意義的差別反映在方言中「自由的」（liberal）字義

發展。例如在 16 世紀的英國，這個字是用在有閒暇的紳士活動；「自由的」也意

味著從束縛中解放、能自由地說話或行動；到了 18 世紀時，後來的意義才有「從

狹隘的偏見解放、開放心靈」的積極意涵。這個差別同樣也在文藝復興的拉丁語

區，像是 1460 年 Guarino da Verona（115）所提到的：「所以那些天性野蠻的人要

從野蠻的語言中解放！」 這個博雅與自由的意義是來自於辯論家的傳統，而這

跟 Rousseau 所說的「人生而自由，且在任何地方都是」，或是 Kant 所說的「勇

於求知！勇敢地運用理性吧！」的意義非常不同。 

 

    同樣的也必須區別人文主義學者與無神論者之間跟古聖先賢的關係。文藝復

興的學者讚美古代學者，尤其是 Cicero 與 Quintilian；而 18 世紀現代主義者也讚

美古人，包括辯論家，但是他們的「俗世英雄」（folk hero）卻是 Socrates 與他對

於真理毫不妥協、永無止境的追求，Socrates 因而也被當作是教師與思想家的典

範。 

 

    當然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並沒有忽略 Socrates 或 Plato；事實上，他們也很

推崇 Plato 的著作，但是提及哲學家與決定讀哪些作品跟怎麼讀這些作品是兩回

事。無論是否同意實驗科學比起中世紀以來更為優秀，但這倒還不至於說現代世

界的發展是全由科學的增長所形塑的。必須同意的是，文藝復興至少是實驗科學

興起的起點。事實上，人文主義學者與科學家常是「一體」（unity）的，或者說，

文藝復興強調革新的態度促進了科學實驗的發展；另外有些人也認為，早期科學

家有運用了古代科學的文本，且 17 世紀的科學社群係源自於文藝復興的文學社

群。不過，人文主義學者與早期科學家之間的基本連結的確是：兩個群體都反對

經院主義與權威（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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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邊不是要強調文藝復興人文主義對於促進哥白尼、克卜勒、伽利略所主

張的「數學—機械的世界模式」有直接貢獻。但事實上，天文學中發現數學的和

諧與文藝復興中的柏拉圖主義的確是有聯結的；而且早期的科學家也都是人文主

義圈子中的教師與學生。因此，說這些居於領導地位的人文主義者不了解自然、

實驗科學等並不正確。 

 

    其中重要區別的原因是，文藝復興人文主義投入於重新找回古代傳統並讚許

其文學成就；相反的，哥白尼、克卜勒、伽利略等人，挑戰了傳統天文學與力學

的信念，而發展出一種批判與沒有設定目的的方法論。新科學的性質可以說是抱

持懷疑的態度，就算是 Descartes 的理性主義與英國的經驗論也都僅是暫時的確

定性而已。 

 

  從文藝復興中產生的觀點，使得新哲學家逐漸成熟，而在啓蒙運動中獲得成

果（118）。他們對於 Socrates 批判與數學法則的著迷，可以說是另一種理想型：

「博雅—自由理想」（liberal-free ideal），其作為一種基礎的文化理想且因其在邏

輯一致性上是具有系統性的。這樣的博雅自由理想有七個特點：（pp.119-123） 

 

1. 自由（freedom） 

尤其是強調從先前的束縛與標準中釋放出來。Locke 的《政府論二講》有很大

的影響，他主張自由是基本人權。然後 Rousseau 在《社會契約論》中也捍衛

自由是不可剝奪的權利。在《愛彌爾》一書中，他鼓勵孩童與成人要去滿足

自我察覺的需求。18 世紀的許多哲學家對於 Rousseau 式自由的內容有所保

留，不過，他們還是歡迎讚賞自由的（119）。 

2. 智識（intellect）與合理性（rationality） 

渴望自由就會連結到對於智識與合理性的強調。Diderot 曾說「理性的年代」，

也倡導自由的年代，因為哲學家要能有效地運用智識就有賴自由。「自由思想」

（free thinking）就對智識沒有先天的束縛。對人類理性與數學法則的力量的

著迷，是啓蒙運動中為人熟知的主題，像是 Descartes 就要求心靈的清晰

（clearly）與確定（distinctly）。 

3. 批判的懷疑論（critical skepticism）（120） 

科學方法的重點在於任何推論都是新的假設也總是面臨挑戰與質疑，這樣的

方法基本上仰賴懷疑論的態度。Descartes 與 Locke 都對這樣的理論背景有所

貢獻，但 Hume 才完全符合這樣的態度。他在《人類悟性探究》中，清楚地

表示新科學是不提供確定性的，實驗千遍得到同樣的結果，邏輯上不必然下

一次的試驗結果會一樣。 

4. 寬容（tolerance） 

確定性會造成不寬容，寬容就成為第四個特色。在 18 世紀時，這是個新的價

值；在這之前，寬容蘊含著軟弱或懦弱，也就是缺少對個人信仰的投入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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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價值則來自於懷疑論的核心，就像 Locke 所主張的，假使標準最後無法

證明對或錯，那麼就沒有任何觀點可以被認為是絕對的。 

5. 平等主義（egalitarianism） 

寬容就會導向了平等主義，這也是源自於標準與規範的相對化。Hobbes 就認

為，自然造人是公平的，這為啓蒙思想家大力贊同。Locke 與 Rousseau 進一

步認為「人生而平等」（121）。 

6. 個人意志（volition of the individual） 

第六個特色隨著寬容與平等主義的重視，會去強調個人意志而不是公民義務。

Locke 就在《論教育》中強調每個孩童的個人天性，教師要能回應以喚起學生

的學習動機，而不是強迫學生學習。Rousseau 也發展了同樣的觀點，尤其在

《愛彌爾》當中提出了人的發展階段，個人成長的概念連結了重視個人。 

7. 自為目的（end in itself） 

關心個人成長強化了一種「自為目的」的理想。實現在追求知識中的智識自

由成為自己的目標。因為結論總是會被批判，最後所希望的並不是真理，而

是探究。就像德國啓蒙學者 Gotthold Lessing 所言，假使上帝一隻手要給他真

理，另隻手要給他追求真理，他會選擇後者；Kant 也有同樣的觀點（122）。 

 

    從 17 到 18 世紀這一系列相關理想討論的轉向逐漸連結「博雅」教育的課

程，尤其在英國，有三個不同的博雅課程。首先，是「經院主義課程」（scholastic 

program）的餘緒，強調從先天原則到各殊經驗推論的邏輯研究與哲學取向。另

外，是人文學科研究，依然保存在辯論家的人文主義傳統之中，雖然在經院哲學

與機構限制影響下逐漸減少，其重點在於藉由枯燥的文法與修辭規則教導古典語

言與文學（123）。第三，則是博雅—自由學科，基本上包括了自然與實驗科學以

及現代語言，這一系列學科以兩種方式發展：一種採用了新科學的成果並教導這

些成果，另外則是關注實驗方法與態度。 

 

    這三種課程以不同方式在一些學術機構及教育論壇中相互結合與促進。文法

學校與獨立古典學校滿足了較低的層次，在他們之上，是與大學不同的獨立學術

機構與教師，其中包含了由不信國教派所建立的學術機構。在 17 世紀末到 18 世

紀期間的大學當中，像是劍橋與牛津、住宿書院與導師、講師與講座，以及博雅

學位所正式要求的考試與課程等，都是聯結在一起的。因此對於傳統學科的批判

多來自機構外部，他們透過著作與回應參與了博雅教育的討論。 

 

    前述這些不同議題，核心的問題在於，是否思想與學科類型及其與博雅教育

的聯結，是在 17 到 18 世紀間滲透到了大學之中？關於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者在

何時及哪裡進入大學？這些問題在今日的學者中一直沒有定論。有些人認為這樣

的滲透發生了，但有些人並不認為（124）。有人說劍橋聘任了牛頓就是向科學開

放的證據；但另外也有人指出，牛頓的傑出正顯示出大學多麼的反抗科學。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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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認為不信國教派是少數，但也有人認為他們是主流。這些證據的模稜兩可，造

成了對立的爭議性解釋。像是 Locke 與 Priestley，雖然都主張博雅自由學科與思

考，不過提到希臘文跟拉丁文時：「是最棒的語言，一個人若沒有去學習的話，

他將是這世界的陌生人。」結果就是在這時期間有關博雅教育性質有許多不同的

解釋。比較持平的說，大學是反對博雅自由學科進入的，就像兩三個世紀前的文

藝復興人文學科一樣。 

 

    在新哲學與新科學對於學校的態度方面，像是 Bacon 是站在機構之外反對學

校的學究氣與成見。Hobbes 認為牛津的亞理斯多德主義很無聊而希望大學中教

的是他的而不是古人的東西。Descartes 也沒有發現古人作品或機械式的三段論

對於追求真理有任何幫助。Locke 則認為大學中的論辯都是沒有用的（125）。 

 

    這些新的哲學家也都批判奉希臘與拉丁書寫為圭臬的觀點，他們並不輕蔑方

言，Descartes， Rousseau， Voltair 都用法語撰述重要著作，Bacon， Hobbes， 

Locke 與 Hume 用英語寫作，Lessing 與 Kant 用德文。他們也都批判迂腐的古典

文學教學方式，由 Bacon 與 Hobbes 所主導的 17 世紀末的倫敦皇家學會就指責

了 Cicero 主義與經院主義的修辭理論，而發展一種建立在反對所有做作修辭的

單純化寫作取向。18 世紀的英國，這些活動再度貶低了 Cicero 的五股文修辭，

新哲學家們根本就反對博雅學習的辯論概念，雄辯與智慧的結合因此更加沒落了。 

 

    17 世紀中葉時，這些無神論者、實驗家、現代主義者以及哲學家們，基本上

都是在教育機構之外工作。直到 17 世紀末，科學家通常都是接受贊助的個人工

作室（126）。慢慢的，正式的機構開始用科學社群的方式來支持這些新的哲學。

包括了 1622 年的倫敦皇家學會，1666 年的法蘭西科學院，以及柏林科學學會。

不久之後，期刊也開始發行。1682 年，Leibniz 創設 Acta Eruditorum。在荷蘭，

也誕生了其他的期刊，這些 17 世紀的努力成為 18 世紀與 19 世紀同樣工作的典

型。 

 

    在這時候，大學開始沒落。18 世紀初時，神聖羅馬帝國將近三分之二的大學

感染到經院哲學衰敗的氣息，改革的希望就落在 Halle（1694）、Gottingen（1734）、

Erlagen（1743）大學之上。法國的經驗也沒什麼不同；英國在 1660 年查理二世

復辟之前，有些向新哲學開放的證據，但到 19 世紀時，牛津與劍橋又回到了經

院人文主義的傳統。大學不僅排除了很多英國科學家的著作，也排除了古典學者

中最好的著作（127）。這樣的論斷並不是說英國或歐洲必須分成「古代」與「現

代」兩塊，當然這樣的二分法是很容易招致批判的，但是這也清楚地說明了批判

與懷疑的哲學在早期現代時也被稱為是「博雅教育」。 

 

    主要的理由可以在 Spinoza 的觀點中發現，他認為由教會控制的教育機構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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縛了智識的自由，神學教條無法鼓勵教士們去懷疑。但像是牛頓及波以耳，他們

擁抱信仰，而且堅信理性科學和宗教真理是可以完全一致的。從伽利略到 Spinoza

再到 Locke，批評反對新哲學的聲浪不斷。從 16，17 到 18 世紀，這些反抗繼續

存在於文法學校與大學之中，無數的學者都在維護既有課程與組織結構。 

 

    大學的反抗也不全然是消極的。傳統的解釋認為，大學有足夠的力量透過教

會來譴責新哲學與自由思想家，但這樣的說明也受到挑戰。牛頓出現在劍橋，就

常被用爲反對的意見；18 世紀時 Descartes 的教科書就看其在大學的衰退程度而

獲得官方認可（128）。同樣的衝突解釋也可見到在 Locke 的《人性悟性論》一書，

在牛津與劍橋都是被學生與教授所熟知與閱讀的著作。 

 

    在這些課程材料之外，大學當中不同智識運動的角色同樣是模棱兩可的。在

17 世紀後半葉，劍橋的柏拉圖主義者攻擊了 Hobbes 的唯物論與 Descartes 的機

械理性論以及數理模型的世界觀。從劍橋大學的內部，柏拉圖主義者捍衛了唯靈

論觀點的世界觀作為基督教道德的基礎。因此，他們似乎是新哲學的批判者。然

而，他們也被認為是「折衷派」與「不拘泥於教義」相對寬容的學者，因為他們

認為理性與信仰是可以相容的。接下來，蘇格蘭常識哲學家們（Scottish Common 

Sense philosophers）強烈反對 Berkley 與 Hume 的懷疑論，而認為哲學必須建立

在關於世界的確定假設之上。常識學派的許多成員如 Thomas Reid 與 George 

Campbell 等人在蘇格蘭大學中都是榮譽講座，他們與接受國王金援與牛津博士

的 James Beattie 結盟，一起攻擊 Hume 的觀點。但另一方面，Reid 與 Campbell

卻將邏輯學從經院主義與人文主義修辭學中剔除，並將其與科學探究放在一起，

Reid 因此也被視為是促進啓蒙運動的折衷者。 

 

    儘管有這些模糊性，最後必須說的是大學相當反對自由思想與新學習。改革

計劃並不是來自於大學內部，既使有些教授知道新哲學的優點。在 1765 年的劍

橋，（129）被普遍認為在科學與數學成就上遠遠超過牛津，但有一位教區主教，

Richard Watson 依然被任命為化學教授，稍後他表示，他根本不懂化學，也從未

接受過任何有關的訓練。 

 

    義大利大學首先擁抱這些新的學習，而居領導地位的是荷蘭的大學，那裡政

治與宗教都比較中立而能促進貿易活動。這都回應了 1660 年查理 II 復辟

（Restoration）與 1689 年革命後蘇格蘭大學中對於新哲學的興趣。比起英國而

言，進入蘇格蘭大學的很少是精英，而是更多的中產階級與貧困子弟，且英國科

學家畢業於蘇格蘭大學的比例在 18 世紀時逐步上昇。但是甚至在這些相對進步

的環境中，對新哲學的興趣相對地卻很少影響到博雅課程。這些博雅課程第一年

在辯論家與修辭家指導下學習拉丁文與希臘文文法與文學，第二年增加邏輯與基

礎數學，第三年再增加倫理學，第四年則是複習與些許的自然哲學與形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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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格蘭與荷蘭的大學深刻地影響了其他一些團體，像是「不信國教派」

（Dissenting Academies），他們享有提供現代與進步教育的名聲。事實上，一位

歷史學家指出，現代博雅教育的種子，是由這些不信國教派學者在荷蘭與蘇格蘭

教育中的「博雅理念」肥沃土土壤中所洒下的。（130）然而，在 1670-1720 間的

學術發現起始期，不信國教者大多還是跟隨著他們被排除在外的牛津與劍橋德教

學模式進行。一直要到 18 世紀，數學和實驗科學開始在這些學術圈中取得地位，

這些博雅—自由學科才不再被視為是「博雅教育」的一部份，而一直要到 18 世

紀下半葉，「博雅」教育的意義開始產生一種「隱約而顯而易見的轉變」。 

 

    英國其他教育機構幾乎沒有任何變化，研究新學習的大學講師從未獲得官方

的認可，博雅自由學科的教學通常都是私人贊助而不是由大學或學院所捐助。

Gresham 學院就是這種典型的學校，它並不提供學位且位於倫敦，遠離劍橋與牛

津這兩校。相對的，由 17 世紀後半葉的牛津教師 Thomas Barlow 所著的《指導

年輕學者》就闡明了學術與人文研究的混合實際存在機構中，即如同樣任教於牛

津的 Obadiah Walker 所寫的《年輕紳士的教育》。後者討論有關紳士的標準，在

1699 年就重印了至少六次，批評了過度對科學的熱情，會將「精神的自由」（liberty 

of spirit）定義為寬宏大量而不是從束縛中解放。（131） 

 

 

 

 

 

 

 

 

 

 

 

 

 

 

 

 

 

 

 

 



61 
 

Ch. 5 Emergence of the Liberal-Free Ideal (II) 

導讀人：楊洲松老師 

 

    當時的博雅自由學科（liberal-free subjects）往往是以私人收費的形式提供教

學，這種私人教學的做法（tutor’s approach）類似早期 Sir Philip Sidney 主張的教

學形式，也就是將「博雅」視為是培養紳士與”liberal arts”的「紳士教育」。某些

不同於一般大學的獨立學院，提供整合科學與現代語言之課程，而其博雅教育則

仍堅持以 Cicero 或 Aristotle 的著作為主。1721 年，在 Nathan Bailey 出版了第一

版的《英語詞源字典》（Etymological English Dictionary，在 1802 年發行了第 30

版，更被翻譯為德文版），根據這個字典的字源分析，博雅教育是和”polite society”

