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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美國哲學家杜威於一百多年前在芝加哥大學所設立的實驗學校，為
教育界往後的各種教育創新提供了無限靈感。從該校結束多年後整
理出版的檔案來看，杜威在《我們如何思維》中討論的科學思考
，還有在《民主與教育》中提倡的職業活動，都在實驗學校經常進
行的實驗活動裡得到充分的體現並印證其成效。值得注意的是，杜
威在開辦實驗學校的期間，也正處於發展其實驗主義邏輯理論的起
步時期，他的邏輯理論其實深刻地影響了他的課程與教學理論。然
而他以科學思考統合眾多教材內容的建議，並未廣泛得到教育工作
者的注意，以致教材組織這個問題逐漸引發了爭端。本研究旨在闡
述杜威幾部著作中的邏輯理論內涵，並運用其中所強調的思考技巧
、知識建構、與教學方法等原則，來說明從具體活動可以如何形成
抽象知識，以論證實驗方法在杜威邏輯理論中所發揮的組織作用。

中文關鍵詞： 杜威、我們如何思維、實驗方法、邏輯理論、科學思考、教材組織

英 文 摘 要 ： More than a hundred years ago, the American philosopher
John Dewey established the Laboratory School (1896-1904)
during his tenure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It has
become a precious source of inspiration from which
generations of teachers continuously drew to improve their
classroom practices.  The original files of the school were
compiled and published decades later.  They showed that the
experimental activities proceeded in the school fully
embodied and validated both scientific thinking and
occupations, which Dewey ardently advocated in his How We
Think and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It is noteworthy that
Dewey’s experiment in the Laboratory School corresponded
to his early efforts toward developing a new brand of
experimental logic, which in effect profoundly influenced
his theories of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However, most
educators at that time were deaf to the philosopher’s
proposal to unify various subject-matter through scientific
thinking.  Consequently, the problem of organizing subject-
matter gradually aroused severe controversy.  This study
was aimed to elucidate the logical theory provided by
Dewey’s several works, utilizing its special emphasis on
principles about the art of thinking, the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and the skill of teaching.  Thereby the specific
steps and ways of moving from the concrete to the abstract
were explained, and the organizing function of experimental
method in Dewey’s logical theory was thus demonstrated.

英文關鍵詞： John Dewey, How We Think, Experimental Method, Logical
Theory, Scientific Thinking, Organization of Subject-M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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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美國哲學家杜威於一百多年前在芝加哥大學所設立的實驗學

校，為教育界往後的各種教育創新提供了無限靈感。從該校結束

多年後整理出版的檔案來看，杜威在《我們如何思維》中討論的

科學思考，還有在《民主與教育》中提倡的職業活動，都在實驗

學校經常進行的實驗活動裡得到充分的體現並印證其成效。值得

注意的是，杜威在開辦實驗學校的期間，也正處於發展其實驗主

義邏輯理論的起步時期，他的邏輯理論其實深刻地影響了他的課

程與教學理論。然而他以科學思考統合眾多教材內容的建議，並

未廣泛得到教育工作者的注意，以致教材組織這個問題逐漸引發

了爭端。本研究旨在闡述杜威幾部著作中的邏輯理論內涵，並運

用其中所強調的思考技巧、知識建構、與教學方法等原則，來說

明從具體活動可以如何形成抽象知識，以論證實驗方法在杜威邏

輯理論中所發揮的組織作用。 

 
關鍵詞：杜威、我們如何思維、實驗方法、邏輯理論、科學思考、

教材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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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杜威對實驗方法的重視 

從文化演變的歷史可以看出，人類科學知識和技術

能力的發展，尤其是在早期階段，是為了因應基本生活

問題而生的。例如，解剖術和生理學產生於保持健康與

活力的實際需求，幾何學和力學是出自於測量土地、建

築、與製造省力機器的需要……。 

這些事實充滿了教育上的意義。大部分的兒童天生

是相當好動的，故一般學校已採納不少通稱為手工訓練

的活動，包含種植、校外遊覽、和各種圖像藝術──多

數是出於功利的考量而非教育的理由。也許當今教育最

迫切的問題，就是將這些手工訓練科目組織並聯繫起

來，好讓它們可以有助於兒童養成敏捷的、持續的、有

效的思考習慣。它們能夠掌握兒童的主要天性（訴諸於

動手做的欲望）是廣受肯定的，它們能夠提供謀生技巧

訓練的大好機會也正得到認可；但它們其實還能夠被用

來呈現典型的生活問題，這些問題可透過個人思考和實

驗，以及吸收一些特定的知識加以解決，往後還能導向

更專門科學知識的學習。……必須運用到理智的連續性

工作，如園藝、烹飪、紡織、或初級的木工和鐵工，如

果善加規劃，不僅最終可以幫助學生獲得關於植物學、

動物學、化學、物理學等有實際或科學重要性的資訊，

（更有意義的是）還能讓他們逐漸通曉實驗性探究和驗

證的方法。（Dewey, 1933/1998, pp. 216-217）1 

 

                                                      
1 本引文旨在點出實驗在教育上的價值，藉以表達杜威對實驗方法的重
視，相關說明詳見本節之第一部分。 



5. 從具體活動形成抽象知識：實驗方法在杜威邏輯理論中的組織作用  127 

一、杜威實驗學校中的實驗活動 

    美國哲學家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於一百多年前在

芝 加 哥 大 學 所 設 立 的 實 驗 學 校 （ the Laboratory School, 

1896-1904），雖然只維持八年光景，卻迅速成為教育界觀摩仿傚

的對象。這個學校不但替杜威日後發表的各類哲學著作輸送了大

量思考養分，也為教育界往後的各種創新提供了無限靈感。
2
實驗

學校結束多年後，兩位曾任教其中的女老師在杜威協助下，整理

塵封已久的相關檔案出版成《杜威學校》（The Dewey School）一

書，使得大眾終能一窺該校獨特的課程安排及教學方式（Mayhew 

& Edwards, 1936/1966）。相較於《我們如何思維》（How We Think, 

1910/1978b ） 或 《 民 主 與 教 育 》（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1916/1966）這一類抽象艱深的杜威名作，本書可算得上是其教育

哲學 具體明白的實踐範例。值得注意的是，杜威在《我們如何

思維》中討論的「科學思考」（reflective thinking），3還有在《民

主與教育》中提倡的「職業活動」（occupations），4都在實驗學校

                                                      
2 許多現今流行於全球的課程模式和教學方法，如Integrated Curriculum
（跨領域統整課程）、Project Method（專題計畫）、STS（科學、科技、
社會）、STEM（科學、科技、工程、數學）、STEAM（科學、科技、工
程、藝術、數學）、PBL（問題導向學習）、Design Thinking（設計思考）、
Maker（創客教育）等，都有部分源頭可追溯至當初杜威在實驗學校裡
所嘗試的新式教育作法。 
3 本文將 reflective thinking 翻譯為「科學思考」，而非一般常見的「反
省思考」。這是因為「反省思考」在中文裡意味著「行動之後」的思考，

但杜威原意是指「行動之中」的思考，與科學家做實驗的思考過程相近。 
4 本文將 occupations翻譯為「職業活動」，類似而常出現於其他相關著
作的詞彙還有 work、life activities、social activities、productive activities、
manual training、vocations、callings等等。雖然杜威根據其行文的重點
而採取不同的用詞，但這些詞彙所指的都是廣義的工作，尤其是人類為

了維持自我生存與社會運作而進行的基本活動，非指一般無關緊要的日

常瑣務，亦不僅限於有報酬的手做勞動這種狹隘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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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進行的「實驗活動」（experimental activities）5裡得到充分的

體現並印證其成效。因此本書除了分章描述各年齡層兒童所探討

的文明主題、所進行的活動類型、所學習的科目內容、以及各種

作法所依據的教育原理之外，還另外開闢三章綜合說明「實驗活

動」在學習科學方法與科學概念、認識歷史背景與社會生活、以

及發展溝通技巧與表達能力上所發揮的種種功能（Mayhew & 

Edwards, 1936/1966, chap. 15-17）。可以看得出來，實驗活動在該

校課程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它們就如杜威所期待的，不僅

可以提供具體的生活經驗，還是邁向抽象知識的重要跳板（見本

節開頭引文）。 

    以第十五章〈以實驗活動發展科學方法與科學概念〉為例，

杜威說明科學方法包括主動調查、測試假設、運用知識、預期結

果等過程，而其中很重要的一步是能夠產生通則。對孩童來說，

學習得出自己的理論可以從為具體事物（如石頭）做分類開始―

―不管是為了玩遊戲（如打水漂），還是為了實際需要（如建造壁

爐）。由於為具體事物做分類必須運用到系統化的抽象知識（如各

類岩石的成因），因而可以據此延伸到地質、歷史、生物、化學、

物理等相關科學領域，為孩童的活動提供有用的協助。實驗學校

中的每一間教室都可以用來進行各種觀念的實驗，老師會從日常

職業中挑選具有社會價值的活動給孩童做實驗，孩童則因所扮演

的歷史角色而對實驗產生了自然的興趣。為了解決所面臨的實際

問題，孩童必須像先人一樣努力發明、得出發現、並且一起討論。

在此過程中，老師只在必要時給予相關資料或提示，而小組成員

所 交 流 的 各 種 想 法 則 必 須 在 行 動 中 測 試 其 效 果 並 面 對 其 成 敗

（Mayhew & Edwards, 1936/1966, chap. 15）。 

    此外，實驗活動不僅適用於自然科學，也同樣適用於社會科

                                                      
5 本文將 experimental activities翻譯為「實驗活動」，原書所指的是運用
實驗方法所進行的各類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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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教導。就在第十六章〈以實驗活動發展對社會生活起源和背

