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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研究以教育詮釋學方法進行李歐塔後現代思想及其教育涵義的探究。首先

說明李歐塔後現代思想之淵源與形成；復次論述其後現代思想之內涵，共有三大

面向：(一) 後現代知識論的中心論題；(二) 倫理思想的中心論題；(三) 崇高美

學的中心論題；接著闡述其思想對教育之啓示： (一) 在知識論方面，改變師生

間的角色定位，課程設計及教學方法由一元轉變為多元，強調批判與質疑的精

神。(二) 在倫理思想方面，重實踐，強調多元、尊重差異，積極培養學生批判

思考力，並進一步建立師生間真誠的對話。(三) 在崇高美學方面，不但使藝術

形式由一元轉變為多元，且拓展了新的美學概念，更促進審美教育的發展。最後，

提出綜合評價與研究結論。李歐塔主張多元、衍異，但持平而論，差異的背後應

有一個基本的規律存在。我們應該正視差異的過程，用批判、質疑的態度重新評

估過去我們視為固定不變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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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何謂「後現代主義」？鄭祥福(1997：3)認為，與其說後現代主義是什麼，

不如說後現代主義不是什麼更容易些。「後現代」(postmodern)一詞，最早由英國

的畫家查普曼(Solomaler Chapman)所提出(詹棟樑，1999：696-697)。西方在歷經

二次世界大戰後快速的復甦和成長，從 1960 年代起，隨著科技和經濟的迅速發

展，形成一種由資本主義主導的新社會型態，以高度工業成長為目標，並朝向高

科技電腦化世界發展，一般稱之為「後工業社會」、「高度發展的晚期資本主義社

會」或「資訊社會」，最常見的名稱則是「後現代社會」(postmodern society)(楊
洲松，2000：85)。 
  後現代社會的特徵是快速、多元、複雜和不穩定，導致這些特徵的核心原因

是經濟行為、政治關係、訊息、交流和技術的全球化。而全球化的結果往往是諷

刺性的、自相矛盾的。全球化可能會導致種族中心主義，分權則可能導致進一步

的集權，鬆散的組織結構也有可能導致全封閉的階級控制。這些悖論和矛盾使後

現代性成為引人入勝的現象，亦使它難以為人理解(張文軍，1998：15)。  
  Hassan(1987)在其《後現代轉折》(postmodern turn)一書中，描述後現代主義

的基本精神是不確定性與內在性。所謂不確定性，包括了模糊性、間斷性、異端、

多元性、散漫性、反叛、倒錯、變形。而變形又包括著：分解、消解中心、解構、

差異、移置、分裂、零散化、非神話化、反正統化、反諷等，充滿對正統、整體、

中心及直線性的反抗。所謂內在性，是指心靈的能力在符號中概括自身並作用於

自身，人透過語言、符號擴展自身的能力，並透過自己創造的符號創造了世界，

在這個層次，我們面臨了許多無法控制其增長速度的個人語型。 
  鄭祥福(1999)認為後現代主義並沒有切斷與現代主義的聯繫，後現代主義是

從現代主義的母腹中成長、發展起來的，它是現代的一個組成部分。它一方面是

由現代主義衍生出新的風格，另一方面又是對現代主義的反叛。就後現代主義的

基本精神來看，後現代主義是一種文化思潮、一種藝術實踐及一種新的世界觀。 
  總之，學者們對於後現代主義觀點分歧，並沒有確切的定義，有多少位後現

代主義者，就有多少種後現代主義，如果後現代有明確的定義，就不能稱為後現

代主義了。也因為如此，李歐塔對於「後現代知識狀況」獨特的分析，便成為研

究後現代社會與後現代主義的經典之作(楊洲松，2000：86)。本研究希望經由對

李歐塔後現代思想的深入探討，進而揭示後現代的教育狀況，俾作為我國未來教

育發展方向上的參考。 
 

貳、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文採用「教育詮釋學」(pädagogische Hermeneutik)方法進行李歐塔後現代

思想及其教育涵義的探討。「達奈爾(Helmut Danner, 1941-)主張教育詮釋學方法

的運用，有下列幾個階段(轉引自梁福鎮，2006：7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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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方法 
(一) 教育文本歷史的確定 
  教育研究者在採用「教育詮釋學方法」進行研究時，必須注重教育文本的歷

史問題。教育學歷史的理解與解釋有助於教育與陶冶問題的澄清，因為教育問題

的產生往往有其歷史因素，這些因素無法孤立於歷史之外，只有通過歷史的探討

才能理解教育問題的來龍去脈；教育文本只有在具體教育情境中才能被理解。因

此，本研究將蒐集有關李歐塔的相關資料，並瀏覽有關李歐塔生平介紹的書籍與

文章，瞭解其當時生活的環境及其歷史脈絡。 
(二) 教育文本意義的解釋 

採用「預先準備的詮釋」(Vorbereitende Interpretation)、「文本內在的詮釋」

(Textimmanente Interpretation)、「交互合作的詮釋」(Koordinierende Interpretation)
等三種方法以理解教育文本的內容。首先，在閱讀李歐塔相關文本的過程中，對