直接聯結在一起的。 

    在 19 世紀初，牛津對授予 B. A. 要求必須通過人文學科（humane literature）

的考試，至於要求能夠使用希臘文或拉丁文寫作也是常見的事。由此可知，這種

對於人文學科極度重視的狀況，牛津與劍橋當然都是如此。對照德國的新人文主

義（neuhumanistishce）的發展，「人文主義」一詞第一次出現在英語世界時（p.132），

由於對希臘或羅馬時代著作的重視，這種主張和英國的效益論和科學訓練形成對

比。在大學以外的其他學校，像是文法學校，這些學校重視文法學習與語言的使

用，授課語言並不使用當時常民的通用語，而是使用希臘文或拉丁文等古典語文，

這使得希臘與羅馬時代的作品閱讀變成博雅教育的一環。與此同時，若將目光轉

到美國，早期美國的學院發展自然受到大西洋彼岸的英格蘭教育影響，像是 New 

Haven College 便反映當時美國大學發展的一般狀況。不同於實驗科學與「現代」

學科，New Haven College 這一類學校仍堅持博雅自由的傳統理想。時至今日，

近幾十年來的美學大學本科教育已從傳統博雅自由立場，轉向修正式或更現代性

的常民化趨向。縱使如此，美國移民時期建立的九所大學，它們仍未完全排科學

性的學科課程。 

    William & Mary（創校於 1963 年）於 1711 年設立全美第一個數學與自然哲

學講座，在五年之間其他五所大學也陸續設立（p.133）。[各校開課者與課程詳見

p.134 第一段]New Jersey 學院與後來的普林斯頓成為兩個重鎮，它們將影響力擴

及所有移民時期學院，特別是對長老會創立的學院影響更大。儘管有些群體的主

張會帶有某種反智傾向，但是，當時呈現出兩種主流：一方面，鼓勵教育朝向多

元化與多樣化發展的力量。另一方面， 出現一股反對學院派或蘇格蘭大學過度

眷戀博雅自由學科教學的批評聲音。由於普林斯頓前四任校長的立場仍偏向學術

性人文主義（scholastic-humanist）的課程，致使課程的種類仍未被擴展。直到

Witherspoon 担任校長期間（1768-1794），情形才有了改變，像是在 1771 年設立

數學與自然哲學教席，後來更開設地理、歷史、天文與法文等課程。與此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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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tgers或皇后學院等學校則是直接以New Jersey做為發展的模型。在Columbia，

雖然受到新學習概念的影響，但有時在教材中仍不免會使用笛卡爾或洛克哲學，

更將「觀察與實驗」逐步納入自然哲學的課程之中。（p.134）有別於傳統的教育

創新日益受到重視，Benjamin Franklin 於 1749 提出關於賓州年輕人的教育計畫，

他主張應重視課程的整合，更強調自然哲學課程中應注重實驗儀器的使用。此外，

在 1751 年提出具有反古典教育意涵的「英語學校的理想」（Idea of the English 

School）之中，他更倡導白話文（即日常語言）的學習。總體而言，新學習的想

法越來被接受，更變成一股運動，如同後來的 Benjamin Rush 受聘美國第一個化

學教授，便是此一趨向的證明。  

    前述發展清楚描繪「新學習」在移民時期課程日漸被看重的變化，歸納的方

法凌駕演繹方法；倫理學取代了神學；英語也比拉丁語來得更普遍。伴隨這個變

化，教學教授的專業分工以及學系化也就會是自然而然的，好比原先以拉丁語進

行的學術論辯，在新學習的影響之下，對比以英文進行法庭的論辯的情境，兩者

間的不同便可以清楚被勾勒出來。（p.135）面對新學習所造成的影響，緊接著的

問題自然是它能否被視為「博雅教學」的一部分？我們對於「新學習」的印象總

是受到現代論者詮釋影響，相較之下，新哲學或啟蒙觀點對於移民時期學院的影

響是較小的，它們更與哲學傳統的復興大相逕庭，也就是說，有關透過吸納基督

教目的來延續學術人文主義發展的想法，這根本不會留意新學習的議題。 

    透過歷史學者對於脈絡的進一步詮釋，差異被可以被清楚掌握。像是以

Frederick Rudolph 的紀錄為例，從 1642 年與 1764 年的課程對比便可看出其間的

變化，在 18 世紀中葉所教授的科學知識之中，這些知識是前一世紀教師未曾修

習的，但是教學與各種能力受到新發展的影響卻相對較小。美國社會的移民菁英

很早就被聘入倫敦皇家學會，這當中也包括一些移民的教育家，諸如 Increase 

Mather7與 John Winthrop8，然而學院本身卻將追求知識的任務交給美國哲學學會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這種外部機構，這個學會是由 Benjamin 

Franklin 籌組，在費城也有一個以推動實用知識為目的的社群，兩者於 1769 年合

                                                      
7Icrease Mather(1639 年 6月 21日-1723 年 8月 23日)是馬薩諸塞灣殖民地和馬薩諸塞州

（現在的馬薩諸塞州）早期歷史的重要人物。他是一個清教徒神職人員，也參與殖民地

政府工作以及哈佛學院的教育行政工作。與他相關最著名的事件是薩勒姆女巫審判案

(the Salem witch trials)。 
8John Winthrop(1588 年 1 月 12 日-1649 年 3 月 26 日)於 1629 年時因清教信仰被剝奪公

職。Winthrop 是一位律師，畢業於劍橋大學，並為擁有土地的貴族。他購買了新成立的

馬薩諸塞公司的股票，而該公司年初獲得了在新英格蘭開辟殖民地的特許狀。Winthrop

普表示如果公司能夠把理事會遷到美洲，成立自治殖民地，他願意出賣自己在英國的土

地，舉家搬到馬薩諸塞。那些不贊成建立契約性社群的股東，於是轉讓個人股票。在 1629

年率領一批清教徒前往新大陸並成立馬薩諸塞灣殖民地。他在 1630 年 4 月 8 日被選為

殖民地總督，在 1631 年到 1648 年之間共 12 次被選為總督。他以著名布道辭「山上的

城」（真正的标题是「基督徒慈善的典范」）而著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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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在兩年之後，該社群成員包括 248 位移民精英與歐洲人，到了該世紀結束前，

會員快速增加至 650 人。而在同樣的時間，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則是在波士頓創立。這些美國的學術機制旨在追求啟蒙以來博雅自由的

精神。簡言之，有關科學或實驗的方法在業餘愛好者之間廣為使用，但是在學院

內部的學術研究者與專業科學家並未如此。（p.136）  

    醫學院教授的狀況看來應是例外，絶大部分人都是到移民地以外地區接受醫

學訓練。事實上，在一份針對 210 名於 1750-1800 年之間任教者的分析，其中有

124 個是列名於美學各學院的教授，再區分出任教醫學科背景者，其中就只有兩

個人是在歐洲受教育。縱使這些地區和費城一樣都有不錯的醫學院，但是科學性

的活動總是在美國哲學學會進行，而較不會是在學院內部。做為美國哲學學會根

據地的費城，形式上更應如此。然而，在這一分研究的 124 個教授之中，大部分

人來自費城學院，但卻只有 15 個人加入美國哲學學會。同樣情形也出現在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Fine Arts，成員中具有學院教授資格者也只有 24 人。 深究

其原因，這並不是只是單純不參與而已，其實是受到當時教派學院對於新批判哲

學與實驗方法的攻詰，甚至更主張科學發現可以成為自然神學一部分的影響所致。

透過這樣的轉變，原先存在於 17 世紀晚期到 18 世紀初期學院對宗教神論的責難

於是找到了一條出路，而這也才能契合人類應籍由理性來證成，而非仰賴宗教信

仰來證成的態度。（p.137） 

    從新英格蘭轉到舊的南方各州（the Old South），古典課程及其傳統仍被堅持

著。事實上，有證據指出在 18 世紀中葉，人文古典的學習仍在增加之中，特別

像是 belles letters9－如演說、歷史、詩與文學等，仍主張以教育來灌輸品格與道

德。這些學科的學習仍屬於精英教育形式，教育的目的宛如只是為了自身門面的

裝飾，Daniel Calhoun 於是乎說：對於許多移民時期的學生而言，博雅教育並未

提供任何社會需求的實際功能。學過希臘文、拉丁文或哲學，或者是上過高等學

校，這些都只是聲望或教養的標誌而已。 

    除了神學之外，大學入學新生必須用他們所有時間取得希臘文的能力資格，

進行符合拉丁文文法的演說，另外還要學習算術。大學二年級除前述學術外，要

開始學習修辭學以及本土的 belles-lettres，同時也要學習邏輯、進階算術與代數。

到了三年級，除了持續修習拉丁文、希臘文與修辭學，還要通過代數、幾何， 可

能還要學習三角學或「微分」（fluxions）。（p.138）到了大學四年級，必須檢核前

三年學習，並開始學習形上學，最後才能修習學位取得的課程，也就要向學校校

長學習道德哲學，若時間充分，更會讓學生在春季課程時學習自然哲學。 

    與此同時，美國第一個數學與自然哲學講座於 1711 年時在 William & Mary

                                                      
9從字面上看，belles-lettres 是一個法語短語，意為“美麗”或“精緻”的寫作。 因此，在這

個意義上，它包括所有的文學作品，尤其是小說，詩歌，戲劇或散文，因為它們的審美

品質和風格和語氣的原創性。 因此，該術語可以用於一般性地指代人文學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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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然而，當時第一個講座的職務並非固定職，後續的講座也可能只能教一個

班級一年或兩年，然後就要再另謀應聘的機會。在哈佛，Isaac Greenwood 教授則

是開授了 16 個講次的自然哲學。他的接任者，John Winthrop 講述了包括槓桿、

滑輪、傾斜平面、螺紋、楔形、重力、吸引力和內聚力、運動定律、磁力、電學、

流體、光學、天文學或機械等三十個講次。若與哈佛相較，耶魯的教育就顯得較

為保守。一直到 1790 年，New Haven 才開始有關於三段論證的爭論， 儘管牛頓

也出現在耶魯創校初期的課堂之中，在 1770 年代的學生仍未對牛頓的自然科學

理論抱有太多興趣。[同樣的狀況也存在於國王學院]，學校多仍堅持傳統經典課

程以及”polite learning”，自然哲學與數學都被極度忽略。（p.139）就 College of 

New Jersey 而言，當時的校長 Aaron Burr（1748-1757）也設了古典導向的課程，

這套課程是以七藝（septem artes liberales）為架構來區分。隨後兩個繼任校長仍

維持這一個課程架構，只有增加部分英語相關的課程。College of New Jersey 以

及鄰近的學院，大抵都未倒向啟蒙的學科。 

    不論是從 Benjamin Franklin「英語學校的理想」（Idea of the English School）

之教育計畫，或是者 William Smith 的 College of Mirania，我們是可以找到許多

「博雅」與「進步」的理念，許多歷史學者也將此視為是具有現代意涵的博雅學

科。在 Franklin 的教育計畫中雖未關注「博雅教育」，但是他仍給予所謂「最具

裝飾性學科」與「最具實用的課程」同樣的地位。他認為我們不一定非得要反對

希臘文與拉丁文不可，更讚許它們是兩種意涵豐富具有美感的語言。博雅教育的

目的有助於勇氣、堅毅和男子氣慨等足以展現尊貴、紳士、好教養之良好品格的

養成。從這樣的立場可以看出，希臘文、拉丁文法以及其它古典作品的學習仍被

視為所謂「博雅」的核心內涵。（p.140） 

    William Smith 的 College of Mirania 也是同樣的情形，它是可以被看成進步

博雅教育（progressive liberal education）的先驅者。在 1756 時，Smith 在他担任

教務長任期內，參照費城學院實際施行的三年期課程，他公布了許多更具一般性

的課程。鑑於英語學校並未直接關注博雅課程，他因而未再提及類似英語學院的

主張。相反的， 他關注當時學術性人文課程在型塑青年人的教育作用。從這個

例子來看，當時移民時期的學院雖然都受到最具科學性或進步性的影響，但是有

關”liberal education”一詞仍然是在古典語言與文學作品的範疇之下使用，也就是

遵循著 oratorical tradition. 

    革命帶來了改變，事實上，革命點燃了啟蒙對於美國的影響，特別是對教育

的影響，也同時弱化了原有受到英格蘭的博雅教育的聯結。革命領䄂滿懷平等、

自由、學習、進步、實驗與科學等想法。美國獨立運動的領䄂，諸如 Franklin， 

Jefferson， Rush， Adams， Paine， 他們的想法都深受 Adam Smith、洛克、盧

梭或 Helvétius10等人的觀點的影響。一點也不令驚訝，啟蒙精神當然也帶動對於

                                                      
10Claude Adrien Helvétius(1715 – 1771)，18 世紀法國哲學家，辯論家。他資助過一些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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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與權威的挑戰，對於紳士德性或古典教育也開有了異見。結果當然不難想見，

革命可以被看成是催生了美國博雅自由的理想（the liberal-free ideal）。（p.141） 

    共和黨人共同關注自由、平等、個人主義、追求知識以及技術進步等，而他

們提出來的教育主張卻未直接對抗 oratorical tradition。由於 Benjamin， Rush， 

Noah Webster， Robert Coram 以及其他先賢共同勠力建立的國家教育體系，具有

七藝特質的教育理想仍極為明顯。Jefferson 的”aristoi” 確實是從有德性紳士傳的

傳統而來，而他的普遍教育計畫更是調合了 democracy 與 civility，他想法當然是

和華盛頓的告別演說想法一致。簡言之，建國先賢提出調合”civility liberalized”的

辯證性，美國當時雖然仍重視希臘與羅馬等古典著作的閱讀，但如何與革命後的

思潮相容？這便是美國在革命時期的進一步發展。事實上，從”liberal”一詞的語

義內涵的變化是可以看出傳統與革命價值之間的關係，早期對於 ”free”

或”unrestrained”等詞的使用是帶有貶意的。相對而言，宗教的角度卻是以具有讚

許之意來使用”liberal”一詞。隨著自由派的發展，正統教義的宗教勢力日益被弱

化，”the liberality of liberal Christians”也就成為被批判的焦點。就教育而言，在

Cato’s Letters 的系列文章中（特別是第 71 號：”Polite Arts and Learning naturally 

produced in Free States and marred by such as are not free”）；像化學家 Joseph Priestly

也提出”a man’s great object be the pursuit of truth and the practice of virtue.”，顯見

企圖兼顧”artes liberals”和”liberal-free”的想法是已逐漸成為主流。 （pp.142-143） 

     在美國，有關”artes liberals”和”liberal-free”兩種理想之間的對抗，於 1795

年就有美國哲學學會論文贊助競賽的得獎論文處理此一議題。該篇作者 Samuel 

Knox ＆  Samuel H. Smith 以”the best system of liberal Education and literary 

instruction adapted to the genius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為題，他們

表達對於古典作品與現代學科的同等敬重，認為兩者都有其價值，可以涵育人民

的品格，同時也可以鼓勵人們追求知識，透過自然科學與科技的學習，這將可以

創造出更多閒暇時間，讓人民可以更優雅具更具反省能力地過生活。（p.144） 

 

 

 

                                                      

蒙哲學家。他的快樂論，教育理論和對倫理學宗教基礎的抨擊使他聞名於世。他的哲學

名著“論精神”(De l'Esprit)(1758)一經出版立刻在主流社會中聲名狼藉，因為這部著作攻

擊了一切以宗教為基礎的道德，該著主要論旨：人類不過有五 種感官，其唯一的動機

就是求樂，避苦：所有人類的行為(包括自我犧牲)都可以自解謎。這個英文於 1759 年倫

敦出版，成為該時代最被廣範閱讀的作品。 他的其他作品包括“論精神”和“論人”(De 

l'Homme，出版於死後的 1772年)。盧梭，霍布斯，孟德斯陀對其思想均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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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5 Emergence of the Liberal-Free Ideal (II) 

導讀人：游振鵬老師 

 