景的認識〉裡，杜威認為社會上基本的職業活動，包含其中所使

用的工具和材料，可以用來介紹歷史和地理――亦即人類在地球

上奮鬥的故事。對孩童來說，以扮演遊戲進入某個歷史時期是非

常容易的――不管是農夫、礦工、樵夫、廚師、或裁縫，都得在

特定的環境中解決當時人們面臨的生活問題。因此孩童開始對原

野、森林、山岳、海洋、植物、和動物產生新的興趣，他們在重

演歷史的過程中逐漸理解先人控制自然的努力與成就，以及先人

日益精進的求生方法――例如從只會嘗試錯誤到懂得實驗發明

等。他們不僅知道所有的自然科學以及社會科學，都是從生活中

的各種職業逐步發展而來；他們還知道一連串的科技進步雖然改

善了生活水準，卻也帶來了社會與道德上的問題。由於歷史研究

著重在社會的組織結構和運作因素，老師的首要關注會放在社會

生活史和科技發展史，其次才是政治制度史（Mayhew & Edwards, 

1936/1966, chap. 16）。 

    而實驗活動不僅有助於自然和社會科學的教導，也能促進孩

童在讀寫算和藝術科目上的學習。在第十七章〈以實驗活動發展

溝通技巧和表達能力〉裡，杜威指出每日進行的實驗活動將引發

與他人分享成果的渴望，這會讓孩童察覺到運用各種符號形式彼

此溝通並持續探究的重要性。實驗學校裡每日安排的師生討論時

段，就是一個讓經驗和想法得以交流並接受批評的社交場合――

錯誤的觀念會受到糾正，而新的思想和研究路線會跟著提出。在

語言的學習上，由於孩童經常性地接觸實際事物，因而發展出豐

富的口頭詞彙；此基礎有助於老師逐漸地教導相應的文字符號，

孩童可隨之擁有用來記錄每日工作成果的工具。在數字的學習

上，孩童於具體活動（如烹煮穀物或製造機器）中進行的具體操

作（如計算水量或測量長度），就是老師教導數量概念、數字符號、

和算數公式的時機；這種將數字作為手段以控制數量的訓練，可



130  教育的展望：人才培育與永續發展 

以幫助孩童理解人們如何在社會生活中實際使用數字。在藝術的

學習上，戲劇、文學、音樂、雕塑、繪畫等活動不只是孩童自我

表達的管道，也是他們對外溝通以及與人社交的方式；由於這些

符號形式源自進行中的重要經驗，孩童會為其賦予精神上的意

義 ， 此 基 礎 有 助 於 老 師 逐 漸 地 教 導 美 感 表 達 所 需 的 藝 術 技 巧

（Mayhew & Edwards, 1936/1966, chap. 17）。 

二、杜威邏輯理論中的實驗方法 

    杜威在芝加哥大學開辦實驗學校的期間（1896-1904），也正

處於發展其邏輯理論的起步時期。這八年間他除了忙於測試自己

的課程與教學理論，還分別完成了〈邏輯思考的幾個階段〉（Some 

Stages of Logical Thought, 1900/1976a）， 和 《 邏 輯 理 論 研 究 》

（Studies in Logical Theory, 1903/1976b）這兩份前導著作，從此

開創出獨特的「實驗主義」（experimentalism）哲學路線（Ryan, 

1995, chap. 4）。而這些邏輯理論應用在教育上所需注意的基本原

則，就陳述於幾年後專門為中小學教師而寫的《我們如何思維》

（How We Think, 1910/1978b）一書中。隨後在杜威發表《民主與

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 1916/1966）的同一年，他還與

同事合作出版了《實驗邏輯論文》（Essays in Experimental Logic, 

1916/1980）一書。遠遊中國講學的那兩年（1919-1921），他進而

將之前的邏輯學研究整裡成更有系統的《思維類型》（Types of 

Thinking, 1920/1984a） 以 及 《 實 驗 邏 輯 》（ Experimental Logic, 

1920/1985a）兩部專冊，並將其介紹給中國學術界。6直到晚年為

了給學校教師更好的教學依據，他還大幅改寫《我們如何思維》

（How We Think, 1933/1998）這部舊作，並於近八十歲的年紀產

                                                      
6 這兩部專冊的各篇內容最初是以系列演講的方式逐一發表，由杜威的
中國學生翻譯並登載於中文報刊，原作歷經半個多世紀後才被轉譯成英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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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重量級的《邏輯：探究的理論》（Logic: The Theory of Inquiry, 

1938/1986b）一書。雖然杜威以提倡教育改革享譽於世，亦在心

理學、政治學、倫理學、美學等領域多有名作，但按照 Burnett

這 位 替 杜 威 全 集 撰 寫 分 冊 緒 論 的 專 家 之 看 法 ， 杜 威 中 年 時 期

（1899-1924）「在邏輯理論上的鑽研，才是他一生志業更顯著的

特徵」（Burnett, 1976, p. x）。此外，杜威的傳記作者 Martin 從其

著作軌跡與往來書信也觀察到，邏輯學正是杜威學術生涯裡「

初且 後的摯愛」（Martin, 2002, p. 427）。 

    然而在討論杜威的實驗主義邏輯理論之前，必須先瞭解「邏

輯」這門學科的演變歷史。起源於古希臘的邏輯學本為哲學的一

個分支，主要用來辨別推理和論證的有效性。由於它研究思維的

形式及規律，自古以來就與探討知識本質的認識論有密切關聯，

所提供的推論原則也被認為具有普遍的適用性。西元前四世紀的

哲學家亞里斯多德，以數篇分析學論著率先奠立了演繹邏輯的基

礎，隨後的中世紀循此形成了以推理方式追求知識的學者傳統。

近代科學的誕生，則是將此學者傳統與工匠技藝加以結合，學術

界開始把目光從書本理論轉向事物本身，大幅運用實驗方法探索

世界（洪振方，2000）。十七世紀的英國經驗主義哲學家培根，就

是依照實驗方法的特性而發展出歸納邏輯，強調從經驗事實出發

的重要性。但稍晚於培根的法國理性主義哲學家笛卡兒，則是更

看重科學方法中的數學而確立了演繹邏輯的地位，強調從一般原

理出發的重要性。直到杜威的時代，以數學方法進行思維演算的

數理邏輯正橫掃學術界而方興未艾，邏輯學開始往笛卡兒的演繹

路線傾斜。可以說，現代邏輯學逐漸發展成符號化的系統，在語

言結構的分析上建立起嚴謹的推導方法。然而從探究歷程的完整

性來看，這種走向形式化、結構化、以及理性化的邏輯學會受限

於推論中所表述出來的形式特徵，無法涵蓋有效求知的整個方法

課題，因此成為杜威極力改造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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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威從青年時期就開始接觸傳統邏輯理論與現代科學方法，

也 曾 學 習 過 黑 格 爾 的 辯 證 邏 輯 以 尋 求 心 靈 的 統 一 （ Martin, 

2002）。他在中年時期調和了經驗主義與理性主義的認識論爭議，

發展出兼具兩者優點的實驗主義派別――認為經過組織形成的系

統化經驗（亦即一般原理），可以用來處理當前的疑難性問題（亦

即特定事物），並不斷地在實踐過程中接受測試及調整，以便邁向

更美好的未來（Dewey, 1920/1984b）。故與傳統或當代的演繹邏

輯相較，杜威邏輯理論 大的特色，在於密切地呼應自然科學界

所使用的實驗程序與方法，使其能夠有效解決經驗世界的真實問

題而具有日常生活的應用價值。
7
簡單來說，這套實驗邏輯運作時

必須觀察情境狀況以獲得感官資訊，並回憶過去經驗以選擇相關

原理――前者提供的是推論用的材料，而後者提供的是推論用的

依據。接著，將推論得來的結果以行動付諸測試，就能檢驗其有

效程度並修正錯誤。杜威指出，採取實驗型態的思考方式是為了

產出「實際可用的」知識，而非「無用的」或「裝飾用的」知識；

而其功效則在於讓人類行為因有可靠的指引而變得較為明智――

這不但可減少盲目嘗試錯誤的發生率，更是人類福祉與進步的希

望所在（Dewey, 1920/1984c）。 

                                                      
7 由於杜威的邏輯理論取法自科學界的實驗程序與方法，其論述用的詞
彙也連帶具有科學色彩。因此本文的大小標題或段落內容會根據欲表達

的重點，在「邏輯」、「探究」、「組織」、「科學」、「實驗」、或「思考」

等幾個詞彙中擇一使用。這幾個詞彙的意義其實只有微小區別──杜威

在寫給專業人士看的哲學類著作中，多半使用「邏輯」一詞，意指「探

究」活動所遵循的「組織」規則；他在寫給一般大眾看的教育類著作中，

則多半使用「科學」一詞，意指「實驗」活動所運用的「思考」原則。

從杜威的實驗主義角度而言，「邏輯」即是「科學」、「探究」即是「實

驗」、「組織」即是「思考」──這三組各自成對的詞彙名異而實同，反

映的正是杜威以科學重建哲學的努力，而討論的都是求取真知的過程和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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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回顧：教材組織問題與杜威邏輯理論 

我們的學校為眾多的學習科目所苦惱，而每一門科

目各有其繁複的教材內容和理論原則要教導。老師們發

現工作變重了，因為他們不僅要應付一整群的學生，還

要處理其個別的問題。除非這些措施打算以混亂瘋狂的

狀態結束，否則某種具有統合性的、能讓事情變得更簡

易的原則就必須被找出來。本書代表的是一種信念，相

信教育上所需的那個能穩定並集中精神的要素，就在於

採用所謂的科學態度與思考習慣作為努力之目的。這種

科學心智或許會被認為與教導兒童和青少年毫無關

聯，但本書相信實情並非如此；因為童年時期那種天然

未損的態度，像是熱切的好奇心、豐富的想像力、愛好

實驗性探究等顯著特徵，都與科學家的心智和態度非

常、非常地接近。（Dewey, 1933/1998, p. xxi）8 

一、進步主義學校中的教材組織問題 

    杜威的實驗學校常被教育界所仿傚，其教育著作也深受教育

界的推崇。然而他在《我們如何思維》一書所展現的，那種以科

學思考方法統合眾多教材內容的提議（見本節開頭引文），卻未能

得到教育工作者的廣泛注意，某些高舉「兒童中心」旗幟的學校

課程往往流於即興活動甚至出現反智傾向。於是美國進步主義教

育後半期（1920s-1950s）的發展，在教材組織這個問題上逐漸出

現反對聲浪（Graham, 1967; Ravitch, 1983; Zilversmit, 1993）――

                                                      
8 本引文出自《我們如何思維》（How We Think）第一版杜威所寫之序
言（附加在修訂版內），旨在點出以科學思考方法統合眾多教材內容的

必要性，並藉以凸顯杜威的邏輯理論對其教學觀點之影響，相關說明詳

見本節之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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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的重心大多集中在學校充斥軟性課程，學科的邏輯結構受到