於李歐塔意識與無意識的先前假定，例如他的政治或宗教觀點等等，必須盡可能

加以揭露，才能達到完全的理解。其次，必須從李歐塔當時的具體教育情境出發，

不能混淆李歐塔和本文研究者情境的差異，方能達成較佳的理解。同時意義關係

與影響關係只是一種假設，這些假設必須不斷加以證明或修正，經驗顯示對一個

作者或特定的事物作長期和密集的詮釋，可以獲得較好的效果。 
(三) 教育文本假設的建構 

教育文本中含有許多意義、規範、價值、目的等觀念，這些觀念的理解和闡

明無法採用實證研究的方法，將研究假設和研究結果用量化的方式加以解釋，而

必須借助於詮釋學的方法，詮釋教育文本的意義。因此，在確定李歐塔教育文本

的歷史脈絡以後，將運用各種詮釋方法解釋文本的內容，如以語意分析、文法規

則和相互對照等方式，釐清文本中的語句與措辭，以期建構許多假設，形成無數

接近教育真相的詮釋。 
(四) 教育文本真相的理解 

通過李歐塔教育文本歷史的確定、意義的解釋和假設的建構，可以獲得教育

文本真相的理解，但是這種理解必須透過數次來回的詮釋以及不斷的反省批判，

才能恰如其分的把握文本的真相。 

二、研究步驟 
本文採用教育詮釋學的方法，其詳細的研究步驟如下(轉引自梁福鎮，2006：

80-81)： 
(一) 蒐集李歐塔後現代思想之相關文獻，包括論文、期刊、書籍。 
(二) 首先瀏覽有關李歐塔生平之相關書籍，以瞭解其生長背景與思想淵源。 
(三) 主要閱讀李歐塔後現代狀況報告書及公平的遊戲英文著作，並輔以李歐塔 
其他相關著作，以進一步掌握李歐塔後現代思想之精神與要義。 
(四) 運用邏輯方法、語意分析和文法規則將文本的語句和措辭逐一加以研究， 
對文本中存在的矛盾加以解釋與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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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將研究資料延伸至次要資料，分析李歐塔類似的著作文本或是其他相關書 
籍與文獻。 
(六) 將李歐塔後現代思想依邏輯順序劃分為若干部份，並形成井然的理解。 
(七) 再將其思想每一段落內容的意義運用自己的明白的方式表達出來，完成文 
本內容意義的詮釋。 
(八) 再度閱讀李歐塔後現代狀況報告書英文著作，經由不斷的反省與批判，以 
掌握李歐塔後現代思想的教育涵義。 
  因此，本研究首先探討李歐塔的生平與著作，接著探究李歐塔後現代思想的

主要內涵，然後闡述李歐塔後現代思想對教育的啟示，最後綜合評價李歐塔的後

現代思想，希望能提供教育實際工作者之參考。 
 

參、李歐塔的生平與著作 

  李歐塔(Jean -Francois Lyotard)一九二四年生於法國凡爾賽(Versailles)，一九

九八年因血癌而病逝。在他求學期間，曾參加法國左派團體，從事理論與實務工

作，相當活躍，於 1971 年獲得巴黎大學哲學博士，是當今法國頗有名氣的後現

代主義哲學家。他經歷了資本主義世界的第二次經濟大危機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

創傷；那時，世界上正在興起各國反對殖民統治、爭取民族獨立的解放運動。起

初，他追隨馬克思主義，後又追隨佛洛伊德(鄭祥福，1997：14；羅青，1993：
134-135)。 
  李歐塔一生中的思想是多變的，大略可分為下列幾個轉變：第一次是他在《話

語－象徵》(Discours, Figure)中對早期現象學觀點的否定；第二次是《慾力經濟

學》(Economie libidinale)中對其早年馬克思主義、佛洛伊德主義思想的否定；第

三次就是他的《後現代狀況：一份知識的報告》(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公平的遊戲》(Just Gaming)二書，以他前所未有的不同

方式，提出了倫理與政治問題，把他的某些思想擴展到了整個文化領域；最後是

《衍異》(The Differend: Phrases in Dispute)一書，幾乎全部放棄了他早期的觀點，

並把他的某些主要思想歸之於康德與維根斯坦。他後期的著作是以重新閱讀前期

著作為基礎的(鄭祥福，1997：20-21)。 
  在許多圈子裡，李歐塔被奉為最突出的後現代理論家(朱元鴻等譯，2005：
186)。《後現代狀況》、《公平的遊戲》、《衍異》這三本著作集中反映了李歐塔的

後現代主義思想，他不但分析了後現代的知識狀況，並且對總體性、極權主義、

決定論、一元論等作出了有力的挑戰，分析了由公正問題所引起的倫理學與政治

學的後現代性問題(鄭祥福，1997：21)。 
 

肆、李歐塔後現代知識論的中心論題 

  李歐塔定義後現代，「什麼是後現代？……即使是昨天才被接受的……都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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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質疑。……一件作品唯有先是後現代的，才可能成為現代的。後現代主義並非

現代主義的終點，而是現代主義的初生狀態，而此狀態是一直保持下去的。」

(Lyotard, 1984: 79)其中心論題論述如下： 

一、後現代知識境況 
  Lyotard 指出，當社會進入到所謂的「後現代社會」時，知識的地位與性質

產生了重大的變化。科技發展所帶來的影響，尤其是電腦語言、信息傳播等符碼

化的儲存及流通，大幅改變了傳統知識的功能，知識研究與知識傳遞隨著電腦的

微型化和商品化，改變了人們獲取、分類、提供、應用知識的方式(楊洲松，2000 : 
94；Lyotard, 1984: 4)，知識成了價值的一種形式，人們可以為出售知識而生產知

識，為維持新的生產而消費這些作為商品的知識(鄭祥福，1997：27；Lyotard, 1984: 
4-5)。科技大規模將知識移入電腦，使知識成為可以操作運用的資料，所有的知

識都必須轉化為電腦語言，任何無法轉變成數字性符碼而加以傳遞的知識，都有

被淘汰的可能，電腦於是成為新時代的知識霸權(楊洲松，2000 : 94；Lyotard, 1984: 
4)。 
  隨著電腦霸權的形成，一種特殊的邏輯應運而生。過去知識者經由心靈和智

