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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採用教育詮釋學方法，進行邊納爾和布律根《教育學史》的探究。首先

說明其教育學史的核心思想；其次分析其教育學史的主要內涵；接著評價其教育

學史的優劣得失；最後闡述其教育學史的重要啟示。邊納爾和布律根的《教育學

史》，奠基在邊納爾的《普通教育學》之上，從實踐學的角度出發，主張教育學

是一門兼顧理論、實踐與經驗的科學。其主要內涵包括：近代教育學的先前脈絡、

人文主義中的教育學、近代早期的理性和陶冶概念、天賦權利與教育、德國的教

育世紀、康德教育學與德國觀念論的意義、教育的浪漫主義、新人文主義的陶冶

概念、教育學的系統設計、19 世紀學校制度的發展、介於 1890 至 1945 年之間

的教育學和教育科學、蘇聯佔領區和東德的教育學和教育科學、1945 年到現在

西德的教育學和教育科學。其《教育學史》具有採用多種研究方法來探究、教育

學史的內涵相當多元、指出影響教育學史的因素、具備普通教育學核心思想和回

應教育學史的時空問題等優點，但是也存在著沒有說明什麼是教育學、書寫時偏

離歷史的事實和陷入教育學史書寫的爭論等問題。儘管如此，其《教育學史》具

有教育學史的研究方法應該多元化、內容呈現可以更豐富、探討應該兼顧多種因

素、撰寫應該建立核心思想和主題必須解決時空問題等重要啟示，可以提供我國

作為從事教育學史研究和撰寫的參考，相當值得我們加以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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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雖然人類教育活動的起源很早，但是將它當作一門系統的學問加以研究，

卻只有兩百多年的歷史。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從 1776 年起，

曾經數度在寇尼斯堡大學 （Universität Königsberg）哲學講座任內進行教育學講

演，主張設立教育學講座，把教育視為一門學術。一方面設立實驗學校，一方面

從事教育理論的研究，他是使教育學成為一門大學學科的第一人。1779 年，普魯

士王國首先在哈勒大學（Universität Halle）設立教育學講座，聘請泛愛主義 

（Philanthropismus）教育運動學者特拉普 （Ernst Christian Trapp, 1745-1818），

擔任教育學講座教授 （Hermann,1977）。不久之後，日爾曼邦聯各大學爭相效尤，

紛紛在哲學院中成立教育學部門，從此開啟德國大學系統研究教育理論的風潮，

這是教育學術在歐洲起源發展的開端。因此，德國擁有獨特的教育學傳統，有許

多學者投入教育學史的研究。 

歐克斯 （Jürgen Oelkers）在〈教育學史及其問題〉 （Die Geschichte der 

Pädagogik und ihre Probleme）一文中，探討教育學史這個學科的演變問題。他指

出教育學史的探討出現「歷史化」 （Historiesierung）、「教育化」 （Pädagogisierung）、

「個人化」 （Individualisierung）和「教條化」 （Dogmatisierung）的問題，因

為教育學史的「歷史化」會忽略教育的事實，「教育化」會缺乏歷史的意識，「個

別化」會造成主觀的選擇，「教條化」會受到意識的宰制，歐克斯認為透過單一

教育學史的禁止，提倡多元教育學史的撰寫，以及透過問題升高和保持距離的策

略，與教育理論的有力典範相對立，以解決教育學史撰寫陷入「歷史化」、「教育

化」、「個人化」和「教條化」的問題 （Oelkers, 1999）。 

歐克斯也在《諾爾、涂爾幹和米德：三種不同的教育史》 （Nohl, Durkheim, 

and Mead: Three different types of history of education）一文中，探討教育史撰寫

方法的問題。他指出米德 （George Herbert Mead, 1863-1931）的《十九世紀的思

想運動》一書，奠基在實用主義上，深受詹姆斯 （William James, 1842-1910）和

杜威 （John Dewey, 1859-1952）實用主義的影響，主張現代科學是研究科學，研

究科學是假設的學習，概念必須被考驗，而且無法確定，理論不是教條，而是存

在、目前經驗和事實之光中暫時運作的假設。這意味著每個基本假設會成為問題，

每個假設只有從當時科學的觀點出發才是有效的。米德應用這種觀點以發展教育

的一般模式，來撰寫十九世紀思想的演變。歐克斯贊同米德的觀點，主張教育學

史的撰寫也應該如此 （Oelkers, 2004）。然而科學的方法是否是教育學史研究和

撰寫唯一的方法呢？如何去避免教育學史的「歷史化」、「教育化」、「個人化」和

「教條化」呢？這是本文所要處理的問題，筆者認為科學方法並非教育學史研究

和撰寫的唯一方法，而教育學史的「歷史化」、「教育化」、「個人化」和「教條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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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阻礙其進步。 