忽視，以致學生的學習流於雜亂膚淺。例如在二次大戰後美蘇冷

戰期間，著名歷史學家 Bestor（1953）就曾譴責教育專家過度關

注學習過程與生活需求，導致中學課程缺乏重要的基礎學科以及

嚴密的心智訓練。而關心教育的杜威更是早於 1920 年代末期就已

發現此一普遍傾向，在〈進步主義教育與教育科學〉（“Progressive 

Education and the Science of Education,” 1928/1984d）一文中，他

指出當時的進步主義學校重視兒童的個體性與自由度，因而對教

材的有序組織抱持敵意。但他認為真正的「組織」不是外來強加

且有固定形式的學科內容，而是透過一連串有次序的活動所發展

成的有內在關聯性的系統知識。另外在〈新學校中有多少自由？〉

（“How Much Freedom in New Schools?” 1930/1988）一文中，他

提醒以兒童為中心的進步主義學校，若想有效地反抗傳統形式化

的學科內容，就要發展出新的方法將教材做更適當的選擇與組

織，使其能夠緊密地結合並有序地擴展學生的經驗。所以新學校

真正該做的不是給予學生無限制的言行自由，而是找到能夠引向

理性探究和促進教材組織的活動類型。 

    為了更加凸顯教材組織的重要性，杜威在《走出教育迷惑》

（The Way Out of Educational Confusion, 1931/1985b）這篇演講辭

中，說明當時的學校已因知識爆增和學門分化而出現課程壅塞的

現象，還導致各方在教材選擇上產生種種迷惑與衝突。他批評分

科獨立教授的課程會造成學科間的隔離及內容上的窄化，故而建

議採用核心問題來主導心智和身體的活動，如此在不斷地運用判

斷力以瞭解事物關聯性的行動過程中，就能將互有牽涉的各類材

料加以收集並組織成理論性的知識。另外在〈需要一個教育哲學

的原因〉（“The Need for a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1934/1986a）

一文中，他指出舊教育所提供的固定教材有遠離學生具體經驗的

缺點，新教育若想讓學生的經驗有連續性的成長，就必須注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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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的早期階段提供與人類社會生活有關的具體材料，並促使學

生將所獲得的技巧和知識用於改善全體的共同生活。一直到 1930

年 代 末 期 出 版 《 經 驗 與 教 育 》（ Experience and Education, 

1938/1991a）一書時，杜威仍然對教材選擇和組織的問題念茲在

茲。他提醒從事新教育的工作者，在日常生活經驗內找到學習用

的材料只是第一步，下一步就是要漸進地將學生已獲得的經驗發

展成較為完整、豐富、且有組織的知識形式。他因而建議教師從

產生現有經驗的情境中找尋可刺激思考的問題，然後以科學方法

將所獲得的事實與觀念加以有序地組織――首先針對問題形成假

設，接下來將其付諸測試，在觀察結果後予以記錄， 後反覆思

考直到引出結論為止。要言之，依據實驗科學探求知識的過程來

組織教材內容，不僅符合經驗成長的連續性與互動性原則，也是

取代外來強加之學科組織模式並避免無效學習的唯一方法。 

二、杜威邏輯理論中的知識建構問題 

    由前述可知，杜威的邏輯理論（亦即科學方法）其實深刻地

影響了他的課程與教學理論，但他的教育學說在進步主義時期的

美國就已遭受不少誤解和誤用。根據留美哲學家吳森（1978）的

觀察，此問題恐怕是因為教育界人士對杜威思想中的「經驗」（亦

即形上學）和「邏輯」（亦即方法學）兩大理論缺乏瞭解所致。以

中國學術界而言，杜威實驗邏輯所引起的注意，其實遠遠不及其

教育學說。知名學者胡秋原（1982a，1982b，1982c）曾為杜威的

《邏輯：探究的理論》一書做過簡略介紹，指出其邏輯理論在性

質上即是科學研究方法，注重的是問題解決而非符號形式。此外，

哲學家牟宗三（1947/1998）則是針對《邏輯：探究的理論》中的

第十九章做過節譯與評論，然而恪遵演繹邏輯的他對杜威的實驗

邏輯頗有貶抑，認為其不足以入真理之門。相較之下，資深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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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家吳俊升對杜威的實驗邏輯則是鑽研甚力。他不但曾協助美方

翻 譯 杜 威 在 中 國 的 邏 輯 學 演 講 集 （ 見 Dewey, 1920/1984a, 

1920/1985a），還為文討論過假設與證明在思考程序上的重要性，

間 接 凸 顯 出 杜 威 與 傳 統 經 驗 主 義 者 之 不 同 （ 吳 俊 升 ，

1962/1972c）。而除了吳俊升（1953/1972a）之外，臺灣教育界早

期研究杜威教育哲學的前輩，像是高廣孚（1967/1991）、李園會

（1974/1977）、和楊國賜（1976/1988）等，都曾在其著作裡以部

分篇幅簡要介紹過杜威的知識論、經驗論、課程論、教學論等重

要觀點，並附帶說明科學思考或實驗方法與這些理論的關聯性。

可惜的是，杜威邏輯理論的真正特色及其在教育上的操作應用，

並未得到他們深度的理解與關注。在二次大戰後的冷戰氛圍與艱

困環境下，吳俊升（1960/1972b）甚至情緒性地批評杜威的教育

思想不切實際（因為缺乏合適的教師和充分的設備），尤其指責他

的教材教法理論偏重心理組織（亦即情境活動）而忽視邏輯組織

（亦即系統知識）。 

    近二十年來，雖然杜威的各種教育主張常是臺灣學術界的熱

門題目，但研究者對其課程與教學理念的分析仍多傾向從經驗論

或知識論的角度出發，附帶提及方法論（如宋明娟，2019；李玉

馨，2014；吳木崑，2009；林永喜，1997；林秀珍，2007）。此類

研究通常會區分初級經驗（亦即具體感受）與次級經驗（亦即抽

象理解）的不同，並強調互動性（亦即人與環境的交互作用）和

連續性（亦即個體經驗的不斷成長）這兩大經驗規準，甚至說明

思考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亦即思維歷程），而關於科學方法（如觀

察、假設、驗證等）的詮釋則多是陪襯。但教材組織在層次上屬

於方法論的問題，以經驗不斷重組改造來形容教育歷程固然沒

錯，卻難以取代方法論對知識建構提出強而有力的說明。唯一的

例外是林逢祺（2003）為《我們如何思維》一書所做的詮釋，他

在文中明白指出瞭解有效的思維為何，乃是掌握有效教學方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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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條件，可謂直探杜威課程與教學理論的核心。但由於特別著

重在思維動力、思維態度、思維歷程、和教學原則的說明，該文

並未深究如何控制事實與觀念以建構知識的技術細節，因此也就

無法彰顯實驗方法在組織教材的過程中所扮演的特別角色。另外

還有幾篇與杜威邏輯理論稍有關聯的作品，是單文經近年所寫關

於杜威教材教法理論的文章。他在其中分析杜威對舊教育弊端的

種種批評――如學習內容脫離兒童經驗、教材與教法二分、課程

壅塞且學科孤立、重記誦不重思考等（單文經，2014a）；也詮釋

杜威替新教育打造的某些觀點――如以經驗為本界定教材範圍、

以環境運用產生學習經驗、以教材發展消解活動與知識的對立、

以漸進組織調和心理化與邏輯化的衝突等（單文經，2015）；並說

明反對派對杜威在教材組織議題上的批判――如經驗重於邏輯、

缺乏從心理原則過渡到邏輯原則的指示、訴諸思維順序而非學科

結構、將知識類型做不當區分等（單文經，2014b）。雖然這些研

究已經觸及心理化的教材該如何予以邏輯化的關鍵問題，但內文

幾乎都是以「循序漸進地引導」或「教材的漸進組織」這類詞語

匆促帶過，並未真正進入杜威的邏輯理論做方法上的闡述。而相

較於教育界對杜威研究的熱絡度，哲學界則是顯得冷清許多，大

約只有何佳瑞（2018）曾對杜威的真理概念和其探究理論的關係

做過分析。她雖然承認杜威將追求真理的科學思維應用在教育上

是一大貢獻，卻過度聚焦於其相對主義立場的判定，而未能解釋

杜威以探究結果定義真理的原因，以及科學、邏輯學、教育學三

者間的相互關聯。 

    在美國方面，資深教育學者 Baker（1955/1965）早已指出杜

威的教育理論包含了心理學、邏輯學、倫理學、與社會學四大面

向，而職業活動的運用在這四大面向上分別具有引發學習動機、

發展思考能力、建立道德人格、與促進民主生活的功用。Baker

的分析可謂切中要點，但由於他是以杜威在 1884 至 1904 年間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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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論著為研討根據，忽略其中晚年後的重要作品如《我們如何

思維》、《實驗邏輯論文》、和《邏輯：探究的理論》等書，以致於

對教材組織的闡釋過於簡略，而未能善陳杜威之深意。另一位教

育學者 Wirth（1966）則是發現杜威任職芝加哥大學時對思考本

質的分析，是其心理學和邏輯學研究的綜合成果，而且就應用在

當時設立的實驗學校裡，可惜他也對杜威連結經驗改造與思考方

法的努力著墨不多。時至今日，除了 Johnston（2008）曾經說明

如何在各科教學上運用杜威的探究模式之外，美國的課程專家對

杜威的邏輯學成就及其教育意涵仍然不甚清楚，對《我們如何思

維》中的邏輯原理尤其少有碰觸（如 Kliebard, 2006; Page, 2006; 