慧的訓練而獲得知識的方法已經式微，現今的知識者以一種徹底「外在化」符號

化的方式，淡漠道德靈魂之修養而奉行商品冷冰冰的操作倫理。後現代知識不再

以知識本身為最高目的，知識失去了「傳統的價值」，而成為商品化的重要領域(王
岳川，1998：179)。知識不再是「陶成」的工具或精神的糧食，而是要求有效性

與實用性(楊洲松，2000 : 15)。在近幾十年中，知識成了主要的社會生產力，是

導致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差距懸殊的理由之一。知識決定了當代世界各國發展

的前景。終有一日，國家或民族之間將會為了控制訊息而戰鬥，就像過去為了瓜

分領土、控制領土而發動戰爭一樣(鄭祥福，1997：27-28；Lyotard, 1984: 5)。 

二、科學知識的合法化危機與語言遊戲 
(一) 科學知識的合法化危機 
  「後工業社會(post-industrial society)」是由美國著名的當代社會學家丹尼-
貝爾(D. Bell)所提出。丹尼-貝爾認為，各個正在進入後工業階段的社會，各有著

不同的政治與文化結構，所謂統一的社會發展模式在今天無非是一種談說的笑

料，而今後所出現的也絕非實質性的某種模式化的社會形態的發展。後工業社會

是現代社會發展多元化的產物，是一種「概念性圖式」，而不是一種實質性的模

型。後工業化社會的本質特徵為理論知識占居社會變化中的核心地位，理論知識

是組織新技術、促使經濟成長、組織社會階層的一個中軸。在後工業化社會結構

內，有著建立各種體制的不同中軸，社會根據其政治制度與社會結構、文化關係

而有所不同(鄭祥福，1997：29-30)。 
  由丹尼-貝爾的研究可知，隨著各種體制的不同，社會在政治、文化等各方

面將呈現出差異，我們不可能找到一個固定的分析模式，也不可能找到評價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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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唯一標準，我們所具有的就是自己的習慣性文化，而各種不同的習慣性文化是

不可共量的、無法統一的(鄭祥福，1997：30)。 
    再者，知識本質的轉變，使得傳統科學知識至上的觀點也遭受到了挑戰。李

歐塔指出，長久以來，科學知識一直與「敍述知識」相互衝突，科學知識對敍述

知識一再提出質疑，並不斷的侵蝕敍述知識、解消敍述知識合法性地位的同時，

也崩解了自身的合法化基礎，而產生了知識的合法化危機(楊洲松，2000 : 94；
Lyotard, 1984: 7-8)。 
  科學知識合法性的喪失與社會形態合理性發展期望的破滅，使李歐塔得到了

啟迪，我們正在經歷的是一種與現代主義截然有別的狀態，要尋找它們的「真實」

意義是不可能的，它們只能透過我們談論它們的不同語境間的關係來理解。換言

之，即透過「語言遊戲」方法來展現它們在使用中的不同意義(鄭祥福，1997：
30)。 
(二) 語言遊戲 
  為瞭解除後現代情境的知識合法性危機，李歐塔認為必須賦予「科學」更寬

廣的解釋，並且要求不同學科、不同論述都應該享有同等的發言權，而不能任由

某種獨大的「後設論述」來宰制其他論述。他運用維根斯坦(L. Wittgenstein)的「語

言遊戲」(language games)概念，來標明不同論述發言的合法性，認為在每種不同

性質的語言中，都可以依其特質和作用去設定遊戲規則；不同論述的發言，都如

同遊戲一般，具有對抗競爭的味道，因此具有不斷推陳出新的特徵(楊洲松，2000 : 
94；Lyotard, 1984: 9-10)。在此情境中，沒有任何唯一的真理存在，各種論述都

能公平地在其遊戲脈絡中進行遊戲。 

三、科學知識與敘述知識的語用學分析 
  李歐塔從語用學方面分析敘事和論述與社會文化型態的重要方法論原則。在

任何談話中總存在三個要素，即講述者(sender)、聆聽者(addressee)、指涉物

(referent)，三者形成一種特定的話語模式(modes of discourse)(周珮儀，1997：56)。 
  在敘述性知識中，講述者、聆聽者、指涉物之間的關係是可變動的，而敘述

的作用，可分散進入敘述的語言迷霧中，在各種語言的要素中，自有符合其性質

運作的實用原子價鍵(pragmatic valencies)，以建立其穩固的綜合語言，其雖未在

競賽策略中，提出後設的合法論說，但仍具有真理的價值性(黃瑞榮，1996 : 64)。 
  在科學性知識的語用學中，講述者應將關於指涉物的一切真實情形說出；聆

聽者應該能明確地贊成或反對講述者的說法；指涉物必須用和此項事實完全一致

的文句表達出來，而表達的方式包括辯證法和形上學的方法。因此，講述者、聆

聽者、指涉物三者之間的關係是固定不變的(郭秀緞，2001)。 
  總而言之，科學知識與敘述知識各為知識整體的一部份，各有其特殊的知識

脈絡和學術理路。科學知識存在於一種指示性陳述的語言遊戲中，並以能否重複

驗證為尺度，去檢驗對象，做出真理性的陳述，使大家產生共識；而敘述知識的

用法就無固定的模式，只能透過語言遊戲來設定各種論述的合法性(周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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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52)。 

四、解合法化(deligitimation) 
  李歐塔批評現代性過度強調整體性，容易造成另一種形式的獨霸，使各種語

言遊戲的特色受到破壞，而傳統知識的合法性已經失效，必須透過一種新觀點予

以「解合法化」(deligitimation)，以重新合法化各種現代知識論述(Lyotard, 1984: 
37)。換言之，李歐塔認為，以單一標準來決定所有差異，進而統一所有論述的

「後設敘事」已被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局部性的「小型敍事」，即應尊重各種論

述間的差異，因為各種遊戲和知識都是平等的(黃瑞榮，1996 : 64)。 

五、悖論邏輯(paralogy)  
  後現代知識所面對的是種種「不可共量性」、「不可決定的事物」、「不完全的

資訊」、「不連續性」、「弔詭」等，所謂的「悖論邏輯」情境(楊洲松，2000 : 95；
Lyotard, 1984: 65)。李歐塔認為「悖論邏輯」是知識語用學中的一個「步法」