邊納爾  （Dietrich Benner, 1941-）和布律根  （Friedhelm Brüggen, 1950-）

曾經在《教育學史》 （Geschichte der Pädagogik）一書中探討這些問題，其觀點

或許可以解決教育學史的問題。本文將進行邊納爾與布律根的教育學史的探究，

首先介紹其教育學史的核心思想；其次分析其教育學史的主要內涵；接著評價其

優劣得失；最後提出一些重要的啟示，提供我國作為解決教育學史問題的參考。 

貳、核心思想 

馬提斯 （Eva Matthes）在〈評論邊納爾和布律根的教育學史：從近代開始到

現在〉  （Rezension von: Benner, Dietrich/ Brüggen, Friedhelm: Geschichte der 

Pädagogik. Von Beginn der Neuzeit bis zur Gegenwart.）一文中，指出邊納爾和布律

根的《教育學史》奠基在邊納爾的《普通教育學》 （Allgemeine Pädagogik）上，

必須闡明邊納爾的《普通教育學》，才能全面的理解和分類其《教育學史》 （Matthes, 

2012）。因為《教育學史》奠基在《普通教育學》的理論上，而《普通教育學》的

教育學概念又來自《教育學基礎緒論》一書，所以這三本書有密切的關係。在分

析其《教育學史》的主要內涵之前，應該要先進行邊納爾《普通教育學》的探討，

以瞭解其《教育學史》的核心思想。教育研究在專業分工的情形下，逐漸形成一

個龐大的領域，由於大量的借用其他學科的理論，許多教育學科不僅在後設理論

上互相矛盾，同時也與教育實踐無法配合。如果想要將教育科學作為一門獨特的

科學與教育實踐作為一種獨特的活動，必須在教育領域中建立一門普通教育學，

對教育學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理論內涵與學術性格系統地加以探究，方能建

立教育科學，促進教育的研究，發展教育的理論與改善教育的實際 （梁福鎮，2016）。 

邊納爾在《普通教育學》一書中，說明其《普通教育學》論證的層次：第一個

層次是「一般行動理論」 （Allgemeine Handlungstheorie），從人類實踐的「身體

性」、「自由性」、「歷史性」和「語言性」出發，以區分工作、倫理、教育、政治、

藝術和宗教等分化的人性領域。第二個層次是「教育思想和行動的基本概念」 

（Grundbegriffe pädagogischen Denkens und Handelns），從可塑性自我活動的要求

和教育轉換非階層的秩序出發，說明教育實踐的個人層面和教育行動的社會層面。

第三個層次是「教育行動理論」 （Pädagogische Handlungstheorien），從自我活動

的要求出發，建立「教育理論」。從非階層的秩序出發，建立「陶冶理論」。從銜接

教育行動的個人層面和社會層面出發，建立「教育機構理論」。第四個層次是「特

定教育行動形式與教育行動層面的理論」  （Theorien spezieller pädagogischer 

Handlungsformen und –dimensionen），從教育行動作為自己否定的關於未成熟者

的權力關係出發，建立「管理措施的一般理論」 （Allgemeine Theorie regier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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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snahmen）。從教育行動作為經由教學的教育與陶冶出發，建立「普通教學法」 

（Allgemeine Didaktik）。從教育行動作為社會行動領域的引導出發，建立「普通社

會教育學」 （Allgemeine Gesellschaftspädagogik）。最後，達到教育學「統一性」 

（Einheit）的目標 （Benner，2001）。其《教育學史》的核心理念如下： 

一、教育學的歷史演變 

    邊納爾在《教育科學主要思潮》一書中，根據歷史事實的演變，將教育科學

的演變劃分為傳統教育學 （Traditionelle Pädagogik）、實證教育學 （Empirische 

Pädagogik）、精神科學教育學 （Geistwissenschaftliche Pädagogik）、解放教育學 

（Emazipatorische Pädagogik）和教育實驗理論  （Theorie fü r pädagogischen 

Experiment）等五個時期 （Benner, 1973），主要表達出德國教育科學歷史的豐富

性和多元性，在教育學史上具有容忍差異、兼容並包和視野多元的意義。茲詳細

說明如下： 

（一）傳統教育學時期     

    這個時期教育學剛剛自哲學領域獨立出來，由於本身的研究對象尚未確定，

缺乏獨特的研究方法，不僅自創的理論很少，同時自身的學術性質尚未確定，因

此以哲學思辨的方法來探討教育問題。邊納爾指出當時「教育學」 （Pädagogik）

與「教育科學」 （Erziehungswissenschaft）彼此對立，前者否認科學性和承認強

烈的價值判斷，後者則肯定科學性和價值判斷的中立性。但是，邊納爾認為傳統

教育學不在於區分「教育學」與「教育科學」的概念，也不在於討論一些過時的

事物，而在於確定幾個世紀以來教育與教育科學的思想。「傳統」 （Tradition）

和「傳統的」 （traditionell）可以從兩方面來理解：其一表示對於提出問題的處

理，這些問題至今無法再以同樣的方式有效的解答；其二是這些問題流傳下來的

思想必須面對新的情境，以便經由這些方式能夠贏得新的有效性。新的問題在這

種意義中與傳統做區隔，而且傳統的問題在關係中必須用新的方式解決，這無法

從教育問題的歷史性去探討，而必須從區隔的目的和面對系統的觀點去引導。邊

納爾將傳統教育學的體系內涵劃分為「教育理論」、「陶冶理論」與「教育學理論」

三個部分 （Benner, 1973）。這些體系內涵就是教育學所形成的理論，可以提供

教育學史作為探討的材料，幫助我們瞭解教育學歷史演變的過程，關切的教育問

題和學術研究的成果，以促進教育學史的發展。 

（二）實證教育學時期 

    邊納爾指出實證教育學大約有九十餘年的歷史，經由與傳統教育學的對話辯

論，實證教育學希望透過努力在教育科學之內獲得認同。隨著十九世紀古典教育

學家建立的教育哲學、陶冶理論、教育學說和教育經驗領域實證研究統一性的喪

失，教育學逐漸在輔助學科中分化開來。同時，由於學校實際研究的需要和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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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學蓬勃發展的影響，許多教育學家開始批評詮釋教育學的理論過於主觀模

糊，希望將教育學建立成為一門嚴謹客觀的教育科學。因此，在教育實際中應用

教育行動和實證研究，探討教育的可能性與任務，將純粹的因素作為教育研究對

象，建立以自然科學為典範的實證教育學。二次大戰之後，德國學校實際研究的

必要性，根據社會需求和教育科學自我理解的轉變指出：這種學校實際研究的發

展對於實證教育學的突破有很大的幫助。至今，學校實際的研究已經對教育科學

的傳統取向提出問題，而且已經被接受成為教育學的輔助科學。邊納爾在實證教

育學中探討了實驗教育學、教育事實研究和技術─實證主義等三種取向 （Benner, 

1973）。 

（三）精神科學教育學時期 

    邊納爾指出精神科學教育學是二十世紀教育科學中第二種新的取向，致力於

教育經驗問題的探討。當實證主義教育學在皮特森 （Peter Petersen）教育事實研

究的承認之下，不僅將教育學置於一種喪失教育問題的行動科學之經驗的可能性

中，而且將教育學化約為一種特殊學科或整合社會行為和人類心理對象的次級科

學。精神科學將自身從一種「歷史詮釋學」 （Historische Hermeneutik）發展成

為一種「承受詮釋學」 （Engagierte Hermeneutik），以便使精神科學教育學銜接

狄爾泰傳統詮釋學的學校方向，接受史萊爾瑪赫教育理論的概念取向。拒絕並與

柏克曼 （Hans Bokelmann）「歷史─重建的」 （historisch-rekonstruktiven）和「存

在─建構的」 （existentill-konstruktiven）精神科學教育學相對立，形成了諾爾 

（Herman Nohl）的歷史詮釋學、魏尼格 （Erich Weniger）結構詮釋學和佛利特

納 （Wilhelm Flitner）承受詮釋學等三種精神科學教育學。教育實在經驗取向和

詮釋取向的出發點，都沒有注意到實證教育學和精神科學教育學之間的差異。當

實證教育學對教育實在傳遞一種因果分析的解釋和準備對目的理性行動尋找技

術知識時，精神科學教育學正致力於對教育實在進行歷史詮釋的理解。當然，經

驗和詮釋研究無法單獨由其研究的過程來區分，還必須經由其對傳統教育學的評

價和行動學說來決定。當經驗研究繼續對實踐層面的對象加以抽象化，而且在教

育實際之下僅僅使用因果分析對事實加以理解時；詮釋研究則致力於一種行動理

論的分析和教育實際實踐的預設 （Benner, 1973）。 

（四）解放教育學時期 

    解放教育學時期許多教育學家受到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 （Kritische 

Theorie）的影響，開始反思精神科學教育學和實證教育學在教育研究方法和理論

建構方面的缺失，以反省批判的方法來研究教育問題。當時對實證取向和精神科

學取向教育學的分析結果顯示：兩種現代研究典範都無法達到建立一種來自於教

育，為了教育的實踐之經驗科學的要求。邊納爾主張教育觀點應該走向經驗的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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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過程，因此它不允許僅僅只是被使用，而必須使其方法論達到有效性的要求。