Tanner, 1997; VanSickle, 1985）。相較之下，哲學界的中生代學者

Hickman（1998）則是直接從杜威晚期的《邏輯：探究的理論》

一書切入，以其中的重要概念簡略介紹實驗方法所使用的邏輯原

則在知識建構上的功用。雖然 Hickman 的確能夠分析出杜威邏輯

理論的基本特色，但他對該書的詮釋並不涉及教育層面，尤其未

能呼應杜威甚為重視的《我們如何思維》一書。此類型的作品不

論在早年或近期都有若干專著，其共同特色都是偏向杜威邏輯理

論本身的研究，比較投注於探究的本質（如自然、經驗、互動等）、

要素（如情境、問題、事實、意義等）、方法（如假設、推論、判

斷、驗證等）、或相關著作（如《邏輯理論研究》、《實驗邏輯論文》、

《邏輯：探究的理論》等）之個別論述，而不在乎杜威邏輯學與

教育學之關聯（如 Burke, 1994; Burke, Hester, & Talisse, 2002; 

Howard, 1919; Johnston, 2014; Shook, 2000; Thayer, 1952）。 

三、杜威邏輯理論與教育理論之關聯 

    綜上所述，歷來曾針對杜威的邏輯理論與教育理論之關聯性做

深入探討者，實在難得一見。不分中外，幾乎無人致力研究過「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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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方法」在杜威「邏輯理論」中的「教材組織」作用，究其原因可

能有以下三種。首先，杜威在《我們如何思維》的第二部分雖以九

個章節（chap. 5-13）專門討論邏輯學議題，但文科出身的教育研究

者對於實驗科學的探究方式可能較為陌生，因此多半傾向從經驗發

展或思維歷程的角度詮釋其教育理論，而非從知識建構的角度。其

次，杜威雖在這九個章節分別處理了不同面向的邏輯學議題，卻未

將實驗方法的基本要素和其組織作用做一個集中而連貫的呈現，導

致後人難以從分散各章的論述中掌握到實驗邏輯的相關內涵和操

作技巧。 後，杜威獨特的知識觀點促使他採取了一條與眾不同的

教育之路――既然可靠的知識來自於正確的求知方法（這是《實驗

邏輯》之主旨），欲學會求知方法就得讓學校教育具有科學實驗的

特質（這是《我們如何思維》之主旨）。由於多數人已習於將學校

視為傳輸知識而非建構知識之所在，因此也就很難將教師如何教學

的教育問題與知識如何獲得的邏輯問題連結在一起。 

    以上的文獻回顧 終顯示了重新解讀杜威邏輯理論的必要

性，包括他對科學重要性的強調、對實驗邏輯運作原則的論述、

對教育模式應如何循此改變的探討等。過去的研究若不是缺乏對

其邏輯理論的透徹掌握，就是未將知識建構和教學方法這兩大面

向加以結合，導致在教材組織上的說明也隨之含糊其詞。於是，

大眾對杜威教育理論的理解就難以清晰正確，而其應用上的價值

也跟著隱沒不彰。因此本研究將採用分析與詮釋的角度，以凸顯

科學在杜威哲學體系中的特殊地位，再說明其邏輯理論的基本重

點，並找出教材教法上的關鍵做法。繼上節簡介的實驗學校課程

概況及杜威實驗邏輯概要之後，下節起將陸續檢視杜威的相關作

品，以獲得施行良好教學所需的邏輯知識和操作技巧。在進行的

步驟上，首先會為科學的本質和功能提供簡要論證，其次會為如

何以實驗方法組織經驗材料做出完整陳述， 後則指出應用實驗

方法於教育上所需的條件以及實踐上常見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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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科學對人類社會的重要性 

……民眾只有在能夠獲取事實的時候，才會對事實

具有信心。如果事實能夠如實呈現，民眾就會做出適切

的回應。但若事實受到掩蓋、扭曲、或者以有偏見的方

式做部分呈現，民眾如何能夠適切回應狀況？在一個民

主國家，誠實地公佈真相是促成社會進步極為重要的一

個手段。（Dewey, 1919/1973c, p. 171）9 

……將真相給犧牲掉與阻止對真相的追求，遲早都

會造成社會福祉的損害。（Dewey, 1919/1973e, p. 242）10 

    綜上所述，杜威的實驗學校之所以特別重視實驗活動，是由

於科學在其哲學體系中占有崇高地位之緣故。對他來說，教育的

重要目標當然不限於思考能力的培養，舉凡實際工作、道德同

理、以及美感欣賞的能力都是需要培養的。然而後三者應該都要

包含某種程度的理智思考，否則「實務工作會淪為機械性且例行

化的操作，道德觀念會變得盲目而武斷，美感欣賞會成為情緒的

宣洩」（Dewey, 1933/1998, p. 78）。進一步而言，學校之所以必

須特別關注科學的教導，不僅是因為它可以幫助孩童學會以理智

思考解決生活問題而已。這種科學教育還可以塑造出良好的心智

習慣，其所發揮的 大功用則在於促使社會進步與提升道德水

準。杜威對科學重要性的說明多半發表於短篇文章之中，其要點

大致如下。  

                                                      
9 本引文旨在點出科學與社會進步之關係，相關說明詳見本節之第三部
分。 
10本引文旨在點出科學與道德提升之關係，相關說明詳見本節之第四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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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學即思考方法 

    就 以 〈 作 為 內 容 的 科 學 與 作 為 方 法 的 科 學 〉（ “Science as 

Subject-matter and as Method,” 1910/1978a）一文為例，杜威為當

時中小學實施科學教育的方式感到憂心，指出科學教育往往流於

灌輸現成知識，而非真正形塑心智習慣。由於科學知識不僅抽象

遙遠，其範圍更是無邊無際，且會隨著時代推陳出新；若把教育

等同於資訊的累積，就難以為學生的未來準備必要的工具。在時

間先後與重要性的考量下，他建議將科學作為「方法」來教導應

該優先於將科學作為「內容」來教導――這同時也回應了英國思

想家史賓賽（Herbert Spencer, 1820-1903）於 1859 年所提出的著

名問題「什麼知識 有價值」。依杜威之見，能夠產生系統知識並

進而改變信念的思考方法，才是 有價值的知識；畢竟這種科學

思考習慣除了能增進行動效率，還有助於行動方向的選擇，將是

決定未來人類文明水準的關鍵因素。此外，在〈科學與哲學作為

教 育 學 基 礎 所 應 有 之 關 係 〉（ “The Relation of Science and 

Philosophy as the Basis of Education,” 1938/1991b）一文中，杜威

把同樣是教育學基礎的科學與哲學視為彼此有合作的關係。這是

因為人的行動跟情感、欲望、目的、習慣等因素有關，而透過科

學方法所獲得的知識雖不能解決價值取捨的問題，卻有利於態度

與意向的轉變，亦即協助哲學澄清目的並做出行動上的判斷。他

認為當前的科技運用已對人際關係產生重大影響，但那些依據習

俗和傳統所形成的目的與價值仍然根深蒂固，因而成為現代社會

問題的來源。若要使科學與哲學在教育中能夠相輔相成，首先就

要強調透過實驗控制所產生的一手經驗，而非只重視現成資訊的

吸收；其次還要將這些一手經驗所包含的各種材料，以有連續性

的方式組織成科學知識； 後哲學就能逐漸在科學探究的過程

中，幫助學生形成瞭解世界所需的客觀態度，以及未來有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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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狀況所需的精神特質。 

二、科學即問題研究 

    由上述可知，杜威一生所致力提倡的實驗主義，是一種融合

了現代科學精神和方法的哲學派別。其 大特色是將理論與實務

間的關係，看成是事物從起源到發展不斷演變創造的過程。在〈理

論的功用〉（“The Function of Theory,” 1919/1973a）一文中，他指

出假設與理論在初始階段不是實務工作的起因而是結果，兩者一

旦成形就會成為實務的一部分而改變實務，並在繼續工作的過程

中加以澄清或修正；這個澄清或修正過的理論又會進而改變實

務，直到獲得一個連貫且恰當的理論為止。理論不僅能將偶然得

來的原則以抽象方式穩固下來，提供給人們作為思考行事的指

導，更能在危機時刻激勵人們為所信仰的理想而奮鬥。既然理論

有影響人類行為的力量，他認為理論的產生不能再仰賴過去那種

以偏概全的武斷方式，而是要聚焦在具體問題的研究上，才能建

立 起 可 引 導 理 智 行 為 的 知 識 。 此 外 ， 在 〈 科 學 與 社 會 哲 學 〉

（“Science and Social Philosophy,” 1919/1973b）一文中，杜威進

一步說明社會科學理論往往出自對某一特定時空情境的研究，故

應用時不能視為普遍性的真理，而必須當成暫時性的原則並加以

驗證。因此，社會改革不可能倚靠浮誇計畫瞬間全部完成，而是

針對個別問題不斷研究改善――只有受理智引導的行動能夠累積

這種點點滴滴的進步。 

三、科學與社會進步 

    有鑒於重大的社會改革往往伴隨著思考方式的改變而來，杜

威在〈科學的權威〉（“The Authority of Science,” 1919/1973c）一

文中，指出當時全世界有許多國家都正在經歷政治革命，舊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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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舊信念也開始受到質疑。在破舊卻未立新的情況下，他認為當

務之急是以科學的權威取代傳統的權威。所謂權威指的是任何能

夠指導人類行為的思想或信念――傳統之所以應被取代，是因其

所代表的知識往往來自帶有主觀或超自然色彩的迷思和慣例；而

科學之所以值得推崇，是因其所代表的知識是透過觀察與分析得

來的事實和判斷（見本節開頭引文第一條）。因此，學校教育 重

要的工作，就是發展學生思考及判斷的能力，以便將來能為社會

進步做出貢獻。而杜威也在〈現代科學的發展〉（“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cience,” 1919/1973d）一文中，進一步說明科學之所以