(move)，其目的是要打破對「同一性」(identity)的追求。他反對哈伯瑪斯所追求

的「共識」(consensus)，他認為共識是永遠無法到達的地平線，共識是討論問題

時的某種特殊狀況，而不是最終目的；相反的，討論的目的並非在追求共識，而

是在追求「悖論邏輯」(Lyotard, 1984: 60-67)。李歐塔藉著「悖論邏輯」來答覆

強調合法化事物的狀況，他認為後現代主義的知識，不會是權威的工具，它追求

想像力及不穩定性、精煉了我們對差異的敏感性(郭秀緞，2001)。   
  後現代主義的特色不在求同，而在求異，其思想的實現不是靠同一性的中心

維繫作用，而是靠語言遊戲的多重本質，強調典範之間的「不可共量性」

(incommensurability)，以多元式話語創造後現代知識法則，藉由悖論的邏輯創發

未知的世界，因而表現出一種開放、寬容、多元、邊緣、差異和不確定的特性，

並開啟一個「怎樣都行」及「沒有什麼不可能發生」的新時代(馬向青，1999)。
換言之，悖論的追尋可以開展出創造性的思考，並能為人們帶來全新的觀念。 
 

伍、李歐塔倫理思想的中心論題 

  如前所述，李歐塔一生思想多變，在其《後現代狀況：一份知識的報告》(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及《公平的遊戲》(Just Gaming)二
書中，他前所未有的分析了由「公平」所引起的倫理學與政治學的後現代性問題

(鄭祥福，1997：20-21)。 
    綜觀國內研究李歐塔的文獻中，大致都將重點放在其後現代知識論的意涵

上，對於其倫理思想，除了南華大學鄭揚宜在其「李歐塔倫理思想研究－後現代

社會的公正遊戲」論文中有所論述外，鮮少有人論及。研究者將先分析其論文中，

李歐塔的倫理學要點，再試著探究其教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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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語言遊戲的倫理學意涵 
  為了更加清楚的呈現出李歐塔後現代倫理的特色，必先瞭解以重建現代性並

且拒斥後現代的哈伯瑪斯的倫理思想。大致而言，現代性的特色可以線性的直線

前進與進步的發展理念兩種特性結合而成的後設敘事話語為代表；後現代則以反

對後設敘事並且強調藉由話語模式的分析開發各式各樣的小型敘事為其要務(鄭
揚宜，2003)。 
    在倫理理論上，哈伯瑪斯堅持道德的普遍主義。他認為在符合有效性要求

的、在平等的交互主體間達成合理的共識，是可行的；該共識的達成並非是一種

社會宰制，而是一種擺脫宰制的解放(龔群，2001：354-356)。然而，李歐塔完全

反對有合理的共識存在的可能，他認為共識已經過時、是一條永不可及的地平線

(Lyotard, 1984: 60-67)。 
  哈伯瑪斯認為透過溝通理性與普遍語用學可以建立一個不受壓迫的對話空

間，語言僅只是一種工具，是人們流動、互動和交往的手段，語言的目的在於透

過交往理性的溝通達至共識。而對李歐塔來說，社會就是語言、語言就是社會，

社會形態的多樣化產生無數的語言遊戲，無數的語言遊戲亦突顯社會關係的複雜

與不一致。哈伯瑪斯所強調的「共識」，對李歐塔來說，就是「後設 敍事」的代

表，是一種宰制他者的霸權(鄭揚宜，2003；Lyotard, 1984: 9-11)。 
  換言之，在語言的層面上現代性求同，後現代求異，而這兩者之間的差異不

僅僅是其對於主體觀念的差異，更在於是否尊重對於不同語境之間的語言遊戲所

產生的差異；也就是說，李歐塔對語言的研究其實就是對倫理規範的研究，不同

的語言脈絡之下所產生的敘事模式之間不應該互相排斥與擠壓，因此，社會中不

同的島嶼之間亦不應該互相侵犯與互相佔領(鄭揚宜，2003)。 
  由上觀之，在教育的涵義上，李歐塔的觀點充分展現後現代主義對多元性的

強調、對差異的尊重，因此在倫理教育的實施上也不是唯一、絕對的，而是由人

類依個別的社會文化情境所訂定；人可以決定自我的倫理道德規範，並自行負

責，不必再拘泥於傳統，將原有的倫理道德規範，回歸於個人的判斷中(黃瑞榮，

1996)。換言之，我們必須對過去傳統教育倫理重新評估、批判，我們無法教給

學生一套固定的倫理規範，因為普遍的倫理規範是不存在的。  

二、異教主義 
  後現代不強求一致性，事實上也不可能有一致性，這個社會有多麼複雜就會

有多少語言遊戲，而我們永遠也不可能知道這個完整的數目是多少，甚至根本沒

有完整的概念。相較於語言遊戲的規則，語用學的義務則更著重於各個語言遊戲

之間的平衡，也清楚的突顯了不同語言遊戲之間的差異，而不使某一種遊戲蓋過

了其他的遊戲，這亦是李歐塔公平遊戲的概念，亦即公平就是讓每個人得以玩自

己的遊戲，而這也就是李歐塔所大力宣揚的異教主義(鄭揚宜，2003；Lyotard, 1985: 
60-61)。 
  異教主義是李歐塔後現代思想中一個關鍵的核心，他從對敘事模式的研究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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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語言遊戲的豐富性，而其倫理學上的問題即是維持語言遊戲的多樣性，亦即是

他者如何能夠不被宰制的呈現自己。故公平之於李歐塔即是確保各個語言遊戲面

貌的完整不受迫害。一個人可以同時玩幾種遊戲，正如同複雜的社會關係一樣，

我們總是同時處在許多不同的身份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用不同的觀念過不同

的生活。李歐塔這種勇於發明新遊戲的態度，就是一種異教主義式的最佳表現(鄭
揚宜，2003；Lyotard, 1985: 54)。 
  由異教主義所衍生出的教育涵義，就是所謂的包容性。對於不同的語言遊