知識科學的經驗和歷史的詮釋學必須使教育行動的興趣達到方法論的承認，而且

尋求兩者彼此的合作。從教育學作為批判理論的立場，類比於經驗科學與實踐科

學的區分，以及傳統理論與批判理論的區分，有些教育學者嘗試著將批判理論引

進教育領域，進行教育問題的探討。解放教育學在教育科學之下，理解自身為一

種行動科學。它將實證教育學和詮釋教育學納入傳統理論，而將解放教育學提升

為批判理論。邊納爾探討教育學與批判理論的關係，分析批判理論的學術概念，

然後在解放的興趣之下，逐一的探討教育科學的各種取向，以便檢視解放教育學

是否足夠成為一門來自教育，為了教育的行動科學或實踐科學。最後說明解放教

育學中尚未解決的問題，以便教育科學能夠繼續朝向一種行動科學發展 （Benner, 

1973）。 

（五）教育實驗理論時期 

    邊納爾指出新的教育理論在與解放教育學的取向論辯時，並未考慮到其所有

的弱點與矛盾，於是產生了許多不同批判理論的教育科學，致力於將教育學建立

成為一門來自於教育和為了教育的行動科學。這些問題確定了實證取向和詮釋取

向教育學的發展，嘗試著將實證的和詮釋的處理過程加以連結。傳統取向尋求將

教育學建立為一種來自於教育和為了教育的行動理論，教育理論和陶冶理論將自

身理解為對實踐者具有魅力的行動學說。其科學理論的分析集中在教育理論和陶

冶理論基本概念的奠基上，傳統教育學對於將教育學建立成為一門研究的學科並

無貢獻。到了教育科學的現代取向 （實證教育學、精神科學教育學和解放教育

學），它們將興趣轉向教育理論與陶冶理論背景的反思。其中的教育實際成為教

育科學研究的對象，當它來自於教育實際的行動者或可以實證研究的關係表達時，

教育理論和陶冶理論對詮釋取向和實證取向而言，其自我理解只是一種興趣。詮

釋分析經由內外在的理論建構教育實際在傳遞一種解釋時，教育理論和陶冶理論

的反思會衡量經驗對其隱含和公開內容的價值。相反的，傳統的行動理論很少注

意教育實踐先前理解和自我理解的詮釋分析，也很少注意原因與作用關係經驗的

檢視，而比較注重一種理性的推演和教育行動的導向。因此，教育學告別了傳統

的行動理論，轉向經驗的和詮釋的研究概念。但是，尚未出現一種新建立的教育

理論、一種理論引導的分析和一種被承諾的批判教育的實踐。所以，許多學者希

望透過教育實驗的觀點，建立一門嶄新的教育學 （Benner, 1973）。 

二、教育學的研究方法 

傳統教育學時期的代表人物中，盧梭、保爾和赫爾巴特採用演繹和歸納等哲

學思辨的方法，史萊爾瑪赫和赫尼希華則採用普遍詮釋學和辯證法，來進行教育

問題的研究 （Benner, 1973）。實證教育學時期的代表人物中，雷伊 （Wilhe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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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 Lay）和繆曼 （Ernst Meumann）的實驗教育學；皮特森的教育事實研究；

費雪爾 （Aloys Fischer）、羅赫納 （Rudolf Lochner）和布瑞欽卡 （Wolfgang 

Brezinka）的實證教育學，都採用觀察、實驗和描述等實證分析的方法，來進行

教育問題的研究 （Benner, 1973）。精神科學教育學時期的代表人物，受到狄爾

泰 （Wilhelm Dilthey）精神科學觀點的影響，採用詮釋學作為教育學研究的主要

方法，只是彼此之間採用的詮釋學類型有所不同而已，其中諾爾採用歷史詮釋學；

魏尼格採用結構詮釋學；佛利特納採用承受詮釋學來進行教育問題的研究 

（Benner, 1973）。解放教育學時期許多教育學家受到法蘭克福學派霍克海默 

（Max Horkheimer）和哈伯瑪斯  （ Jü rgen Habermas）等人「行動科學」

（Handlungswissenschaft）概念的影響，開始反思實證教育學和精神科學教育學

在教育研究方法和理論建構方面的缺失，以意識型態批判的方法來研究教育問題，

著名的代表人物有布蘭克茲 （Herwig Blankertz）、克拉夫基 （Wolfgang Klafki）

連培特 （Wolfgang Lempert）與莫連豪爾 （Klaus Mollenhauer）等人 （Benner, 

1973）。除此之外，邊納爾也在〈教育經驗〉 （Pädagogische Erfahrung）一文中，

提出「調整詮釋學」 （Regulative Hermeneutik），以區分「肯定詮釋學」 （Affirmative 

Hermeneutik）與「非肯定詮釋學」 （Nicht-affirmative Hermeneutik）的概念，運

用經驗的概念連結教育實際的歷史性、人類的歷史性和 （觀念論與新人文主義

的）自由意識。這種調整詮釋學具有連接教育行動理論範疇基本決定的能力，不

同於傳統「肯定詮釋學」 （哲學詮釋學）對於歷史規範的詮釋 （Benner, 1995b; 