具有重要性，是因為它採用了新的認知方法，能夠產生比以往更

加正確可靠的知識；人類於是察覺到自然世界的運作有因果規律

可尋，而自然事物的特性就是會有動態變化。這樣的認識破壞了

過去基於錯誤假設所樹立的傳統權威，人們開始揚棄永恆不變的

真理觀點，並培養出探究與實驗的精神。在近代歐洲，科學的發

展還帶動了對自由的追求，成為促進文明演化的關鍵力量，影響

遍及學術、工業、政治、宗教、道德等領域。為了讓教育能夠回

應社會現況，杜威建議教師應瞭解現代科學發展的真正意義、它

在思考方式上的根本改變、以及這種新方法的特徵和應用。 

四、科學與道德提升 

    為了闡明科學發展除了帶來物質層面的進步，也對人類的精

神層面有所影響，杜威在〈科學與道德生活〉（“Science and the 

Moral Life,” 1919/1973e）一文中，指出現代科學發展已使人類有

能力消除無知、錯誤、和混亂――由於不用再盲目跟隨傳統習俗，

新的希望與勇氣於焉產生。此外，科學研究還使人類有能力追求

真相――在大大增加誠實的可能性之後，社會福祉也會跟著提

升。這是因為透過觀察、調查、討論、以及公開檢驗，人們會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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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瞭解到真相的價值，進而應用科學態度和方法於公共領域，故

有助於辨識並解決社會問題（見本節開頭引文第二條）。即使兩次

世界大戰催生出反科學的風潮，在〈民主信念與教育〉（“The 

Democratic Faith and Education,” 1944/1989a）一文中，杜威仍然

提醒人們眼前的危機並非起源於以科學態度和方法處理自然萬

物，而是未能以同樣的態度和方法處理社會事務；當自然和科技

知識遠遠超過社會和道德知識時，後者就會受到前者的支配。所

以當今的教育之道不是回到過去重拾宗教與經典，而是要從發展

科學態度和方法入手以獲得社會知識，使科學與科技能為民主的

願景而服務。同樣地，在〈對文雅教育思想的挑戰〉（“Challenge 

to Liberal Thought,” 1944/1989b）一文中，杜威重申真正具有解放

作用的教育，必須使人認識生存環境的整體脈絡，而非耽溺於古

代經典。他批評當時某些人文學者與神學家所主張的文雅教育，

不但刻意貶低科學知識和職業訓練的地位，甚至堅守道德原則永

恆不變的錯誤立場。然而道德原則的發展與科學理論並無不同，

都是在不斷累積先前智慧的情況下，持續於變動的環境中應用及

修正。如果道德思考脫離了科學方法和科學知識，反而容易走向

教條主義並阻礙社會問題的有效解決。 

肆、實驗方法的基本要素與其組織作用 

定理或法則的用處，在於組織那些雜亂成堆的事

實，將它們連貫起來並予以系統化，使意義的導出變為

可能。感官資料本身是無用的，除非根據某個定理將其

組織起來……。 

過去的經驗只不過是記憶，我們對其無能為力，唯

一掌控在我們手中的是未來。邁向未來的方式有有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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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一是盲目地嘗試錯誤，另一是有意識地根據既有經

驗和預期目標加以規劃。當經驗被視為生活，當知識被

用作生活的工具，我們就能替未來做規劃，而不至於隨

波逐流。這就是為何實驗型態的思維如此地重視邏輯，

認為沒有邏輯就不可能有效地組織過去的經驗，實驗主

義的中心要旨盡在於此。這派學者希望打造出一套方

法，好讓人類以其為工具去控制當前情境可控制的部

分，並為那可預見的部分未來訂出一步步有意識前進的

明智計畫。（Dewey, 1920/1984b, pp. 118-119）11 

 由前述可知，杜威對實驗方法的看重，主要著眼於現代科學採

用的探究模式與達到的文明成就。他之所以大幅地改造從亞里斯多

德起流傳下來的真理觀與演繹法，就是希望讓邏輯學能夠切合生活

日用，並成為規劃人生和社會的主要依據（見本節開頭引文）。因

此在其實驗邏輯體系中，可靠的知識不是按照邏輯公式以推論直接

「發現」的，而是透過實驗方法以假設間接「產生」的。在這個產

生知識的過程中，邏輯被當作是一種控制思考的技巧（包含觀察、

假設、驗證等），需要經過特定的程序並運用與主題相關的定理或

法則，才能把零散的資料有效地「組織」起來（Dewey, 1933/1998, 

chap. 5）。以這種方式產生的真理是一種基於經驗事實所做的合理判

斷，因此其地位只是「暫時」而非「永恆」的，永遠有待下一次的

探究行動持續加以修正。杜威一生曾為實驗方法的以上特色做過詳

細說明，多數都寫在邏輯學方面的專書裡（見第壹節第二部分），

少數則見於短篇文章和教育學方面的著作。為了能與其教材教法上

的獨特觀點密切配合，以下所分析的基本要素與其發揮的組織作

用，將以《我們如何思維》的修訂版為主，偶爾會輔以《實驗邏輯》

                                                      
11 本引文旨在點出實驗方法中定理與事實間的組織關係，連帶表達杜
威實驗邏輯的特色，相關說明詳見本節之第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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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邏輯：探究的理論》之部分內容做論證。 

一、情境中發生的問題──有效組織的起點 

……思考開始於一種可稱之為「叉路」的情境──

一個意義不明的、令人左右為難的、會有不同途徑去解

決問題的情境。（Dewey, 1933/1998, p. 14）12 

    在杜威看來，做實驗並非現代科學家專屬的能力。打從人類

出現於地球，為了求生存就一直不斷地進行各種實驗，才發展出

當 今 的 文 明 成 就 。 因 此 廣 義 的 實 驗 ， 就 是 一 種 求 生 存 的 活 動

（Mayhew & Edwards, 1936/1966, chap. 15-16）。當某個「情境」

（situation）中求生存的活動受到了「阻礙」（obstruction）或出

現了「困難」（difficulty），以致於必須積極地調查事實、測試想

法、並想像可能的結果時，思考就自然而然地發生了（見本段開

頭引文）。但原始人類或一般民眾的思考能力以嘗試錯誤居多，不

及實驗室裡的科學家那樣地嚴謹精良，所以杜威把實驗科學所採

用的探究模式，視為「真正的思考」（real thinking），或稱之為「科

學思考」（reflective thinking）。這種思考是由一連串互有關聯的想

法組織而成，因此有別於雜亂無章的意識流動；它會試著釐清疑

惑以獲得正確結論，因此並不是漫無目標的玄思空想；它還必須

經過審慎推論的過程，因此絕非未經檢驗的知識或信念（Dewey, 

1933/1998, chap. 1）。換句話說，生活就是一場接著一場的實驗活

動，而這些活動中發生的各種問題，會引發人們思考並進行探究。

那些訓練有素的探究者會根據情境裡可觀察的特徵，以推測問題

性質並尋求解決之道。因此，有效的思考是針對情境中的問題而

起；為了有效解決問題，它也將導向對經驗事實的有效組織。 

                                                      
12 本引文旨在點出情境問題與有效組織之關係，相關說明詳見下一段。 



5. 從具體活動形成抽象知識：實驗方法在杜威邏輯理論中的組織作用  147 

二、依問題觀察的事實──有效組織的材料 

當遇到困難的人一開始思考，他一定會開始觀察周

遭環境，以評估所面臨的各種條件。……不管這些條件

是他直接感受到的或從記憶回想來的，它們構成了這個

「案件的『事實』」──它們就是存在於「那裡」而必須

被處理的東西。（Dewey, 1933/1998, pp. 102-103）13 

    依照情境中發生的問題而觀察到的「事實」（facts），亦可稱

之為「資料」（data），也是推論時採用的「證據」（evidence）。它

們一開始是透過身體感官或回憶類似情境而得來的材料，在探究

過程中必須逐漸地收集完整，還得妥善地挑選整理，才能有助於

瞭解問題的性質並找出解決的方案（見本段開頭引文）。值得注意

的是，一個情境裡出現的眾多事實不一定都具有同等價值，而與

問題相關的那些重要事實也不一定都會清晰可見。因此，針對用

來建構知識的基礎資料做出某些「判斷」（judgment）是有必要的

――探究者必須不斷地調查隱藏的真相、辨別關鍵的因素、並剔

除瑣碎的細節，一直到達成結論為止。這種將情境中原本一團混

亂的資料，予以清理挑選並凸顯問題「特徵」（quality）的工作，

就是所謂的「分析」（analysis）（Dewey, 1933/1998, chap. 8）。由

於分析可拆解出較小的事實單位，以找出確切的因果關聯，通常

可避免錯誤認知的形成（Dewey, 1933/1998, chap. 13）。然而，要

在複雜的問題裡分析出足為證據的事實並不容易，往往還需要動

用過去的經驗或相關的知識做推論與實驗。因此，針對已顯露的

跡象做初步的猜想並加以測試也是必要的――探究者可以先列舉

幾種可能的解釋，然後以「若～則～」（if-then）的方式逐一實驗，

一直到預期結果出現為止（Dewey, 1933/1998, chap. 11）。簡而言

                                                      
13 本引文旨在點出案例事實與有效組織之關係，相關說明詳見下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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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以猜測引導的實驗有助於探究者觀察到客觀正確的資料，而

