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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Anna C. Brackett (1836-1911)作為一位19世紀下半美國重要的女
性知識份子及教育家，她參與了聖路易哲學運動及學會，在哲學運
動中相當活躍，除參與了哲學刊物的編輯工作外，也發表了不少的
教育著作及論著，其中包括美國第一本名為「教育哲學」專書的譯
介。Brackett不只引介了黑格爾主義於其教育理論中，更倡導了女
子高等學習及男女合校接受教育的重要性，她的女性主義理論及其
教育思想可以說是交織在一起的。她主張女性可以接受和男性一樣
的教育，而且在女性接受更為系統與完整的教育後，必然能跨越原
先較為狹隘的職業選擇，進入更廣大的公共領域，為社會作出更多
的貢獻。透過對於Brackett的教育活動及女子教育思想探究，本研
究希望也可以提昇國內學界對於19世紀美國重要哲學運動（也是教
育運動）─聖路易哲學運動的理解程度，從而對於Dewey教育哲學興
起之前美國教育哲學的萌芽與歷史演進有著更深入的認識。

中文關鍵詞： 女子教育、教育哲學、黑格爾主義、美國教育思想、聖路易哲學運
動

英 文 摘 要 ： Anna C. Brackett (1836-1911) was an important female
intellectual and educator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She participated in the
St. Louis Philosophical Society and Movement, was quite
active in the philosophical movement. Besides be the
editors of philosophical journals, she also published a
number of educational works and monographs, including the
translation of the first American book entitled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Brackett not only introduced Hegelism into
his educational theory, but also advocated the importance
of women's higher education and coeducation. Her feminist
theory and educational thought could be said to be
intertwined. She argued that women could receive the same
education as men, and that a more systematic and complete
education for women would inevitably lead to greater
contributions to society by leapfrogging previously narrow
career choices and entering the wider public sphere.
Through the exploration of Brackett's educational
activities and women's educational thought, this article
hopes to improve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ortant
American philosophical movement (also the educational
movement) - St. Louis Philosophical Movement in the 19th
century, so as to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germination and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American
educational philosophy before the rise of Dewey's
educational philosophy.

英文關鍵詞： Education for Girls,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Hegelism,
American Educational Thought, St. Louis Philosophical
Movement



1 
 

Anna C. Brackett 教育活動及女子教育思想之研究 
 

方永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摘  要 
  
    Anna C. Brackett (1836-1911)作為一位 19 世紀下半美國重要的女性知識份

子及教育家，她參與了聖路易哲學運動及學會，在哲學運動中相當活躍，除參

與了哲學刊物的編輯工作外，也發表了不少的教育著作及論著，其中包括美國

第一本名為「教育哲學」專書的譯介。Brackett 不只引介了黑格爾主義於其教

育理論中，更倡導了女子高等學習及男女合校接受教育的重要性，她的女性主

義理論及其教育思想可以說是交織在一起的。她主張女性可以接受和男性一樣

的教育，而且在女性接受更為系統與完整的教育後，必然能跨越原先較為狹隘

的職業選擇，進入更廣大的公共領域，為社會作出更多的貢獻。透過對於

Brackett 的教育活動及女子教育思想探究，本文希望也可以提昇國內學界對於

19 世紀美國重要哲學運動（也是教育運動）─聖路易哲學運動的理解程度，從

而對於 Dewey 教育哲學興起之前美國教育哲學的萌芽與歷史演進有著更深入的

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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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a C. Brackett (1836-1911) was an important female intellectual and educator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She participated in the St. 
Louis Philosophical Society and Movement, was quite active in the philosophical 
movement. Besides be the editors of philosophical journals, she also published a 
number of educational works and monographs, including the translation of the first 
American book entitled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Brackett not only introduced 
Hegelism into his educational theory, but also advocated the importance of women's 
higher education and coeducation. Her feminist theory and educational thought could 
be said to be intertwined. She argued that women could receive the same education as 
men, and that a more systematic and complete education for women would inevitably 
lead to greater contributions to society by leapfrogging previously narrow career 
choices and entering the wider public sphere.  

Through the exploration of Brackett's educational activities and women's 
educational thought, this article hopes to improve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ortant 
American philosophical movement (also the educational movement) - St. Louis 
Philosophical Movement in the 19th century, so as to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germination and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American educational philosophy before 
the rise of Dewey's educational philosophy. 
 
 
 

Keywords: Education for Girls,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Hegelism,   
           American Educational Thought, St. Louis Philosophical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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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在一本國內使用及流傳甚廣的教育哲學教科書─《教育哲學》（伍振鷟編，

1989）中，關於「教育哲學」(philosophy of education)此一學科及名稱源流的介

紹中，論及「教育哲學」成為教育學科中的一門獨立學科是 19 世紀末期的事；

而「philosophy of education」一詞則最先來自德國學者 Karl Rosenkranz 所著之

《教育學體系》（Pedagogics as a System）的英譯本書名「philosophy of 
education」 1。至於該書的譯者則是一位女性學者─A. C. Brackett。作為一位教

育哲學及教育思想史的探究者，遂藉由此段文字介紹，因而對於原作者

Rosenkranz 及譯者 Brackett 兩人皆產生強烈的興趣及好奇心。到底這兩位學者

的生平背景為何？其所寫作的教育哲學內容又如何？經過考查後，知道

Rosenkranz 全名為 Johann Karl Friedrich Rosenkranz（1805-1879），為德國柯尼

斯堡大學（University of Königsberg）神學博士及哲學教授，專研 Hegel 與
Schleiermacher 哲學，由其學術經歷來看，承繼了 I. Kant 及 J. F. Herbart 哲學及

教育研究香火，其教育論述應不容忽視。至於 Brackett 雖然是位女性，但她在

當時的美國亦是一位名聲顯赫的教育人物，除了是美國中等學校的第一位女性

校長外，也是美國的師範學校中首位的女性校長，可以說是美國女子高等教育

的重要先驅；在此同時她還致力於哲學與教育哲學的推廣，是以無論在教育事

功的發揚上，或在教育學說的闡發上，Brackett 顯然都有值得後人大書特書之

處。 
以往吾人在論及美國教育思想時，多半以 J. Dewey 所領銜的實用主義

(pragmatism)為其正宗，而且也強調 Dewey 名著《民主與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一書在教育哲學發展史上的里程碑地位。但任何哲學或教育學說的出

現不太可能無中生有，也絕非一朝一夕即能竟其全功，以 Dewey 的教育哲學而

言，固然歸屬出自美國本土的實用主義陣營，然而在其發展歷程中，受到的影

響除了外在社會及經濟環境變遷、當時興起的達爾文主義(Darwinism)外，也受

惠於 Hegel 的觀念論(idealism)。 
當時 Dewey 所處的美國學界，盛行的正是來自德國的 Hegel 哲學，而

Dewey 在求學時，就受到了 Kant 與 Hegel 的影響，其博士論文係以《康德的心

理學》(The Psychology of Kant)為題，而當踏上學術之路後，更試圖藉由 Hegel
的「合」來超越哲學史上「正」與「反」的二元論(dualism)對立（林玉体，

2003：270-271），這也開啟了他日後以實用主義來調和經驗主義與理性主義的

                                                        
1 根據楊深坑(2016)及 J. J. Chambliss(1968)的說法，英語世界中最早使用「philosophy of 
education」名稱的，應該為 Thomas Tate 在 1857 年在英國出版的《教育哲學》（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一書，其後於 1885 年在美國刊行。至於 Brackett 所譯的 Rosenkranz 專書，剛開

始 1872 年在美國出版時，是以「Pedagogics as a System」為名，到 1886 年第二版出版時，才改

為「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的書名(Chambliss, 1968: 53)。所以無論是在整個英語世界或是

在美國，第一本以「教育哲學」為句的書其實並非這本《教育學體系》，惟兩書在美國出版的年

代其實極為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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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思路。 
其實美國在 19 世紀及 20 世紀初年時，無論在教育思想或是在教育實務上

都深受 Hegel 主義的啟發。根據 N. G. McCluskey（1958）的分析，19 世紀及

20 世紀初期美國公立學校理念與實務的產生與發展，主要可歸功於前後三位重

量級的推動者－H. Mann（1796-1859）、William Torrey Harris（1833-1909）和

John Dewey（1859-1952）。其中 Mann 奠定了美國公立學校制度的基礎，Harris
改革了公立學校課程，Dewey 則將原先以傳統與古典語文與文學導向的公立學

校，轉向兒童興趣與經驗為中心的方向。進而言之，Mann 在 1844 所撰之年度

報告書未脫 Hegel 的影響，而 Harris 則在教育理論與實踐上均奉 Hegel 思想為

其方針；至於 Dewey 思想過去的詮釋者認為其早期受 Hegel 影響，但日後則形

成自己的哲學學說。惟近來卻有相當多的學者，如 J. R. Shook（2000）、T. C. 
Dalton（2002）、J. Garrison（2006）與 T. Midtgarden（2011）等卻以為 Dewey
終其一生其教育哲學其實均未脫 Hegel 的影響，特別是自由概念的倫理分析、

政治文化中的理想化規範、經驗的連續性概念、探究的邏輯等均有 Hegel 思想

的影子(引自楊深坑，2016)。若用 Nash 的話來說，Dewey 對於 Hegel 的觀念

(ideas)所作出的回應，形成其思想中恆久的一個部分(Nash, 1968 : 357- 358)。 
而在個人方面，Dewey 猶未於學術界出道、仍在中學擔任教師期間，曾撰

寫〈唯物論形上學假定〉（The Metaphysical Assumption of Materialism）一文，

並投稿給當時著名的哲學家、教育家 William T. Harris(1835-1909)主編的《思辨

哲學期刊》(Journal of Speculative Philosophy，以下簡稱 JSP)，之後獲得刊登。

此舉對於 Dewey 應該有著莫大鼓勵，而就在 Harris 及其大學業師 H. A. P. 
Torrey 的鼓勵下，Dewey 再接再厲正式踏上學術之途，下定決心研究哲學，也

因而成就日後一代大哲（林玉体，2003：26） 
綜合而言，在 Dewey 的實用主義興起之前，以 Harris 為首的聖路易哲學運

動(St. Louis Philosophical Movement)，不僅傳播了思辨觀念論(speculative 
idealism)，Harris 還憑藉了他在教育界的地位──他一方面是聖路易地方的校

長，也是國家教育協會(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及美國教育委員會(United 
States Commissioner of Education)中深具影響力的領袖人物──這些在在都使得

Harris 所崇信的 Hegel 主義成為 19 世紀後半葉時美國教育的官方哲學(official 
philosophy)，連 Dewey 都深受其影響(Moiser, 1951: 25)。是以當我們要研究