PP.144-146 

    另一方面，承繼博雅學科的路線亦出現一些分歧，例如 1779 年 William and 

Mary 大學的課程改革、Columbia 大學 1784 年的計畫，尤其著名的是，Princeton

大學教授 Samuel S. Smith 嘗試在課程中引介更多的科學與當代研究，而美國部

分的州的大學，如 Georgia 大學（1785）、North Carolina 大學（1789）、Vermont

大學（1791）、South Carolina 大學（1801）、Ohio 大學（1802），也以平等主義

（egalitarianism）為名，導入類此課程。 

此即「文化的民族主義」（cultural nationalism），如同美國開始提升科學，期

能與歐洲並駕齊驅。一些歷史學家發現，美國科學人員在 1815 年後逐漸致力於

追求知識，1820 年代被稱為大學中科學旨趣革命（revolution）的時代，及至 1830

年代，盛行「自由學習」（free learning），在這之後的 20 年間被視為美國科學與

學術專業化的關鍵時期。同時，博雅教育的解放（liberalizing）精神也影響 19 世

紀上半的大學課程，這包含 R. F. Butts 所描述的 15 個例子。 

    1835 年有幾位年輕學者從德國大學留學返回 Harvard 大學，並在 19 世紀前

期將自由探究的態度加以流傳，此一美國高等教育的未來模式亦落腳於德國大學，

諸如教師的學系分化、講授式教學、學生選課制度、以現代語言教學、學生依能

力和進度分年級/分組等。 

 

PP.146-150 

    另一方面，德國教授前往美國任教也帶來一些創新作法，如：Francis Wayland

在 Brown 大學將實用的、科學的研究引進大學課程；同時，1852 至 1863 年間，

Henry P. Tappan 在 Michigan 大學嘗試引進德國大學的自由研究模式。這些努力

讓學術標準經由書寫測驗的引入、年級系統的限制、及大學入學要求的擴大而有

所提升，至於大學入學要求的擴大則包含地理、英文文法、歷史、幾何學等，此

引領新教科書的出版，如：通用文法、新/實用英文文法。 

    科學學科與課程改革是在 19世紀上半引入美國的大學，除了教育機構之外，

科學社群亦推波助瀾，因而在 1848 年成立美國科學促進會（American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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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另於 1862 年成立國家科學學會（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也出現許多科學期刊，如在 1818 年刊行的美國科學與人

文期刊（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s）。在歐洲，類此活動係由學習

社群發起，主導知識的批判性追求，教育機構會尋求與這些社群合作，但這類活

動的發起有別於博雅學科的院系，亦即，是在醫學院（medical schools）或是科

學院（academies）。大抵而言，科學院並不會在博雅學科上有所創新。 

    Rutgers 大學的課程是由古典文學（classical letters）所主導，同時留小空間

給數學、形上學、自然哲學。同樣地，1830 年代的 Columbia 大學、Brown 大學、

Pennsylvania 大學也是類似，皆在古典學科興盛之際，亦額外要求修習數學、英

文、幾何學、歷史。 

    有關改革創新的個案方面，Eliphalet Nott 在 Union 大學對於可修習的學科範

圍有重大影響，然對博雅教育的實質影響較小；James Marsh 在 Vermont 大學開

放選課制度，但學生必須在完成必修的古典文學學分後，才能修習博雅學科。在

Virginia 大學，學生可選擇自己要修的學科，到了 1831 年，該大學在博雅學科學

分上已採行一般約定成俗的要求。Jacob Abbott 計畫提供無古典語言的學士課程，

惟並未在 Amherst 大學實現；Amherst 大學成立於 1821 年，旨在為虔誠且有天

分的貧窮年輕人進行古典教育（Classical Education），也是為了培育基督教的牧

師。即便在 Harvard 大學，因該校總是有些不同於主流的美國大學，受到 19 世

紀初期上帝一位論（Unitarianism）的影響，且朝向自由研究、個人研究、追求知

識的德國模式，所以在當時對博雅教育的影響相對較小。 

 

PP.150-154 

    而這在 1828 年《耶魯報告書》（the Yale Reports）出現後有了轉變，該報告

書係由三篇文章所構成，主要在回應當時對 Yale 大學應該改變課程及刪除古典

語文的提議：第一篇是由 Jeremiah Day 校長所撰，闡述並為現行課程辯護；第二

篇是由古典文學教授 J. L. Kingsley 所寫，探究、辯護希臘、拉丁文學的教學；第

三篇是由Gideon Tomlinson所撰，採用先前Yale大學治理團（the Yale Corporation）

11的見解。《耶魯報告書》本身的影響，加上大學校長從 Yale 大學畢業的比從其

                                                      
11 The Yale Corporation is the governing board and policy-making body for Yale. 

Compared to the governing boards of oth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  the Yale 

Corporation is small and plays an unusually active role in university governanc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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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大學畢業的多，使得此報告書更形重要，且彰顯古典文學是博雅教育不可或缺

的基礎。 

    Kingsley 論證，倘若 Yale 大學的學士課程全然是現代學科，那麼博雅教育就

名存實亡，況且全世界也不會承認現代學科即為博雅教育，蓋因古典學科能提供：

1.對文雅/自由公民（liberal citizen）而言，品味與喜好的合適發展；2.心智能力的

適度運作。 

    至於 Day 的論證如下：首先，Day 立基於演說家傳統（oratorical tradition），

認為古典文學能陶成既具有寬廣、自由觀點，又優雅的紳士，層次較僅擁有財富

者為高。其次，博雅教育的演說家傳統符應了 19 世紀流行的心智訓練（mental 

discipline）概念，亦即博雅教育能訓練人的心智，擴大其能力並儲存知識。 

    Thomas Reid 的共通感哲學（Common Sense philosophy）植基於官能心理學

的心智訓練理論，持經驗論的懷疑主義，主張人出生時的心智並非白板（a tabula 

rasa），而是具有基本、共通真知的內在結構，此即人類理解、原初判斷的基礎，

稱為人的共通感（common sense of mankind）。Reid 試圖拒斥 Hume 的懷疑論，

同時辯護古典博雅學科，Reid 的論點為《耶魯報告書》關於去除博雅教育的回應

提供知識論基礎。 

    心智訓練理論的興起，致使美國提倡人類經典的教學，此為博雅學科的特徵，

但開始從古典走向博雅自由的理想（liberal-free ideal）：一方面，因為是立基於心

智訓練理論，其教育會較強調智力的訓練，而不是高貴德行的培養。另一方面，

博雅教育對古典文學的辯護固然可以提升民眾自由與平等的素養，惟將古典文學

教給年輕學子，他們難以恰當地欣賞其內涵。 

    影響所及，德國大學亦從博雅學科走向博雅自由的理想，因其大學本身的古

典學術取向，逐漸由對經典的模仿，朝向經典文本的歷史、語文學研究。是以，

古典哲學傳統在這階段有所提升，古典學科開始認可專門化的研究。 

    美國南北戰爭時期的博雅教育較為單純，現代學科（如：經驗性科學、高深

                                                      

Yale Corporation has nineteen members：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versity， who chairs the 

Corporation; ten successor trustees， who elect their own successors for up to two six-year 

terms; six alumni fellows， who are elected by the alumni for staggered six-year terms; and 

the governor and lieutenant governor of the State of Connecticut， ex officio. The senior 

fellow of the Corporation presides over the body in the president’s absence. The Corporation 

meets at least five times during the year and occasionally in special session. It has 12 standing 

committees that also meet regularly throughout the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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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等）並不在南北戰爭時期的學院（antebellum college）中開授。如同歐洲在

文藝復興和科學革命時期一般，美國在南北戰爭時期也有一些新的機構成立，如

科學學會、科學院、大學預科（lyceums）12、學生會（student literary societies）

等成立於正式課程之外。 

 

PP.154-156 

    另有一些個別的例證：以 Harvard 大學這所非傳統的（unorthodox）大學而

言，1825-1860 年間會抱怨古典文學及其背誦；Columbia 大學校長 F. A. P. Barnard

在 1856 年宣稱，現代語言及科學是不需要的，因為他們就像古典文學一般無法

訓練心智。 

    Dartmouth 大學會融入現代學科，如地方語言、自然科學等，成為博雅教育

的一部份。因此，1850 年代的 Dartmouth 大學，其課程的四分之一是希臘與拉丁

文學，四分之一是修辭學與美文學（belles lettres），另四分之一是歷史、道德哲

學、神學，最後的四分之一是數學、物理學、天文學、幾何學，而教學法包含吟

誦、朗讀、論辯。 

    現代語言及科學較不為博雅教育所接受，然而南北戰爭時期的博雅自由學科

則提倡實用與技術，1862 年捐地法案（Morrill Land Grant Act）即可證明受其影

響。另一個刺激博雅學科理想進行修正，並促進博雅自由理想的因素是 1859 年

Charles Darwin 的《物種源始》一書。事實上，Thomas Hill 在 Harvard 大學的演

講主張古典文學與科學都重要，因為博雅教育是在傳遞文化，而不是基督教神學

與基督教道德。 

 

 

 

 

 

                                                      
12 The lyceums， mechanics’ institutes，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s flourished in the U.S. 

before and after the Civil War. They were importa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adult education 

in America. During this period hundreds of informal associations were established for the 

purpose of improving the social， intellectual， and moral fabric of societ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echanics%27_Instit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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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6 Confrontation in America of the Ora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Traditions (I) 

導讀人：陳伊琳老師 

 

導讀者說明：本章[前半]從歷史發展觀點，追溯 1860-1945 年間（內戰至二

戰期間），博雅教育的意義在美國歷經轉變，確立了博雅教育「解放—自由的理

想」。此轉變與德國大學的專精化研究、學術科系部門化、德式教學法（講課、

討論、實驗）引入美國，美國 Harvard 大學校長 Eliot 倡導的自由選課制度息息

相關。 

 

演說雄辯的傳統與哲學傳統在美國的對壘 

（confrontation in America of the ora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traditions） 

 

幾乎我所能確定的是，博雅技藝（liberal arts）原初根本就不是我們所了

解的技藝（arts）；也非現今意義上的自由的（liberal）的意思。……它

們之所以是自由的，是因為它們構成自由民（free men）或紳士的教育，

對比於由奴隸發展而成的粗俗的技藝（craftsmanship）。……取而代之的，

我們逐漸強調並非原先所欲[強調的]另一項特質，但此特質卻總是很容

易地被寫入「自由的」這個字裡面。我們說，博雅技藝乃是解放的技藝

（liberalizing arts），這些學習能解放心靈（liberate the mind），並將心靈

置入奇特且誘人的追尋旅程中。─Alfred H. Upham （Miami 大學校長） 

 

 1944 年 The American Scholar 論壇上，John Dewey 說「最近關於博雅教育的

討論中，沒有比這更醒目的：廣泛且似乎自動的使用解放（liberating）一詞作為

是自由/博雅（liberal）的同義詞」。Dewey 的這項觀察描繪了在內戰（1861-1865

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博雅教育定義之變化的一般屬性。當然，更早之前，

美國的創建者已經論證，自由（liberty and freedom）的培養需仰賴適當地教育社

會公民與領導人。在 19 世紀上半葉，已經有人倡議將此「解放—自由的理想」

（liberal-free ideal）的特徵融入美國的高等教育。但是這些都並未廣泛地主張要

被稱作是「博雅教育」。只有等到美國內戰過後［即 1865 年之後］，「解放」與「使

自由」（freeing）的含意才獲得廣泛流通，例如 Charles W. Eliot 透過 Harvard 大

學選課系統（elective system）倡導「教育中的自由」（liberty in education），這引

發 Princeton 大學 James McCosh 尖銳的反對，「喔，自由啊！多少罪惡與殘酷以

汝之名以行之！」隨後，在實用主義（pragmatism）與進步主義（progressivism）

之風的吹徐下，在一戰期間與過後，「博雅教育」所具有的解放意涵到處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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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現象的一些例子如下：1842-1876 年間有關「博雅教育」或「博雅/自由文

化」的陳述有 27 條，相較之下，1909-1920 期間則有 40 條，而且意義轉變為「心

靈的深化與擴大」（the mind is deepened and broadened），直到它被「解放」

（liberalized）為止。類似的，1907 年 Louis Snow 關於博雅技藝的歷史指出，「自

1870 年起課程中學習的解放（liberalizing）與平等化（equalizing）實在是過於出

名而無需過多的評論。」1926 年，Hansen 在 Liberalism and American Educa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一書中為教育中的「解放」（liberation）喝采。1931 年一

項教師學院的研究以譴責的口吻問道「究竟文理學院（liberal arts college）組織

生活的精神就根本上而言是被解放的，抑或解放人的？」次年，Rollins College 校

長在《國家教育研究學會年鑑》（Yearbook of the 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ducation）中寫了〈解放博雅教育〉一文。Harvard 大學校長 Conant 隨後在 1930

年代也有類似說法。根據 Jacques Barzun 的說法，當時「一萬名畢業典禮的演說

者每年都解釋說博雅技藝乃是解放性的技藝」。直到 1944 年 Dewey 做出那番陳

述時，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據推測正在編輯「博雅教育有解放嗎？」 

 

 這些教育者大體上並不在那群倡導 the classical letters 的人之列。但即使是後

面這群人，當中包含 Irving Babbitt 與 Robert Hutchins，也都不能免於這個廣泛的

發展傾向—認為博雅教育具有「使人自由」（freeing）、「解放」（liberating or 

liberalizing）的意思。然而，主張閱讀經典讀本（reading classical texts）的人頌揚

博雅教育中的自由「始於紀律並導向自律」（begins with discipline and leads to self-

discipline）─持此論調者有 1939 年 Louisville 大學校長與 1941 年 Southwestern 大

學校長。因此，讚頌自由與解放的語言用法並不意味著有漸增的共識，反而是反

映出漸增的模稜兩可（ambiguity）。到了 1945 年，「自由主義者」與「保守主義

者」都運用這種語言來談論博雅教育，第八屆美國科學會議（American Scientific 

Congress）被告誡說「這裡必定有些混淆（confusion），但願（if only）是在我們

詞彙的用法上」。 

 

 那項混淆也擴展至辭源學（etymology）上，這項議題在 1930 年由 Miami 大

學校長所提出，他反對將此解放—自由的意涵（liberal-free connotations）附加在

「博雅」教育上： 

 

幾乎我所能確定的是，博雅技藝（liberal arts）原初根本就不是我們所了

解的技藝（arts）；也非現今意義上的自由的（liberal）的意思。……它

們之所以是自由的，是因為它們構成自由民（free men）或紳士的教育，

對比於由奴隸發展而成的粗俗的技藝（craftsmanship）。……取而代之的，

我們逐漸強調並非原先所欲[強調的]另一項特質，但此特質卻總是很容

易地被寫入「自由的」這個字裡面。我們說，博雅技藝乃是解放的技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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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eralizing arts），這些學習能解放心靈（liberate the mind），並將心靈

置入奇特且誘人的追尋旅程中。 

 

 其他也抱持著演說雄辯傳統的人，像是 Charles Diehl 或 Irving Babbitt 的弟

子 Norman Foerster 針對「自由的」根源意義也提供相同的觀點：提供給「自由」

民的教育。相反的，擁護解放—自由特性的人，像是 Paul Schilpp 或 Thomas Briggs

「試圖要從自由的根源意義來界定博雅教育：教育是要將個體從某物中解放出來，

或者朝向某物」。這場針對辭源學解釋上的小爭論預告了歷史上另一場較大的有

關「博雅教育」聲譽的論戰。就像國立青少年行政教育方案的主任在 1940 年喃

喃地說「難道不是每個人都想要參與博雅教育嗎？有任何人敢對任何自由/解放

的事物做出敵對的判斷嗎？帶著來自於描述傳統課程是由博雅學科所組成的口

頭上的優點，傳統主義者宣稱掌握有整個領土。」（p. 160） 

 

 1860-1945 年間底下這些發展誘使（tempt）人們將解放—自由的理想視為是

「自由主義」這個大型政治與社會運動的舷外支架（outrigger）：就像自由主義挑

戰保守主義在社會的影響力一樣，解放—自由的理想也與教育中的博雅技藝

（artes liberales）理想對峙。然而，解放—自由的理想與自由主義現象之間的關

係是很模稜兩可且間接的，所以，這樣的類比或許是有誤導性的。因此，在注意

到漸增的使用諸如自由、解放、解放主義等語言來談論博雅教育之後，所衍生的

模稜兩可在 1930、1940 年代達到高峰，現在讓我們回到內戰結束後［1865 年］

所發生的事件。 

 

 當前，談及 1860、1870 年代是「大學年代」的肇始或「新時代的開端」將

會招致批評，認為此舉詆毀了戰前學院（antebellum colleges）。然而，不論一個

人如何弄濁一池春水，河流的路線依然是很清晰的。在 19 世紀下半葉，美國高

等教育確實發生重大的變化。顯然的，人們可以誇大這項轉變，就像 Edward Shils

最近的說法—「Johns Hopkins 的設立[1876 年]或許是西半球學習史上唯一最具

決定性的事件」。Shils 確實是言過其實了，可考量以下這些事例：Yale 大學在 1861

年頒授第一個美國博士學位，Cornell 在 1868 年成立為一所世俗的（nonsectarian）

大學，Harvard 大學為 C. W. Eliot 舉辦校長就職，並且在 1869 年設立選課系統，

Michigan 在 1871 年投身於研究所研究（graduate research）。不僅有些美國大學早

於 Johns Hopkins（1876 年）設立，其他隨後很快就成立了：Clark 大學在 1889 年

設立，Catholic 大學在 1889 年成立，Stanford 在 1891 年成立，Chicago 在 1892

年成立。 

 