透過實驗所做的觀察離不開觀念的積極運用。 

三、處理事實用的觀念──有效組織的工具 

……觀念對推論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因為它們引導

了觀察的方向，並且控管了資料的收集和審查。如果沒

有一個具指導作用的觀念，事實就會如沙粒般堆積起

來，而不會被組織成有統一性的完整知識。（Dewey, 

1933/1998, p. 133）14 

    用來處理具體事實的抽象工具統稱為「觀念」（ideas），其位

置介於心智產生疑難困惑與獲得確切瞭解之間；它們是構成「推

論」（inference）的基本要素，具有引導觀察和實驗的功用（見本

段開頭引文）。一個觀念若僅用作「初步猜想」（suggestion）的話，

就是一種「臆測」（conjecture）或「推測」（guess）；在較正式的

研究裡，可稱之為「假設」（hypothesis）或「理論」（theory）。換

句話說，在探究過程中所使用的觀念，其實是一個很有可能的、

但 尚 不 確 定 的 解 釋 模 式 ， 它 本 身 是 個 手 段 而 非 目 的 （ Dewey, 

1933/1998, chap. 9）。值得注意的是，一旦某些資料被挑選出來，

與其相應的觀念就會同時受到引發，各種不同的解釋將一一浮現

並相互競爭主導地位。因此，針對用來處理事實的觀點概念做出

某些判斷是有必要的――探究者必須小心地選擇合適理論並付諸

測試，以辨別其是否能夠澄清疑點、解開難題、或調和差異，一

直到完全脗合事實為止。這種將情境中原本不相連貫的資料，予

以 統 一 整 合 並 賦 予 確 定 意 義 的 工 作 ， 就 是 所 謂 的 「 綜 合 」

（synthesis）（Dewey, 1933/1998, chap. 8）。由於綜合可辨認出問

題特徵的意義類屬，以找出個別事實的整體「關係」（relation），

                                                      
14 本引文旨在點出觀點概念與有效組織之關係，相關說明詳見下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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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有助於面對未知的挑戰（Dewey, 1933/1998, chap. 13）。簡而

言之，分析與綜合同屬因處理具體事物而發展出來的「抽象思考」

（abstraction），兩者間有不可分割的合作關係――分析的成果會

導向綜合的努力，而綜合的努力能使分析的成果變得完美。 

四、事實與觀念的互動──有效組織的過程 

……資料（事實）與觀念（初步猜想或可能解釋），

因而構成了所有思考活動中不可或缺且彼此關聯的兩個

因素。……所有的遠見、預測、規劃、以及理論建構和

沉思默想，其特點都是由真實存在的事物推移到可能發

生的事物。因此（就如我們所見），被推論出來的東西需

要經過雙重測試──首先，當觀念或解答正在形成時，要

經常地對照實際觀察到的情境條件做查核；其次，當觀

念形成之後，就要以行動（若可能的話）或想像的方式

做檢驗。如此一來，測試之後的結果便能肯定、修改、

或反駁此一觀念。（Dewey, 1933/1998, p. 104）15 

    綜上所述，分析與綜合的密切合作，得仰賴事實與觀念的不

斷互動，此連續過程牽涉到觀察事實、推論意義、測試假設等實

驗方法的運用（見本段開頭引文）。而從發現問題到解決問題的過

程中，探究者通常會經歷五個不同階段的思考：（一）針對問題做

初 步 猜 想 （ suggestion ）；（ 二 ） 運 用 理 智 以 分 析 問 題

（intellectualization）；（三）形成假設以解釋問題（hypothesis）；

（四）根據假設以發展理論（reasoning）；（五）付諸測試以驗證

假設（testing）。第一個階段是各種猜想湧現的時候――探究者腦

中意念紛陳但雜亂無緒，不得不暫停行動以釐清問題。第二個階

                                                      
15 本引文旨在點出事實觀念的互動與有效組織之關係，相關說明詳見
下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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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是重新觀察事實的時候――探究者依照各種猜想在情境中收集

更多資料，進而真正地洞察問題性質。第三個階段是重新修正猜

想的時候――探究者根據已掌握的問題特徵，進而精煉出更具解

釋力量的假設。第四個階段是進行理論建構的時候――探究者運

用先前經驗或所學知識發展連串的推論，在假設的基礎上想出適

當的解答。第五個階段是驗證推論成效的時候――探究者將設想

的解答付諸行動，再依據測試的結果檢核假設的正確性。隨著思

維向前推進，各個階段所得的事實與觀念將形成不斷來回對話的

關係，雙方彼此查核且相互調整，直到連貫一致而不再出現矛盾

為止，此時誕生的就是一個擁有確切證據且經過行動「驗證」

（verification）的知識（Dewey, 1933/1998, chap. 7）。 

五、觀念與推論的運作──有效組織的關鍵 

由於所有的認知活動（包含所有的科學探究）都是

以賦予事物意義（亦即瞭解它們）為目的，所以其進行

總是從去除研究對象的孤立狀態開始；一直到發現研究

對象是某個較大整體中的一個相關部分時，這種探索才

會停止。於是，一塊石頭可以被加以瞭解，是因為已知

在某種條件下會形成的沉積岩層提供了參照；或者，天

空中突然出現的一個發光體可以被加以瞭解，是因為回

歸的哈雷彗星被辨識了出來。（Dewey, 1933/1998, p. 

138）16 

    綜上所述，推論運作於利用已知探求未知之時，是思考得以

持續進行的關鍵；而構成推論的觀念，則在初步猜想、形成假設、

發展理論等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終，整個推論將結束於對

事物「意義」（meaning）的瞭解，也就是發覺該事物與其他事物

                                                      
16 本引文旨在點出觀念推論與有效組織之關係，相關說明詳見下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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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關係──像是它如何運作或發揮功能、會造成何等結果、

是由何因素引起、或可以做何種利用等（Dewey, 1933/1998, chap. 

9）。當某個引發疑惑的事物還無法確定其意義時，探究者必須先

做初步猜想；而產生猜想的方法就是去除該事物原先的「孤立狀

態 」（ isolation ）， 漸 漸 地 找 出 與 其 他 事 物 之 間 的 「 關 聯 性 」

（connection）（見本段開頭引文）。然而，猜想不可能無中生有，

某些東西必須在進行探究之前就已經熟悉並掌握（例如一看到石

頭就知道其基本特徵），否則思考無從開展。這種「直接的瞭解」

（apprehension），來自於過去生活情境中與實際事物接觸的經

驗；而以其為推論工具所進行的探究， 終所獲得的是「間接的

瞭解」（comprehension）（Dewey, 1933/1998, chap. 9）。值得注意

的是，產生間接瞭解的管道，除了從具體經驗（包括情境和活動）

所得的直接瞭解之外，還有以抽象符號（包括文字和數學）所做

的連串推論。語言系統中為人熟知的普通名詞（如石頭、桌子、

草地等），所負載的正是某「類」（kind）事物的既定意義；這些

擁有標準「定義」（definition）的「概念」（conception），可以用

來辨識特定的事物、填補認知的空缺、並連結系統化知識。因此，

概念所具備的「類推」（generalize）功能（亦即從特徵辨認類別

或者從類別得知特徵），會使分析和綜合的工作變得容易，也會使

因果關係的解釋成為可能（Dewey, 1933/1998, chap. 10）。 

六、以實驗檢證的知識──有效組織的產物 

我們現在公認驗證有兩個要素：首先，將思考的結

果應用在實際事物上；其次，檢查應用的結果，並決定

該結果符合預期的程度。如果兩者一致，這次的思考就

是正確的；如果兩者不一致，思考就必須修正。這就是

實驗方法的精髓，而所有的科學方法都具備這些共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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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科學不能侷限於內在的思考活動，它必須接受

外在的檢證。（Dewey, 1920/1985a, pp. 48-49）17 

    綜上所述，由於概念同時表達了事物的類屬與意義，它們既

是參照的標準也是推論的工具。以科學而言，每一個學門（不管

是地質學、動物學、化學、物理學、天文學、或數學等）在發展

時，都會建立起一套專門的概念，以便瞭解各類不同的現象；這

些用來處理同一主題的概念，因而提供了緊密交織的意義與原

理，並組成了有「系統」（system）的知識。在相關概念可以用來

相互推論的情況下，只要掌握了定義、公式、和分類，以某個原

理為起點所做的連續推論，往往能推演出非常遙遠的結果（Dewey, 

1933/1998, chap. 12）。然而，探究者推演出來的結果就算看似合

理， 後還是必須接受實驗的檢證才能確知其有效性（見本段開

頭引文）。換句話說，思考開始於也結束於具體的經驗。實驗與觀

察在此過程的頭尾階段扮演的是促進「歸納」（induction）的角色，

它們的功能一來是在早期用以收集事實資料（Dewey, 1933/1998, 

chap. 11），二來是在晚期用以檢驗推論成效。而抽象的推測則是在

此過程的中間階段扮演促進「演繹」（deduction）的角色，它們的

功能是運用既有知識來創造和發展新的知識（Dewey, 1933/1998, 

chap. 12）。總而言之，歸納與演繹這兩種推論方式猶如知識建構的

兩翼，實驗方法既依靠歸納法從具體事物形成抽象通則，又仰賴

演繹法運用抽象通則推論出測試用的假設（Dewey, 1938/1986b, 

chap. 21）。當實驗的結果符合推論的結果，就代表該知識獲得證據

的支持，能夠晉升為一個「有根據的論斷」（warranted assertion）。

於是，本次探究的特定問題不僅得到了解決，所產出的概念或意

義還可以應用在類似的情境裡，成為往後指導行動的方針，並持

續地接受檢驗與修正（Dewey, 1938/1986b, chap. 1）。 

                                                      
17 本引文旨在點出實驗檢證與有效組織之關係，相關說明詳見下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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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實驗方法的教育應用與其實踐問題 

……思考發生於一個直接經驗到的情境──人們不

會漫無邊際地思考，想法也不會憑空而來……。 

……思考是被原初情境的特性所觸發的，它不僅是

從情境中產生，也將回歸到情境中去。它的目的和結

果，是由原初情境所決定的。 

學生無法真正思考的最常見原因，可能就是學校裡

沒有可供體驗的、那種能召喚思考的、像校外生活一樣

的情境。有一個老師在教數學時遇到了困擾，他的學生

在做含有小數的乘法運算時，無法在得出的答案中放對

小數點的位置──數字是算對了，但數值全是錯的。例

如，某一位學生的答案可能是 320.16元，另一位是 32.016

元，而第三位則是 3201.60 元。這個結果顯示，雖然學

生們能夠正確地運算數字，他們卻沒在「思考」。如果

他們有運用到思考，應該就不會如此任意地理解數值的

意義。於是這個老師派學生們到木材廠購買工藝課要用

的木板，並且事先和商人約好讓他們自己計算購買的金

額。這回所需的數字運算方式和課本內的習題是相同

的，但學生們就完全沒放錯小數點位置了。是情境本身

引導了他們去思考，也控制了他們對乘法所涉數值的理

解。做課本習題與到木材廠實際採購的對比，提供一個

絕佳的例子，這說明了情境是引發並指導思考的必要條

件。（Dewey, 1933/1998, pp. 99-100）18 

 