Dewey 之前美國教育思想與教育哲學發展的歷史時，Harris 及聖路易哲學運動

（包含參與該項運動的教育人物）都是我們所不能忽略的人物與重要環節。 
Moiser 分析過往美國教育有兩個重要傳統（Moiser, 1951)：一是將教育視

為經驗(experience)，一種由外而內的形塑(formation from without)；另派則將教

育視為生長(growth)，亦即將教育視為內在的發展(development from within)；而

能將兩者統合在一起的就是 Dewey 的哲學。Dewey 及其他試驗主義者

(experimentalists)強調「經驗的連續體」(experiential continuum)，雖然其主張

「教育即經驗」的概念，但其也能包含「生長」的意含在內。Moiser 認為，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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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主義的哲學之所以會完成此一富饒意義的統合，主要來自於 19 世紀的 Hegel
主義，而後者正是 Harris 的思想根基，也是 Dewey 早年實用主義的基礎。透過

與教育界的關係，Harris 發揮他積極的影響力，連接了早期 Emerson 尚未完全

發展成熟的先驗主義(transcendentalism)與後來 Dewey 發展較成熟的實用主義，

甚至進而成為溝通 18 世紀機械論(mechanism)、聯結論(associationism) 與效益

論(utilitarianism)和 20 世紀實用主義、試驗主義及工具主義(instrumentalism)，
成為美國不同教育思想之間的橋樑。 

在參與聖路易哲學運動及學會相關活動中，Brackett 作為一位美國早期的

女性哲學家，可說相當地活躍，雖然該學會的男性領導人物始終未接受女性成

為正式會員(full members) (Shock, 2005: 312)，但並未減損她在該哲學運動中的

重要性。Brackett 還參與了學會機關刊物《思辨哲學期刊》，並在刊物中撰寫了

不少文章。作為一位女性教育工作者，她不只引介了 Hegel 主義於其教育理論

中，更倡導了女子高等學習及男女合校接受教育的重要性，她對女子教育的重

視可以說是與其 教學思想交織在一起的。 
因此，透過對於 Brackett 的教育活動及女子教育思想探究，不僅可以幫助

我們研究 19 世紀當時女子教育思想及相關教育思想的發展情形，亦可以提昇我

們對於當時重要哲學運動（也是教育運動）─聖路易哲學運動的理解程度，進

而對於 19 世紀後期 Dewey 教育哲學興起之前，美國教育哲學的萌芽與歷史演

進有著更深入的認識。另一方面，探究 Brackett 這位 19 世紀重要女性教育人物

關於女子的教育主張，不僅是教育理論中「不同聲音」的呈現，也代表著「將

女性還給歷史」歷史研究取向的重視，它更是一種對於國內西方教育思想史研

究乃至教育哲學學科史探究的深化，對於向來缺少女子教育思想系統研究與女

性教育學者的國內西洋教育史學界而言，應該能提供進一步的助益。 
 

貳、A. C. Brackett 生平與教育遺產 

從前述學術與教育成就來看，Brackett 在當時應該可以稱得上是一位具有

份量的教育學者；而從性別的角度論，身為一位女性，Brackett 在美國女子教

育及高等教育上更是一位能夠披荊斬棘、開創新猷的拓荒者。除此之外，其亦

有不少教育論述問世，應夠格成為後世學者大書特書的教育史上一號人物。不

過，奇怪的是，在其逝世之後，基於對其生前成就的追懷，Brackett 雖然有其

弟子 Edith Kendall 為其立傳，寫了一本小冊《追憶 Anna C. Brackett》(Anna C. 
Brackett in Memoriam)，然而在此之後，Brackeet 似乎就遁入歷史，此後未受太

多注目，尤其在教育史研究方面，名聲其實並不響亮。 
身為一位女子教育的先鋒，Brackett 不只參與當時社會改革的運動，也積

極引介了當時最先進的哲學思想於美國學術界與社會之中。例如她參與了宣揚

Hegel 主義的「聖路易哲學學會」（St. Louis Philosophical Society, 1866 創立）之

《思辨哲學期刊》(Journal of Speculative Philosophy)的發行工作，該刊為早期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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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刊行的重要專業哲學刊物，也曾在以波士頓(Boston)為基地的《教育期刊》

(Journal of Education)擔任主編，其對於學術活動的熱中，在當時女性中非常罕

見。而在學術性刊物外，更曾為當時一些頗受歡迎的雜誌，如“Harper’s 
Monthly”, “Century Magazine”, “St. Louis Ladies’ Magazine”等刊物撰寫多篇文

章，亦可見她在引領思想及帶動社會風潮上的活躍程度。基於她對當時社會的

貢獻，當她逝世後不久，就有人尊稱其為「所有已知女性中成就最為不凡的教

育家之一」（one of the most remarkable educators known among women）(Rogers, 
2005: 73)。 

但到了現在，我們對於 A. C. Brackett 的個人及其教育成就似乎有些陌生。

根據作者初步文獻探討，截至目前為止，國內外學界（無論是歷史學界或教育

學界）對於 Brackett 教育思想及教育活動，均尚未有全面性及系統性的論述，

目前所看到對於 Brackett 的生平志業進行較有規模的歸納者，厥屬 D. G. Rogers
在其《美國首批女性哲學家：移植黑格爾，1860 至 1925 年間》（America's First 
Women Philosophers: Transplanting Hegel, 1860-1925）一書中第五章關於

Brackett 的論述，其餘較為詳細者則未得見，至於其生平主要還是見諸於一些

百科全書或哲學家名錄字典中的概略描述。 
如前所述，對於 Brackett 這位美國高等教育中的女性教育先鋒進行較為深

入的探究，不僅有助於對於女子學者的女性主義教育學說有著更多的歷史性了

解，也可據以對於 19 世紀美國教育思想及教育哲學的演進歷史產生更全面的認

識。以下先就相關文獻初探所得─主要以其弟子 Kendall 所著追憶專冊為依據，

對於 Brackett 的生平及教育實踐與著作進行介紹。 
一、Brackett 生平簡述 

Brackett 全名為 Anna Callender Brackett，生於 1836 年，逝於 1911 年，享

年 75 歲。而在前述的《美國首批女性哲學家》一書中，作者 Rogers 稱其為

「女性主義的哲學家─教育家」(feminist philosopher-educator)(Rogers, 2005: 
73)，這代表了 Brackett 一生裡最重要的兩個角色，哲學家與教育家，她不僅位

列當世女性中最重要教育工作者，而其在哲學學說的論述及引介上也不容輕

忽。 
 1836 年 5 月 21 日，Brackett 出生於新英格蘭地區麻州的波士頓(Boston)。

她的父親 Samuel Brackett 是一位乾貨商人，在五位孩子中，她排行老大。在現

有資料中，對於她的幼年及家庭生活，我們其實所知甚少。然而以女子的身份

來說，具備相對優勢的 Brackett 接受了還算不錯的教育。她曾在 Boston, 
Somerville 及其他鄰近區域的公立、私立學校中求學，後來又進入 Abott 夫人

(Mr. Abott)主持的著名學苑(Academy)就讀。之後，她更進入位於麻州 South 
Framingham 的州立師範學校(State Normal School)讀書，並於 1856 年畢業，這

年她 20 歲。Brackett 個人似乎對於年少的學習時光還算滿意，尤其是對於這所

州立師範學校，後來每次當她提到這所州立學校時，總是高度的讚賞。就在這

所學校中，她的心智獲得了足夠的鍛錬，奠立了她日後成為教育方面權威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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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Kendall, 1915)。 
學校畢業後，Brackett 首先在麻州的 East Brookfield 開始她的教育生涯，後

來在麻州 Cambridge 地區的高中擔任助理教師，接下來又在 South Framingham
她的母校擔任助理校長，然後一直在這個位置上服務了兩年。1860 年，她接受

了南卡羅萊納州 Charleston 師範學校副校長的工作，不過因為南北戰爭爆發，

在這個位置上只有服務了短暫時間──因為她算是北方人，所以後來必須離開此

一職位。 
當她輾轉遷徙至密西西比州聖路易時，當時她其實還只有 25 歲。但她任職

聖路易師範學校的校長，這使她成為美國中等學校的第一位女性校長，這不僅

是屬於 Brackett 個人的榮譽，也代表她在美國教育中的先驅地位。Brackett 後來

在聖路易地區服務了 9 年的時間，為美國的女子教育樹立了教育上的新標準

(Kendall，1915)。而在聖路易定居期間，她與許多當時的 Hegel 主義者結織，

翻譯出版了一些美國首批哲學著作，接著她回到 Cambridge 短暫地教了一陣子

書，後來又回到聖路易。 
1870 年，Brackett 的教育工作進入了新的階段。她與原為她助手的 Ida M. 

Eliot2在紐約成立了一所私立學校，共計有超過 200 位的女生入學，這所學校在

當時相當成功，有 25 年的時間它都是紐約市最負盛名的私立學校之一。1895
年，經過了 40 年的教育工作後，Brackett 從工作崗位上退休下來，但她仍然在

成人班級中進行教學工作，教授著諸如藝術、文學、哲學和聖經的課程。 
之後，Brackett 的健康發生問題，使得她每年至少有一半的時間必須待在

家中靜養，但她仍然開放家中，邀請各界不同的人士到家裡作客，並陸續與她

過去的學生及年輕的學子通信，積極鼓勵了許多的人。根據其學生描述，

Brackett 對於生死並不特別掛懷，她認為人何時生何時死，一點都不重要，真

正重要的是他們到底作了些什麼，以及他們究竟成為怎樣的人(it was what they 
did and what they were that mattered)(Kendall, 1915)。最後，Brackett 以 76 歲之齡

辭世，留給其學生無限懷念，也帶給後世許多的教育遺產。 
 

二、Brackett 的教育實踐 
關於 Brackett 的教育遺產方面，概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是她實際從事的

教育活動，另一則是她撰寫的教育作品。在實際教育活動的部分，Brackett 曾
當過師範學校及中學校長，她的教育成就可說首開美國女性在教育行政擔任領

導工作的先例，此外，她又參與了學校的實質設立工作。而她更實質的影響，

則是在女子教育尤其是在女子高等教育的部分。例如她在校長任內，即致力於

讓女性學生有獲取高等教育之機會，並且也提供女性學生博雅學習(liberal 

                                                        
2 I. Eliot 與 Brackett 的關係十分緊密，兩人似乎是同居伴侶的關係(domestic partners)。當她們在

聖路易工作時，兩人就同居住一間房子，之後她們也共同參與許多社會運動事件。而當

Brackett 辭去聖路易師範學校校長一職後，時任副校長的 Eliot 也旋即離職，隨她至紐約開設新

的女子學校(Rogers, 2005: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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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以作為進一步專業訓練之預備。而為了改進學校教育，她也曾向當時的