 美國大學發展的重要刺激物來自於德國。去德國大學進行訪學的美國研究生

與教授在回國後，傾心於專精化的學術研究、投身於純理論性的（speculative）

研究，最重要的是，他們在接待他們的機構所看見的自由氛圍。尤其是最後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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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Lehrfreiheit（依照個人的想望而教的自由）與 Lernfreiheit（依照個人的想

望而學的自由）令美國人印象深刻。這被視為「來自於探究的功能（the searching 

function），來自於假定知識不是固定的或最終的」，這項假定支撐理想化的德國

大學的所有面向，美國人視之為「致力於探求，以擴大知識的範圍，而非只是毫

無損傷地保存知識而已」。自然地，美國佬（Yankee）的機構要開始能夠接近這

項研究理想是需要時間的；有人甚至認為，早期的大學領導人，像是 C. W. Eliot

並未珍視或鼓勵研究或創新學術，雖然他們確實主張教育中要有質疑的態度

（questioning attitude in education）。然而，隨著時間過去，科學學門的成長、專

精化的出現、界線清晰甚至強化的學術科系的建立，也成為美國的一種模式，這

是跟隨德國的發展趨勢而來的。 

 

 G. S. Hall 曾經說過，研究「正是人類最高等的志業」（the very highest vocation 

of man），雖然 Clark 大學特別獻身於這項召喚，每一所大學都肯認研究的魅力，

並且採取它的各種方法。透過講課（lecture）、討論課（seminar）與實驗活動—這

些綜合起來是德國大學的創舉—逐漸地取代背誦（recitation），而大學生也開始較

大量地使用圖書館，比起以前所允許的一周 2-3 小時多得多。同時，業餘研究者

將研究職業交給專業人員，後者在大學裡進行教學與研究。這些變化也受到美國

的效益倫理所鼓勵，因為研究的理想承諾能提供比起傳統更多的物質回饋。然而，

更大的激勵來自於對「科學」的獻身，這個字的使用在 19 世紀下半葉顯著地在

每個學術研究領域中增加—結果導致「科學」的意義搖擺不定（vacillate），它通

常指稱主要是演繹的事業，或從經驗資料中進行歸納的事業。19 世紀晚期對於

「教育科學」（a science of education）的尋求也正顯示這些趨勢。 

 

 科學研究[科研]的追求也促成[美國大學]對於專精化（specialization）的投入，

甚至凌駕於德國大學對於專精化的追求。專精化在 1866-1918 年間成為美國科學

社群（American scientific societies）的關鍵特徵，專精化也激勵大學生「主修」

與「輔修」的發展，這與研究所依據專精的學術領域所進行的部門化

（departmentalization）相符。Yale 大學過去在 1840 年有 8 個科系，Michigan 的

學院有 5 個，Illinois 也有 5 個。到了 1905 年，它們的科系數量分別是 22、32 與

12 個。同時，早在 1880 年，Columbia 的政治科學院創始了「超級科系」（super 

departments）或學院（schools）。從這些專精化科系的發展而來的是漸增的博士

學位數量。1870 年以前，美國博士學位（non-medical doctorates）頒授總數為 16

個。但在 1880 年單一年，就頒授 54 個；1890 年 149 個；1990 年 382 個。 

 

 雖然這些有關學術價值、方法與組織上的發展組成了大西洋兩岸的大學—這

些變化對於美國的文理學院（liberal arts college）卻是極為困惑費解的（highly 

perplexing）。就像一位學者所寫的，他在德國進行學習，而後返國在 Amherst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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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13任教，在介紹國外的教學方法過後，他只能被迫退出（only to be forced out），

「我坦承我無法推測學院的終極處境為何，它既無法變成大學，也將不會是

Gymnasia14（德國文理中學/古文中學，為進大學做準備的中等學校體系）。我無

法看出有什麼理由他們將必須要存在。」這是有關組織結構的問題，這是學院必

須要面對的，以回應美國高等教育的變化。傳統主義者，像是 Yale 大學的 Noah 

Porter，傾向於將美國[博雅]學院與德國文理中學/古文中學（German gymnasium）

畫上等號，為的是要將新的教學法與課程排除在大學部教育之外。但是，這個文

理中學/古文中學的取向也可以像 Clark 大學與 Johns Hopkins 那樣，用來將學院

貶低成中等教育。因此，這對於獨立的學院（independent colleges）（它們並未與

大學聯合）來說是不具有吸引力的作法。 

 

 Harvard 大學最終走向相反的方向，將學院融進研究所（graduate faculty）裡

頭；而 Stanford 與 Chicago 則嘗試將學院分裂成兩年的文理中學/古文中學，以及

兩年的大學教育。與此同時，四年制的學院堅持視自己為「博雅教育」的保存者，

以與中學教育或研究所訓練做區隔。研究的倡導者，包含從 Johns Hopkins 的 D. 

C. Gilman 到 Princeton 的 A. F. West，並未質疑這過去曾經是他們的傳統角色。

然而，許多大學的創建者，像是 Chicago 的 W. R. Harper，警告說四年制、獨立

的大學教育的觀念將會逐漸被取代與消失。因此，有關組織性結構的辯論無可避

免地與學院怎樣看待自由研究與博雅教育的關係有關。 

 

 Cicero 在 De oratore15說，大雄辯家避免狹隘的專精化（這無可避免地導源

                                                      
13 Founded in 1821， Amherst college is a private liberal arts college located in Amherst， 

Massachusetts， United States. Amherst is an exclusively undergraduate four-year institution 

and enrolled 1，849 students in the fall of 2016. Students choose courses from 38 major 

programs in an open curriculum.[8] Students are not required to study a core curriculum or 

fulfill any distribution requirements and may even design their own unique interdisciplinary 

major.  
14 A gymnasium is a type of school with a strong emphasis on academic learning， and 

providing advanced secondary education in some parts of Europe， comparable to British 

grammar schools， sixth form colleges and U.S. preparatory high schools. In its current 

meaning， it usually refers to secondary schools focused on preparing students to enter a 

university for advanced academic study. 

Historically， the German Gymnasium also included in its overall accelerated 

curriculum post secondary education at college level and the degree awarded substituted for 

the bachelor's degree (Baccalaureat) previously awarded by a college or university so that 

universities in Germany became exclusively graduate schools. In the US， the German 

Gymnasium curriculum was used at a number of prestigious universities such a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s a model for their undergraduate college programs. (from Wiki)   
15 De Oratore (On the Orator; not to be confused with Orator) is a dialogue written by 

Cicero in 55 BCE. Cicero wrote De Oratore to describe the ideal orator and imagine him as a 

moral guide of the state. He did not intend De Oratore as merely a treatise on rhetoric， but 

went beyond mere technique to make several references to philosophical principles. Cicero 

understood that the power of persuasion—the ability to verbally manipulate opinion in crucia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rivate_universit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beral_arts_colleg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mherst,_Massachusett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assachusett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urriculum#Open_curriculu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mherst_College#cite_note-8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econdary_educatio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rammar_schools_in_the_United_Kingdo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ixth_form_colleg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University-preparatory_schoo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Universit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Orator_(Cicero)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ialogu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ic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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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思辨性的哲學），而英國啟蒙時代紳士教育強調的是「廣度而非深度」，這與人

文主義的傳統相符。因此，很自然的，美國的博雅技藝學院/文科學院中，公民與

文雅學習的雄辯傳統對大學的專精化研究產生不利影響（militate against），同時

博雅技藝學院/文科學院也投身於虔誠（piety）。特別是，新英格蘭的教派性學院，

像是 Amherst，與較大的、中西部的子孫們（其他學院）對抗想將學術研究置於

宗教信仰之前的傾向。但是，不論是單一或者兩者的結合[雄辯傳統加上虔誠]化

身在基督徒紳士的理想（the ideal of Christian gentleman）中，都無法長遠地對抗

都市化與工業化的壓力、福音主義的衰落、達爾文主義的提出，以及大學模式的

普遍性成功。到了 1900 年，即使是小型的基督學院也開始投身於專精化學習的

傳遞。 

 

 典型的代表是 Dartmouth，1893 年 W. J. Tucker 擔任校長，他開創了教員

（faculty）與課程的升級與擴大，擁有最大量的增建，包含物理學、化學、生物

學、經濟學與德文。類似的，研究 1883-1933 年間 11 間博雅技藝學院/文科學院

的課程目錄指出，教員擁有博士學位的人數從 17%增長至 49%，但是古典語言、

數學與天文學的教師數量確有重大下降，後面這群學科或許類似於七藝（septem 

artes liberales）。其他由現代語言學會（Modern Languages Association）所做的關

於學院與大學的全國性研究指出，在 1884-1906 年間，對於學士學位的古典語文

要求有穩定的下降趨勢。相反的，對於現代語文的要求則有所增加。 

 

 這項增加是更有意義的，因為它違反了同時的一項運動─大學課程從被規範

好的轉向自由選擇。19 世紀後半葉，賦予大學生愈來愈多的選課自由，他們的平

均畢業年齡提高到 22 歲。證成這項擴大自由的說法，除了基於學生的成熟度增

加之外，主要在於大學創建者隱含性地假定學科之間的平等（equality），他們歡

迎所有的學科—這個觀點可以 Ezra Cornell 著名的說法「我將創辦一所機構，在

其中任何人可以找到任何的學科[學習]」為代表。Harvard 大學的校長 C. W. Eliot

特別將學科的平等性與心能訓練 （mental discipline）做結合，後者在 19 世紀非

常盛行，它的心理學允許個體之間的實質性差異。他於是推斷（1）實際上任何

的學科學習都可以訓練心靈；（2）個體應該具有選擇學科的自由，選擇與他們的

心理最意氣相投的學科來接受訓練。 

                                                      
political decisions—was a key issue. The power of words in the hands of a man without 

scruples or principles would endanger the whole community.  

As a consequence， moral principles can be taken either by the examples of noble men 

of the past or by the great Greek philosophers， who provided ethical ways to be followed in 

their teaching and their works. The perfect orator shall be not merely a skilled speaker 

without moral principles， but both an expert of rhetorical technique and a man of wide 

knowledge in law， history， and ethical principles. De Oratore is an exposition of 

issues， techniques， and divisions in rhetoric; it is also a parade of examples for several of 

them and it makes continuous references to philosophical concepts to be merged for a perfect 

result. (from w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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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評此「自由系統」的顯著人士包含 Yale 與 Princeton 大學的校長，他們認

為經典具有特殊德行/優點（special virtues）、極致（limits）、標準與價值。Harvard

大學的 Eliot 被視為是大學生選課制度的主要發言人，他回應反對意見的方式與

John Locke 雷同，後者主張人們應該被允許選擇宗教：「自由的選擇表示沒有任

何的［學科〕研究被承認為具有至高價值……這個種族[應指全人類]累積下來的

智慧無法確定地規範出最能夠發展 18-22 歲人類心靈的學科為何。」Eliot 的這段

話顯示，他最終將「心能訓練」轉譯為一種智識刺激，因此鼓勵了隨後的進步主

義史學家將他的立場解釋為全然的解放—自由（liberal-free）。不論他是否真的有

走到那麼遠，可以確定的是，從 1867 年起 Harvard 大學委員會將它視為是大學

的特性開始，直到 20 世紀早期的緊縮為止，選課系統是伴隨著自由研究的成長

而來的。 

 

 若退一步來調查朝向「解放性」語言、大學建造、透過科學研究追求真理、

由個別學生自由選課等趨勢，清楚的是，解放—自由的理想之特徵可以從有關於

博雅教育的討論中提取出來。這並不是說情況是統一的或清楚明白的。但一般來

說，我們可以從 Tappan1852 年的就職論述中察覺出解放—自由的特徵；

White1862 年的信件呼籲「一所真正自由的大學」能接納女性與黑人；Johns 

Hopkins 的座右銘是「真理應當使你自由」（Verita vos Liberabit）（the truth shall set 

you free）；Eliot 的定義是「博雅學習……是以純粹為了真理之科學精神所追求

的」。用 Veysey 的話來說，思辨性研究的理想促成了「智識的解放」；Butts 認為，

這破壞了「博雅教育的古典說法─真理被看成是統一的、固定的與永恆的」。這些

看法藉由大四生必修課程—道德哲學的崩潰獲得證實，這門課在 19 世紀的學院

裡是由校長所教授，這門課的建立顯示了對於統一的、規範好的課程、從標準權

威文本中習得絕對德行與習俗的承諾，同時也是為了學生即將擔任的公民角色做

預備。從 1880 年代開始，基於科學對於價值中立之研究的強調，以及實用主義

在倫理學理論中的提出，這門大四課程逐漸消失。 

 

 實用主義的出現，以及它在知識論上對於絕對的敵對，與達爾文主義及進步

主義在美國的發展有所關聯，這些全都鼓勵教育者將解放—自由理想的諸多特徵

整合進教育理論中。然而，有點弔詭的是，達爾文主義的影響原本與這個趨勢是

相反的。這一方面是因為原本相信透過清除心靈中先前的假設，並且從巨量的經

驗性資料中做出歸納（就像 Darwin 所做的），人們可以獲致確定性。直到接近 19

世紀末，這個信念才由社會科學家給予的不同回應予以破壞。另一方面，演化論

的宗旨被教條化為 Herbert Spencer「社會達爾文主義」16或 William Graham Sumner

                                                      
16 Social Darwinism is a name given to various phenomena emerging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trying to apply biological concepts of natural selection and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in human society. The term itself emerged in the 1880s. The term Social Darwinis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Natural_selectio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urvival_of_the_fittes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urvival_of_the_fit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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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達爾文主義」，他們運用「為求存在而做的鬥爭」與「最適者生存」來證

成現存狀態。直到 1890 年代，對達爾文主義所做的社會解釋才被轉化為主張「演

化的改良主義」（evolutionary meliorism）的心理學與哲學，他們相信人們具有改

變環境的自由，個體可以引發這項改變，而且此可能性是「平等主義的」，演化

本身是「進步主義的」與變動的，而非一項絕對的定律。 

 

 

 

 

 

 

 

 

 

 

 

 

 

 

 

 

 

                                                      
gained widespread currency when used after 1944 by opponents of these earlier concepts. The 

majority of those who have been categorised as social Darwinists did not identify themselves 

by such a label.  

 Some scholars argue that Darwin's view gradually changed and came to incorporate 

views from other theorists such as Herbert Spencer. Spencer published his Lamarckian (which 

is the idea that an organism can pass on characteristics that it has acquired during its lifetime 

to its offspring) evolutionary ideas about society before Darwin first published his theory in 

1859， and both Spencer and Darwin promoted their own conceptions of moral values. 