                                                      
18 本引文旨在點出以情境引發思考的重要性，相關說明詳見本節第一
部分之第（一）小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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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驗方法在教育上的應用條件 

    有鑑於良好的思考習慣無法直接傳授，必須藉由調節環境中

能夠觸發並引導思考的種種條件才能間接習得，杜威故而認為教

師的重要職責，就在於確保思考的產生（亦即情境中人事物的互

動性）和前進（亦即觀念組織運作的連續性）（Dewey, 1933/1998, 

chap. 4）。由前述討論可知，這種互動性和連續性，代表的就是思

考從具體感受走向抽象理解的完整過程。若從經驗的角度來看，

即是有機體逐步地從初級經驗發展到次級經驗的過程；而從邏輯

的角度而言，即是探究者系統地將事實資料精煉為概念原理的過

程。因此教師在知識建構上的重責大任，就是有技巧地協助學生

將有活力但仍粗糙的日常經驗，處理成有組織且能應用的學科知

識。杜威曾將此教學過程略分為三個循序漸進的階段：（一）從實

際操作開始（Beginning with Practical Manipulations）；（二）轉移

興趣至學科內容（Transferring Interest to Intellectual Matters）；

（三）發展出對思考的喜愛（Developing Delight in Thinking）。第

一階段藉由職業活動的進行讓學生開始接觸實際事物（例如烹飪

用的食材），第二階段藉由達成目標的興趣讓學生轉而研究相關知

識（例如化學和營養學），第三階段藉由知識的工具價值讓學生進

而樂於追求知識（例如獲得抽象思考的能力）（Dewey, 1933/1998, 

chap. 15）。顯然這不只是教師的教學程序，也是學生的探究程序，

更關係到教材的組織程序。而這樣的思考訓練是否成功，則牽涉

到學校的課程與教學能否積極地配合實驗方法的運作。於是，三

大基本條件是不可或缺的──包括具體經驗的提供、抽象符號的

運用、以及科學方法的指導等。至此我們可以發現，那些以為杜

威注重教材之心理層面多於邏輯層面者（見第貳節第一部分），或

譴責他未提供從心理組織過渡到邏輯組織之原則者（例如吳俊

升，1960/1972b），其實都錯得離譜。只要教育工作者能夠掌握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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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教育理論所蘊含的邏輯運作原則（而不單只是經驗發展規準或

思考探究歷程），教材組織的問題應該就可以迎刃而解。以下將運

用上節所述六種邏輯面向，為此三大基本條件做細部說明。 

（一）具體經驗的提供 
    教學必須從特定的情境和活動開端，以便學生能與其中的人

事物產生互動而引發思考（見本節開頭引文）。這種互動所得來的

具體經驗，包括肢體動作的協調、工具材料的使用、人際關係的

往來、以及語言概念的學習等，其實都隱含了初步的思考和推論

（Dewey, 1933/1998, chap. 14-15）。值得注意的是，活動（包括遊

戲與工作）若設定了欲達成的目標，就會需要做出仔細的規劃、

選擇適當的手段、並逐步付諸實行。在此過程中，事物的意義會

不斷地藉由參與者的觀察、安排、實驗等行動而建立起來，甚至

形成互有關聯的整體性概念（Dewey, 1933/1998, chap. 14）。這種

具體的、直接的、極為熟悉的、無需轉譯的、且可用來快速推論

的瞭解，將是進行抽象思考不可或缺的基礎（Dewey, 1933/1998, 

chap. 15）。於是，慎選富有教育價值的活動，將是教師首要的工

作。杜威認為它們基本上應該具備三項特徵──暨要符合個體的

心智發展階段、又可替未來的社會責任做準備、還需有助於形成

觀察推論的習慣（Dewey, 1933/1998, chap. 3）。有鑒於人類所擁

有的科學知識與技術能力（如植物學、動物學、化學、物理學等），

多源自於滿足日常需求的職業活動（如園藝、烹飪、紡織、木工

等），他極力建議學校找出以職業活動訓練科學心智的可能性，並

依此重新組織課程（見第壹節開頭引文）。為了能從第一階段順利

地轉移至第二階段（見本節第一部分說明），他特別呼籲教師在帶

領此類活動時，要讓其中呈現的問題引發學生的好奇心和求知

欲，以便能接著進行觀察、閱讀、或專家諮詢，然後連結到新的

主題及知識（Dewey, 1933/1998, chap.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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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觀察而言，杜威指出學生為了達成活動目標，需要持續地

注意所採取的手段是否合宜，因此必須經常地運用眼睛、耳朵、

觸覺等感官來指引其行動。一旦問題出現時，這樣的觀察就會從

工作轉移至問題本身──一方面是為了收集資料以便確認問題並

形成假設，另一方面則是為了測試假設然後檢驗結果並解決問

題。由於敏銳的觀察能力是活動成功的必要條件，它在問題解決

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工具而非目的，故應具備以下三種特

質。首先，觀察的心態必須保持積極而警覺，透過探索和調查來

找出隱藏而未知的東西。其次，觀察的對象必須是會不斷變化的

事物，如此才能藉由已經得知的事實對未來發展的結果做出合乎

邏輯的推測。 後，觀察的範圍必須從整體的情境背景逐漸聚焦

至特定的實驗項目，前者提供的廣泛資料可用來形成假設，而後

者提供的精確資料可用來測試假設（Dewey, 1933/1998, chap. 17）。 

（二）抽象符號的運用 
    當學生為了達成活動目標，開始將注意力轉移至特定事物的

研究時，他們除了要運用感官知覺，還必須學習相關知識，以便

掌握該事物的特質、結構、起因、結果、影響等。例如原先對木

工的興趣，可以逐漸轉移至幾何學與機械學等問題；而原先對烹

飪的興趣，可以逐漸轉移至化學實驗、生理學、與衛生學等領域

（Dewey, 1933/1998, chap. 15）。由於此類專門知識必須透過符號

工具才能吸收或表達，語言（尤其是文字系統）就與思考和溝通

產生了密不可分的關係。杜威指出文字符號的基本功能不外乎界

定意義、保存意義、以及應用意義。學會某一事物的適當名稱，

就等於讓該事物的意義得以澄清、儲藏、和使用，從此認知的水

準會由物質階段進入理智階段。除了界定個別意義之外，文字符

號也是將各種意義按其彼此關係加以組織的工具。於是文字不只

是代表事物意義的名稱，它們可以形成互有關係的句子（例如「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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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是一部字典」）。這些句子因而表達出事物之間的邏輯關聯─

─由於超越了具體事物而進入了類別和特徵的邏輯領域，故能對

探究對象做出分類與定義。而用來表達判斷的各種句子，還可以

組成整體性的連貫論述。換句話說，思考的進行離不開語言，語

言與思考是環環相扣的。然而以文字符號傳遞的知識畢竟是過去

的經驗或他人的觀念，如果缺乏個人的親身體驗及測試，就難以

理解其所象徵的意義，只能毫無批判地接受與複述。此外，一般

人使用語言原是為了日常生活以及社群交往，在表達上往往較為

模糊而片斷。但為了求取科學知識和進行科學思考，學生必須學

會使用較準確的語言和較連貫的論述，才能表達概念並做出論

證。因此，杜威認為教師需要改造學生原有的語言習慣以加強下

列三種能力。首先，讓學生接觸實際的人事物並閱讀充足的資訊，

以增加其詞彙運用上的豐富度、清晰度、和積極度。其次，幫學

生瞭解事物之間的關係與個別事物的特徵，藉由邏輯概念（亦即

特徵、類屬、關係等）的掌握，促進其使用精確術語的能力。

後，給學生完整表達想法的時間與機會，藉由詞彙、句子、和推

論 的 運 用 ， 培 養 其 組 織 意 義 及 系 統 化 思 考 的 能 力 （ Dewey, 

1933/1998, chap. 16）。 

    至於那些以文字或口頭傳遞的大量資訊（亦即現成的學科知

識），杜威指出親身得來的經驗不論如何擴展，範圍畢竟有限，

學生仍然需要藉由書本內容、教師授課、或與他人交流來獲得間

接的瞭解。由於充分的資訊是活動成功的必要條件，它在問題解

決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是工具而非目的，故取得之方式應具備

以下三種特質。首先，所提供的資訊必須是學生迫切需要，而較

難透過個人觀察發現的東西。其次，所提供的資訊必須是用來刺

激學生的思考，而非用來給予 終的答案。 後，所提供的資訊

必須與學生校外的經驗或探究的問題相關，而不只是與校內先前

教的課業相關（Dewey, 1933/1998, chap.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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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學方法的指導 
    在完成活動目標的過程中，思考與知識對學生而言，原本只

有間接的工具價值。然而持續從事的活動及探究會發展出對觀念

的喜好，並逐漸養成抽象思考的習慣和能力，一直到學生轉而把

知識當成是目的，且樂於為思考而思考（Dewey, 1933/1998, chap. 