Brüggen, 2006）。邊納爾認為教育學的研究方法包括實證分析、歷史詮釋和先驗

批判等三種不同的典範，這些典範是從教育科學的演變中歸納而來，彼此之間沒

有絕對的優劣之分，但是各有其使用的限制，研究者應該按照研究問題的需要，

適當的選擇研究方法的典範，才能達到教育科學研究的目標 （Benner, 1973）。 

三、教育學的體系內涵 

    邊納爾在《普通教育學》一書中，經由教育學歷史的演變，歸納出教育學的

體系內涵如下： 

（一）教育理論（Theorie der Erziehung） 

   邊納爾在 1987 年出版的《普通教育學》中，提出一種「非肯定的教育理論」 

（nicht-affirmative Erziehungstheorie）。他主張教育思想和行動的原理有四個，其中

教育理論範疇的「要求自動性」和陶冶理論範疇的「可塑性」，屬於個體方面的建

構性原理 （Konstitutive Prinzipien），教育理論範疇「移交社會決定到教育決定中」

和陶冶理論範疇「人類完整實踐中非階層次序關係」，屬於社會方面的調整性原理 

（Regulative Prinzipien），教育機構理論綜合這四項原理，從教育體制內外以達成

教育改革的目的。他認為赫爾巴特的「普通教育學」奠基於實踐哲學和心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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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釐定教育目的和發展教學方法，是一種典型的「規範教育學」  （Normative 

Pädagogik），它不是從教育行動的形式來探究教育活動的實施，而是從理論的觀點

來進行教育學的反省 （Benner, 1987）。這種規範教育學是一種「積極教育學」，其

教育方式則是一種「肯定的教育」，強調教育行動規範和達成教育任務的策略，追

求 一 種 目 的 論 ─ ─ 階 層 的 次 序 觀 念  （ Teleologisch-hierarchische 

Ordnungsvorstellungen）。在這種情形下，教育理論和陶冶理論處於目的理性的關

係，教育行動出自預定的道德或目的決定的力量 （Benner, 1991），這不僅會阻礙

人類反省和批判能力的發展，同時使教育活動缺乏學習的概念。因此，這種教育

方式是錯誤的 （Benner, 1991）。相反地，「消極教育學」強調教育行動的引導和教

育任務的導向，不預定教育行動的規範和達成教育任務的策略，其教育方式是一

種「消極的教育」，這種教育方式不主張直接的教導，允許學生主動去經驗世界，

自己決定行動的目標，可以培養學生主動學習和反省批判的能力 （Benner,1991：

166-167）。然而，教育的實際不只是消極教育，同時也是一種積極教育。未成年人

絕非從無創造他的世界，而是在他人決定的世界中出生，教育如果沒有積極的要

求是無法想像的 （Benner, 1987）。因此，「積極教育」仍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二）陶冶理論（Theorie der Bildung） 

邊納爾在《普通教育學》一書中，探討「形式的陶冶理論」  （Formale 

Bildungstheorie）和「質料的陶冶理論」 （Materiale Bildungstheorie）的問題，並

且提出具有獨創性的「非肯定的陶冶理論」 （nicht-affirmative Bildungstheorie）來

解決兩者之間的爭論。「形式的陶冶理論」強調個人可塑性的建構性原理，忽略社

會非階層關係的調整性原理。從「教育實踐優位」 （Primat der pädagogischen Praxis）

的觀點出發，在教育上注重個人能力和技術的培養，以個人實現為教育的目的，

進而影響人類整體的實踐。相反的，「質料的陶冶理論」強調社會非階層性的調整

性原理，忽略個人可塑性的建構性原理。從「人類行動優位」  （Primat der 

menschlichen Handeln）的觀點出發，在教育上注重社會期望價值的培養，以社會

需要為教育的目的，進而化約了人類的可塑性。邊納爾認為「形式的陶冶理論」

將所有世界的內容和人類行動實踐的範圍，理解為個人能力和技術練習的和教育

的材料，而「質料的陶冶理論」將教育的對象僅僅視為社會期望價值資格和認證

的承載者。邊納爾認為「形式的陶冶理論」和「質料的陶冶理論」兩者在教育目的

方面的主張並不正確，因為個人層面和社會層面的教育目的是交互作用的 

（Benner，2001）。邊納爾主張「非肯定的陶冶」與「肯定的陶冶」之間的區別在

於：「非肯定的陶冶」既不在於使未成年人適應科學技術文明時代的生活；也不在

於引導未成年人錯誤的相信科學技術文明時代的事物法則。而在於能夠使未成年

人從這些事物法則中解放出來，使未成年人將這些既與系統的強制，經由個人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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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的過程，改變經濟或政治的秩序結構，進而獲得透徹的學習。並且從現代工業

社會事物法則和系統強制中解放出來，回到人類整體實踐的工作、倫理、教育、

政治、藝術和宗教統一的生活中。因此，邊納爾主張教育目的應該注重人類與世

界的交互作用，採取非肯定的態度，培養學生反省批判的能力，以適應民主政治

生活的需要，避免人類整體的實踐窄化為科學技術的文明。因此，非常注重人類

整體實踐的統一性和教育在人類整體實踐中的重要性 （Benner，2001）。 

（三）教育機構理論（Theorie pädagogischer Institutionen） 

邊納爾在其《普通教育學》一書中，對伊里希 （Ivan Illich, 1926-2002）的

「反學校化理論」 （Theory of De-schooling）和盧曼  （Niklas Luhmann, 1928-

1998）的「教育系統理論」 （Theorie der Bildungssystem）加以批判，他認為伊

里希的目的在於消除教育機構，經由這種方式創造可塑性和要求自動性互動原理

的條件，將自己與社會的前提天真的對立，將教育實踐特殊性化為人類行動的部

分領域，以改善教育的實際。邊納爾主張這種僅僅取消教育機構的理論，不僅無

法在社會中加以實現，同時無法替代教育學在確定未成年人可塑性的「承認」

（Anerkennung），和對要求自動性的行動產生作用的地位，而且只會在分化的人

性實踐下，取消教育實際作為一項特殊活動的性質 （Benner, 1987）。他認為伊里

希的「反學校化理論」雖然提出積極的變通方案，並且和前公民社會的規定相連

結，當時教育實際仍然作為經濟、倫理、政治以及宗教實際的整合，因此能夠被

執行。今天教育實際已經不具有以前整合各種人類實踐的意義，通過所有生活領

域的「科學化」 （Verwissenschaftlichung），不僅使得這種可能性自己停止，同時

無法直接建構產生作用。因此，將未成年人單純地送回工作場所，就如直接地讓

未成年人參與政治的計畫和未來的擬訂，這都是不可行的。邊納爾對盧曼的「教

育系統理論」也提出批判，他認為系統理論的論證具有問題「洗滌器」 

（Problemwaschanlage）的功能，它將教育理論和陶冶理論反省的問題，用其他的

問題加以取代。邊納爾主張教師假如在自己的教學中，不再詢問學生思考的作用，

而只是作為一位專家，在「較好─較差」 （besser-schlechter）編碼之後陌生地判

斷，將反省的本質視為「平凡的機制」 （trivale Maschinen），盧曼天真地以為這

種機制，能夠使人針對錯誤加以觀察，同時能夠選擇地處理現存的錯誤。在陶冶

理論反省教育行動合法的目標和任務方面，邊納爾認為在盧曼的「教育系統理論」

中，教師的目標觀點不是建立在教育學上，而是建立在系統理論的學說上。將教

育系統的任務視為「社會選擇」 （Gesellschaftliche Selektion）的過程，學校成為

個人昇遷發展合法化的機構，未成年人在「較好─較差」編碼的協助和系統內外

選擇的設計下，使個人的教育過程逐漸肯定化 （Benner, 1987）。 

邊納爾認為人類存在的六大基本現象是彼此平等，密切相互關聯，具有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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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統和功能，但是並非相互從屬，更無法彼此化約 （Benner, 1987）。因此，社