Spencer supported laissez-faire capitalism on the basis of his Lamarckian belief that struggle 

for survival spurred self-improvement which could be inherited. (from wiki)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erbert_Spencer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amarckis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Ide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Organis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Offspring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elf-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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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6 Confrontation in America of the Ora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Traditions (II) 

導讀人：林建福老師 

 

本篇導讀是本書這六章的第二部分，從第 169 頁至 190 頁。就作者 B. A. Kimball

在這一部分所論述的時間點來看，大約是美國內戰（1861-1865）後到二十世紀初

的的幾十年期間。儘管原文並沒有任何小標題，作者似乎是依時間的順序進行敘

寫，隱約可以發現各個段落有其主要要點，加上為了協助讀者理解原文內容，導

讀者底下依所掌握的主要要點，臚列六個小標題，以便於導讀 Kimball 於此所要

表達的意思。 

 

壹、主要內容 

一、實用主義、進步主義（與）liberal-free ideal 的交結 

Kimball 指出實用主義（pragmatism）或「實驗主義」（experimentalism）主要是建

立在 George H. Mead、Charles S. Peirce 和 William James 等人的作品之上，但在

其作為教育的進步主義之哲學基礎的範圍來說，它的種種陳述是來自 J. Dewey。

Dewey 反對有任何絕對標準與價值的真正存在，欣賞每個個人的個性，信賴以自

由的實驗方法面對生命中遭遇的所有新情境。儘管這種哲學和 liberal-free ideal 具

有相似的性質，但它是在 1890 年代逐漸發展的，當時人民黨恢復傑克遜主義式

（Jacksonian）呼告─「眾人享有平權，無人具有特權」。隨之，進步主義

（progressivism）以一種訴求批判與變革的普遍運動之姿出現。儘管進步主義的

教育者不情願強調智力，或者說厭惡把「博雅教育」和中等教育或研究所教育區

分開來，但是當進步主義遍佈在教育的討論當中時，進步主義和 liberal-free ideal

共同具有的這些特性也充滿在教育的討論當中。也因此 Kimball 提及在內戰後的

幾十年中，實用主義和進步主義之中逐漸浮現 liberal-free ideal 的特性，這些特性

進入了美國博雅教育之界定的主流，同時挑戰了 the artes liberals ideal 和它的調

整，並且引發了激烈的討論。Kimball 以十九世紀下旬的四種全國性期刊為例

─Atlantic、Harper's、North American Review、Scribner's，大約有一百篇文章主要

都在討論科學性與現代學科的地位、選科制、博雅教育中的人文學科等。 

 

二、英格蘭大學關於「博雅教育」的爭辯與 Matthew Arnold vs. Thomas H. Huxley 

的交鋒 

上述美國之所產生此等論述，Kimball 認為是英格蘭大學遭遇過類似美國大學的

壓力，發生在那裏關於「博雅教育」的爭辯刺激了美國。Kimball 指出 Oxford 大

學和 Cambridge 大學從喬治王（Georgian）時期到維多利亞時期的博雅教育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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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語言的學習，繼續相信所有智慧都是習得的，而革新主要是重述所已經知道

的，仍然致力於使人畢業後成為紳士的「品格養成」，然而在世紀中期 Oxford 大

學和 Cambridge 大學走向自由學術與學術研究的德國模式。當然這種改變涉及對

於智力、專門主義及專業主義之力量的確信，而一種博雅教育的新意義是指探求

真理而非恪遵真理，是建立在事實和來源之上的偶然真理。在當時博雅教育的原

則與方法受到相當多的討論，Kimball 以 Arnold 和 Huxley 兩人之間的交鋒作為

最著名的一個例子。他們兩人的意見在美國廣泛地被引用，可以視之為十九世紀

晚期博雅教育中哲學傳統和眼說家傳統之間再出現直接衝突的完美例證。 

 

Huxley 於 1880 年發表了稱之為〈科學與文化〉的公開演講，在當中它攻擊了

Arnold 人文主義文化這個眾所周知的見解。Huxley 主張「博雅教育」應當致力

於增加人類的知識，應該建基在對於理性與科學毫不遲疑的信任上，即相信依照

科學方法自由地使用理性是臻至真理的唯一方式，而自然科學的學問應該納為博

雅教育的重點。Arnold 於 1883 年巡迴演講的〈文學與科學〉加以回應，在當中

他堅定地辯護與主張教導「世上最佳的思想與說法」，這些思想與說法得自於大

量的經典文本，加以教導俾便傳達形成文化、人格與博雅教育的適當標準。

Kimball 再次地指出，Huxley 和 Arnold 的爭論可視之為存在 the liberal-free ideal

和 the artes liberals ideal 之觀點間長期衝突的一個例證，從他們兩人之間底下兩

方面的誤解來看，更可以證實這種理解。 

 

關於課程方面，Kimball 認為他們都使用了樹立並砍倒稻草人的無用方法。Huxley

在攻擊 Arnold 時，他說他所襲擊的人完全拒絕自然科學，完全只依靠經典文學

以進行「博雅教育」。然而，Arnold 承認自然科學的學問具有極大的價值，只是

重點上強調古典文學。另一方面，儘管 Huxley 對於把古典文學作為博雅教育之

一部分表示極大的讚賞與尊重，但是在 Arnold 回應時，他說他反對像 Huxley 這

些人想要在博雅教育之中把古典文學隸屬在自然科學之下。難怪 Kimball 覺得

Huxley 和 Arnold 的爭論真正是重點和意圖的問題，實際上他們之間的距離比彼

此用語讓人會想到的靠得更近。 

 

第二個誤解在於他們錯誤的信念，即兩個人都同意博雅教育的目的是「人生批評」

（criticism of life）。他們都使用了這個詞，但似乎都沒有發覺對方的用法和自己

不同。對 Arnold 而言，人生批評構成文化，也就是依據建立在「世上最佳的思

想與說法」上之認可的慣例與價值進行批評，這和把所有真理都是為暫時性假定

之批判的、科學的方法毫不相干。在 Arnold 的詮釋中，科學是「處理事實的習

慣」，它是一門衍生自積累許多少量知識以形成系統化整體的「卓越學科」。另一

方面，Huxley 認為「人生批評」指的是拒絕那些得自於傳統之絕對慣例的這種批

判理性，他指責教導古典文學的那種獨斷方式，而且質問古典文學和運用科學方

法以追求真理是不相干的。基於這些觀察，Kimball 認為 Arnold 和 Huxley 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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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不合，但他們並沒有真正質疑對方，因為他們分別從基本上各自不同的博雅

教育理想出發，所以都沒有命中目標。 

 

三、二十世紀轉折前「新人文主義」、「博雅陶冶」與「學院關懷」的重申 

Kimball 引述歷史學者 W. H. Woodward 的看法，即在 1890 年代，文藝復興的人

文主義（Renaissance humanism）仍然是博雅教育的模範，在 1900 年全國只有 5668

個研究生，相較之下則有 237592 位攻讀學士學位學生。Kimball 指出於此同時，

有一群大學裡的學院人文主義者高聲且尖刻地主張，高等教育應當專注於紳士的

陶冶而非專門的研究。因此，雖然對於 the artes liberals ideal 的支持已經大大地

衰落 

，世紀轉折前則出現了「新人文主義」（New Humanism）、「博雅陶冶」（liberal 

culture）與「學院關懷」（collegiate concerns）的重申。支撐這個運動的有女子學

院當中古典學問的恢復、學院敬虔主義（collegiate pietism）與天主教機構，尤其

是由耶穌會所經營的天主教機構，這些天主教機構嚴厲地批判這種新 moderni（現

代性），他們信賴著某種修正式的文學修辭學習方案，而文藝復興人文主義者已

經從 Quintilian 和 Isocrates 那裏改造過這種方案。 

 

Kimball 以 Irving Babbitt 作為「博雅陶冶」此一運動的主要先驅。Babbit 曾經警

告不要對個性或實驗主義有虛幻的愛好，他反對課程選科、倉促的專門化及研究

的理想。Babbit 把研究的理想和科技的發展連結在一起，因而未能意識到對真理

開放的探究。Kimball 指出 Babbitt 的有些用詞暗示著社會與教育的標準是無法永

遠地建立，是必須持續地加以評估的，然而他也批評 James 和 Dewey 的個人主

義式相對主義，並且彷彿是說不朽的標準是存在大量的古典文學之中。但也就是

針對讚美「過往文明之真實標準」這種確定性，招致 Walter Lippmann 在〈人文

主義即教條〉（Humanism as Dogma）對他的批評。在此文脈 Kimball 指出人文主

義者深知一點，即捨棄了對標準的承諾，就不可能教育演說家，「在企業、政府

及種種職業之中都需要具有好品格的人……優質的人……與恪遵標準的人來承

擔職務」 

。Babbitt 的學生 Norman Foerster 延續對菁英實施博雅教育這種演說家的想法，

他引述 Vergerio 的說法─「我們把那些值得自由人學習的學問稱之為博雅的」，最

終他成為了這些新人文主義者之中最為大聲疾呼的代表，這些 Babbitt 的盟友或

學生在後續幾十年推展 the artes liberals ideal。 

 

四、the artes liberales 過度理智化，來自德國人文科學及古文化研究學的影響 

事實上，Kimball 認為上述「新人文主義」（New Humanism）的命名是錯誤的，

因為這個運動真正是屬於羅馬與文藝復興人文主義的傳統，此一傳統一直存續不

絕。「新人文主義」（New Humanism or Neo-humanism）一詞更適當地適用於 the 

artes liberals ideal 的調整，它顯著地出現在二十世紀早期關於博雅教育的討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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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如前述關於 1928Yale Reports 所指明，此演說家理想的調整根源於面對一個

對抗的理想時努力保存傳統的博雅學問。這項努力相當依賴常識哲學、官能心理

學與心能訓練理論，只是這種訓練心靈的理論基礎等同是邁向以智力探求真理踏

出第一步，而這正是 the liberal-free ideal 的特性。依 Kimball 的敘述，初期的 artes 

liberals 調整變得如此流行，以至於 1939 年哥大教師學院教育年鑑（Yearbook of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Teachers College）提到，「此一傳統博雅教育的概念」

如何「導致過度理智化……它培育智能，但卻不發展情緒性態度。」 

 

Kimball 進一步指出在十九世紀期間進一步傾向該方向之下，古典文學之演說家

的理論基礎無法抵擋人文科學（Geisteswissenschaft， humanistic science）及古文

化研究學（Altertumswissenschaft， science of antiquity）的影響。從十八世紀晚期

開始 

，德國學者把實徵性科學的方法應用於古典文明的文本與人工製品，發展出評價

此種材料的歷史批判法。它被引入美國以作為此一科學運動的另一產物，這種

Neuhumanismus 開始改變了博雅教育中古典學問的意義。Kimball 觀察到此種改

變同時發生在美國與英格蘭，係基於兩個緣故：第一、它納入了專門探究的方法；

第二、此種新的古典學問復興了希臘源頭，因此也再生了哲學傳統的根源。因此，

在 Oxford 大學和 Cambridge 大學古典學研究的榮譽考試之中，〈理想國〉〈the 

Republic〉和其他柏拉圖哲學的對話錄逐漸獲得更多的重視。 

 

五、古典文學的再詮釋與兩種博雅陶冶的區分─純粹博雅陶冶的倡議者 

vs. 博雅陶冶「理智化」途徑的教育者 

如此對於演說家的博雅教育產生了種種的挑戰：正面攻擊 the artes liberals ideal

的宗旨與人文主義文學的課程；對於何謂古典文學以及如何加以學習的再詮釋。

對於這種再詮釋的現象，Kimball 提及它同時擴及到課程與教學人員。此外，

Kimball 指出除了原先擁護「博雅陶冶」那一群學院的人文主義者之外，在 1980

年代之前美國出現第二群學院的人文主義者，而這個新團隊倡導古典文學之中的

專門研究，這是類似於德國的歷史批判學派。對於人文學學問的部門化與專門化，

早在 1868 年已出現這樣的警告，到了十九世紀晚期達到完全的實現。 

 

Kimball 認為在那時候有超越心能訓練理論的古典文學擁護者，而 the artes 

liberales 的調整在這群擁護者之中得到完善的表達。由於這些人的倡導在於促進

古典文本的學習以作為擴展智力的方法，也因此 Kimball 區分兩種博雅陶冶：純

粹博雅陶冶的提倡者，其想法和 the artes liberals ideal 有關；提供博雅陶冶「理

智化」途徑的教育者。後者陣營贊同 the artes liberals 調整，因為他們要求研讀

古典文本時，首要的目的是培訓批判的與自立的智力，而非依照繼承的文明價值

來訓練未來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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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博雅陶冶「理智化」途徑教育者的主要人物：A. L. Lowell、Alexander  

Meiklejohn 及 Robert M. Hutchins，及其可能的衝突或矛盾 

Kimball 分別討論了 Lowell、Meiklejohn 和 Hutchins 的見解，把這三個人視為「理

智化」博雅陶冶的主要人物。Harvard 大學校長 Lowell 是有論及「多方面發展的

人」，然而 Kimball 覺得他基本上是一位「主智論的貴族」，他專注於在 Harvard

大學提升學術標準並加以貫徹執行。Lowell 確信大學在激勵學生智性的愛好與

抱負上努力仍有不足，他推動了一種主修與選修的制度，視之為最好類型的博雅

教育，目的在培養「對所有事物有基本了解，對某些事物則能夠深入通曉」的人。

實施這種主修與選修的制度有何正當的理由可言呢？Kimball 指出 Lowell 不斷

重述這麼做的理由在於發展兼具「強度」與「彈性」的批判性智力。當然，這樣

的理論基礎比較傾向探究的理想，而非保持傳統與養成品格。 

 

Meiklejohn 也採取新人文主義者的途徑，他提倡「博雅教育」作為「造就心靈」

的過程，「博雅學院」如同「基本上是一個心靈的所在，是從事思考的時機，是

認識的機會」，在這方面 Kimball 覺得 Meiklejohn 的一些用語似乎援引了心能訓

練的理論。此外，Meiklejohn 拒絕選科主義（electivism），要求研讀一系列巨著，

加上他想要促進某些行為與品格的標準，這些都意味著 the artes liberals ideal。

不過，Kimball 點出 Meiklejohn 的討論總是回到「造就心靈」，尤其他反駁 Dewey

的指責─他推薦巨著以規定「視過往的標準優於我們自身的標準並加以接受」，而

且 Meiklejohn 於 1944 年曾經提及研讀古典文學主要是為了「在師生的心靈中培

育批判性智能的過程」。 

 

這個調整的 artes liberales 立場當中存在張力與對抗的趨勢，證明它不是完全有

系統的，也就是說它是一種在不同理想之間尋求和解的嘗試，它是「這兩個博雅

教育傳統的綜合性再詮釋」（借用 David Sidorsky 的說法），而這種再詮釋就包含

了這些理想之間的內在衝突。Kimball 指出在 Meiklejohn 立場中有另一個這種衝

突，即主智主義（intellectualism）和平等主義（egalitarianism）之間的衝突。

Meiklejohn 所強調的博雅教育本質上是智性的，這是沒有爭議的，而且基於對民

主的承諾，Meiklejohn 所想要的是全面的博雅教育，他自己「社會中所有成員都

相同，而所有相同的都必須獲得這種教育」的用語證明了這一點。可是，他說這

些話時並沒有詢問是否每個公民都有能力接受此一智性教育，也就是說，是否這

樣的博雅教育是無可避免地屬於菁英分子的。推敲 Kimball 的意思，在 Meiklejohn

所提出的智性或菁英的博雅教育和平等主義式或全面的博雅教育之間存在著衝

突。 

 

Hutchins 一般被視為「博雅教育的激進保守主義者」之一，也就是處於 Dewey、

實用主義或進步主義的對立位置。沿著這些方向，他提倡由「西方世界巨著」組

成的必修課，這其中伴隨著一組正好是類似於或者說是取自於七藝（septem artes 



83 
 

liberals）的當代學科。評論家把 Hutchins 這種必修歸因於他的信念─自由是由「允

許人們有機會發展好的道德、精神與智性習慣所組成的」，這個信念依序根本上

又建立在「……一種靜態世界的預設」上，某些「形而上原則」的存在也是以這

種靜態世界的預設為基礎。Kimball 在此引述了 Hutchins 的自述加以佐證─「教

育蘊含著教學，教學則蘊含著知識，而知識是真理，真理在每個地方都是相同，

因此教育應當每個地方都是相同。」Hutchins 的這些斷稱一致於 the artes liberals 

ideal 的特性，這正如同他想要辨識出接受高等教育的菁英這種欲望一般。Kimball

則認為 Hutchins 後面這個論點正是這個分析瓦解之所在。 

 

Kimball 進一步指出雖然 Hutchins 尋求篩選出接受研究所學習的菁英，但是他又

主張民主國家中的每個人都該以博雅的方式接受教育，而且 Hutchins 的博雅教

育主要是致力於培養智（性）的分析與批判能力。除了從 Hutchins 的用語之外，

從他對 Mortimer Adler 之新亞里士多德主義（Neo-Aristotelianism）的信賴、對

Aristotle、Thomas Aquinas 及 Henry Newman 的許多參照都證明他在追求上述這

個目標。如此一來，這裡也出現了在 Meiklejohn 身上所發現的相同矛盾。此外，

Kimball 在本書這一部分最後討論了一個問題，即 Hutchins 所倡導之智（性）的

廣雅培養是批判的或開放的？或者是旨在諄諄教誨關於過美好生活的某些形而

上學原則與真理？Kimball 認為 Hutchins 對此並沒有採取任何「明確」的立場。

Hutchins 除了主張每個人應該接受這個偉大傳統（Great Tradition）的博雅教育，

以便足夠聰穎地找到第一原則，或者有時候偷偷摸摸地贊同新亞里士多德主義之

外，他的建議停留在「形而上學、此第一原則的科學」或「培養」能夠發現形而

上學原則的「智性能力」，也從未清楚地確認其「形而上學原則」或提出一個體

系。也因此 Kimball 會說 Hutchins 並沒有採取任何「明確」的立場，而且指出這

個問題和 the artes liberals 調整的性質具有直接關係。換句話說，Kimball 應該是

指如 Hutchins 之類美國的 the artes liberals 調整本身存在著上述的衝突或矛盾。 

 