戲，李歐塔所主張的立場是要確保其原來的面貌而不受宰制，同樣的，在生活中，

我們要包容不同國家、不同環境間所產生的倫理規範。 

三、解構主體觀 
  李歐塔主張我們不能在任何語言遊戲之中建立判準，而是開發各式各樣的歧

異，並確保不同語言遊戲之間的差異性。至於在遊戲之中則是不予評斷的，更沒

有一個超越於語言遊戲之外或之上的判準。這是李歐塔倫理思想的一個重要關

鍵，因為想要決定語言遊戲之中善惡判準的指示性陳述，無非是一種主體性的思

想。人們在不同的陳述系統中玩自己的遊戲，其實踐價值就在於玩自己的遊戲中

獲得證明(鄭揚宜，2003)。 
  李歐塔整個後現代倫理思想的重心，是一種不帶有主體色彩，開放的、變動

的規範性倫理(Lyotard, 1985: 65)。一個從本體論推導而出的主體概念是一個包含

著客觀外衣的主觀體系，而不具有主體色彩的後現代倫理僅僅是一種局部的、情

境的、隨著對應關係之間變動的規範。換言之，現代性的後設敘事造就一種主體

式的整體規則，而後現代的語言遊戲則造就一個斷裂的、部分的規範與對應(鄭
揚宜，2003)。 
  因此，李歐塔的倫理思想不再訴諸外在權威的客觀知識，而是重視以經驗為

本的知識，並沒有超歷史的立足點來支持特定的倫理價值，唯一能夠支持價值的

證立是訴諸人們平常的信念，並願意在其實務工作中表達出特定的價值或理念

(黃瑞榮，1996)。 

四、見證衍異 
  李歐塔認為，語言既容許凝聚各種社會關係與語言脈絡而造成事件的發生，

也容許事物之間絕對差異的存在。社會中存在著許許多多的敘事方式，各個敘事

之間由於存在於不同的語境，以致於沒有相同的評判標準，然而語言遊戲與語言

遊戲之間並不是涇渭分明的互不相連，當不同的語言遊戲產生碰撞時，就是不可

解決的衝突與無法調和的差異，李歐塔稱之為衍異(differend)。李歐塔面對衍異

的態度是成為它的見證者，如果後現代狀況指的是後設敘事的死亡，那麼衍異就

是它的影響與呈現。(鄭揚宜，2003)。 
  換言之，成為衍異的見證者是為了打破後設敍事的桎梏，開發更大量、更多

元的差異，以便讓更多隱而不現的小型敘事可以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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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李歐塔崇高美學的中心論題 

    李歐塔的崇高美學深受柏克(Edmund Burke)、康德(Immanuel Kant)、黑格爾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和阿多諾美學影響(梁福鎮、高佑婷，2008)。他認

為後現代的美學是一種力求創新的美學，是一種力求將「無法呈現」表現在「呈

現者本身」的美學。李歐塔在《後現代狀況》一書的〈後記〉中詳細的解釋道，

現代作品特別是二十世紀的藝術與作品都處在一種賭博的狀態，這種賭博就是：

藝術作品表現了不可表現的秩序。但李歐塔認為在自然界中，並無所謂的秩序，

即使有也是不可表達的(鄭祥福，1997：89；Lyotard, 1984: 77-78)。李歐塔的崇

高美學強調文化的差異且注重多元的論述。 
  國內研究李歐塔崇高美學文獻，目前僅中興大學梁福鎮教授及臺中教育大學 
高佑婷著有專章論述。本文將先分析李歐塔崇高美學的中心論題如下：  

一、崇高的意義 
(一) 崇高具有特殊的情感 
  李歐塔主張崇高如同品味一樣，是一種反省的判斷，不具有對象的概念，只

顧及主觀的合目的性。(Lyotard, 1994: 184-185)。崇高感在性質上並不像美的愉

悅感受那般的平靜與和諧，相對的，崇高感是一種愉悅與痛苦兩者兼具的情感(梁
福鎮、高佑婷，2008)，包括了歡愉與痛苦、喜悅與焦慮、興奮與沮喪。 
(二) 否定的美感 
  藝術的形式或具有形式作品的自然，皆不能喚醒崇高感，真正能喚醒崇高感

的是一種可以超越想像力而在形式中能被掌握的思想。李歐塔認為崇高是一種否

定的美感，因為它介紹了一種沒有自然的美感。崇高不僅否定形式力量的想像，

而且也否定直接運用形式來影響思想的自然(Lyotard, 1994: 53-54)。雖然如此，

崇高並非無所呈現，而它所呈現的也不是「無」，否定也是某種形式的、抽象的

呈現。 
(三) 沒有自然的主體 

李歐塔認為，因為思考本身與思考對象之間的關係被切斷，導致自然無法再

藉由其本身形式的「編碼書寫」(coded writing)與思想對話。當我們面對無限大

或是大到我們無法承受的自然時，「無力感」(powerlessness)會使我們的思想看不

到也聽不見「自然之美」(natural beauty)，李歐塔將此種情況比喻為思想與自然

「離異」(divorce)，思想進入一種單身生活的階段。思想仍然可以運用自然，但

只是為了思想本身自己的目的，於是思想成為自然的使用者。李歐塔認為這種運

用對自然而言是一種濫用和暴力。因此，在崇高感中，思想變得沒有耐心、絕望，

而且沒有興趣藉由自然的途徑來獲得自由(Lyotard, 1994: 51-52)。崇高感在思想

與自然離異之後，剩下純粹思想的運作，已經沒有自然的存在。因此，李歐塔認

為崇高是一種沒有自然的主體思想(梁福鎮、高佑婷，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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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崇高的範疇 
    李歐塔將崇高分為數量的崇高與力學的崇高兩大類。數量的崇高主要是由許