學校教育董事會提交了兩份改革計畫，一份是有關師範學校的入學年齡限制，

另份則是主張該校入學應有考試。這兩份計畫後來皆被採行，此舉也奠立了聖

路易師範學校日後良好發展的基礎。 
Brackett 在聖路易師範學校的努力，獲得當時重要哲學家及教育家 Harris

的善意回應，當時後者正擔任聖路易地方的教育主管。Brackett 與 Harris 兩人

在工作上密切合作，而兩人對於師範學校的教育看法一致。Brackett 的主張

是，教學(teaching)有如醫學和法律一樣，就是一項專業(profession)，因此師範

學校與中等學校的教育應有所區分。Harris 對於師範學校的專業也有所認同，

再加上 Brackett 辦學相當有成效，這使得他也相信，教學之外尚需要管理與領

導的技能，而這些都需要去學習的(Rogers, 2005: 75 & 77)。此外，Harris 還進一

步贊同了 Brackett 關於男女合校教育的主張。 
於紐約所設立的女子學校裡，Brackett 則聘用了當時知名的一些女性教師

（如 Mary Mitchell Birchall，其為當時第一位獲得新英格蘭地區學士學位的女

性）擔任學校老師，並且培養出一些著名的學生，如 Ruth Sawyer, Roller Skates
等人。而她在學校中所採用的教學方法相當具有原創性，其學校並不特別重視

考試與分數、外在形式的懲罰，而是重視保持學生的學習興趣，強調學生的自

覺與有無真正學習到東西(Kendall, 1915)。基本上，Brackett 是一位深受學生愛

戴，又投入工作的教育家，在教育的實踐上，她對於美國的女子教育及師範教

育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三、Brackett 的教育著作 

在教學的同時，Brackett 還熱心出版了一些成功的教育著作。1874 年她出

版主編了第一本書《美國女子教育》(The Education of American Girls)，在這本

書中她一開始便有如下的題獻辭：「這本書獻給所有學校及學院中的女性，因為

我們相信，她們的理想是崇高的，而且她們也有力量促使其實現。」而在該書

最後，她又提出了呼籲：「只有當我們為所有美國的女性完成了如此的教育，這

所見世界最美好的部分，我們才能安穩地相信未來一代的利益將能在在智識與

宗教上獲得更強力的指引。」(Brackett, 1874; Kendall, 1915) 
《美國女子教育》除了宣揚女子教育對於美國社會的重要性外，Brackett

也將 Rosenkranz 的教育哲學理念應用於女子教育上，其中說明女子教育應該透

過兩個階段：感知階段(perceptive stage)與概念階段(conceptual stage)來實施。女

子也應發展抽象思考能力，她們的生活不能侷限於家庭中，否則其將無法完全

發展其道德和智識。 
1876 年，Brackett 蒐集了其與 Ida Eliot 在學校所使用的詩句，和後者共同

編寫了《家庭與學校詩句》(Poetry for Home and School)，用意在幫助學童體會

自己語言之美，並讓其能夠得以表達多彩多姿的情感與高貴的期望(Kendall, 
1915)。 

1878 年，Brackett 出版了《教育科學》(Science of Education)，就是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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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enkranz 的《教育學體系》，後來 1886 年又更名為《教育哲學》(Philosophy 
of Education)。該書為 Harris 所編之《國際教育系列》(International Series)叢書

中的第一冊，原連載於 1872 年起的《思辨哲學期刊》中，其以 Hegel 式風格寫

成。原著分為三個部分，而每一部分又可分為三個重點。其中第一部分談的是

教育的一般觀念，包括教育的「本質」(nature)、「形式」(form)及「限制」

(limits)；第二部分則分析教育的特殊組成(special element)，包括「體育」、「智

育」及「德育」等；第三部分則討論了教育的特定制度(particular system)，包括

「國家的」(national)、「神權的」 (theocratic)、「人道的」(humanitarian)。在

《思辨哲學期刊》連載時，Brackett 將該書全文照譯，惟後來集結出版專書

時，Brackett 省略了第三部分，可能是因為該部分以 Hegel 的哲學─歷史分析方

式來分析不同文化及時代的教育型式，Brackett 認為其不夠實用因而將其省略

(Rogers, 2005: 84。Rosenkranz, 1899)。無論如何，Rosenkranz 這本《教育學體

系》仍可謂教育哲學初期重要著作，它強調了人類認知發展(cognitive 
development)的重要性，並從認知發展的觀念來解釋人類的學習過程及階段，這

對於 Brackett 的教學理論及教育思想影響甚深。 
1892 年，Brackett 在較為通俗的《哈潑雜誌》(Harper’s Magazine)雜誌上開

始寫文章，第一篇文章就引發了許多讀者的關注，由於迴響熱烈，所以

Brackett 後來又額外加上一些內容，再以專書的形式出版，名為《休閒的技

巧》(Technique of Rest)，也仍然受到歡迎，即便 Brackett 辭世後，出版商在不

知情狀況下，還曾來信要求其再撰寫一本同樣主題的新書。 
1893 年 Brackett 編著出版了《女子與高等教育》(Women and Higher 

Education)一書，內容集結了多位女性作者與教師自 1819-1892 年間關於女子教

育的論著，Brackett 本人並為其作序。因該書蒐羅了不同時代重要女性學者的

文章，成為吾人了解 19 世紀美國不同女子教育家思想與訴求的重要參考文獻。 
而除了上述的專書外，從 1870 年到 1898 年，超過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

內，Brackett 尚寫了許多教育類的論文、詩文、速寫、故事等，分別刊登於各

類的雜誌上，她甚至還在《哈潑時尚》(Harper’s Bazaar)主編名為《行動戲劇》

(The Acting Drama)的專頁。Brackett 的文筆深具魅力，從她許多文章的標題可

見一斑。例如「它的古怪」(The Queerness of It)、「包容 vs. 排外」(Inclusion vs. 
Exclusion)、「不確定的要素」(The Element of Uncertainty)、「主動的胡說八道」

(Active Nonsense)、「學校 vs. 瘋狂」(The School vs. Insanity)等等(Kendall, 
1915)，從這些標題均可看出 Brackett 思想活潑、文字犀利之處，其絕非固守拘

泥於古板規矩之輩，而是一位能夠善用自己才華，甚至期許自己能帶領風潮的

社會運動家。 
綜合上述，可以了解到，Brackett 作為一位哲學家與教育家，在其教學活

動之餘，仍然致力於學術思想與教育學說的引介。或許還可以這樣說，Brackett
在哲學上屬於 Hegel 主義與觀念論，但從其對於女子教育投以的關注來說，亦

可說是一位哲學女權主義(philosophical feminism)者，在觀念論方面，她作出了



10 
 

許多重大的女權主義式創新(feminist innovations)(Rogers, 2005: 83 & 85)，因而

對 Hegel 關於女性教育地位的說法提供了修正。而 Brackett 的一些重要著作，

包含她的《美國女子教育》及《女性與高等教育》乃至於她的教育學譯著《教

育哲學》及其他的各類論著文章，也都在代表了她的哲學理論在教育上的延伸

與應用。此外，由於她與當時聖路易哲學運動中重要人物如 W. T. Harris 和其

他重要女性教育家如 S. Blow、M. Kies 等人(Rogers, 1999:236)也都保持密切關

係，若能對此進行更系統的探究，將有助於我們對於日後美國教育思想與教育

哲學的發展有著更深入的認識。 
                           

參、Brackett 的教育哲學 

    Brackett 的教育論著雖然數量不少，但大多針對當時的教育議題發表專論

或撰寫一系列文章，她固然也譯介德國觀念論的教育思想，但是其本身所撰之

系統性理論著作則付之闕如。因此，若欲進一步了解其教育哲學觀點 ，就必須

從她散見不同期刊的文章或所編著的專書，甚至是其所譯著的作品中，進行歸

納以尋索其教育主張及背後的哲學觀點。就筆者目前文獻探討所得，在

Brackett 所編著的專書中，主要仍以《美國女子教育》及《女子與高等教育》

較具學術性質，其中《美國女子教育》一書中的第一章即是由 Brackett 所撰的

「美國女子的教育」(Education of American Girls)，所佔篇幅不小，分別從體

育、智育及德育三個向度來論述女子的教育，某種程度上應能代表其教育和女

子教育的觀點。再則，從 Brackett 為其譯著《教育學體系／教育哲學》所改寫

的較為簡要的導言及內容撮述，應該也可以發現到一些 Brackett 的教育哲學主

張，尤其是她在《美國女子教育》中所提到的三個向度其實正是來自於

Rosenkranz 的分析。此外，Brackett 在當時《思辨哲學期刊》、《國家教育期刊》

(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新英格蘭教育期刊》(New England Journal of 
Education)等刊物中亦曾多次發表教育相關文章，我們亦可從其中窺知其教育觀

點。此外，學者 Dorothy G. Rogers 對於 19 世紀 Hegel 哲學在美國移植的狀況進

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女性哲學家在當時哲學界所佔有的角色(如聖路易

哲學運動)，其中對於 Brackett 的生平有著較多的著墨，其研究觀點也是本文所

擬參考的內容。不過，對於 Brackett 的教育哲學進行完整的論述者，至今尚未

得見，而作者所作的亦僅是初步研究成果而已。以下謹就 Brackett 教育思想的

哲學基礎、教育思想主要觀點及女子教育思想三個部分進行論述。 
 
一、教育思想的哲學基礎 

筆者在此贊同 Rogers 所言，作為一位哲學家及教育家，Brackett 的最重要

貢獻是為觀念論作出了「女權主義式的創新」，也就是說在 Brackett 的思想成分

中，主要是觀念論和女權主義這兩項基因。觀念論孕育了 Brackett 的思想基

礎，也是 Brackett 得以進入當時主流哲學界的契機；而女權主義的部分，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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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Brackett 實地接觸教育工作時，包括了師範教育及女子教育，其最重要的生

命動力之一。 
19 世紀的美國還是一個年輕的國家，尚未完全擺脫殖民地的心態，故其教

育觀念及教學方法也率多從國外引進，尤其是英國的教育傳統，如蘭開斯特制

或導生制(Lancastrian or monitorial system )在 19 世紀前半仍被廣泛地採用；後來

美國的教育者又尋求從歐洲其他各處找尋適當的教育觀念及思想體系(Dunkel, 
1973: 233)。作為哲學後進國的美國，在屬於本土的實用主義出現之前，對於當

時學界所盛行的德國觀念論，大抵僅有移植及應用的能力和心態，教育界更是

如此。 
依據 Rogers 的分析，在 1860-1900 年間的美國早期觀念論，學者熱中將德

國的思想家(特別是 Hegel, Fichte, Schelling)引介給當時的閱讀大眾，而美國第一

本哲學期刊，正是深具觀念論色彩的《思辨哲學期刊》，該期刊的主要創辦人則

為美國哲學界當時的領導人物 W. T. Harris。Harris 是一位哲學家、一位教育

家，也是一位老練的行政官員，其雖曾受教於 R. W. Emerson，但並未走上先驗

論(Trascendentalism)的道路，而是醉心於 Hegel 的觀念論哲學，在其擔任多項行

政職位時，熱切地想將 Hegel 哲學應用至實際的教育上。Harris 本人的思想相

當開明進步，屬於自由派的知識份子，他支持女性應享有投票權；雖然在他任

內並未成立任何種族融合的學校，然而他亦主張非裔及原住民美國人也應享有

平等之教育；另外，他還倡導英語及德語的雙語教育(Rogers, 1999)。總言之，

19 世紀 Hegel 主義在美國學校教育中的盛行，Harris 居功厥偉，透過 Harris 的
努力，Hegel 主義對於教育的影響力甚至還超過狹義的「學校教育」之外。當