會的決定不可以直接應用到教育領域中，而必須加以適當的「轉化」 

（Transformation）。社會系統的階層現象必須消除，目的論的預設也必須加以反

省，教育領域中的個體不但具有被動的可塑性，同時具有要求的自動性，教育科

學必須從這種觀點出發，才能避免非理性的完全否定教育機構的功能，或者盲目

的肯定教育系統的運作。作為一種教育機構理論，必須從理性的觀點，深刻的反

省教育機構內外的問題，以改善教育的實際。 

（四）教育科學理論（Theorie der Erziehungswissenschaft） 

邊納爾主張從實踐學 （Praxeologie）的觀點 出發，不僅可以論證教育學是

一門獨立自主的學科，而且能夠說明教育理論與教育實踐的關係。在論證教育學

的學術性質方面，邊納爾在《普通教育學》一書中認為，教育領域隨著學科的分

化，產生了各種不同的教育學科。雖然這些學科都在研究教育問題，但是彼此之

間卻缺乏一致的任務和系統的劃分。教育學是一門科學，它具有特殊的對象，想

要建立教育科學系統的一致性，必須成立普通教育學對教育思想和行動加以探究。

教育思想的連接既非經由歷史科學和社會科學的重建，亦非通過詮釋學對我們的

存有做超越時間的本質的確定，或是對教育問題理性論述先驗地反省，而應該透

過行動理論和問題史的方式來加以證實 （Benner, 1987）。邊納爾主張人類必須

工作，經由自然的利用和保護，投入經濟的活動，以創造和獲得其生活的基礎。

必須對其相互理解的規範和法則提出問題，進行倫理道德的肯定和發展。必須規

劃和擬訂其社會的未來，參與國家的政治活動。必須在美感的表達中超越現在，

從事藝術的創作或鑑賞，以獲得自由。必須面對同類終結及其自身死亡的問題，

尋求宗教的慰藉和信仰。人類位於兩代關係中，必須經由教育活動，從事文化傳

承的工作。因此，人類完整的實踐包含經濟、倫理、教育、政治、藝術和宗教等

六大領域，這些人類存在的基本現象彼此之間不是相互從屬的，也無法相互化約 

（Benner, 1987）。因此，教育的現象具有其不同於其他現象的獨特性。既然教育

的現象有其獨特性，那麼以教育現象為研究對象的教育學自然有其不同於其他科

學的地方。何況普通教育學已經建立許多教育理論，同時形成了教育理論、實踐

與經驗兼顧的學術性質。所以普通教育學足以成為一門獨立自主的科學。 

四、教育學的學術性質 

邊納爾在《教育學基礎緒論》第一冊中，主張教育實踐是教師和學生在其具

體的邂逅中的存在關係，這種關係對教師和學生而言，必須是一種實踐的關係。

因為學生的成長不是一種自然的過程，教師對於學生的教育也不是任意和偶然的

影響。這種關係的實際只發生在實際的邂逅中。教師無法強制的影響學生的化成，

只有教師有意的影響真正的被學生接受，才能對學生的自我發現起作用，這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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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教育。因此，教師需要教育意義的確定。教育學的可能性涉及教育實踐理

論的意義確定，以便教師能夠加以實踐，教育學的必要性因此得以建立。只有教

師對教育實踐的實際意義之確定能夠負責的加以進行，教育學對於教育實踐才是

必需的要求，教育學只有站在「實踐優位」的立場服務於實踐，教育學的可能性

才能真正的實現。在這種意義之下，教育理論與教育實踐之間存在著「教育的差

異」，一方面教育學是教育理論與教育實踐存在的邂逅；另一方面教育學是教師與

學生在實際中存在的邂逅 （Benner & Schmied-Kowarzik, 1967）。教育學有其自身

的結構，它是一種來自教育（實際），應用於教育（實際）的科學，教育學 （理

論）與教育 （實踐）兩者相互參照，教育有賴於教育學的指導，教育學來自教育

情境，教育理論與教育實踐的聯結繫於教師，他不僅能夠在研究中將教育學作為

科學，並且可以將教育學說化為實踐。教育學的建立必須奠基於「實踐優位」的

基礎上，通過教師在教育歷程中才有可能將教育理論與教育實踐聯結起來 

（Benner & Schmied-Kowarzik, 1967）。 

    但是教育學的建立如果僅僅來自於教育實際，應用於教育實際，這種教

育理論建構的方式，會妨礙「理論教育學」 （Theoretische Pädagogik）的發展，

因為教育理論的建立不僅來自於教育實際的觀察，而且必須奠基在教育科學的研

究之上。假如沒有一種與教育實踐相關的研究為基礎，教育學將無法成為一門理

論、實踐與經驗兼顧的科學 （Benner, 1973）。因此，邊納爾在《教育科學主要思

潮》一書中，提出了「教育科學研究的結構模式」  （ Strukturmodell 

erziehungswissenschaftlicher Forschung），說明理論 （Theorie）、經驗 （Empirie）、

實踐 （Praxis）三者之間的關係，希望將教育學建立成為一門行動科學。他主張

在教育科學的研究中包括三個層次，那就是「理論層次」、「實踐層次」和「經驗層

次」。在理論層次涵蓋了「教育理論」 （Theorie der Erziehung）、「學校理論」 （Theorie 

der Schule）和「陶冶理論」 （Theorie der Bildung），這些理論可以作為教育實踐

的指導和意義的導向；並且發展教育機構和陶冶機構教育改革的概念。然後，在

實踐層次進行「教育的實驗」，以驗證教育理論的正確與否。最後，進入經驗層次。

在經驗層次中教育科學研究者可以獲得「詮釋的經驗」  （Heumeneutische 

Erfahrung）、「教育的經驗」 （Pädagogische Erfahrung）和「因果分析的經驗」 

（Kausalanalytische Erfahrung），以作為再次建構和修正教育理論的參考，這樣就

能緊密的結合理論、實踐和經驗，使教育學成為一門行動科學 （Benner, 1973；

Benner, 1987）。因此，教育學是一門兼顧理論、實踐與經驗的行動科學。萬德爾 

（Fritz Wandel）曾經在《教育學：技術學或實踐學？行動理論的分析》 （Pädagogik, 

Technologie oder Praxeologie? Handlungstheoretische Analysen）一書中，談到邊納爾

實踐學取向的教育學。贊同邊納爾實踐學的看法，主張教育學不是一門技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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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一門實踐學的學科，從行動理論的觀點說明教育學的學術性質  （Wandel, 