多彼此之間不互為必然性，但卻具備相同知識能力的同質性要素所組成而產生。

數量的崇高，主要在探討「想像力」(imagination)、「理解力」(understanding)與
「理性」(reason)三者之間的運作關係。然而，力學的崇高則是由不同性質的知

識能力的異質性要素所構成，包含無限、大小……等等，呈現出其「衍異」(differend)
的特質。「衍異」，是一種可以引起我們心中崇高感的支配力，這種力量的產生是

崇高美學的中心思想(梁福鎮、高佑婷，2008)。 

三、崇高的起源 
  李歐塔獨具創意的提出崇高家族的故事來說明崇高的起源。在「心靈能力」

(mental faculty)的家族樹上，母親和父親皆是展現愉快與否心理狀態的感官作

用。但是，父親是「滿足」(content)，母親是「悲慘」(miserable)；誕生下來的

孩子「崇高」(sublime)將會在情感上受到「痛苦」與「愉悅」兩種矛盾情感所苦。

因為，根據「知識的」祖譜(有關客體的思想力量)，父親和母親分別來自兩個不

同的家庭，母親是「判斷」(judgment)，父親是「理性」(reason); 母親是「藝術

家」(artist)，父親是「道德家」(moralist)。她「反省」(reflects)，而他「決定」

(determines)。(父親的)道德律則決定自身思想並且行動。理性的父親想要乖小

孩，只要求產生道德的箴規；而母親卻是自由反思的想像力，只知道如何採用沒

有先驗規則與沒有已知或能知目的的形式。因此，使崇高陷入矛盾的痛苦(Lyotard, 
1994: 179)。由此可知，崇高是在不愉快的相遇中所產下的小孩，是一種喜悅與

痛苦的內在結合。 

四、崇高即衍異 
  崇高涉及心靈能力與知識能力。就心靈能力而言，崇高是對悲慘內容感到

不愉快的結果；就知識能力而言，崇高是理性決定與反省判斷的結果。崇高不是

「理解力」與「想像力」結合的結果，而是「想像力」與「理性」結合的結果。

想像力的本質是自由與形式，理性的本質是法則與理念。當理性以絕對優勢控制

想像力時，兩者的結合便是違反自然的不幸福。這種「想像力」被理性強暴致死

的感受，就是崇高，而這也正是李歐塔的「衍異」思想(李崗，2006)。 
  李歐塔認為，崇高是一種「衍異」，一種忽視絕對差異下的暴力，一種理性

法則所造成的瘋狂痙攣。他認為，當人類運用理性與想像力時，雖然所面對的是

同一個對象，但是兩者的處理方式不一樣，而且彼此之間的絕對差異是無法加以

解決的。這種無法解決的差異，李歐塔將之稱為「衍異」，而面對這種差異的感

受即為「崇高」(李崗，2006)。 

五、崇高的特徵 
  根據李歐塔在《崇高分析講錄》中的研究，崇高具有以下四個特徵(沈清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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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Lyotard, 1994)：  
(一) 抵抗性 
  李歐塔指出：「美讓我們無志趣地喜歡某物，喜愛自然本身；然而，崇高則

讓我們有更高評價，藉以反對我們的志趣」(沈清松，2004；Lyotard, 1994: 148)。
換言之，美純屬超然，沒有任何感性志趣，但「崇高」則是在抵抗感性志趣時所

興起的感受。所謂「抵抗」，實則來自「差異」，是某一個思想力量和另一個思想

力量之間的差異。崇高感不斷激發人們去超越某一單一的思考方式，以呈現更多

無法呈現的概念。 
(二) 否定的呈現 
  何謂「否定的呈現」？它既不是無所呈現，而其所呈現的也不是「無」。從

感性而言，它雖是否定的，但仍是一種呈現的模式。此種模式是一種撤退，一種

「抽象」的表現。在此種呈現的模式中，想像力是超越規範，甚至是脫離本身的

(Lyotard, 1994: 150-151)。 
(三) 熱切之感 
  人在面對崇高之物時，會釋放出一股朝向無限的巨大能量，並在時間中持久

不去，也因此崇高並不同於「敬畏」的情感，因為「敬畏」是一種較為淡漠之情；

崇高也不同於其他主觀情緒，如憤怒、悲戚、讚嘆、或無情，但這些情緒若能獲

取同樣指向無限的能量，亦可能出現崇高之感(沈清松，2004)。  
(四) 單純性 
  崇高是一種不經人工裝飾、沒有運用任何技巧的自然的情感，所以它具有單

純性，是一種最為單純的感受。例如海洋、星空或高山峻嶺給人一種無限偉大或

無限力量的感受，使得人們在面對它們時被震懾住了，由於單純的無限偉大或力

量，出現了單純的自發性與單純的崇高之德，絲毫沒有混淆其他因素(沈清松，

2004)。 
 

柒、李歐塔後現代思想對教育之啟示 

  在探討過李歐塔的後現現代知識觀、倫理觀及崇高美學後，茲闡述李歐塔的

後現代觀點對教育之啟示如下： 

一、知識論方面 
(一) 教育目的 
  李歐塔從多元創發的觀念出發，認為後現代教育將呈現出「反抗」、「顛覆」

的「反集權主義」特性。未來教育應是鼓勵學生發展新觀點，並對過去習以為常

的知識提出質疑，培養學生對「差異」具敏銳的感受，而能以更開放的態度對待

個人和社會，在尊重「他者」的前提下，賦予弱勢族群發言機會，使其權益受到

重視(Rust, 1991: 610)。而我國自民國九十學年度起逐年實施九年一貫課程，當中

的基本內涵即包括瞭解自我、自我表達、獨立思考、與人溝通、尊重與欣賞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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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不同文化、包容異己及培養國際觀等，與李歐塔後現代主義的教育目的相互呼