然，除了 Harris 本人之外，Hegel 主義一些在俄亥俄州的早期追隨者以及環繞

在 Harris 身旁的「聖路易 Hegel 主義者」(St. Louis Hegelian)也貢獻了不少心力

(Dunkel, 1973: 234)。 
如前所述，Harris 的觀念論屬於德國觀念論的傳統，尤其是 Hegel 的思辨

觀念論(speculative idealism)或思辨哲學(Speculative Philosophy)。據 Beiser (1987: 
287)的分析，Hegel、Fichte 與 Schilling 等人的「思辨觀念論」與 Kant 的「批判

觀念論」(critical idealism)不同之處，在於前者從理性主義的傳統中又重新喚起

形上學的觀念(metaphysical ideas)。而這些形上學的觀念在 Kant 的哲學中是早

已被宣告為超越人類知識之外，但 Hegel 等人卻將其當成批判哲學的一項必要

性。 
Harris 認為思辨的方法是一種最高形式的認知，在西方思想中有其傳統，

從 Plato, Aristotle 一直到 Spinoza，但對於思辨思考(speculative thinking)描述得

最完整的，卻是 Hegel 的邏輯(Logic)。Harris 以下列的方式說明了 Hegel 的思

辨方法與「否定」(negation)間的關係：「思辯者可以從否定(the negative)中洞悉

肯定(the positive)的構成。Hegel 說：『具有存有形式的正是自我相關者(the self-
related)』。但所有種類的相關性就是否定，因此那些具有存有形式的，雖然某種

程度是肯定的，但實則它是一種自我相關的否定(self-related neg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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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ris, 1867: 4; Chambliss, 1965: 320) 
基於前述對否定性思辨方法的看法，Harris 將認知中的意識分為三個階段

(three stages of consciousness in knowing)：第一個階段是立即的或是感覺的

(immediate or sensuous)認知；第二個階段是發現到事物間的關連性，也就是事

物一定出現在與其他事物的關係中，是對於「中介」(mediatioin)的認知；第三

個階段則是認識到這些關係其實是否定的關係，否定正是事物與自身的關係，

這種自我關係形成了同一性(identity)。第三個階段是意識的最高階段，也就是

「思辨」或「思辨理性」(speculative reason)，也只有在這個階段人們才能成為

自決的(self-determined)、自立的(independent)。Harris 相信，思辨哲學應該是人

類生命中實用中「立即性」或「中介性」的根基，它不是空洞的思辨，而是對

於所有哲學家在認知上 都形成挑戰的可能性(Chambliss, 1965: 321-322)。 
除了上述對於認知的看法外 Harris 也如同 Hegel 一樣，在討論精神的生命

(life of mind)時 ，是由一種歷史的，還有心理的或是本體論的觀點來看待；為

了要理解理性(reason)所具有的完整的可能性，我們需要去理解人類的精神是如

何透過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的進程演變成現在這個樣子。當文明史發展

至最完全時，人類的精神將可覺察自決的最高原則，而思辨哲學正是自我教育

(self-discipline)的最高規準。 
再則，最高等的個體自由(individual freedom)是思辨階段中人們要學習的終

極目標，惟由於社會的制度是在歷史上成形，所以我們要獲得最高的個體自

由，也不可缺少社會的制度。社會制度中最基本的有四項，家庭、公民社會

(civil society)或社區(community)、教會和國家，但學校這個第五項制度卻對於

維繫上述四項基本制度是必要的。對於 Harris 來說，「教育要去實地培養年輕人

社會生活所需的習慣與活動，並且也要使年輕人能合作實現那些藉由人們的良

知與理性所建立的理想….所以教育必須使得每個人都能服膺其所生活之社會制

度的要求 。」(Harris, 1882; Chambliss, 1965: 324)。「自決」和「自我活動」

(self-activity)可以說是人的精神生命和教育的最高目標，但是這樣的自由和獨特

性，卻必須要在社會的制度下來培養，也必須在學校這個制度環境下來進行，

這種看法其實有些弔詭(林玉体，2003: 264-265)，但也確實形塑了當時聖路易哲

學運動主要成員的教育看法，Brackett 作為 Harris 的得力助手，自然也不例

外。 
在聖路易哲學運動中，Brackett 是其中頗為重要的一位成員，在《思辨哲

學期刊》(JSP)創刊號中，Harris 還特別點名感謝 Brackett 在出刊過程中校對方

面的協助(JSP, 1867)。其實，Brackett 在當時的哲學運動中不只是扮演幕後的角

色，她應該算得上一位領導者，在整個過程中她參與哲學辯論十分積極(Rogers, 
2020)。在當時，Brackett 與另兩位重要女性教育家 Susan E. Blow(1843-1916)和
Marietta Kies(1853-1899)都參與了聖路易哲學運動，她們都是 Hegel 及 Harris 哲
學思想的追隨者，在將觀念論思想應用至實際的社會情境及教育方面也都作出

了卓越的貢獻。不過可能是由於身為女性的關係，加上她們的著作都較少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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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Hegel，因此在理論及哲學撰述上的知名度上就遠遠不及她們的男性同僚

(Rogers, 2000)。 
Brackett 的哲學思想深受觀念論的影響，因為與 Harris 有著密切的工作夥

伴係，所以又長久浸淫於 Harris 倡導的 Hegel 主義中，加上她迻譯 Rosenkranz
的教育哲學著作，對於後者的教育理念亦能通曉，因此她的教育哲學及思想充

滿了觀念論的色彩。「較諸其他國家，我們更適合去遵循那些德國思想家已經鋪

好的道路，因此對於我將該國大哲學家的主要流派作為指引，我將不會有任何

辯解，因為在現今時代中，其已然為教育在各種科學之中奠立了地位。」 
(Brackett, 1874: 17)對於 Brackett 來說，德國的主流哲學不僅在思想上取得先進

的地位，而且更重要的是，透過這些德國哲學家的努力，教育在系統性學科中

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Brackett 既然投身教育工作，當然也期待藉由這些先進

教育學說的指引，能夠奠立教育的專業地位。 
在 Brackett 所提到的德國思想家中應該包括了 Kant, Hegel, Fichte 和

Schelling 等人，她曾經研讀過這些學者的著作，此外她也閱讀了這些學者相關

的評註作品，如 J. H. Stirling, F. Hoffman, A. Vera, K. Rosenkranz 等人的著作。後

來她也曾在 JSP 中發表過〈對於一篇有關 Hegel 文章的分析〉(Analysis of An 
Article on Hegel)，分析了學者 James Eliot Cabot 有關 Hegel 的論文(Brackett, 
1871a)，藉此推介德國的觀念論給當時英語世界的讀者。基本上，在這篇文章

中，我們也可以透過 Brackett 對於 Cabot 的贊同，看到 Brackett 對於 Hegel 觀念

論的支持。 
不過就如 Rogers 所言，Brackett 及其所屬的聖路易哲學運動陣營雖然心儀

Hegel 思想，但是 Brackett 在將其應用於美國的社會脈絡時，仍然走出了巨大的

一步，她將一些美國的個人主義(American individualism)，她強烈地意識到個人

在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箇中尤其是對於女性的角色及地位的認知，更與

Hegel 有明顯的不同(Rogers, 1998: 25)。總的說來，Bracket 真正關心的不只是哲

學理論的本身，而是哲學理論之「用」，哲學理論該如何應用於美國的社會及當

時的教育中，這是她真正關切的問題。不可諱言的，由於缺乏系統性的專著，

Brackett 對於觀念論哲學並沒有更為深入或是創新的闡發；但 Brackett 之所以認

同觀念論，主要還是來自於她認為 Hegel 觀念論及據此所衍生的教育學理論有

助於當時美國教育的進步。正是出於社會實際的需要和對於教育的關懷，使得

她願意花心力將 Rosenkranz 這位 Hegel 弟子的教育學理論著作翻譯成英文，引

介給對於教育理論需求孔急的美國社會，形成美國第一本名為「教育哲學」的

專書，在當時美國學術界及教育界的大池子中，為美國教育思想的系統化及學

術化，丟下了第一顆大石頭。 
 

二、教育哲學主要觀點 
由於 Brackett 並未有教育思想專著問世，因此擬就其所撰相關的譯著及論

文，歸納數點說明她的教育哲學基本觀點。其中尤其 Rosenkranz《教育學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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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是一部體系相當完整的教育學專著，而 Brackett 作為該書的譯者，其教育