1979）。 

綜合而言，邊納爾主張教育是人類存在的基本現象，具有不可取代的獨特性。

教育學是一門研究教育現象的科學，教育現象包括課程教材、教育方式、教育本

質、教育目的、教育理想、教育機構、教育人員、受教學生、學術性質、理論與實

踐的關係、教育學與其他學術的關係等等。教育學沒有專屬的研究方法，在進行

教育現象的研究時，應該兼顧實證分析、歷史詮釋和先驗批判的典範， 已達成教

育研究的目的。教育學自創的理論包括教育理論、陶冶理論、教育機構理論和教

育科學理論，教育學是一門理論、實踐與經驗兼顧的科學。有的教育學者認為邊

納爾的普通教育學返回到啟蒙時代進步導向歷史哲學的傳統脈絡中，不僅注重個

體的進步，而且強調整個人種的進步，同時將其作為教育的使命 （Lenzen, 1995）。

邊納爾的普通教育學注重教育原理的普遍有效性，忽略歷史時代的轉變 （Gängler, 

1988）。其次，邊納爾將行動理論作為教育科學理論建構的參照理論，是否會阻礙

其他社會條件的教育行動相當令人耽心 （Krüger, 1994; Mollenhauer, 1996）。邊納

爾強調基本概念和教育行動核心層面的確定，將教育關係奠基在世代和年齡的差

異上，這與文化工作和婦女教育領域的看法不同，因為在這些領域未成年人已非

教育的對象，邊納爾只注意教育學的統一性，而忽略教育科學分化過程中多元實

踐領域的系統性 （Krüger, 2009）。 

參、主要內涵 

    邊納爾和布律根從實踐學的史觀出發，在 2011 年出版《教育學史》一書，

總共包括十三章，希望闡明教育學從起源開始到今天的演變，說明教育概念、教

育思想、學校制度、教育人物、教育改革和教育學科的發展。茲依序說明其各章

的主要內涵如下 （Benner & Brüggen, 2011; Matthes, 2012; Papenkort, 2012）： 

第一章 近代教育學的先前脈絡 

    邊納爾和布律根將第一章中談到的古代，視為歐洲教育學史和德國教育學史

的基礎，歷經五次轉換而影響到今天的教育學史，這五次的轉換分別是：（一）

古代後期的希臘主義（Hellenismus）；（二）中世紀的基督宗教（Christentum）；

（三）近代的人文主義（Humanismus）；（四）現代的新人文主義（Neuhumanismus）；

（五）後現代的重構和詮釋。 

第二章 人文主義中的教育學 

人文主義作為古代的第三次轉換，興起於 14 世紀的義大利，15 和 16 世紀

擴及歐洲的部分地區，到了 16世紀與贊成宗教改革和反對宗教改革的運動聯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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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探討人文主義與宗教改革的關係。最後討論人文主義的批判和教育時在主

義的興起。其中，特別重要的人物有人文主義者伊拉斯莫斯（Erasmus von 

Rotterdam）和宗教改革者梅蘭克頓（Philipp Melanchthon）。 

第三章 近代早期的理性和陶冶概念 

    培根（Francis Bacon）注重知識與權力，康美紐斯（Comenius）主張泛智與

陶冶是第三章探討的重點，這兩者相互關聯和相互對立的「理性概念」

（Rationalitätskonzepte）和「陶冶概念」（Bildungskonzepte），邊納爾和布律根在

這一章中，探討「理性概念」和「陶冶概念」中「經驗的秩序」（Ordnung der Erfahrung）

和「目的的秩序」（Ordnung der Zwecke）的關係。 

第四章 天賦權利與教育 

    這一章在探討洛克（John Locke）「教育與公民社會」和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公民社會的批判與新教育」的主張，他們都批判絕對主義的教育，贊

成以私人教育取代公共教育。洛克朝向自由公民的教育，而盧梭則導向徹底民主

的教育，洛克的著作《教育漫談》和盧梭的著作《愛彌兒》，長期以來成為教育

的經典。除此之外，也探討介於絕對主義和共和國之間歐洲教育學的歷史演變。 

第五章 德國的教育世紀 

    這一章在探討德國人文主義的教育學者，處理虔信主義（教育與皈依），特

別是法蘭克（August Hermann Francke）和泛愛主義（公民的教育），特別是康培

（Johann Heinrich Campe）的教育理論與實踐，18 世紀是德國的第一個教育世紀，

這個世紀教育與國家有密切的關係。 

第六章 康德教育學與德國觀念論的意義 

    德國觀念論的三位學者康德（Immanuel Kant）、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

和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都對教育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例如

康德主張教導兒童學習思考，費希特認為教育就是要求一個人達到自由的自我活

動，黑格爾則強調經由學校進行個體的陶冶，使其能夠達到適應公共生活的狀態。

邊納爾和布律根在這一章中，探討這些學者的教育思想。 

第七章 教育的浪漫主義 

    這一章在探討德國在邁向新人文主義和系統設計過程中的教育浪漫主義，赫

爾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指出理性最終是一種遲到的理性，將新人文主義

與浪漫主義銜接。1807 年保爾（Jean Paul）出版《李華納或教育》（Levana oder 

Erziehung）一書，邊納爾和布律根將保爾的著作視為教育浪漫主義概念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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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新人文主義的教育學家都受到浪漫主義的影響。 