應。 
(二) 課程設計 
  李歐塔反對後設敘述，主張追求悖理邏輯的差異，並給予各種不同規則的遊

戲相同發言空間，對於教育學者發展後現代課程理論極有具啟發。具體而言，後

現代課程理論有以下幾點特色：第一，反對目標模式的直線封閉，而強調課程的

動態循環與開放；第二，反對學科課程二元劃分，主張學科界限的弭平與跨越；

第三，重視多元文化，發展多元文化課程，讓各種文化都能為學生所接觸、理解、

尊重、欣賞和維護(楊洲松 2000：62-66)。我國九年一貫課程，打破學科疆界，

將傳統學科統整為七大學習領域，以發展尊重他人、關懷社會、促進文化學習與

國際瞭解等為目標，也符應了李歐塔後現代主義課程理論的特性。 
(三) 教學方法 
  李歐塔認為，電腦科技將成為後現代社會中的知識霸權。由於電腦科技與網

路的流行，知識必須轉化為電腦語言與符碼，藉由流通於網路資料庫方得獲得其

地位，此亦可能對教師的教學與學生的學習產生如下的變化：第一，應用多媒體

教學； 第二，重視個別化教學；第三，實施全球化教學；第四，實現終身學習；

第五，注重學習如何學習的能力(楊洲松 2000：67-70)。我國九年一貫課程，以

生活為中心，並配合學生身心能力發展歷程進行教學，培養學生運用科技與資訊

的能力、激發學生主動探索和研究的精神，以提升學生終身學習的能力等，也符

合了李歐塔後現代主義所主張的教學方法。 
(四) 教育研究 
  李歐塔對於整體性、中心性、同質性及論述權威的批判與質疑，正標示了後

現代思想家對於權力的嫌惡。因此，對於教育研究者而言，在教育實踐與研究層

面上，要時時去質疑，並且在研究的歷程中，不斷的進行反省與批判(楊洲松

2000：75)。近年來教育領域的研究也受到李歐塔後現代主義的影響，對整體性、

中心性、同質性及論述權威進行批判，使得教育研究逐漸跳脫現代主義的意識型

態，讓教育研究具有質疑、批判、解構和多元的特徵。 
(五) 師生角色 
  傳統上教師的教學，是一種經驗的累積、文化的傳遞，教師扮演著「傳道、

授業、解惑」的角色，但在後現代的情境中，知識的獲取並非僅經由老師的教導

一途，由於電腦網路的發達，幾乎所有的知識都可轉化為電腦編碼，流通於網路

世界中，學生只要透過電腦即可進行學習。因此，教師的角色、功能和地位，必

須重新檢討，師生關係必須重新建構(郭秀緞，2001)。因為教師的地位不再代表

無上的權威，教師除了必須不斷地進修，並在教學歷程中不斷的和學生進行思想

交流，也必須做好心理上的調整，思索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及學習如何同時扮

演教師及朋友的多元角色，也受到李歐塔後現代主義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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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倫理教育方面 
(一) 強調多元，尊重差異 
  如前所述，我們無法教給學生一套固定的倫理規範，因為普遍的倫理規範是

不存在的。後現代主義下的道德教育，在尊重差異的情況下，達到某種程度的「正

義」，道德價值、規範與原理原則不再是單一的、絕對的，可依社會文化情境及

個人的個別差異，而適度調整以建立適合自身情況的道德規範(黃瑞榮，1996)。
換言之，沒有任何一個文化優於另一個文化，每一個社會情境中所建立的道德規

範都應被尊重和包容，不同的倫理道德皆有其正當性，所以倫理道德應該強調多

元，在差異的觀點中相互尊重。 
(二) 強調實踐 
  由於人類的本質是自我覺醒地透過論辯與實踐而形成的，因此，李歐塔的倫

理思想不再訴諸外在權威的客觀知識，而是重視以經驗為本的知識，強調在實踐

中表達出特定的價值和理念(黃瑞榮，1996)。因此，倫理道德教育不應該只注重

客觀知識的教學，更重要的是讓學生在實踐中獲得經驗，以獲得特定的價值和理

念。 
(三) 培養學生批判思考力 
  德育的教學，應該要培養學生解決道德衝突的思維能力。這一方面可以透過

批判思維能力的訓練，另一方面則可以運用溝通倫理學所重視的對話教學。一個

有活力的多元文化和多元主義觀的社會，其大部分的成員均該具有道德的基本原

則，以及具備道德思考和推理的能力(李奉儒，1996)。所以，教師教學時，可藉

由提出與學生真實生活相關的道德兩難或衝突問題來詢問學生並與之討論，以培

養其批判思考的能力。 
(四) 建立師生間真誠的對話 
  教育者與學習者置身於特定文化中，無可避免必會面對各種道德衝突與妥

協，一方面必須避免灌輸不當或扭曲的信念給學生，使學生受到宰制而無法反省

批判；一方面必須努力克服困難，協助學生形構自己的身分認同。一個妥善可行

的方式就是教師與學生之間建立真誠的對話關係(郭秀緞，2001)。換言之，教師

在教學歷程中，應透過與學生平等的對話及溝通，不斷的和學生進行思想的交流。 

三、崇高美學方面 
(一) 拓展新的美學概念 
  李歐塔主張崇高感不是藝術的形式，也不是具有形式作品的自然，而是一

種可以超越想像力而在形式中所能掌握的思想。崇高否定了形式的力量(想像

力)，而且也否定了直接運用形式來影響思想的自然。因此，李歐塔認為崇高是

一種否定的美感，因為它介紹了一種沒有自然的美感。這樣的觀點可以拓展美學

的範圍，並修正我們對於美學的觀念，且能促進當代美學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學

術價值與貢獻(梁福鎮、高佑婷，2008)。 
(二) 藝術形式由一元轉變為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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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歐塔認為崇高可以藉由無形式的藝術表現，來呈現無法呈現的事物，因此