15）。這樣的一個漸進轉變，有賴於教師在指導學生思考時，發揮

以下三方面的教學技巧。第一，教師要能夠激起學生熱切的求知

欲望──他必須自身就喜愛求知、把書本當成是提供資訊的工

具、且能活潑地領導學生討論問題並將重要的事實和觀念予以組

織。因此，教師必須利用真正會讓學生感到疑惑的一個問題，抑

是想要達成的一個目標，來引發其進行探究的動力。第二，教師

要能夠培養學生良好的探究習慣──他必須瞭解學生遇到的困

難、知道他們使用的方法、在重要的關頭給予他們提示和建議、

並指出需要改進之處。因此，教師必須善於對學生提出問題──

例如在處理新問題時可使用何種舊知識、對正在發展中的事物可

進行何種觀察與解釋、對自己做出的猜測可提供何種根據、對已

經完成的探究可推導何種結論等。第三，教師要能夠時常檢測學

生的學習成果──他必須檢測學生在教材上的理解程度、將所學

予以應用的能力、以及思考習慣和態度方面的改進（包括好奇心、

條理性、權衡的能力、闡釋的能力、推論的能力、總結的能力、開

放的心胸、與坦誠的精神等）。由於成熟的觀點需要時間的醞釀，

因此教師不應強求學生立即給出回答；他必須讓學生有沉思的閒

暇，以便能夠消化教材並用心推敲（Dewey, 1933/1998, chap. 18）。 

二、實驗方法在教育上的實踐問題 

    由於一般學校和教師往往對實驗方法的重要性與運作過程認

識不清，以致於未能以正確手段訓練學生的心智。當上述三大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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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件無法實踐時，相應的問題就會以不同的方式阻礙學生思考

能力的養成。以下將從缺乏情境與活動、切割事實與觀念、以及

負面環境的影響等，一一加以說明。不難看出，杜威極欲改革的

傳統教育模式，其實就與傳統哲學偏好的演繹邏輯有密切關聯。

這 種 類 型 的 思 考 開 始 於 也 結 束 於 抽 象 的 「 陳 述 語 句 」

（proposition），既與生活情境中的疑難困惑分離，也無法帶來解

決實際問題的效果（Dewey, 1933/1998, chap. 6）。 

（一）缺乏情境與活動 
    當教學直接從現成的學科知識開始，而沒有特定的情境與活

動加以配合時，學生的思考就會像被馬車（亦即探究的結果）擋

住前路的馬兒（亦即探究的過程）般難以動彈。一旦思考無法順

利地展開其旅程，或者缺乏具體經驗作為基礎時，往往會產生以

下三種問題。首先，由於抽象知識必須透過文字符號來傳達，學

生只能從整理編排過的教科書中吸收資訊，而不是在探究疑難的

過程中學會使用資訊（Dewey, 1933/1998, chap. 5）。其次，由於

課堂上指定的習題是憑空虛構而來，學生無法學會從情境中分析

問題的性質和來源，更無法學會從情境中找出可用的資源以解決

問題（Dewey, 1933/1998, chap. 7）。 後，由於事物的確切意義

是從親身接觸中逐漸得來，一旦失去在情境中積極使用事物以獲

得某個結果或達成某種期望的機會，就等於損害瞭解事物或發明

創造的能力（Dewey, 1933/1998, chap. 9）。此外，就算為了培養

觀察能力而安排了靜態實物教學，在缺少實做活動、真實問題、

與特定目標的情況下，這種孤立展示一堆物品的訓練容易流於膚

淺的感官印象，到頭來仍然難以形成穩固的概念或意義（Dewey, 

1933/1998, chap. 15-17）。 

（二）切割事實與觀念 
    除了上述缺乏適當情境與活動以配合思考的問題之外，杜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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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歸結了一些常見的教學錯誤，這些錯誤主要產生於將事實資料

與概念意義予以不當切割，導致兩者間無法形成連續的互動關

係，其類型大約有以下六種。首先，基於將來在生活中可能會用

到的理由，學生被要求在不需運用知識的情況下，記憶許多零碎

且不連貫的事實與原理；即使是實物教學或上實驗課，所觀察到

的事實和所使用的方法，也呈現與問題相互分離的狀態，而造成

見樹不見林的現象。第二，有時學生在掌握了特定個案事實的情

況下，會被教師鼓勵去發展出一個可能的解釋或概念；可惜的是，

他們在提出猜想之後，往往沒有被要求繼續進行縝密的推論，以

致思考過程半途而廢。第三，與第二種類型相反的錯誤是，為了

培養學生的推論能力，直接就從定義、法則、原理、分類等先教

起，而將產生這些概念的特定事實和具體經驗置之不理。第四，

未引導學生將習得的概念應用於新情境，藉由親身體驗以發現新

的事實或概念，並獲得真正的瞭解。第五，未提供學生動手做實

驗的機會，以測試所提出的猜想或所學到的原理。第六，未幫助

學生對思考過程做出定期的回顧，也沒將思考成果做出 後的總

結，不良的思考習慣因此未能徹底去除（Dewey, 1933/1998, chap. 

12）。 

（三）負面環境的影響 
    後，學校裡某些微妙但足以妨礙思考運作的情境因素也應

得到矯正，杜威將其分為三種負面力量加以說明。首先，「教師」

自身在態度上常犯的錯誤有三：一是偏愛理論興趣強的學生，而

排斥實做能力好的學生；二是過度仰賴個人特質的魅力，而未凸

顯學科本身的價值；三是促使學生只求滿足教師的期待，而非全

心努力於問題的解決。其次，不同類型的「學科」也會受自身特

性影響而導致教學上的缺陷：一是重視抽象推論的科目如數學和

文法，容易因遠離日常事物而產生脫節的現象；二是重視表現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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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的科目如讀寫和藝術，容易為獲得精熟程度而偏向機械化練

習；三是重視知識內容的科目如地理和歷史，容易在囤積資訊的

過程中忽略運用資訊的能力。 後，「學校」自身在目標及理想上

往往高舉兩大外在標準：一是在教學上強調背誦正確答案，二是

在行為上要求服從嚴格紀律；這兩者都傾向於用快速且有形的結

果來判斷教育的成效，卻將積極探究與謹慎思考的過程減少到

低限度，故而無益於塑造學生良好的心智習慣（Dewey, 1933/1998, 

chap. 4）。 

陸、結語：以教材組織培養探究能力 

實驗方法發展為求知的方法，且能確定所獲得的是

知識而不僅僅只是意見──這樣的方法既有發現也有證

實……。我們愈理解實驗方法的意義，在面對具體的資

源和阻礙而嘗試以某種方式處理時，就愈會優先運用理

智……。這種科學的實驗方法，嘗試的是觀念而非運

氣。因此就算實際上失敗了或未能立即得到結果，在思

考上仍是有所斬穫的。因為當我們竭盡所能深思熟慮

時，就會從失敗中學到東西……。 

以系統化的求知手段而言，實驗方法算是新的科學

資源；但以實務工作的手段而言，它是老早就存在了。

因此，人類對它尚未有充分的認識也就毋須驚訝了。大

抵說來，其重要性被認為屬於某些科技與自然事物。無

疑還要花上一段長時間，大家才會知道它同樣能用來形

成並測試社會與道德上的觀念。人類仍想拄著教條或權

威信念的拐杖走路，以便免除思考的麻煩和運用思考指

導行動的責任……。因此學校就如哲學家約翰．彌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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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的，比較長於培養追隨者而非探究者。但是實驗方法

的影響力每前進一步，就一定會促使那些利用文學、辯

證、和權威產生信念的方法失效，而學校以往就是被這

些方法所支配。（Dewey, 1916/1966, pp. 338-339）19 

    總結而言，杜威的課程與教學理論，就是其實驗主義邏輯學

說應用於教育的具體展現，其特點是將教與學的過程等同於知識

建構的過程。他認為對學生來說，充斥於生活週遭的各種情境和

活動，就是產生經驗和觸發思考的 佳媒介──這些具體熟悉的

事物也是教材的可能來源；而對教師來說，審慎選擇生活教材並

配合學科知識加以組織，就是培養學生探究能力的 佳途徑──

這個引導思考的過程也是教法的極限挑戰。如果循此模式教學，

教材的範圍就應從書本內容擴大至日常生活的經驗，教法的重心

也應從傳輸資訊轉移至經驗材料的組織。只要教師熟悉實驗方法

的基本要素和操作技巧，就能順利地協助學生從具體活動形成抽

象知識。然而在杜威看來，實驗方法的強大功用和社會價值，其

實還沒有真正地為人類所體認（見本節開頭引文）。倘若它在日常

生活中的重要性，在於藉以獲得可靠結論來解決問題。那麼它在

教育工作上的重要性，更在於藉以訓練學生心智來提升能力――

亦即將天生的好奇心與散漫的想像力，轉變成以機敏的、謹慎的、

和徹底的態度進行理智思考的能力（Dewey, 1933/1998, chap. 5）。

這種訓練有素的能力，能夠明智地運用思考以指導行動，還能夠

積極地進行探究以克服困難。當學校、教師、學生、與家長都能

充分體認到以教材組織培養探究能力，不只是個人獲得自由的必

要條件，也是社會進步與道德提升的重要關鍵時，人類美好的未

來生活也許就指日可待！ 

 

                                                      
19 本引文旨在點出實驗方法與探究能力之關係，相關說明詳見下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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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re than a hundred years ago, the American philosopher John 
Dewey established the Laboratory School (1896-1904) during his 
tenure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It has become a precious source 
of inspiration from which generations of teachers continuously drew 
to improve their classroom practices. The original files of the school 
were compiled and published decades later. They showed that the 
experimental activities proceeded in the school fully embodied and 
validated both scientific thinking and occupations, which Dewey 
ardently advocated in his How We Think and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It is noteworthy that Dewey’s experiment in the 
Laboratory School corresponded to his early efforts toward 
developing a new brand of experimental logic, which in effect 
profoundly influenced his theories of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However, most educators at that time were deaf to the philosopher’s 
proposal to unify various subject-matter through scientific thinking. 
Consequently, the problem of organizing subject-matter gradually 
aroused severe controversy. This study was aimed to elucidate the 
logical theory provided by Dewey’s several works, utilizing its 
special emphasis on principles about the art of thinking, the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and the skill of teaching. Thereby the 
specific steps and ways of moving from the concrete to the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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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explained, and the organizing function of experimental method 
in Dewey’s logical theory was thus demonstrated. 
 
Keywords: John Dewey, How We Think, Experimental Method, 

Logical Theory, Scientific Thinking, Organization of 
Subject-M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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