哲學觀點自受其深刻影響，因此其教育哲學觀點應該是與 Rosenkranz 有著密切

連繫的。 
(一) 在有關教育的基本概念如本質(nature)、形式(form)等方面，Brackett 就

像其他觀念論者所主張的，認為教育的本質應該受到精神(mind)的本性所決

定。而精神的本性就是透過自我活動來發展 ，以達成真正的精神。教育就是一

個人對另個人所施予的影響 ，但目的還是要引領受教者透過自身的努力來實現

自身。這種實現為的是要獲致完美的人性，其中精神所必需的自由之實現，則

構成了一般意義上教育的本質(Rosenkranz, 1872: 9) 簡要地說，教育就是精神開

展的過程。人類最獨特之處，在於人具有可以開展真正精神的自由，因此人是

唯一適合接受教育的對象，但真正的教育還是要靠個人自身的努力才能達成，

其他人或是教師能作的就只能是去影響或是引領學生，使其能展開自我的活

動。 
依照前述的觀點， Brackett 認為教育就是內在能力(innate capacities) 的一

種「發展」(development)及「開展」(unfolding)。「教育，就如同我們一開始看

到一樣，它的字源就告訴了我們，是一種發展─一種內在能力的開展。在教育

的過程中，是從出生時一個完全依賴的狀態，走向成人生命的獨立狀態。」

(Brackett, 1874: 15-16)。教育的本質是發展，而發展所採取的形式則是由不成熟

的依賴狀態，走向一個成熟的獨立自主的狀態。 
按照 Rosenkranz 的說法，教育受人類精神本性所決定，而人的精神又會經

過下列歷程：1.它是立即的(或是潛在的)，但 2. 它又必須與其本來的自我疏離

出來(estrange itself from itself as it were)，讓它自己能夠被放在自我之上，而成

為一種被特別關注的對象；然後 3. 這種疏離最終又透過對於對象的進一步熟

悉，而又被消除。不過此時原先的立即性形式，已經得到了更進一步的豐富

了。換言之，教育的形式就是 Hegel 所講「自我疏離」3的原則(林玉体，2003: 
265)，從剛開始的想當然耳的立即性的熟悉，到進一步的疏離及陌生，而在這

種疏離及陌生化的過程中，我們重新去關注去認識對象，最後才能達到更高層

次的熟悉。這個自我疏離過程的概念，其實正是一個辯證的過程，它使得教育

成為一種充滿張力與交互行動(reciprocal action)的活動；教育活動總是必須不斷

地在舊與新、熟悉與陌生、權威與服從、合理性與個體性、工作和遊戲、習慣

與自發的各種對立間擺盪來回，從而使教育具有一種改造或轉變的功能。 
教育所帶來的改變，「廣義來說，它包括了人類所有的能力在內─人的必朽

及不朽兩部份的能力。」(Brackett, 1874, 15-16)。Brackett 認為人由兩個部份所

組成，一是必然朽壞的身體部分，身體是不斷發生變化的，而身體的組成是來

自於我們對於物質的暫時借用，人死之後身體會回歸塵土、還諸自然，因此當

身體解體時也代表了它的毀滅。除了可朽及改變的部分之外，人還具有一種不

                                                        
3 「自我疏離」(self-estrangemet)是 Rosenkranz 從 Hegel 所借用的概念 ，W. T. Harris 認為其可

能是教育哲學中最重要的觀念(Chambliss, 1965: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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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的本質(changeless essence)，這種不變的本質構成了人的「同一性」

(identity)，而從其本性來看，它就是不朽的4。換言之，人不只是形而下的存

有，更是形而上的存有，後者代表了人自身的「同一性」，或是與其他人的「共

同性」。Brackett 在分析前述 Cabot 的文獻時，特別引用 Cabot 的說法。「我們的

作者(指 Cabot)疾呼『形上學是所有實體(Realities)的科學』。不僅於此，他還指

出，所有的人都是形上學者(metaphysicians)，不同之處僅是程度上的差異而

已。」(Brackett, 1871a: 38)雖然使用的是 Cabot 的語言，但這應該也能代表

Brackett 本人的看法。 
在教育的要素方面，雖然論述的是女子教育，但實則一體適用於一般性的

教育，Brackett 也幾乎如同 Rosenkranz 在論述一般的教育時一樣，將教育的要

素分為身體的(physical)、智識的(intellectual, mental)與道德的(moral)，我們可以

推斷，Brackett 所謂的身體的應該就是可朽及改變的，智識和道德則屬於不朽

及不變的。而教育應該包括這兩方面的訓練。Brackett 論述體育時，以「身體

的培育」(The culture of the body)為副標；智育的副標則是「智識的培育」(The 
culture of the intellectual)；德育的副標是「意志的培育」(The culture of will)。女

子教育的目標，就是要「…獲得一個形塑完全的意志(completely fashioned 
will)，使學生知道如何在生命緊急需要時控制並指導自己；也需要獲得心智的

力量(mental power)來判斷，並且以各種方式來照顧自己；還需要一個發展完美

(perfectly developed body)。亦即是人性中可變的及不變的部份，都需要訓練，

都需要教育。身體教育屬於經驗及感官的教育固然重要，但卻不可將其當成唯

一或最重要的目標。 
簡言之，在教育理念上，Brackett 受到 Hegel 及其弟子 Rosenkranz 的影

響，主張教育是一種自我開展的過程，也是個體自我發展的歷程，這種「開

展」、「發展」的概念，也使 Brackett 認為教育應該分成不同階段來實施，並且

依據學生不同認知發展的階段使用不同的教學方法來進行。此點將在下面進行

說明。 
    (二)教育過程應該有其階段性，循序漸進。前曾敘述，Harris 將意識發展分

為三個階段；「立即的或感官的」、「中介的」及「思辨的」，而在論述學校教育

的階段時，他又將教育階段與意識三階段連結了起來(Chambliss, 1965: 330)，第

一階段是初等教育，僅進行學習的「儲存」(inventory)；第二階段是中等教育，

將所學的予以「反省」(reflection)；第三階段則是高等教育，能夠將所學的予以

統合並比較(unity and comparison)。受此影響，Brackett 也將教育分為三個階段
5，「兒童....必須經過三個階段，展現了三種不同的發展方向，需以不同的智識

                                                        
4 對於 Brackett 而言，男女的本性都是一樣的，並不會隨著性別的不同，人性就有差異，此也

是 Brackett 主張女子應接受教育並也應該進入公共領域工作、參與公共事務的原因。而且，女

子教育的目標也應等同於一般的教育+目標。  
5 Brackett 此處論述的雖是針對女子教育，然也適用於所有人的教育。另從 Brackett 將教育階段

分為「直覺的」、「想像的」、「邏輯思考的」三個階段來看，也正是 Rosenkranz 在《教育學體

系》一書中的畫分方式，這些都顯示了 Rosenkranz 對於 Brackett 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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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intelligent activities)來進行。在第一階段，她主要進行的是去覺知事物

(perceiving objects)，而在第二階段的時間主要是想像(imagination)，接下來她應

該進入的是理性及邏輯思考主導的階段。假若此時她的教育有問題的話，將不

可能到達第二階段以上。」(Brackett, 1874: 75)。 
Rosenkranz(1872)認為，如果我們想要在哲學方面有一個穩固的基礎，特別

在智育方面，我們必須考量心理學中所開展的「心靈」6(mind)的概念，這些概

念包括注意力(attention)，以及「心靈基本上是自我活動(self-activity。 
Rosenkranz 並依照心靈發展的歷程，將其分為三個時期(epoch)，分別是「直覺

的」、「想像的」及「邏輯的」。而 Brackett 顯然也受到 Rosenkranz 的影響。「第

一個階段，或稱直覺的(intuitional)階段，兒童主要運用的是感官知覺，能作的

不多，就是去訓練其眼睛、耳、手與發聲，去教導其正確的口語使用。」

(Brackett, 1874: 76)第一階段有項重點工作，就是注意力的培養，若未適當訓

練，則接下來的工作也會窒礙難行。「經過直覺階段後，就到達由想像及情感主

導的階段」(Brackett, 1874: 77)，此時對父母來說，應去留意有無提供兒童有益

的大量閱讀，「因為這是培養正確品味(correct taste)的時期，而這或許是教育者

最重要的義務。」(Brackett, 1874: 75)第三階段則是「邏輯思考」的階段，在這

個階段兒童不能錯失「系統性的教育」(systematic education)。第一階段的教育

是一般性的(general)，第二階段則是分殊性的(special)，到了第三階段則又回到

一般性的，但此時她可以看到不同事物及分支間的關連性與相互性，並能將其

組織在一起，形成概略的目標(Brackett, 1874: 80-81)。每個兒童的發展各自不

同，但從認知發展的角度來看，都必須歷經共同的發展歷程，這種發展歷程經

過感官、情意，最終來到理性的階段，每個階段的發展任務也有所差異，教育

者必須瞭解這種差異，從而運用不同的教學材料及不同的教學方法，協助學生

順利朝下個階段邁進，這也正是 Brackett 看法中的要旨。 
 (三)雖然強調自我活動在個人發展的重要，但 Brackett 也不忽視學校教育

及學校組織的重要性。如前述，美國觀念論哲學特別指出個體追求自由過程

中，社會制度仍然是必要條件，其中教育制度更是維繫其他社會制度所不可或

缺的制度。路易哲學運動成員之所以重視教育制度以及學校教育，除了其成員

有多名是在公立學校中擔任教師外，主要原因還在於 Hegel 對於學校教育的重

視，Hegel 除了是我們一般所熟知的哲學家，實際上他還曾在中學任教並擔任

過校長，後來又在大學中任職。尤其是他於擔任中學校長任內，還曾多次寫過

與實際教育有關的文章。加上從 Hegel 的觀點來看，孤立的教育不算是教育，

充其量只是野蠻(savagery) 而已(Rogers, 1998: 25)，因此對於聖路易哲學運動的

成員來說，個體的成長只有在社會和學校教育才有可能。 
Brackett 認為，教育指對於年輕人「有意的」(voluntary)施予訓練。「我們

                                                        
6  Mind 一詞的外文含義頗為豐富，在中文不太容易以同一字詞代表。考量其在上下文中出現

的意涵，並便於行文，本文在觀念論的脈絡之時，係將 mind 譯為「精神」，而在心理學的脈絡

時將其譯為「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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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將教育一詞應用於對尚未發展(undeveloped)之人的訓練(training)，教育是由另

位已發展之人來施予。而我們所關注的是有在此意義下的教育。」(Brackett, 
1874: 16)。教育既然是對於那些「尚未發展」之學生所施予的有意的訓練，在

這過程中學校及教師等有意進行教育的場所和人士就扮演著吃重的角色。不過

Brackett 進一步認為，所謂的學校不只是外在的校舍(school-house)，真正重要的

還是學校的靈魂(soul)(Brackett, 1879)。在她所寫的〈何者構成一所學校？〉

(What constitutes a School?)一文中，Brackett 說明了學校組織的重要性(Brackett, 
1879)。她以為學校就是一種具有生命的機體(living organism)，像其他的生命機

體一樣，學校乃由不同的器官(organs)所構成，具有不同的功能。學校先是由不

同的學生組成班級，再由不同的班級所組成。因為每個學生都是不同的個體，

每個個體精神也有著不同的運作方作，故而由不同學生所組成的班級亦是一個

複雜的機體。而管理一個班級，需要教師有著高度的技巧。班級教師的工作不

只是將學生聚集在一起，然後宣講課程，而是必須能感受到學生的心靈，如此

方能將班級的學生結合成一體。另一方面，教師應該和每位學生接觸，使學生

也能感受到教師的影響。 
同樣的學校作為一個更複雜的機體，學校校長亦必須能感受不同教師的心

靈，將教師結合成一體，使學校能成為和諧的一個整體，就像是樂團的指揮一

樣，讓每個成員都能真正成為學校的一個部分。當然，這樣的校長工作十分辛

苦，日復一日，從早到晚，方能有效率地控制管理好學校。當然，從現今的角

度來看，Brackett 對於學校領導的理解並沒有太多專業的內涵，不過她將學校

比喻成生命機體的說法，倒是頗為貼切，而且她所敘述的，應該有一部分是她

自身的實務經驗。 
(四)在教學內容與教學方法上，Brackett 受到 Rosenkranz 的影響，重視兒童

的認知階段，並且認為教學方法及學習內容應該適合於各發展階段(Rosenkranz, 
1872; Rogers, 1998) 。如前述，Rosenkranz 及 Brackett 皆將兒童的認知發展階段