貳、幾個思考點 

一、一個「liberal edcation」多個含意； 

二、促使「liberal edcation」含意改變的影響力； 

三、從 liberal education 到 gene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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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6 Confrontation in America of the Ora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Traditions (III) 

導讀人：但昭偉老師 

 

p. 181 

    Hutchins 等人的調和立場，乃至他們願意採納一些他們原來不喜歡的人在

liberal education 上的觀點，反映了博雅教育中兩個陣營（the artes liberales ideal 

vs. liberal-free ideal）之間的分歧逐漸模糊。這種調和的出現（accommodation 

phenomenon）也讓兩個原來不同陣營的人形成了一個聯盟來對抗他們共同的敵

人，也就是以效益實用（utility）為主軸的教育思維及行動。美國 1862 及 1890 的

捐地法案（the Morrill Land Grant Acts）及之後的一些法案，在 20 世紀的前十五

年大力推展後中等教育（postsecondary institutions）的農工教學，同時在高等教

育中引進更多實用的、技術的和職業的課程，許多新大學（尤以中西部為然）的

創辦都緊扣著這新思維。美國在十九世紀末逐漸的工業化和都市化，生活方式及

大學文化泰半都以「效益實用」為基調。 

pp. 181-182 

    上述美國教育的改變伴隨著「中產階級的興起」及「求富的社會理想的發展」。

擁護人文主義傳統的人對這現象不免有所批評（在十九世紀末尤其顯著）。如此

社會氛圍及運作的改變，一方面造成「博雅文化」（liberal culture）及「關心大學」

（collegiate concerns）的復興，另一方面也促成 liberal-free ideal 的出現。更進一

步言，工業化及都市化反映的是科技的進步及科學研究的實用性，而 liberal-free 

idealists 也隸屬科學研究倡導者之林。而 the artes liberales 的支持者批評效益

（idealism）思潮的出發點有二。一是這新思潮貶抑了理想主義（idealism）及教

育的純粹（pure virtue）；二是這新思潮伴隨著科學及 liberal-free research。代表

the artes liberales 的 Irving Babbitt 及 Norman Foerster 誤解了 free research 的意

涵，誤認科學研究一定就會是技術性的或實用性的。 

p. 182 

    十九世紀末的一些學者，如 Johns Hopkins 的校長 D. C. Gilman， Princeton

的院長 A. F. West 則認為，不是技術性的科學知識，或不是為了它們的市場價值

而在大學中的科學知識，也可算是“liberal studies”。Thorstein Veblen 等學者也接

續認定，純粹沒有實用效益的學科知識有它的重要性，他們批評過於強調科學知

識實用效果的大學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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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 182-183 

    雖然 Gilman 及 Veblen 等人區分了純粹研究（純粹學科知識）和實用性研究

（實用性學科知識），隸屬 the artes liberales ideal 陣營的學者也許有好理由不區

分這兩者。因為當時的進步主義學派（progressivists）就傾向不區分這兩者。雖

然進步主義學派的學者支持 the liberal-free ideal 中的許多觀點，但他們並不把學

術研究和知識的追求當作是目的本身。事實上，對他們而言，根本就沒有甚麼最

終目的（final ends）。所有的知識都只是某個目的之手段（工具），在這種認知下，

他們也認為博雅教育也應包含職業性和有實用價值的課程。二十世紀的前半葉

（1915-1930），有許多大學有這樣的呼聲，杜威就是進步主義學派的代表人物。

這種想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被強化了，在這段時間，高等教育應負擔服務社會

與國家的責任格外被強調。面對如此的浪潮，反對的聲浪也高漲起來，1920-1930

間，反對高等教育職業化和實用化的聲音時有所聞。 

pp. 183-184 

   在 the artes liberales ideal 及 liberal-free ideal 的支持者了解彼此的前提下，他

們會聯手來反對效益實用思潮。但很可惜的是，兩者之間意見一致的時間實在太

少。兩個陣營對甚麼才是博雅教育、如何才能實現其理想並沒有共識，如此的分

歧，困擾了全美國的博雅文理學院。二十世紀初一直到 40 年代都是如次。 

p. 184 

    在博雅教育的內容及目的上缺乏共識，對所有支持博雅教育的人都造成困擾，

也引起大家的關心。 

pp. 184-185 

    面對博雅教育的分歧混亂，支持博雅教育理念的人提出了多樣的對策。其中

之一是設置 survey course（導論姓、綜合性課程），如次的課程源起於哥倫比亞大

學的 War Aims Course，在 1920s 逐漸演化，到了 1930s 年大量的增多。如此的課

程又可稱為 integration course 或 orientation course。全美大學紛紛採用，廣及各

學科知識領域（如古典學科、人文學科、政治科學、社會科學及自然科學），這

種課程雖然普遍的被採用，但反對的也不少。反對者認為這種課程方式失之於膚

淺，有人則提倡以哲學來貫穿所有的博雅學科。 

p. 185 

    以哲學來貫穿聯結博雅教育的是聖母大學（University of Notre Dame）提議

的。相較之下，在這段時間，天主教大學或基督教大學在博雅教育的推動上顯得

保守但穩健，這大概是它們的信仰維護了博雅教育的宗旨。雖然如此，在 19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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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這些大學也多多少少接納了大學選修制。但大體而言，它們比較不受時代

變化的打擾。 

pp. 185-186 

    除了想以哲學貫穿博雅教育之外，還有人建議以宗教或神學，或這三者聯手

的方式，來串起博雅教育的主軸。但如此的建議通常只是流於大方向的指引，而

沒有詳細具體的規劃。 

p. 186 

    在十九世紀初期，the artes liberales 在面對 the liberal-free ideal 興起時，必須

調整自己原來的主張（也就是去強調古典知識的學習對心靈能力的成長有利益），

而當 the liberal-free ideal 面對課程效益 （curricular utility）、高等教育機構的標準

化（institutional standardization）及博雅教育觀念上的統一 （conceptual uniformity）

的壓力之下，也開始要調整自己的主張。這時他們向較保守的 the artes liberales 

ideal 傾斜。 

p. 187 

    站在 the liberal-free idealists 立場，他們的妥協方式之一是向十八世紀英國證

成新科學（the New Science）的論述來效法。當時主張新科學的學習（就好像古

希臘文或拉丁文的研習一樣）會有陶冶學生道德及文化素養的功效。化學、科學

和技術的學科學習均有這種作用。如此做法，一方面讓學生接觸新知識，一方面

可為國家社會培育人才。 

pp. 187-188 

    但訴諸品格的陶冶算是非常的手段。the liberal-free ideal 的一些支持者受到

實證主義的影響，他們更常訴諸的論點是「新科學的研究會導向絕對真理」，於

是他們傾向去主張「博雅教育的主要內容，也就是受過教育的人應具備的知識，

是自然科學知識和一些新興的知識。」在博雅文理學院看重教育的情況之下，新

的科學知識於是進入到了學生的學習內容中，1930s 的 Oberlin College 就是一個

例子。它的課程規劃以「演化」的概念為主軸，內容則為 an evolutionary scheme 

of knowledge。 

p. 188 

    the liberal-free ideal 的調適在同時也受到研究模式（research model）的結構

組織化和大學教授的專業化的影響。在 19 到 20 世紀交接之際，大學入學的要

求，畢業要求乃至 grading standards 均提高了，大學的學院及學系的制度性階層

體制（institutionalized hierarchies）出現了。在所有學科領域中，哲學博士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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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學術能力的基本要求。如此種種促成了 meritocracy 及菁英主義的增強。 

pp. 188-189 

    the liberal-free ideal 的調適也透過對菁英的支持而為之。蘇格蘭啟蒙、德國

大學的改革、乃至 American Jeffersonianism 的發生，均是透過對菁英主義的支持

而成其功。在如次的歷史進程中，根本的底蘊是知識分子的菁英主義，他們輕視

沒有受過教育的傳統社會成員，視他們為社會的負擔。這種想法也傳到了美國的

大學，美國大學的科學家及研究人員通常頗有身段，對校園外的聲譽也並不在乎。

在 the liberal-free ideal 中潛藏的菁英主義最終體現在機構化中的階層體制及品質

高下的區分。另外，悠閒（leisure）及理論性學問 （speculative philosophy）的結

合，是 the liberal-free ideal 面對 the artes liberales ideal 所做的另一調適。 

pp. 189-190 

    在 Abraham Flexner 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發現另一個 the liberal-free ideal 調

適（妥協）的例子。Flexner 對 20 世紀初博雅教育的定位不明也多有微詞，但他

沒有像 Hutchins 及 Meiklejohn 一樣地認為，應該透過大學生的經典閱讀來落實

博雅理念。他認為大學本科學院應和研究學程的老師和學生作融合，因為他認為

高等教育最重要的工作是透過專門研究來促成知識的進展。 Flexner 的主張有

the liberal-free ideal 的色彩，但他對大學生的選課自由則表態不清。此外，他過

於重視研究，他的主張清楚地表現在他創辦的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 

p. 190 

    Frank Aydelotte（Swarthmore College 從 1921-1940 的校長）表明了 the liberal-

free ideal ：博雅教育是非職業性的、非技能性的，每個受教者都是獨特的；博雅

教育的理念涵蓋自由及個人主義，民主的基礎也就是博雅教育的理念及自由的心

靈。Aydelotte 不贊成透過經典閱讀來推動博雅教育，他的理念中也有菁英主義的

色彩，縱然他也衷心地擁護民主政治。 

pp. 190-191 

    Aydelotte 根據菁英主義的理念來辦 Swarthmore 學院（菁英主義伴隨著主智

主義而來）。Swarthmore 強調學生的學術能力及智性的發展（ intellectual 

attainment）。其他許多博雅學院也紛紛以 Swarthmore 為標竿而學習它的做法，

如設立 honors courses， tutorials， seminars， comprehensive or general exami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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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6 Confrontation in America of the Ora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Traditions (IV) 

導讀人：蘇永明老師 

 

（190 頁）不只是 Flexner 等人，Swarthmore 學院的院長 Aydelotte 也指出，解放

--自由的（ liberal-free）教育是非職業性（ nonvocational）與非技術性的

（nontechnical）。但他也反對古籍經典的課程。他承認有菁英主義的成分。（191

頁）他設定嚴格的學術標準，經由（honors program）、公開競爭的獎學金、更嚴

格的入學競爭和最後的考試來達成。他把學術成就當成是最重要的。其他學院也

跟進，紛紛設立（honors course）、導師時間、研討課和全面性的考試。 

 

    這種考試和課程的出現和在大學的普遍做法，等於限縮了大學和個人在界定

博雅教育時的自由。在全國教育研究會（NSSE， 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ducation）1932 年的年刊主題是《博雅教育的變革與實驗》，指出過去 5 年比之

前的 25 年改變更大。（192 頁）每個學校都想找出一個博雅教育的普遍模式，可

是卻各行其是，反而產生更大的歧異。再者，由於入學學生增加，歧異性更大。

他們改用「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來取代博雅教育一詞，而且認為通識

教育反而比較接近 enkuklios peideia 的原意。 

 

    Bénézet 指出，從文獻看來，通識教育與博雅教育的區隔是有持續的感傷

（mushiness）。唯一比較明確的分法是大學的課程既要廣博（breadth and 

distribution），也要深入（depth and concentration）。而新興的專科學院運動（junior 

college movement）也反映了此一分法受到歡迎。（193 頁）每個學生要有一個主

修（major），通識就是不屬於主修的部分。大學部有主修是十九世紀晚期的事，

如果整個大學教育是博雅教育的話，那麼通識教育是指非專精的部分。 

 

    另一方面，有些教育學者將通識教育與博雅教育等同。NSSE 在 1944 年的

年報調查了 35 所「博雅學院」（liberal arts college），發現將兩者區隔沒有甚麼用

途。ACE委員會也同意（194頁）這種看法。通識教育被認為具有統整（integration）

的功能。但是通識教育的 general 蘊含了對個人生活中的普通教育（education for 

an individual’s life in general）與對所有人的教育（education for all people in general）。

它有三個主軸（axis）：第一個主軸是，依照個人在生活中的需求和興趣所準備的

普通教育。這是進步主義（progressivism）和（liberal-free）的教育理想。但此一

主軸與第二個主軸很難同時並存。那就是：所有人要接受相同的教育。（195 頁）

此一主軸有最低標準的意涵。但第三主軸則比較接近 artes liberals（文科）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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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或是"最高的共同標準”（highest common denominator）。指的是一般文化（culture 

générale）（general），而不是廣泛的文化（culture généralisée）（generalized， 

widespread）。就像 H..I.Marrow 在十九世紀中期主張英國紳士所應具備的「普遍

知識」（universal knowledge）。 

 

    通識教育的這三個主軸—個人主義、平等主義（egalitarianism）和文化貫穿

了歷史上博雅教育的理想，也主導了人們談論博雅教育的方式。但在歷史上兩者

不分的模糊談論方式，導致了：將一籃子的教育優點都歸功於這兩個概念，卻未

提供有系統的說明。如 ACE 的委員會曾界定「通識教育的目標」為：個人在美

育、體育、情緒、智能和道德的發展，加上社會的、倫理的和職業訓練。 

 

    將博雅教育說成有一籃子的好處並非史無前例，John Henry Newman （1801- 

1890）就曾這麼做。到了一次大戰之後，在美國討論博雅教育時又採用了此一策

略。（196 頁）那些對博雅教育的描述肯定分化，但要求統整；提供廣泛地學習但

避免只是表面粗略地淺嚐；歌頌自由但也要求紀律；聲稱追求民主與平等但也要

求通過標準；除了強調社會責任也讚揚個性；在高舉智能發展的同時也強調精神、

情緒和體能的發展；並許諾了一個職業教育的基礎，而且要學生能展出一個生命

的哲學（a philosophy of life）時，博雅教育才算完成。難怪進步主義學會感嘆說：

「博雅學院很少講清楚到底它們的博雅教育或通識教育是指什麼，或許他們根本

就不知道。」 

 

    文科（artes liberals）的理想，歷史學者 Rand 和 Kelso 於 1929 年為文藝復興

時代的紳士傳統和「一個博雅或貴族的教育」辯護。偏哲學理想的博雅教育者參

與推行博雅文化運動（Liberal culture movement）。（197 頁）T. M. Greene 主張：

研讀人文學科是在教予基本的價值，而美學、道德和宗教的價值有其客觀性。同

時，博雅學院的院長以培養多才多藝且有品味的良好公民為目標。1945 年，在一

個對 15 所學院和大學的研究指出：（1） 博雅教育的主要目標是在分析（analysis）

和分辨（discrimination）價值。（2）人文學科（humanities）是對價值研究最重要

的基礎。（3）人文學科的沒落是由於科學和科學方法的發展。但主張以經典來實

施通識教育的呼聲卻是來自英語系的教授。 

 

    對於古籍經典的研讀同時也支持了文科的傳統。而且，反對修辭，支持哲學

傳統的通識教育在 1945 年有紐約「新社會研究學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校長的支持，認為博雅教育起源於蘇格拉底。名學者 Mark Van Doran 

（1894-1972）也有類似觀點，在他發表有關博雅教育的文章中，不斷提到蘇格拉

底、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但只提到西賽羅一次，更未提到愛蘇格拉底和坤體良。

他主張閱讀經典，也採用七藝的架構做為課程。（198 頁）他已注意到道德教育，

但他的觀點是持著中世紀的主智主義（intellectualism），認為主智主義和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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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tue）是相通的。 

他在哥倫比亞大取得博士學位，也一職在該校任教。他在 1940

年得到普立茲獎（詩學）Pulitzer Prize for Poetry 

    在 1943 年，多瑪斯主義哲學加馬里旦（Jacques Maritain）在耶魯大學提出

一個類似的觀點，他認為人主要在追求自由，教師的職責就在於解放（liberation）。

而真正的解放是要使得年輕人具有智慧的泉源。馬里旦堅持，經由古籍經典的博

雅教育不只在形塑年輕人的意志與美德，而且要啟蒙與強化其理性（reason）。 

 

    馬里旦之所以要把自由解釋成「潛能的開展」（unfolding of potentialities）顯

示出受到當時實用主義、進步主義和解放—自由的理想之影響。（199 頁）當時學

術界攻擊固定、完整、單一的真理觀，主張多元片段和進化的觀點。此一信念與

當時實驗科學的看法類似，即觀察--假設--演繹—觀察者的過程（後來 Karl Popper

用假設演繹法稱之）。科學家持動態的看法來解釋博雅教育，有些哲學家也跟進。

因此，哲學變成要培養懷疑的精神。 

 