第八章 新人文主義的陶冶概念 

    這一章在探討洪保特（Wilhelm von Humboldt）人類教育的理論，聚焦在成

人及其自由的社交性、兒童（包括基礎教學和學校教學）和青年（包括學校教學

和大學教學）政治學校計畫的教學上。隨著新人文主義的發展，陶冶概念重新獲

得重視。經由洪保特「自我教育和世界教育」一文的提出，陶冶概念不僅被洪保

特加以精緻化，而且受到洪保特觀點的影響。 

第九章 教育學的系統設計：裴斯塔洛齊、赫爾巴特和史萊爾瑪赫 

    邊納爾和布律根在這一章中，探討了普通教育學三位著名的人物。透過系統

性的著作和演講錄，分析裴斯塔洛齊（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的「實驗教育

與教育人類學」、赫爾巴特（Johann Friedrich Herbart）的「美感的世界表達與道

德教育」和史萊爾瑪赫（Friedrich Ernst Daniel Schleiermacher）「教育與世代之間

的行動」等觀念。裴斯塔洛齊衝的世代與康培相當，而使萊爾瑪赫和赫爾巴特則

與費希特、黑格爾、保爾和洪保特相當。 

第十章 19 世紀學校制度的發展 

    這一章比較注重「實際歷史」（Realgeschichte），而非「理念歷史」

（Ideegeschichte）的探討，特別是在探究學校制度的發展，也就是注重教育制

度史的探討。一方面是較低學校制度（國民學校）的歷史發展，另一方面是較

高學校制度（實科中學和古文中學）的歷史發展，而且對照於新人文主義的陶

冶概念，作為文化的教育公民之肯定。 

第十一章 介於 1890 至 1945 年之間的教育學和教育科學 

    這一章在探討批判—實踐教育學、科學教育學和意識形態—政治教育學三

條路線教育學歷史的發展，包括介於徹底的學校批判和學校的改革創新之間的

改革教育學（1890-1933）、實證的、精神科學的和新康德主義的教育學作為改

革教育學的轉化（1914-1933），以及國家社會主義中的教育、陶冶和學校

（1933-1945）。 

第十二章 蘇聯佔領區和東德的教育學和教育科學 

    這一章在探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蘇聯佔領區和東德教育學和教育科學

的發展，包括教育理論和陶冶理論的論辯、社會主義教育制度建立中的問題和

解決之道。社會主義教育的終結和戰後兩德統一等等。其實，社會主義的教育

並未隨著兩德的統一而告終，而是隨著未成年人、父母和教師數量的成長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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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東德的教育制度之中。在自身生活世界和電視聯結經驗中，宣傳和檢查逐漸

的喪失其忠誠性確定的力量。 

第十三章 1945 年到現在西德的教育學和教育科學 

    這一章在探討 1945 年到現在西德的教育學和教育科學，包括教育理論和陶

冶理論的論辯、教育制度秩序的討論和教育科學理論的論辯等問題。這個時期教

育科學致力於邁向一個公開的和學術討論的知識和理解，經由其自身使現代、學

術和科學支持的文明，超越其自身而有繼續發展的可能和解釋必要的教育過程。

這裡所要求的導向知識，既非使經驗的、歷史的和系統的知識分開，亦非使其達

到同一。教育科學、精神科學和社會科學共同合作，成為導向知識的一個環節體，

而不是一種生產者。也許這種屬於過去最終的觀點，能夠在教育學史的討論中帶

來。 

肆、綜合評價 

    邊納爾和布律根的《教育學史》具有下列幾項優點： 

一、採用多種研究方法來探究 

邊納爾認為教育學的研究方法包括實證分析、歷史詮釋和先驗批判等三種不

同的典範，這些典範是從教育科學的演變中歸納而來，彼此之間沒有絕對的優劣

之分，但是各有其使用的限制，研究者應該按照研究問題的需要，適當的選擇研

究方法的典範，才能達到教育科學研究的目標（Benner, 1973）。邊納爾和布律爾

在其《教育學史》中，採用實證分析的方法來說明 1951 年至 2001 年兒童教育目

的的演變，可以看到各種教育目的比例變化的情形。其次，也應用歷史詮釋的方

法來說明盧梭的教育思想。最後，使用先驗批判的研究方法來說明實證教育科學

的錯誤之處（Benner & Brüggen, 2011）。因此，邊納爾和布律根的《教育學史》

不是使用單一的研究方法來探究，而是採用多種研究方法，包括哲學、科學和歷

史學的方法來進行。 

二、教育學史的內涵相當多元 

歐克斯（Jürgen Oelkers）認為現代基本上是「人物的教育學」（personale 

Pädagogik），與傑出教育人物的著作和活動銜接。根據文獻史和哲學史的編纂，

將這些人物加以分類。這種發展的結果，使得教育學史窄化為人物史和教條史，

經常注重文化狀態的撰寫。但是，有些重要的人物當時卻被忽略了，例如文藝復

興時期的丹提（Dante Alighieri, 1265-1321）、波卡西歐（Giovanni Boccaccio, 1313-

1375）和佩托拉克（F. Petrarca, 1304-1374）、培根（F. Bacon, 1561-1626）和蒙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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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Lord 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 1533-1592），應該在教育學史中被描述出