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直覺及感官的階段，第二個階段是想像或「概念

的」(conceptual)階段，第三個階段則是邏輯思考的階段。其中第一個階段主要

是年紀較小的幼兒，其藉著面對面的經驗，開始學習區分形狀、大小、顏色及

樣式等，在此階段，正式教育影響極為有限，因為直覺的學習幾乎皆來自外

力。然而，若成人能儘量提供物體給幼兒，並且鼓勵他們多看看物體的特性及

與其他物體的關係，對兒童還是有益的。此外，也應提供更多的時間讓兒童遊

戲，因為遊戲本身就是一種材料的蒐集(material-gathering)，兒童也可藉此獲得

對於世界的知識。 
第二個階段大約相當於兒童的 6-12 歲間，此時兒童開始辨識及分類感官的

對象，進而將感覺和想像的對象予以連結，從而去理解較為抽象的符號及記

號。此時教育的主要目的，是要教導兒童去分辨某個物體的特性是否重要，教

育也必須致力增進兒童記憶及分類的技能。Rosenkranz 及 Brackett 都相信，此

階段最重要的工作可能是兒童本身的閱讀，而兒童的閱讀又必須受到父母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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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的好好監督，但最好是讓兒童相信他們的閱讀選擇是來自他們自己的，例如

大人可以故意將某些書留在書架上，讓兒童看似是自己偶然發現的，

Rosenkranz 及 Brackett 也都列出了一些適合兒童閱讀的書單，包括一些文學經

典、冒險故事、神話故事及遊記等這些可以引導兒童邁出自己世界走向未知地

方的書籍─促其能「自我疏離」。惟主要還是要配合兒童的自然傾向，並且有助

於其日後發展。 
第三個階段是兒童的精神可以獲得某種的普遍性，不再受限於眼前的特定

事物。對他們來說，閱讀的對象不再是故事(tales)，而是一些傳記(biographies)
和專論(treaties)。此時兒童已進入十多歲的青少年階段，已經是位小大人(young 
adult)，他們已經可以理解普遍概念之間關係的必然性，也能理解感覺所未能覺

察的形式(forms)。Rosenkranz 形容這是教育過程的巔峰(pinnacle)。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 Rosenkranz 的不過階段，是從較低到較高的發展，然

而不同階段間並不是截然區分的，兒童並不是發展到較高的階段，就要完全撇

棄較低階段的直(感)覺或想像的能力。一個成熟的思考者固然可以用其理性思

考來協助他的直覺，但直覺在知識發展的過程中仍有著重要的地位。我們從

Brackett 的教學生涯，即可以看出此種體認。早在 1860 年代時，Brackett 就曾

以當時興起於紐約州 Oswego 的「實物教學」(object lessons)進行過教學實驗。

實物教學係源自 Pestalozzi 的教學理論，強調教學時應該重視對於物體的直接觀

察，並就其特徵來進行反思，此一教法與當時一般的教學方法，也就是重視大

家一起誦讀和覆誦的方法截然不同，可以說是一種具有革命性的新教學法。剛

開始之時，Brackett 尚十分推崇實物教學的價值，認為其「擁有一種喚醒及引

發學生興趣的力量」(引自 Rogers, 2005: 76)。不過到了 1860 年後期時，

Brackett 就已體察到實物教學仍有一些問題，就是其太過倚賴經驗材料，而沒

有提供不同的孤立事物間的關連性，缺少「真正類推的力量」(true generalizing 
power)，這反而構成了學生認知上的障礙。惟雖有此體認，Brackett 倒也沒有完

全放掉實物教學的方法，她在其主持的師範學校中仍部分地沿用實物教學方

法，但她也依其觀念論教育哲學進行了許多增補。這也顯示了 Brackett 在教學

方法的主張上並不一味固守舊規，而是與時俱進的。 
(五)重視教師素質和師資教育的重要性，認為師資教育應走向專業化和學

術化。作為美國的師範學校中第一位女校長，Brackett 很早就大聲疾呼師資教

育對於一般學校的重要性。她曾撰文說明醫學專與和教育專業之間的關係

(Brackett, 1875)。「如果不論從事任何專業的人都必須接受教育，那教育應該是

所有專業中範圍最廣的。對一個醫師來說，就只是醫師而已，但若是一個醫學

教授，則其除了是醫生外，也是一個教師….真正的教師留意學生的所有能力─
身心靈，若我們以古老的分法來表述人。但如果要我來說教師的一般工作的

話，我認為教育專業與醫學專業間的差別是：教育是將身體視為心靈奴僕的專

業，而醫學則是視心靈為身為奴僕的專業。」Brackett 申明她並非要貶低醫學

的專業地位，而只是要說明教育專業的特性及重要性，在她看來醫生與教師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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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尊重及合作，以獲致對學童更充分的了解。 
為了說明教師工作的重要性，Brackett 批判了自 Rousseau 以降「自我教

導」(self-taught)的觀念。「但人不只是一個只承繼其自身成果的個體，身為人類

家族的成員，其也繼承了其所處的文化遺緒及成果。Rousseau 學派的哲學家最

自我矛盾之處就是他們要求每個人都應該靠自己就獲得這些成果。假如他們真

正依他們的計畫來受教育的話，他們其實永遠無法達到他們的要求。」

(Brackett, 1872: 182)受到 Rousseau 的影響，自我教育被許多人認為是教育的真

正精神，但是 Brackett 質疑這樣的看法，她認為教育還包括了文化經驗及社會

成果的傳承，因此教育仍然需要有他人的引導。此時，教師的重要性便顯現了

出來，教師作為一種專業，主要工作是在啟發學生的心靈與精神，這項工作十

分的要緊，培養教師的師資教育或師範教育也絕對不可馬虎隨便。 
Brackett 於 1863 年就任聖路易師範學校的校長，就是自擔任師範學校的工

作後，Brackett 才開始發展她的教育理論(Rogers, 1998: 110)，因為培養教師的

實際教育經驗，使得 Brackett 了解到原來的師範教育不足之處，因而去構思一

個更具廣度及深度的師資課程，從而進行教育學的系統性探究。聖路易師範學

校設立之初，主要是為了培養聖路易當地學校師資的實用目的，而除了此一實

用性目的外，Brackett 認為師範學校仍應有自身的目的，她認為學生就讀師範

學校應該不只為了入學(attend)取得未來就業的資格而已，而是應該要完成

(complete)他們的學習。 
當時師範學校的教育水準不高，甚至還不及中學的水準，一般學生入學多

半是為了取得就業的資格與機會，許多學生進入師範學校就讀往往中途就退

學，因為他們已取得了教師的工作。但 Brackett 卻不這麼想，她認為一個師範

生的學習水準至少要等同於中學，她甚至認為師範學校的教育還應該要高於中

學教育。因為教學工作就像法律及醫學一樣，是一項專業，需要系統性的學

習，而且也需要有專門的學校，「能特別的朝向教學發展….教學包含了所有與

一個照顧學校的人所負之義務有關的事情，所不是只有知識的溝通而已。」

(Principal's Report, St. Louis Public School Annual Report, 1871: 52； Rogers, 
1998: 114)為了要使師範學校與一般中學不同，Brackett 積極想要說服當地教育

董事會成員同意進行各項改革措施，包括提高學生入學年齡至 18 歲─讓學生接

受過中學教育、心智較成熟後再入學，並進行學校課程的改進。 
Brackett 的看法是，要成為一位夠格的教師，其所受的教育除了職業培訓

外，也應該是「博雅的教育」( liberal education)，而不只是追求實用的教育；師

範學校的教育目的不是只為了培訓當地學校教師，而是要使其學生能接受在教

育科學(science of education)的訓練(Rogers, 1998: 112)。在 Brackett 的師範學校

中，學生接受為期兩年的教育，第一年主要是博雅學科的速成班，再加上「教

學模式」(modes of teaching)導論，第二年則集中於教學方法，後來又加上每星

期一個半天的實習教學(practice teaching)。當然她的理想是希望能夠更多更早讓

學生有實際的經驗，不過這種作法已經使她的學校不只是一個只會覆誦教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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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及教學技藝的學校，這也使得聖路易師範學校不同於當時其他一般的師範學

校(Rogers, 1998: 115)。簡言之，Brackett 強調師範教育的重要性，她主張師資

培育在教學方法上能更加實際，不要只是被動的記憶和背誦，能兼顧理論與實

際，也希望師培生不要只將目標限定在就業預備，而要重視學習的完整性甚至

是教育科學的學術性。雖然後者埋下了她日後與董事會不和因而去職的導火

線，但卻也可看出她在師資教育主張上的前瞻性。 
(六)重視教育專業化及教育科學7的研究。如前述，Brackett 從擔任師範學

校工作時，開始發展她的教育理論，這與她的實際教育工作經驗有關。由於她

認為教育是一項專業，所以師範教育也應重視教育科學的建立及訓練；師範教

育的目的是要提供學生在教育科學方面的訓練。師範教育不應只強調實用性，

還應該在教學方面進行深入的研討，以建立系統性的教育科學。 
對於觀念論的教育學者而言，「教育是人類內在理性的發展─理論理性就是

智識，實踐理性則是意志力(will-power)。教育是一種勞動，使原本是觀念的，

轉變成真實的(an ideal into a real)；使原先是潛能的(potential)，轉變成現實的

(actual)；改變所謂「自然的」(natural)人，變成一種「精神的」(spiritual)人。」

(Harris, 1881: 52) Harris 的此種觀點實可代表其他觀念論者(包含 Brackett)對於教

育的看法。教育固然與實際應用有關，但教育學(pedagogics)8卻不能僅奠基於經

驗，因為教育與人的內在理性的發展有關，除了是身體的活動外，更是智性的

活動與精神的活動，所以教育學必須建立在理論性及系統性的思辨之上。 
Brackett 對於「教育學」或「教育科學」的主張，除了自身從事師範教育

工作的經驗，以及 Harris 的影響外，Rosenkranz 的著作也給了她很大的啟發。

在《教育學體系》一開始的序言，Brackett 就提到美國的教學太過強調經驗

性，而德國曾致力於將教學奠立在普遍真理(universal truths)上，故其建議可從

德國尋求對治經驗主義的良方，而這也正是其引介 Rosenkranz 著作的原因

(Rosenkranz, 1872: 5)。 
根據 Rosenkranz 的看法：「教育學作為一門科學，必須 ：(1)開展教育的普

遍理念(general idea)；(2)展示教育在一般運作時區分自己的特定面向(phases)；
(2)描述普遍理念實現自身時的特定觀點(standpoints)，或是在某個特定時間可以