    即使當時對博雅教育持著解放--自由的理想，但也已有所妥協，並融入了進

步主義者強調實用與整體主義（holoism，此字源自希臘文，要從系統、整體的角

度來看事情），並與強調研究的取向結合。（200 頁）在 1930 年代，像是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和（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 都主張好的教學

不可能與好的研究分離。因此，可以聽到學術領導人將解放--自由的理想掛在嘴

邊，一方面對於嚴格的學術研究有益，而且也兼顧博雅教育的理想。 

 

    H. M. Wriston 主張博雅或通識教育一方面要得到心靈的自由，但博雅課程卻

未能顧及個別差異。另一方面，他又強調教育要有普遍的有效性（universal 

validity）。因此，博雅教育存在於對價值標準（standards of values）的獲得和體認。

這要經由反省性綜合（reflective synthesis）的訓練來完成，可是又要靠智能本身

的經驗有效性而來（intellectual experience itself）。這導致 Wriston 為主智主義的

「貴族性」（aristocracy）辯護，認為那是符合民主的。因此，他被批評在博雅教

育中強調批判和開放的觀點，又強調自由和個別性，然後又以智能的表現來判定

貴族性。 

 

    解放--自由的博雅教育理想很自然地對學院中的自然科學家具有吸引力。

https://tw.images.search.yahoo.com/search/images;_ylt=AwrsBok11wdZDAYAaTZr1gt.;_ylu=X3oDMTBycDRvanUzBGNvbG8DdHcxBHBvcwMxBHZ0aWQDBHNlYwNzYw--?p=Mark+Van+Doran&fr=fp-yie8&th=117&tw=117&imgurl=http://c250.columbia.edu/images/c250_celebrates/celebrated_alumni/bio_images_big/240x240_bioim_cel_2_1-08-mv.jpg&rurl=http://c250.columbia.edu/c250_celebrates/remarkable_columbians/mark_van_doren.html&size=19KB&name=Mark+Van+Doren+(1894%E2%80%931972)&oid=4&h=240&w=240&turl=http://ts3.mm.bing.net/th?id%3DOIP.KbYAk3nIXUwW1Gs4oovsmgDwDw%26pid%3D15.1%26rs%3D1%26c%3D1%26qlt%3D95%26w%3D117%26h%3D117&tt=Mark+Van+Doren+(1894%E2%80%931972)&sigr=12io663t6&sigit=130473utb&sigi=139c0ft23&sign=10sfcjv2f&sigt=10sfcjv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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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頁）Zinsser 指出，科學訓練對博雅教育的價值是，聰明的科學家從對物質

和有機的自然界看出其秩序（orderliness），這是一種宗教體驗。科學等於是一種

新的人文主義（a New Humanism），是博雅教育的新傳統，只有少數人可以獲得。

這是解放--自由的理想融入教育最好的模式（This is the liberal-free accommodation 

par excellence）。 

 

    在一次世界大戰，大學生到最後 3 個月才動員入伍。但二次大戰在珍珠港事

件後就動員。對於博雅教育的批評也消聲匿跡，但同時也因暫時的軍事需求優先

而被邊緣化。當時另有呼聲認為如果博雅教育被犧牲，戰爭也贏不了。但學術界

想贏得戰爭的人也認為戰後應該馬上恢復博雅教育。而各種對博雅教育的爭議也

馬上又起來了。主張解放--自由理想的陣營擔心自由思想和個人主義（202 頁）

會受到集權主義的箝制。而主張文科理想的人又擔心西方文明的「偉大的傳統」

喪失了。 

    在 1944 年，著名學者 Sidney Hook 發射了「十三支反對進步主義博雅教育

的箭」。但馬上又有 Antioch 學院院長出來肯定博雅教育，認為這樣的人才能對

這個世界做必要的改變。同年，教哲學和宗教的教授聚集在威廉斯學院（Williams 

College），宣稱他們的科目是博雅教育中的必修科。同時，自然科學、歷史學和

經濟學教授都有同樣的宣稱。當時，對於人文學科的教學，「美國大學優等生榮

譽學會」（Phi Beta Kappa）、「美國現代語言學會」（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中、西和南部古典學會」（Classical Association of the Middle West 

and South）等團體也都進行研究。 

 

    對於二次戰後，博雅教育應該面對社會議題的呼聲，反駁的說法仍是謹守西

方偉大的傳統（monument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當有反對古籍經典的閱讀時，

戰後的答覆仍是認為那是基本的（essential）。有些文理學院（liberal art college）

引進了專業課程，但仍有些人反對此一作法。（203 頁）1944 年芝加哥大學的教

育學教授宣稱，對於博雅教育的未來有激烈的爭辯。同年，《美國學者》（America 

Scholar）有專刊討論此議題。同時，AAC 的委員會編輯了 1943-44 年關於博雅

教育的文章有 289 篇。 

 

    在 1939 年，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指派一個委員會進行研究，

出版了《博雅教育再檢視》（Liberal Education Re-examined）。Knox 學院的院長宣

稱此一報告書將成為美國博雅教育的聖經（Bible）。可是，此一經典還沒有形成，

「博雅教育委員會」自己又指派了一個委員會來重新檢視博雅教育的本質與目標。

https://tw.images.search.yahoo.com/search/images;_ylt=A8tUwY651gdZG14AYsRr1gt.;_ylu=X3oDMTBycDRvanUzBGNvbG8DdHcxBHBvcwMxBHZ0aWQDBHNlYwNzYw--?p=Sidney+Hook&fr=fp-yie8&th=108&tw=75&imgurl=http://www.nndb.com/people/233/000112894/sidney-hook-1-sized.jpg&rurl=http://www.nndb.com/people/233/000112894/&size=19KB&name=Sidney+Hook&oid=1&h=303&w=214&turl=http://ts2.mm.bing.net/th?id%3DOIP.sbjIHjZYfhIFxwn-jcpHeQDTEs%26pid%3D15.1%26rs%3D1%26c%3D1%26qlt%3D95%26w%3D75%26h%3D108&tt=Sidney+Hook&sigr=119h8c9ge&sigit=12vb8rfmh&sigi=11p3qosla&sign=10bq6bq18&sigt=10bq6bq18
https://tw.images.search.yahoo.com/search/images;_ylt=A8tUwY651gdZG14AZMRr1gt.;_ylu=X3oDMTBycDRvanUzBGNvbG8DdHcxBHBvcwMxBHZ0aWQDBHNlYwNzYw--?p=Sidney+Hook&fr=fp-yie8&th=108&tw=200&imgurl=http://www.rugusavay.com/wp-content/uploads/2013/05/Sidney-Hook-Quotes-4.jpg&rurl=http://www.rugusavay.com/sidney-hook-quotes/&size=72KB&name=sidney+hook+quotations+sayings+famous+quotes+of+sidney+hook&oid=3&h=318&w=584&turl=http://ts3.mm.bing.net/th?id%3DOIP.caBfqKSOkCAQm0TUbGWN7AEsCj%26pid%3D15.1%26rs%3D1%26c%3D1%26qlt%3D95%26w%3D200%26h%3D108&tt=sidney+hook+quotations+sayings+famous+quotes+of+sidney+hook&sigr=11cf9g5nu&sigit=130sgmh8p&sigi=1259q05b0&sign=11r6jffvu&sigt=11r6jffv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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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此一委員會發表了「博雅教育的本質與目的」（The Nature and Aims of Liberal 

Education）。在「本質」的界定，（204 頁）他們將體能、智能、美感、精神和道

德的訓練，透過社會與自然科學、藝術、古籍經典、哲學、語言學和文學來培養。

在「目的」的界定，是增進社會責任與個人自由，並且學會必要的技術與能力。

此一宣言在 1943 年廣發給社會各界，包括 1，894 家報社、以刪節本方式分發給

7 千個組織與相關人士、並將全文賣給 6 千個高等教育機構，要它們去修改課程。 

 

    儘管有這些努力和熱忱（enthusiasm），大家還是各行其是，好像沒有甚麼事

發生。在 1944 年於芝加哥召開的大學行政人員討論博雅與通識教育的會議，仍

舊是在討論：那些一直找不到滿意答案的古老問題，例如，甚麼是博雅教育的定

義？在博雅科目中，文化性與實用性科目的關係為何？如何區分博雅教育和通識

教育？博雅教育和通識教育的目標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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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7 A Typology of Contemporary Discussion (I) 

導讀人：何佳瑞老師 

 

作者認為，博雅教育的起源主要是立基在所謂的 artes liberales （中世紀人

們熟知的一套標準課程）之上的，凡是受教育的人都必須接受的一套標準課程。

這個標準課程規劃要歸屬於一個拉丁的傳統，因為在希臘的傳統中存在著許多方

法上的多樣性。雖然辭源學的、課程的以及理論的一些先驅者，在希臘時代就已

經有了，但標準固定的課程是在較晚時期才出現的。 

 

在羅馬時期，基本原理/思維模式（rationale）比較多是偏向雄辯家 Cicero 的，

而不是偏向蘇格拉底。事實上，就算否認拉丁和希臘這兩種進路的爭論，博雅學

科的標準課程方法，最好還是追溯到 Isocrates，而不是追溯到柏拉圖或亞里斯多

德。由雄辯家的基本原理（rationale）所抽取出的博雅學科，可以稱之為  “artes 

liberals ideal”（博雅學科理想）。語言和文字的學習受到強調，文法學科，與文學、

歷史和道德教導一道，再加上修辭學，全部變成了主要的顯要學科。 

 

到了 12-13 世紀，這樣的「博雅學科理想」受到了士林哲學家的挑戰，他們

的批判和思辨的思想，乃由新接受到的希臘、猶太、伊斯蘭哲學以及科學而來。

最後，理論的與所謂「現代的」（moderni）課程導向取得了優位。邏輯成為最高

的學科，它被當成是精緻的分析方法，數學和音樂的抽象性受到強調，它們不只

是技術的或實用的事物而已。修辭學不再受到重視，成為了高度形式化的學科，

而文法不過是語言的分析，與文學的傳統斷裂開來。 

 

在 14-15 世紀期間，士林哲學家的爭論也漸漸惡化成為詭辯（sophistry），此

時，「博雅學科理想」又因為義大利的文藝復興再度復甦起來。從 Cicero 與

Quintilian 而來的人文主義在 15-16 世紀在西歐散播開來，這種人文主義又獲得

了禮儀（courtesy）和基督教倫理學的補充和延伸，漸漸就轉化成為基督宗教紳

士（Christian gentleman）的原型，隨後又傳播到了美國的殖民地。 

 

在 19 世紀，某些教育家支持「博雅學科理想」，他們有意識或無意識地為自

己的論證印上了「現代的」（modern）記號，在此，這樣的立場被稱之為「博雅

學科的修正」（artes liberals accommodation）。與此同時，「博雅-自由理想」的特

徵卻進入了 19 世紀末和 20 世紀初的大學，成為博雅教育之定義的主流，它開始

迷戀於一種純粹科學的研究，最後成為了所謂的「博雅-自由的修正」（liberal-free 

accommodation）。 

 



94 
 

我們今天需要博雅教育，但是在這背後存在的一個事實是，博雅教育應該是

什麼，大家是沒有共識的。關於博雅教育的兩種理論與實踐是令人困惑且彼此衝

突的。大部分的人都會同意，博雅教育所瞄準的，是以鍛鍊（discipline）個體能

力的方式，來釋放這些能力。在這種觀點的支持之下，Cunningham 引用 Epictetus 

（55-135 C. E.）的話說：統治者也許會說，只有自由的人應該受教育，但是我們

相信，只有受教育的人才能是自由的。作者認為 Cunningham 對 Epictetus 的引用

是正確的，因為 Epictetus 其實相信「所謂為自由的教育（education for freedom）

是要去學習對的事情，並且去做對的事情」，而不只是釋放批判的心智以追求真

理。然而，上面的這些討論，仍然無法釐清自由與博雅教育之間的關係。 

 

無論如何，在當代的討論中，歷史上的這兩種博雅教育理想（以及它們的當

代修正〔accommodations〕）仍然可以分辨得出來。論及「博雅學科理想」，可以

濃縮在一位 Washington College 教授的文章（ “An Ideal for Liberal Arts Education”）

中，他把自己放在雄辯的傳統之中，並從偉大的經典當中尋求標準與德行，以此

來教育文明的菁英，他仍主張博雅教育不是給大眾的，而是要培養世界中的領導

階層。就算有些人也反對這種不公平、令人不快的貴族式主張，但他們仍然堅持

「好品質」的教育，因為「年輕人可以在典範中學習到很多。」 

 

據此，J. L. Adams 挑戰了杜威實用主義的觀點，因為實用主義觀點下的科學

是沒有最終目標（terminal ends）的，他也同時挑戰了「博雅教育的目標是發展

思考、批判能力」的觀點。他仍然堅持，博雅教育是基本地朝向於最終價值

（terminal values）的。一些宗教的大學支持這樣觀點，它們不贊成毫無條件的、

永無止境的對真理的追求，而相信某些真理是已知的。Earlham College 的 Elton 

Trueblood 在他的 The Idea of College 一書中，提出了與一些「博雅學科理想」特

徵結合的一種「基督宗教博雅教育」（Christian liberal education）。 

 

除了西塞羅的人文主義、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對杜威以及實用主義的批判、

教育公民之最高理想、最終價值等討論（按：屬「博雅學科理想」）之外，人們

也聽見了一些與「博雅-自由理想」結合的討論。 

 

這些與「博雅-自由理想」相關的討論，不在乎博雅學科的古典的、原初的正

確定義，這一切都是可疑的。正如 Paul Hazard 所說，freethinkers 從來不相信那

些歷史上的論證。他們僅僅強調過程（process）以及進步（progress）。一位

University of Maine 的哲學教授表明，博雅教育的三重循環就是：分析（analysis）、

評價（evaluation）以及承諾（commitment）的過程。「這種觀點的哲學背景在

Whitehead 的作品中是相當明顯的，它受到了杜威的核心學說所確認。」 

 

我們現在重新強調兩種教育理想的完整定義：它們各自有各自的系統（「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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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學科理想」與「博雅-自由理想」），而其各自的特徵也是一個整體中的部分。這

兩種博雅教育的類型都各自有其理想，也反應了某一部分現實的縮圖或誇張的部

分（caricature）。「博雅學科理想」和「博雅-自由理想」都各自被其對手所嘲諷，

也被其支持者所限制。這兩種類型太過純粹（pure）了，在當代，這樣的情況很

讓人苦惱，但是它們的修正方案，也是很有問題的，因為這些修正方案嘗試要在

兩種理想之間建立起橋樑，是屬於比較能夠綜括「博雅教育」的一種定義。然而，

這意味著它必須犧牲其自身的整一性（即內部的融貫性），也不可避免地會遭遇

到（純粹理論不會遭遇到的）矛盾和衝突。 

 

作者隨後指出了在「博雅學科修正」方案中的一種衝突。他認為，如果是要

培養批判的理智，為什麼要讀柏拉圖，而不去讀馬克斯、數學或工程學呢？「博

雅學科的修正」並不能給予令人信服的答案。換句話說，這種思維無法回答學生

為何要讀〈理想國〉的問題。對於經典的信賴基本上就是與博雅-自由的心智相衝

突的，「博雅學科修正」方案在嘗試建立起兩種理想之間的橋樑時，它就是在其

自身之中併入了與自己相對立的泉源。 

 

第二個存在於博雅學科修正方案中的緊張關係是相關於菁英主義和平等主

義。如 Leo Strauss 所說：美國殖民地原本已經包含了一種紳士教育的貴族式概

念，但在民主社會中，它逐漸轉變成為一種「普遍性的貴族」（universal aristocracy）

概念，然而，現代科學和哲學的興起，又從底層切斷了紳士、卓越等概念的標準

和德行，於是，「普遍性的貴族」概念又退化成了「大眾化的民主」（mass democracy）

概念。然而，這種平等主義的動機並不能減輕這兩者之間的緊張關係。為嘗試建

立起兩種理想之間的橋樑，「博雅學科修正」的方案又再次為了更綜合性的內涵

而犧牲了其系統的統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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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7 A Typology of Contemporary Discussion (II) 

導讀人：方永泉老師 

 