在後現代崇高美學中，沒有固定的規範，應該尊重多元的意見。李歐塔「崇高即

衍異」的觀點，使得藝術形式由一元轉變為多元形式，呈現更多無法呈現的概念，

不但解除了藝術形式的限制，更擴展了思想概念表達的方式，讓藝術家在多元的

世界中，學會尊重別人的意見(梁福鎮、高佑婷，2008)。 
(三) 促進審美教育的提升 

李歐塔主張崇高是理性決定與反省判斷的結果，崇高感也就是藉由「想像力」

與「理性」結合的結果。他認為如果我們在思考時，能同時運用理性及反省判斷

兩個面向進行思考，將有助於加深、加廣我們對事情思考的面向，並培養多元化

思考的習慣(梁福鎮、高佑婷，2008)。換言之，在我們作判斷時，理性與想像力

佔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如何激發判斷能力的產生是一個重要的課題。而李歐塔提

出崇高家族的觀點，有助於我們對於審美教育的提升與推廣。 
 

捌、綜合評價 

  李歐塔的後現代思想，不論是在知識論、道德理論或崇高美學的觀點，皆主

張多元、歧異、片斷，他摒棄普遍主義，擁護論述的多元性；反對後設敍事，取

而代之的是各式各樣的小型敍事。這樣的主張，使得小型敍事可以不受宰制的保

有原來的面貌，呈現在人們面前，促使人們思考方式的改變；在教育上，促進了

多元文化的重視，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在道德教育上，强調多元，尊重差異，

提升學生的批判思考能力；在美學上，重視差異的展現與包容，不但拓展了新的

美學概念，也使藝術形式由一元轉變為多元。 
  雖然，李歐塔被譽為後現代哲學大師，其後現代思想雖有其貢獻，卻可能也

有其限制或忽略之處。首先，他強調「悖論邏輯」，反對共識的追尋，雖然精煉

了我們對差異的敏感性，促進我們對不可共量事物的包容力，但一味強調差異，

卻可能會落入相對主義與虛無主義的危險中。其次，他反對後設敍事，試圖以小

型敍事取而代之，主張各種論述間皆是平等的，並無主副或重要、次要之別，但

最大的問題在於其本身可能又形成另一個「宏觀的後設論述」，因為「不信任後

設敍事」的命題本身，可能又會形成另一個「後設敍事」。如他強調不可能存有

共識的本身，可能又形成另一種絶對價值，而人們是否可以未經反省地接受呢？

再者，他認為「見證衍異」是後現代倫理學的重心所在，藉由見證衍異激發更多

樣的差異，但是要由「誰」去見證？要如何確立道德主體的問題？而如此強調「差

異性」的存在，是否 犠牲了共通性與連續性？倫理規範雖因其社會情境而有所不

同，但基本上仍應存在有基本價值，如健康、快樂等。最後，在美學方面，由於

他過度重視差異，可能會喪失藝術鑑賞的「共通感」；而過於重視崇高美的後現

代美學，則可能導致當代美學的偏頗發展。     
  綜合言之，李歐塔強調差異、多元、不確定性等，但持平而論，差異的背後

並非全然的差異，而應有一個基本的規律存在。我們應該正視差異的過程，用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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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質疑的態度重新評估過去我們視為固定不變的真理。 
 

玖、結論 

  後現代的舞臺，是一個高度資本化、資訊化、科技化與商業化的舞臺；後現

代文化是一種飄忽不定、無規則的文化；後現代世界的基本特徵是統一性的泯

滅，隨之而來的是各種各樣不可共量的語言形式。李歐塔認為，在後現代社會中，

任何人都不能居於支配他人的地位(鄭祥福，1997：140-141)。 
   後現代主義不僅是後現代狀況的反映，而且是人類對自己的發展歷程和生存

狀態的深刻反思。後現代教育思想的最重要貢獻，在於它的批判精神和涵蓋力，

在於它的責任感和對各種教育話語的寬容能力(張文軍，1998：171-180)。 
  李歐塔的後現代思想抗拒現代性所追求的整體性、確定性及統一性，強調差

異性、不穏定及多元性，為當代社會提供了不同以往的思考方式，在教育方面，

也提供教育工作者一個反思的機會。來自後現代思潮的啟示，讓我們瞭解到沒有

所謂「唯一」的真理或看待事物的標準，當我們思考後現代思想的論點，或面對

後現代社會中的各種多元、衍異的現象時，應具備批判精神，正視差異發生的過

程，必要時也可修正後現代思想中的部分主張，而不是全盤接受，否則又將形成

另一種宰制或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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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aims at probing into the Jean-François Lyotard’s postmodern thoughts 

and expounding its significance in education by the method of educational 
hermeneutics. The thesis includes four parts. The first is to explore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the formation of Lyotard’s postmodern thinking. The second is to 
interpret the content of Lyotard’s thoughts, which could be integrated into the 
following three dimensions: (1) the issues of postmodern knowledge, (2) the issues of 
ethics, and (3) the issues of aesthetics of sublime. The third is to probe into the 
educational revelations of his theory. Here comes to three revelations: (1) In the issues 
of postmodern knowledge, Lyotard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criticizing and 
questioning. He also chang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Besides, 
the ways of curriculum design and instructional methods were from simplification to 
diversity. (2) In ethics, he still stressed on the importance of diversity and practice. It’s 
also important to cultivated students’ ability of criticizing and promoted good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3) In aesthetics of sublime, Lyotard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variety again. He extended not only the meaning of art, 
but also enhanced the development of aesthetic education. The final part is to 
integrate the research results and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studies. To sum 
up, the main ideas of Lyotard’s postmodern thoughts are about diversity, differend and 
uncertainty. In fact, there exists a basic rule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differences. We 
should face the differences and reevaluate the so-called “truth” which we believed 
deeply in the p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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