在某個特定過程成為真實的(Rosenkranz, 1872: 8)。」Rosenkranz 進一步解釋，

要作到第一項工作並不困難，不過要注意其並不等同教育學史(history of 

                                                        
7 Brackett 對於教育科學一詞的使用，有時譯為 science of Pedagogics ，有時譯為 Pedagogics，
而後來 Harris 又將其改譯為 Philosophy of Education，用詞並未真正統一。而 Rogers 則以 science 
of education 稱之。對於本文作者來說，不論是教育學、教育科學或教育哲學，在 19 世紀當時

學者的用法其實都頗為相近，指的都是與教育有關的系統性探究或是學科。例如在 1887 年 2
月出版的《科學》(Science)，就是教育的專號，其中有一篇名為「Rosenkranz 的教育哲學」

(Rosenkranz’s Philosophy of Education)的專文(作者不詳)。可見在當時，教育或哲學都屬於所謂

「科學」的範圍。 
8 在《教育學體系》一書中，Brackett 係以 Pedagogics 來稱呼教育的相關學問(如 Rosenkranz’s 
Pedagogics 或是 The science of Pedagogics、或直接使用 Pedagogics)，故在本文中將 Pedagogics
譯為教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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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dagogics)。而他將第二項工作按人類的陶冶(culture of the human race)區分為

身體的、智識的與實踐的三個主題，而這也構成了所有教育學書籍論述的主要

內容。第三項工作則與普遍的教育理念如何落實為具體的教育制度有關。一般

來說，教育理念是普遍的，然而在落實時，往往會基於不同的觀點，而產生不

同的與特定的教育制度。要探討這些不同制度的基本觀點則是要透過教育學理

念的歷史(history of Pedagogics from its idea)來發現。Rosenkranz 認為，不同教育

制度所本的觀點有高低層級之分，較低層級的觀點會整併為一個較高層級的觀

點，例如國家為本的教育會被擱置而形成基督教為本的教育，但這不必然意味

原先國家教育的階段一無是處，相反的，這表示後者超越了其限制，使其原先

適用的真理顯得不再適用(Rosenkranz, 1872, 8-9)。 
從今日來看 Rosenkranz 所論述的「教育學」或「教育學的科學」主要仍偏

於哲學，範圍亦有些狹隘，而且其對教育發展階段的歷史分析觀點也可能過於

一廂情願。但持平地說，其應該是早期學者為了要建立系統性的教育學所作的

努力。特別是 Rosenkranz 從其觀念論哲學角度為教育學的體系的建立提出了

他的一家之見，對於當時的學者仍有許多參考的價值。而他對於教育學體系的

分析觀點也被 Brackett 採用並應用在其對女子教育的主張上，再藉由 Brackett
的英譯本，提醒了當時美國學界和大眾必須正視具有深度及廣度的教育理論的

重要性： 
                                                                                                                                    
「我們不太可能誇張，教育的論述對於教師和美國一般公眾有多重要。今

日有太多淺陋的理論、錯誤的實踐、與流於表面的濫情，一個具備廣度及深

度、哲學性的教育論述將帶來更多的刺激與振奮。對那些習於垃圾般流行的教

育雜誌與書籍的人來說，Rosenkranz 的書無疑是難讀的，但他是需要更多閱讀

的，他必須被研究。研究後所產生的某些效果，可以發展學生在知識及道德上

的洞見，原先那些虛華不實的活動及魯莽的實驗將會被一種更真切的實踐及穩

固的哲學所取代。」(Science, 1887:176) 
當時著名期刊《科學》的一篇評論高度地評價了 Rosenkranz《教育學體

系》。作者以為，這不只代表了對於 Rosenkranz 教育理論的讚揚，也顯示了

Brackett 對於美國教育學術建構過程所帶來的實際貢獻，透過 Brackett 的譯介，

美國教育界及社會大眾不僅認識了當時德國最先進的哲學學說，也為美國日後

發展本土性的教育哲學及理論奠下了良好基礎。 
 

三、女子教育思想 
相較於她的教育理論，Brackett 最為人所稱道或記住的，還是她在實際教

育活動女權主義上的貢獻，尤其是在女子教育方面。前曾述及，Brackett 教育

思想的哲學基礎，主要在於觀念論和女權主義，而 D. G. Rogers 則稱為「哲學

女權主義」(philosophical feminism)。作為一位教育者，Brackett 主要從事的還

是和女子教育有關的工作，包括在聖路易師範學校所從事的教師培育，但實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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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只是一位教育家，也是一位充滿女權主義思想的教育家，對她而言，教育

正是促成女性平等地位的關鍵。因此，她不只譯介了德國教育思想，同時也主

編了兩本與女子教育有關的書籍─《美國女子教育》以及《女子與高等教育》，

此外她也在通俗雜誌中不斷撰寫文章，說明女子教育和女權的重要性。她還熱

心參與女權的社會運動，例如她曾經是密蘇里平等投票協會(Missouri Equal 
Suffrage Association)與聖路易女性俱樂部(St. Louis Club)的成員，而這兩個組織

都是女權主義導向的。Brackett 強力主張女性必須堅持自己的權利，而觀諸她

的一生也確實此主張貫徹於自己的一生。為了捍衛自己的主張，Brackett 經常

和他的男性同僚在各項會議中進行辯論，而她之所以離開聖路易，也是因為她

堅決主張維持師資教育的專業地位，而不惜與董事會決裂的結果(Rogers, 
2000)。 

Brackett 對於女權及女性地位的捍衛除了實際的教育及社會行動之外，也

表現在她的理念方面，此又可分兩方面說明：(一)對於 Hegel 有關女性地位論述

的修正；(二)女子教育的基本主張。 
  (一)對 Hegel 有關女性地位論述的修正 
     在哲學觀及教育理念方面，Brackett 確實受到 Hegel 及 Hegel 主義的影響

及啟發，然而在實際推動女子教育的時候，Brackett 對於 Hegel 的看法便有所

保留甚至予以修正了。Hegel 就如同西方歷史上許多的著名哲學家一樣，儘

管提出了許多先進的哲學學說，然而在關於女性的觀點上卻未必有著較為開

明的觀點。Hegel 常被引用的一段關於男性與女性比較為的論點是：「男性與

女性之間的差異就是動物與植物的差異。在特性上，動物較接近男性，植物

較接近女性，因為後者屬一種較平和的開展，其原則是較為不確定的情感的

結合。」(Hegel, 1991; Rogers, 1999: 235)。Hegel 此處的比喻當然有些不倫不

類，不過基本上，他應該是認為女性的個性較為平和(似植物)，在特性上較

傾向於情感。從這個角度出發，Hegel 主要是將女性留在一個較為私人的領

域(如家庭)，而非帶入公共的領域中。女性作為一個受情感(Empfindng)所主

宰的受造之物，其理性易受感性所干擾，所以不適合參與並決策公眾的事

務。而 19 世紀美國的女性 Hegel 主義者則對於此種「生物決定論」

(biological determinism)有所批評，包括 Brackett 在內的一些女性學者們，認

為「女性不只是一個嬰兒(cradle)」(Brackett, 1874: 379)，而過去此類傳統看

法常常會引發女性的挫折及憤慨。 
      為了修正過往哲學對於女性的刻板印象，Brackett 認為還是要透過教育

的方式。對她來說，教育本身就是一個女權主義的過程，因為教育的過程是

要將一年年輕的女孩從家庭生活圈(family circle)帶出來，並且在她心中種下

獨立和自力更生(self-sufficiency)的種子(Rogers, 1997: 14)。若從 Hegel 的角度

來看，女性主要受情感的宰制，那她如何具有理性來理解 Hegel 所講的「權

利」的概念？若她不具有清晰的概念，又如何將這些概念教授給她的孩子和

學生們？「一個女性若自己沒有清晰的觀念，知道什麼地方需要，什麼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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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強，那她就不會有足夠的語言來清楚地表達指令….能夠準確地意識到正

義、不間斷的注意力及一貫的思考是必要的。我們有提供我們的女孩這樣的

教育來發展這些嗎?」(Brackett, 1874: 98)因此，女子需要接受更完整的教育，

不只是為了她自己，也是為了她日後要從事的工作。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Hegel 對於女性的看法倒也非一無是處。在《權利

哲學》(Philosophy of Right)中，Hegel 將公私領域予以畫分，但兩者間並非有

不可橫越的鴻溝，而是結合為一個整體；私領域屬於自然的、內部的及主觀

的，而公領域則是倫理的、外部的及客觀的。私領域以家庭最重要，家庭中

則以家庭關係(familial relaions)來主導，家庭關係構成了「精神的立即性實

質」(immediate substantiality of spirit)，對「精神情感之自身結合的決定」

(determination the spirit’s feeling of its own unity)十分重要，而後者就是「愛」

(love)。愛固然只是一種情感，放縱愛會導致任性(caprice)，但它也是一種自

然的(natural)倫理關係。至於公領域則以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為主，在其中

個體化(individuation)與自我主張(self-assertion)不只是選項，更是必要的

(Rogers, 1999)。Hegel 有關公私領域的分析，確有其精到之處。事實上，

Brackett 也認同 Hegel 關於家庭中所提供的愛及照顧對於個人是不可或缺的主

張，所以她並未質疑 Hegel 對家庭角色的分析(Rogers, 1999: 243)，然而其將

女性的角色限縮於家庭中，將男女性別作本質性的二分，卻也過於獨斷了

些，而這也是 Brackett 對於 Hegel 理論所作的修正之處。 
      Hegel 關於女性角色的主張還影響了 Rosenkranz 的教育學說。Rosenkranz

在《教育學體系》中有關體育(gymnastics)部分提到「體育對女生來說，並不

是那麼重要。以其重要性來說，跳舞就夠了，體育只有當其身體有其特別的

弱點或缺陷時才需運用，但主要是回復性的或保護性的。她們不用變成亞馬

遜女戰士。」(Rosenkranz,1872: 32)。而 Brackett 在翻譯到這段時，雖然照原

文譯出，不過她在此段譯文刊於 JSP 上時，另加上自己的評論(以括號標

之)，她提到：「德國有關女性的全部義務的觀念─如編織、縫紉、默默服從等

─或許可以解釋為何 Rosenkranz 對於女生體育有此看法。然而我們知道，我

們的年輕女性為何常感虛弱與疼痛的直接原因，就是肌肉缺乏力量之故。於

此，或可原諒表達了對他(指 Rosenkranz)的不同意見，並且我也要說光是跳

舞是不夠的，這並不等同於她們的男性兄弟們所從事的更激烈的運動。我們

不要怕使女性成為亞馬遜女戰士，我們只要給她們真正且有系統的運動，不

管是在身體上的還是在知識上的。」(Brackett, etc.,1880, 198-199) Brackett 並
不認同 Rosenkranz 有關女子體育的看法，因為這其實還是與性別刻板的印象