一、「博雅─自由」理念 的一些問題 

  「調整型博雅─ 自由」（liberal-free accommodation）理念結合了「卓越」和「大

眾教育」，固然獲得了某種程度的完整，但也犧牲了系統的一致性。此外，它甚

至指向了一個更為重要的矛盾，也就是它讚揚了一種批判方法的絕對性，但又同

時認定沒有任何事物是絕對的。這種弔詭不只是語意上的矛盾。 

1.基本上，「打破模型的自由慣例」（liberal convention of mold-breaking），僅

僅是反映了對於學術份子在不斷追求真理過程中的時時去挑戰各樣的假設，但

也會會導致一種不斷窄化的專業。這種窄化一方面會產生對於專業知能的高度

依賴，另方面則會產生各種相左的意見─這兩種都是「缺乏心智的」（mindless）

表現。 

2. R. Bellah 批評「博雅─自由型」在尋求真理時，會產生一種內在的矛盾，

那就是「為真理本身追求真理可能會變成，以及已經變成一種至高的理性

（supreme rationality） 。」當一個人知道的愈多，成為某個特定學科的專家時，

他就愈不願可靠地討論，而且也愈少有修可以證驗或質疑他的意見 。這樣「打

破模型的自由慣例」又會回到原地。基本上「博雅─自由」理念所主張的追求

真理 ，並不能免除這些矛盾。（p.226） 

 

二、前述有關當代博雅教育的四種論述類型，並無法解釋所有的細節，但確可提

供架構供我們理解爭論之所在，並可藉以描述當代美國博雅教育的四種歷史論

述類型，圖表可見頁 228。惟該表並未包含當代那些不具歷史性（ahistorical）

或較為隨意（arbitrary）之博雅教育模式在內。這些模式係來自於其倡導者的

主觀意願，或可名之為「阿爾法教育」（alpha education）云云。例如 S. M. Cahn

將「博雅教育」當成是品質較佳的教育，並後並與「教育」 一詞混用；或是

一連串列入所有作者認為「好的」（good）教育的特質（「籮筐式」（basket）定

義），然而但此種說法並未對博雅教育的歷史傳統加以探究，故而易招致批評，

認為其未對其中種種衝突的教育目的有所釐清。。籮筐式定義的方式還是頗具

吸引力，1952 年 Blackmer 委員還是這樣描述「博雅教育人」（liberally educated 

man），後到 1968 年及 1970 年還是陸續被引用（p.227）。 

所謂的博雅教育的操作型定義亦在當代美國教育流行著。一篇 1962 年所

作的研究就認為，「博雅學藝」（liberal arts）已經失卻了它的原意，故有關文理

學院（liberal colleges）的探查僅需去研究那些使用此一名稱的機構即可。此種

操作定義方式後來也影響到接下來的一些研究計畫如「National Project IV： 各

種博雅教育及其評估」。（p.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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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們並不能說這定義博雅教育或博雅學習的方式是錯誤的，但它們還是過於

隨意。同樣的，當代有關職業的／實用的／經驗的教育是否為「博雅的」爭議

其實並沒多少歷史色彩。但我們必須說，有關「博雅的」（liberal）與「實用的」

（useful）間的緊張關係還是教育中最古老且最恆久的問題，許多權威學者如

Dewey， Whitehead， Veblen， Cardinal Newman， Van Doren 等人以及 Aristotle

都曾討論過，但該問題至今尚無法解決。我們必須了解 Aristotle 和其他作者間

固然存有長達 2100 多年的鴻溝，但我們為了解決博雅學藝與職業／實用／經

驗教育間的爭論，也會常從現代跳躍回古希臘（ pp.229-230）。 

1.博雅教育中的演說家共識（oratorical consensus）在 18 世紀時面臨中斷的

局面。而事實上，當中世紀經院主義尚在滋生發展的時候，特別是著名的

Chartres 大教堂學校（school of Chartres）17就曾疾呼反對博雅學藝的狹隘的「前

專業主義」（pre-professionalism），其所反對的正是將博雅學藝視作晉升個人生

涯的主張。      

    2.在 18 世紀之前，知曉古典語文與作品，對於進一步鑽研專業是實用的，甚

至是必要的，這使得研習博雅學藝成為實用的，因為它可以提供更多的機會。

之後，隨著專業愈來愈獨立於經典材料（classical sources），博雅學藝的理想也

日益衰微，使得古典學科的研習也愈來愈失去它的重要性。（p.230）這也導致

博雅教育概念的混淆與修正。 

    3.到了 19 世紀末，D. C. Gilman 和 A. F. West 發現所謂的「博雅教育」的定

義，除了指相對於技術和專業教育，是非實用的、為了自身而進行的教育之外，

就沒有其他共同的特徵。 

    4. 20 世紀，這樣的分界就成為許多博雅教育學者基本的戰線，有些人甚至

主張「只有無用的教育才可稱之為”博雅的”教育」。 

 

四、將教育二分為有用的（useful）與博雅的（liberal）可說是現代才有的發展。 

1．有些人甚至錯誤地將此二分推溯至 Aristotle 乃至 Plato，認為他們正是此

種二分的始祖，但這種說法對他們並不公道。就如演說家一樣，Aristotle 與 Plato

並未主張關於那些對個人工作、生涯或職業有用的研習實際上（ipaso facto）

都是「非博雅的（不自由的）」（illiberal）（而這也正是美國相關論述的說法）。 

2．相反的，對於哲學家而言，重要問題是在於「這些研習還完成了什麼?」

（What else do the studies accomplish?）「它們可以為心靈進一步反省和對真理

的省思作準備嗎?」問這類的問題，並不意味 Aristotle 等人完全忽視那些有助

個人工作及職業的學習，認為其與激勵人們追求更高的沈思相牴觸。相反地，

他們之所以如此說，是因為擔心若有人學習某些有用的事物時，反使得他們的

                                                      
17 Chartres 大教堂學校為西方中世紀著名之大教堂學校，其在 11 及 12 世紀發展達於高峰，在

中世紀大學出現之前，可能是西方世界中最負學術盛名的高等學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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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降級＂（degraded）到只注意「眼前目的」（end-in-view），而不是讓其

心靈注意到超越的目的（transcendent ends）。而在這點上也正說明了 liberalis 

和 eleutherios 兩詞的重要性：一是自由人（free person），另一是享有閒暇的個

人（a person with l eisure）。閒暇的價值存在於有足夠不用進行勞動的自由時

間，但更重要的是，閒暇意味著一個人沒有「眼前目的」；因此，一個人同時

有自由運用的時間，而在心智上亦能超越日常的「眼前目的」並就未見之目的

進行沈思（contemplation），而此一傾向也解釋了為何哲學家總是認為涉及感官

與出於強迫之學習，不是那麼高級和自由。再則，由於沈思就是目的本身，某

些博雅學習就不會那麼有用（對工作、生涯或職業而言）（pp.231-233）。 

   3．因此，該關係並非截然二分的，某些有用的學習可能是「自由的」，反之

亦是─完全視涉及的意向而定，Aristotle 就曾清楚地指出。是以從歷史的角度

來說，現代的職業／實用／經驗教育的倡導者的責任並不是要指出博雅學習向

來就是「有用的」，而是要指出職業實用教育可以完成比博雅教育「更多的事

情」。無論是演說家傳統或是哲學家傳統在這點上是一致的，這也是「實用性」

（utility）之所以未成為區分歷史上博雅教育不同類型之特點的原因 （p.232）。 

 

五、前述的四種類型並不足以包含所有學者對於「博雅教育」的個殊看法，它所

顯示的只是某個範圍程度內教育者的共通看法。事實上真的要作分類也很困難，

例如 Plato 與 Aristotle 的著作既是經典又是哲學文本。不過透過分類，我們還

是可以大概了解當代博雅教育論述的一些取向。 

  1.其中一個鮮明的例子是，1945 年哈佛報告書《自由社會中的通識教育》，宣

示「通識教育和博雅教育有著相同的目標」（p.233）。該份報告書被後來的學者

視為在哲學上具「折中」取向。由於該份報告書係由一個委員會所草就，所以

其中融合不同的觀點，另一方面也需歸因於「liberal education」一詞詞源的雙

面性─也就是提供自由人的教育以及讓人自由的教育。雖然該報告書似乎將前

述的兩種歷史理想作了「綜合性的詮釋」，但實則另個主要的取向還是主宰了

該報告書─它就是它其實並未作到如其所宣稱的尋求信念、文化遺緒和統合。

此又可從下列三方面來看： 

    （1）它的一些重要的認同者均認為這樣的模糊（ambivance）是好的。例如

博雅教育委員會的主席（AAC Commission of Liberal Education）就認為該報告

書表達了一種“信念”、“信條”，很接近宗教，但又不是宗教的“人文主義信念”。 

    （2）委員會並未理解它所言的“遺緒”意義為何。報告書雖充斥“如 Plato

（Socrates， Aristotle）所言”的語句，但其實只有一處引用到 Cicero，甚至連

Isocrates 和 Quintilian 都沒有引用到。報告書顯然為了哲學家理想而犧牲了演

說家。 

    （3）而哈佛大學也沒有和所謂的信念、遺緒或統合結盟，報告書所尊崇的

是博雅─自由的真理追求，但哈佛作為一所研究型大學，其報告書主要仍是較

符合調整型的博雅學藝理想。故該報告書雖然具折中色彩，但實則類似博雅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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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調整型的最初取向（p.234）。 

  2.Daniel Bell1966 年的《通識教育的改革》則是另個不同的典型。Bell 甚至拒

絕要有一個規定的學習內容。他主張通識或博雅教育應該啟發學生理解智識探

究的原理，他的結論是；「當其致力於持續不斷的探究（continuing inquiry）時，

所有知識都是博雅的（亦即，它擴展解放了心靈）。」他的主張十分接近「博

雅─自由」的理想，照一些評論者的說法，就是 Bell 的論點並未設定任何關於

人、社會組織的特定說法，也未提出任何職業或專業訓練的目標（pp.234-235）。 

但這種設定的缺乏，也正是 Bell 的批評者所批評的。Bell 主張「不斷的探

究」，拒絕從偉大經典尋繹「永恆真理」（permanent truths）的說法，本身就是

一種「先天的」（a priori）主張，而且他選擇以 Reforming 而非 Reform 為書名，

似乎就顯示了他對於「不斷地」的強調。 

 

六、哲學與演說傳統間的矛盾至今猶存。C. Frankel 與 P. O. Kristeller 在哥大

《自由主義與博雅教育》研討會中所發表的文章就生動地說明了這種矛盾。 

1.Frankel 提出了七種不同的自由主義（liberalism），其融合了「博雅─自由」

理想的特徵，而他論及「博雅教育」定義時，也接近其一般型式，他說此類教

育「在於保護自由主義中對於批判方法、以及一個多元、競爭社會的強調。」

「回到博雅教育，如果我們的目標不是批判舊有觀念、制度和文化─或是廣義

地說，在追求真理，那我就不理解我們在大學中所為究竟為何。」Frankel 一再

提出此一理想，他也同時警示我們不能對此進行調整（p.235）。 

2.Frankel 主張受到 Kristeller 的反駁。Kristeller 在文藝復興人文主義的詮釋

上 ，認為其重視古典演說家（classical orators）的培養，此點說法我是接受的。

Kristeller 認為自由主義與博雅教育並沒有太大關係，在政治的自由主義還未出

現前，廣義的博雅教育已存在了好幾世紀，博雅教育也沒有生成自由主義，它

甚至在許多非自由主義的政治體系下昌盛。博雅教育也非自由主義的產物，它

甚至可能在自由主義的社會下衰微。 

  Kristeller 接下來批判了當前反菁英主義的潮流，也不認為當前的文化革命

需與傳統切割，相反的，他堅信古典學科的內在價值仍能提供我們有效的卓越

標準。他的說法讓我們回想到 M. Arnold 的人生批評（criticism of life）的理路，

他的結論是：「學生在發展批評判斷力（critical judgment）時，即便必須服膺有

效及真理的事物，也不會導致其喪失自由。」（p.236） 

 

 七、在博雅─自由理想中的一些哲學觀─諸如學術自由、學術自主、專門研究等

─在今天已占盡優勢，並且構成當代學術中的基本權利。它們的編成於源於

universitas 一詞於最近 150 年來的重獲重視（該字指近代時期（moderni）的專

業行會）。另一方面，演說家心靈與「博雅學藝」理想則強調的是對於傳統菁

華的研習，以及對於善和真理的公共表達，而非新知的發現。20 世紀普遍認

為，演說家心靈強調表達和傳統，可能會導致教育中及文化中教條性的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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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產生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因此大學建立者及進步主義者乃於 19

世紀晚期及 20 世紀早期會主張要脫離此種教條主義和壓迫（p.237）。 

      但另一方面，20 世紀卻也未注意到，哲學家心靈中的個人主義和對於真

理的自由追求，卻也可能會導致自我耽溺（self-indulgent）和虛無主義（nihilistic）

的教育及文化，最終並演變成無政府狀態。而 20 世紀晚期的博雅教育亂象事

實上正處於 19 世紀早期教條式博雅教育的另外一端。實際上也有不少重要的

科學家已經發覺了因為研究不受羈縻所衍生的社會問題，「到底科技成長應不

應受到限制?應不應有道德的指引?」而這些問題正是演說家心靈所重視的。在

Antidosis（Isocrates）和 De Oratore（Circero）就提到：追求真理時若未對公共

表達有著相應的注意時，將會讓個人陷於孤立、自我耽溺，也會使共和國淪於

無道德及混亂的狀態（pp.237-238）。 

      今日學術人士常宣稱美國的大學生不學無術（illiterate），過度放縱，未經

訓練，博雅教育亦如無政府狀態。從演說家傳統的角度看，這是因為過度彰顯

Socrates 式的真理追求，強調知識的進展是基本美德之故。擁護演說家主張者，

認為唯一良藥便是引入自我要求的教師（teachers who discipline themselves）。

因為唯有這樣的教師才能委身於對更高等級之表達和偉大經典的傳統之中，也

只有這樣的教師可以要求學生投身其中。他們認為，真理並非明白存於經典之

中，但它卻是透過有紀律的努力，去理解和表達經典意義而得（p.238）。 

      另項演說家傳統要求的紀律，則是自主性高的學者仍應順服於同憭間的共

識，也就是個人觀點應該服膺於學術社群的共識。它不像哲學家理想，強調自

由，自主性（其為現今的主流），而是主張專業學者應該服從課程，學生的學

習應強調有紀律的閱讀及表達（discipline reading and expression）（p.238）。 

 

八、今日博雅教育的問題，正在於它的理想，可能是它的優勢，亦同時是它的負

債（無論是哲學家傳統或是重視人文及紳士教育傳統的博雅學藝皆是如此），

值得我們留意。 

   1.這兩種傳統無論誰佔有優勢，但其間仍會有一種平衡，此種平衡來自理性

（reason， ratio）與言語（speech， oratio）間的區別。而這兩個能力（capabilities）

合在一起，在希臘文中就是 logos 之意（兩者分別代表了 logos 的兩端），其定

義了人性的特徵。（p.239） 

   2.因此，長久以來關於博雅教育的爭議，其實也正是人性特徵的爭論，其中特

別是理性或言說這兩個特徵的爭議。總之作者的主張是，詮釋博雅教育的歷史，

不僅是實際的論證過程，也具備理論上的必要性。兩種傳統一方面形成完美的

互補，另方面也各有其內在體系。然而，要從事這樣的詮釋，尚需對於大量 20

世紀美國有關博雅教育的歷史史料，進行重新的詮釋或是耙梳。（p.240） 

   3.由於我們在闡述當代的博雅教育問題時，主要是著眼於哲學家傳統，是以我

們的詮釋將會建議，應該回復兩種理想（ratio 與 oratio）間的平衡。這當然說

的比做的更容易。因為演說家傳統可能會建議，那些主要研究機構的資深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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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子最安穩的、投入最多的，可能也會因此而失去最多的人），要去約束自

己，服膺於所屬之集體的智慧，甚至遵守一套重視表達方式和修辭的課程，後

者的重要性甚至被提升至主要地位，這其實是件非常不容易作到的事情，尤其

是大多數人並不認為，學習社群（community of learning）的復興應該必須重視

整個社群的表達方式、修辭方法和經典傳統之際。但這樣的作法應該是很顯而

易見的，畢竟，一個社群，還是一群人所組成，他們彼此談話，並且也做得很

好。 

   4.這種社群的觀點，不只接近 Cicero，也很接近 Socrates 的主張。也許有些主

張 Socrates 理想的學者仍會對此有所批評，認為其流於表面並導致批判能力的

失靈。但若不改變的話，後果就是美國的高等教育不會有任何的改變。我們的

另個選項一直存在，因為 Ciceronian 與 Socratic 的博雅教育概念一直存在著緊

張關係，就像橢圓形的兩個中心一樣，它包含了任何特定時刻的博雅教育的不

同取向。而橢圓形上的任何一點，其定義都受到它們與中心關係的影響，無論

是 Isocrates 和 Plato， Isidore 與 Boethius， Orleans 與 Paris ， Arnold 與

Huxley，也就是演說家和哲學家兩類的影響。（p.241） 

 

頁 228 Kimball 所繪當代博雅教育的類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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