有關，對於女性來說，只要她願意的話，她可以接受任何與男性相同強度或

種類運動的訓練，不管是在身體甚至在心靈上。       
  (二)女子教育基本主張 

  Brackett 是一位成熟的教育家，她在面對自己所服膺的哲學家有與自己

信念有所衝突時，並未一味否定及批判，而是以較為諒解的方式加上自己的



24 
 

修正意見。因為她知道，作為一位女權申張者，她要抗拒的不只是那些出現

在書本上的大思想家，也要和當時社會上流行的觀念來進行戰鬥。在她編的

《美國女子教育》中收錄了一篇她自己寫的〈教育中的性別〉(Sex in 
Education)(Brackett, 1874: 368-391)一文。該文其實是一篇書評，主要針對當

時 E. H. Clarke(哈佛大學醫學院教授)所寫的一本書《教育中的性別》所作的

回應，因為 Clarke 在該書中警告，男女合校會對於女性的健康及福祉帶來傷

害。當時流行的觀念裡，認為生育是女性特有的一項功能，也是上帝造人時

一個特殊的設計，而當女性使用大腦時則會影響其生殖器官，反之亦然。而

Brackett 則對此作出駁斥，認為大腦與生殖器官同屬上帝的設計，故兩者之

間並不互斥，男女間部分身體上的差異，並不能說明女子不能成為理性的存

有者。準此，「母職」(motherhood)雖是女子的天性，然而女子所接受的教

育，不應該只是「母職的」(maternal)，也應該是「博雅的」(liberal)教育。 
  其實除了〈教育中的性別〉外，包括《美國女子教育》以及《女子與高

等教育》還有其他 Brackett 所寫的其他文章，都是她從女權的立場對於女子

教育所作出的主張，這在 Brackett 的著作中占了大部分，由此也可看出她對

女子教育的重視。以下作者即歸納兩部分說明 Brackett 女子教育主張： 
1. 男女在人的本性上是相同的 

從觀念論的角度來看，人作為一個統一的整體，其所擁有的目標和

目的是超越於他(她)們的身體性( physicality)之上，也就是說，人的精神

性要比其身體性更為基本和重要。因此，容或男性與女性在身體及外觀

上有些差異，但這並不構成男女在人的本性上的不同，也不能構成其所

受教育有所差異的理由。Brackett 雖然相信有所謂「女性特質」

(womanly qualities).的存在，然而她的基本信念仍是：也許在當時的社會

環境下，男女所坋演的社會角色會在某些方面限制了他(她)們，但是女

性基本上和男性是相同的(Rogers, 1998: 122)。「…我以為在當一個人在使

用『男性的』(masculine)和『女性的』語詞來描述心靈時，其並不意味

此兩種性質基本上是不同的。在心靈中，我們可以發現到三重奏

(trio)：智識、意志與情感。所有心靈都具有這三者；但在某些心中，

智識佔優勢，其他則是情感占優勢。」(Brackett, 1871c: 364) 畫分人類心

靈的不同，不是男性和女生的性別，而是心靈中不同的組成方式。 
在論述到女性的職場工作時，Brackett 確實有提到女性具有某些特

質，使她們更適於成為一位教育者的優點：如同情心、鼓勵和照顧學生

的能力等，但這些也可能成女性的一些弱點：如情感用事、過於主觀，

因而無法秉公行事或與學生及同僚公平的相處。但 Brackett 也指出，上

述的優缺點並非出自女性的內在天性，而是習慣使然(Rogers, 1997)。「我

的意思是，在大部分家庭安逸的環境中，會儘量不讓女孩有獨立運作的

機會。…但每個男孩在成長過程中，都會意識到，他最終還是得依靠自

己的能力，並且也熱切期待他獨立的時刻到來。所有他周遭的影響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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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他感到如果依賴他人的贈予是可恥的….但是對女孩來說，情況則是相

反的。」(Brackett, 1871b: 149) 
換言之，我們現在所看到的男女差異或不同的社會角色，主要是來

自於男女成長過程，周遭的人所施予的影響和期待有所不同，使女性並

不習於擔負起專業的責任，這種「習慣」的力量使我們誤以為這就是男

女生天性有所不同，甚至以為女性在社會上競爭的能力不如男性。但實

則男女性都是具有精神及理性的個體，男女性的教育目的並無差異，他

(她)們的教育目的，都是要使人從出生時完全依賴的狀態，朝向獨立自

主的狀態來發展。職是之故，Brackett 在寫到女子教育時，也採取了和

Rosenkranz 教育學體系相同的架構，因為她認為女子教育的進程和主要

教學內容與方式和男子教育並沒有什麼差別，所以她在論述女子教育的

階段和教學重點時與 Rosenkranz 差異不同。 
2. 主張男女合校及女子高等教育的重要性 

Brackett 強烈主張男女合校教育的重要性。如前所述，她的〈教育

中的性別〉就是為駁斥時人反對男女合校的意見所撰。在當時的社會

中，流行著一些對女性的刻板印象，認為女性不適合從事公眾社會的工

作，並用「女性的作事方式」(woman’s way of doing)一詞來證明這是大

部分女性的特徵。但 Brackett 認為其原因並非出自女性的天性，而是源

於女性所受的教育。假若女性能夠接受完整的專業訓練，那些所謂的

「嫵媚」(charming)、「混亂」(bewildering)的女性特質就會不復存在

(Brackett, 1874: 103) 。對於 Brackett 來說，教育是解決所謂「女性問

題」(women’s problems)的最佳良方。雖然有些人批評 Brackett 將教育視

為解決一切問題及不幸的萬靈丹(quack medicine)，某種程度上她也承認

如此，但這的確是許多和她一樣受過教育的女性的看法。「….就我們男

女廣泛的成長經驗來說當我們想得愈深愈廣時，就無可避免的會發現，

無論怎麼轉方向，在我們面前的，就是教育的問題。」(Brackett, 1874: 
380)。女性所面臨到的問題，那怕如衣著等外在的問題，追本溯源的解

決方式還是要歸諸教育。 
要解決女性問題的教育之道，對於 Brackett 來說，就是男女合校教

育以及女子繼續接受較高等的教育。女子應該接受教育，而且應該是男

女合校的教育。Brackett 除了反駁 Clarke「男女合校教育會讓女子受到傷

害」的觀點外，她還認為由於家庭角色的扮演在女子教育過程中有著重

要影響，這使得女性往往得花額外的紀律及努力，以便在其他公私領域

有著更好的表現，所以女性在家庭接受了一定的教育後，必須離開家庭

到學校接受教育；而且那些女子學校通常為了適應其女子學生的情感需

求，常常會刻意塑造溫暖與親密的家庭氣氛，這使得那些學校不會去要

求嚴謹遵守規則，也不會如其他男子學校一樣，提供統一的課程內容。

Brackett 認為，此會對於女性的權益及教育造成不小的傷害(Ro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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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簡言之，Brackett 考量的是學校教育品質的問題，特別是當時男

女校條件不等，若男女分開教育，則難很確保女子的受教權益。 
對於 Brackett 來說，男女合校接受教育以及女子接受高等教育，兩

者的意義其實是相同的(Brackett, 1874: 374)。因為教育是要促成社會公平

的，而不是加深男女間的不平等。Brackett 也從學生的發展階段來看，

她認為每個人的精神發展都應經過三個階段：覺知階段、概念(想像)階
段及邏輯階段。前兩個階段固然是基礎，然而必須歷經三個階段，人的

發展始臻完全。然而對女性來說，當其渡過青少年期，正要來到第三個

階段，她的教育卻必須中斷，無法接受更完整深入的教育，這對女子來

說是不公平的(Rogers, 1999)。按理說，教育應該是社會及不同性別間的

平衡器(equalizer)，然而男女間受教機會及過程的不平等，卻反而加深了

男女之間的不公平。是以 Brackett 強調女子繼續接受高等教育的必要

性。 
「對於那些反對女子高等教育的人來說，女子高等教育與男女合校

教育其實是同一件事。他們首先假定，女性在心智上是無法好好完成高

等學習的…又假定女性在身體方面也無法從事更完整徹底地從事高等學

習的活動…在問題的位置上，我們只有兩件事需要感謝：一是我們作為

一個活著的女性，也是由不超過兩個部分所組成─精神與身體，二是對

於第二個假定，我們完全可以靠自己的雙手來處理這個問題。」

(Brackett, 1974: 93) Brackett 認為社會上關於女性受教育的諸多假定，其

實都否定了女性所具有的平等地位，她相信，只要放寛一些限制，提供

女性更多平等與男性競爭的機會，女性一定可以用自己的雙手證明這些

假定都是錯誤的。 
 
當然對女性來說，接受教育、獲得知識還有一個重要性：就是要讓個別的

女性得以擺脫其社會限制獲得自己，並且將所有的女性帶入共同的行動。「結果

很明確；來自國家的各處不同的女性，憑藉其各自聲望就能認識彼此…她們結

合在一起 ，有共同的志趣，而這些是她們過去所不知道的。」(Brackett, 1974: 
390-391)透過教育，女性才能擁有自己的專業，她們彼此之間的連繫不再是透

過私人親緣關係，而是憑藉其在社會上所擁有的聲望。她們有著共同的旨趣，

可以結合在一起，為著整體的社會進步而努力，「讓女性獲得解放並能團結在一

起」這正是 Brackett 主張女子教育的終極目標。 
 

肆、結語 

    作為一位早期的教育思想家及女權主張者，Brackett 為了她所處的時代、

社會以及婦女所面對的教育困境之解決，提供了積極且重要的貢獻。當然持平

來說，Brackett 由於身處美國教育思想的發展萌芽期，教育理論尚未完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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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主要仍仰賴外來移植的階段，在教育理論的創發及形塑具有美國本土特色

的哲學思想部分，仍有所不足之處。不過，其本對於教育工作的熱忱及女權主

義的初衷，她仍然對於觀念論的教育哲學作出了自己的修正和貢獻。特別是她

致力推廣更具理論深度及體系的德國教育理論，並致力宣揚進步及男女平等的

教育觀念，這些都使得她在當世成為讓人敬重的教育家，其聲望也不因其身為

女性而有所減損。 
至於在女權主義及女子教育思想部分，作為一位堅定的女權主義者，

Brackett 最希望的還是期盼女性獲得與男性相同的教育及競爭機會，主張女性

可以接受和男性一樣的教育，而且在女性接受更為系統與完整的教育後，必然

能跨越原先較為狹隘的職業選擇，進入更廣大的公共領域，為社會作出更多的

貢獻。我們也許可以認為 Brackett 似乎並未完全正視所謂的「女性特質」其實

也是人性中正面的特質，而「母職的」教育在重要性上也未必完全不如「博雅

的」教育，但是考量 Brackett 所處的當時社會環境，她在女權立場上已比她的

同僚們要更鮮明，甚至走在時代的前端。Brackett 認為，所謂的「婦女問題」

還是要靠女性自己來解決，女性絕對有能力證明自己也是理性思考的存有者。

事實上，從 Brackett 一生的實踐活動來看，她也實實在在地證明了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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