來（Oelkers, 1999）。邊納爾和布律根的《教育學史》撰寫的內涵相當多元，包括

教育人物史、教育理念史、教育機構史、教育改革史和教育制度史，而且採用先

驗批判的方法來書寫，對各種教育理論和教育實踐的錯誤加以批判，因此不會將

教育學史窄化為人物史和教條史。 

三、指出影響教育學史的因素 

    邊納爾和布律根在其《教育學史》中，指出勞動、道德、政治、藝術、宗教

和教育都是人類在歷史中行動的形式，它們都與人類同樣古老。演進使得人類具

有持續學習的必要性，而且希望讓學習能力能夠傳遞下去。教育學史至此不是一

種發明的歷史，而是一種發現的歷史和教育及其反思形式的詮釋。影響教育學史

演變的因素，就不僅僅只有教育人物的理論，還包括教育改革運動、國家教育政

策、教育科學的發展和其他事件。因此，邊納爾和布律根在其《教育學史》中，

指出許多影響教育學史的因素，將古代希臘時期的教育概念、泛愛主義教育運動、

教育學者的理論、不同學派的觀點、兩德的教育改革等等（Benner & Brüggen, 

2011），都納入其教育學史的書寫之中，不同於其他的教育學史，比較侷限在教

育人物或教育制度這些因素上。 

四、具備普通教育學核心思想 

    邊納爾和布律根的《教育學史》一書，能夠奠基在邊納爾《普通教育學》的

觀點上，從實踐學的角度出發，主張教育是人類六大基本現象之一，與政治、經

濟、倫理、宗教和藝術並存，具有不可取代的獨特性，因此研究教育現象的教育

學，自然是一門獨立自主的科學。教育學具有獨特的研究對象，應用實證分析、

歷史詮釋和鮮豔批判等研究方法，創立了許多具有特色的教育理論，教育學是一

門兼顧理論、實踐與經驗的科學。這種觀點不同於其他學者，只是搜集、組織和

描述教育文獻，內容非常鬆散空洞，甚至前後相互矛盾，缺乏核心的教育思想。

邊納爾和布律根的《教育學史》，能夠奠基在《普通教育學》的論述上，肯定教

育學的獨特性，確保其論述的一致性，對於教育學史的發展具有重要的貢獻。 

五、回應教育學史的時空問題 

    邊納爾和布律根的《教育學史》一書，在內容的空間問題上，採取以德國教

育學史為主，歐洲教育學和世界教育學為輔的方式，來進行其教育學史的撰寫，

確立教育學史明確的空間立場。這種選擇有其正當性和合理性，因為德國教育學

的起源最早，學者的時間和能力有限，如果以世界教育學和歐洲教育學為目標，

單靠少數學者的努力，勢必無法在有生之年完成。而在內容的時間問題上，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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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康德開始的教育學探討為主，古代希臘羅馬、中世紀各種主義、近代相關學者

的教育思想為輔的方式，來進行教育學史的論述，確立教育學史明確的時間立場。

這種選擇有其正當性和合理性，因為康德之前教育學尚未形成，許多主張都只是

教育的思想，不應該成為教育學史撰寫的重點。邊納爾和布律根的《教育學史》，

回應教育學史有關時空問題的爭議，確立教育學史撰寫的類型，對於教育學史的

發展具有相當深遠的意義。 

    當然邊納爾和布律根的《教育學史》也存在著下列幾個問題： 

一、沒有說明什麼是教育學 

    邊納爾和布律根在其《教育學史》一書中，並沒有說明什麼是教育學，只有

公開的談到教育學是一種說明教育實踐和教育理論的形式，包括組織到機構的實

踐和技術與學術的理論。根據史萊爾瑪赫的觀點，教育實踐要早於教育理論，教

育實踐與人類同樣古老。教育學是一種教育理論，因此不會比人類自身來得古老，

而變成是一種歷史的現象。邊納爾和布律根在其《教育學史》中，只是採取一種

語言遊戲的方式，去探討教育實踐和教育理論，並未說明教育學是什麼的問題，

而且側重在學校教育學歷史的描述，比較忽略學前理論、校外理論、離校後理論

和機構歷史的探討，邊納爾和布律根提出教育學史的意義，理解受到書籍形式和

事物輪廓的必要限制（Papenkort, 2012）。雖然邊納爾曾經在《教育學基礎緒論》

第一冊中，接受赫爾巴特的看法，主張教育學是一門教育的科學，而不是一門教

育的藝術。而且從「實踐優位」的觀點出發，認為教育學是一門實踐科學（Benner 

& Schmied-Kowarzik, 1967）。但是確實並未在其《教育學史》中說明何謂教育學，

建議作者可以在再版時補充說明，幫助讀者瞭解其教育學的意義。 

二、書寫時偏離歷史的事實 

    歷史的書寫可以區分為實在史（Realgeschichte）、理念史（Ideegeschichte）、

事件史（Ereignisgeschichte）和結構史（Strukturgeschichte），歷史科學特別將結

構史相對於古典的事件史和人物史（Personengeschichte）予以凸顯，社會史

（ Sozialgeschichte ） 屬 於 一 種 結 構 的 實 在 史 ， 而 概 念 史 和 人 性 史

（Mentalitätsgeschichte）屬於一種結構的理念史，政治史（Politische Geschichte）

是一種實在的事件史，精神史（Geistesgeschichte）則是一種心靈事件的理念史。

邊納爾和布律根的《教育學史》一書，整體而言比較偏重在理念史和結構史的書

寫，第十章、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屬於實在史，透過理念和著作的聯結也呈現出

事件史的樣貌，注重教育思想和陶冶思想建構問題和反思問題的探討，而比較忽

略歷史事實的呈現。這一本教育學史與過去的教育學史的許多作者相較，其差異

不在於偏離理論和機構事件史和人物史的古典路線，而在於對描述和詮釋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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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不同的立場，邊納爾和布律根深知事實的歷史意義，但是片面強調某一部分，

而忽略了歷史的事實（Papenkort, 2012），在實在史和事件史的敘寫上比較不足。 

三、陷入教育學史書寫的爭論 

    邊納爾和布律根的《教育學史》一書，第一章到第四章是在描述歐洲教育思

想中，對德國教育學探討比較重要的地方，可以說以「德國教育學史」為主，歐

洲教育思想為輔，不再於撰寫「歐洲教育學史」或「世界教育學史」。教育學史

的範圍究竟應該多大，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主張。其次，邊納爾和布律根的《教

育學史》一書，歐洲教育史部分從 14 世紀義大利的人文主義開始談起，德國教

育學史部分從 18 世紀的虔信主義開始談起，有些學者並不贊同。他們主張歐洲

教育史應該追溯到中世紀的早期，而德國教育學史也應該提前到 16 世紀。在教

育學史的書寫上，對於起點也沒有共識。例如布雷特納（Frietz Blättner）、雷柏勒

（Albert Reble）、巴勞輔（Theodor Ballauff）和波姆（Winfred Böhm）的教育學

史是開始於古代；蕭伊爾的教育學史是開始於中世紀早期；布蘭克茲（Herwig 

Blankertz）和田諾特（Heinz Elmar Tenoth）的教育學史則開始於現代。因此在書

寫的時間和空間上，仍然存在著相當大的爭議（Papenkort, 2012）。 

伍、重要啟示 

    綜合前面所述，邊納爾和布律根的《教育學史》具有下列幾項重要的啟

示： 

一、研究方法應該多元化 

    邊納爾和布律根在《教育學史》一書中，採用實證分析、歷史詮釋和先驗批

判的方法，來進行教育學史內容的撰寫，應用的研究方法跨越歷史學、哲學和科

學等領域，可以說研究方法相當多元，不像有些學者的教育學史，侷限在歷史學

方法、哲學方法或科學方法的應用。這樣教育學史的研究容易受到限制，無法提

高教育學史研究的品質。因此，邊納爾和布律根的《教育學史》，善用多元的研

究方法，相當值得提供我們作為借鏡，以進行教育學史的探討。 

二、內容呈現可以更豐富 

邊納爾和布律根的《教育學史》內涵包括教育人物史、教育理念史、教育機

構史、教育改革史和教育制度史，而且採用先驗批判的方法來書寫，對各種教育

理論和教育實踐的錯誤加以批判，因此不會將教育學史窄化為人物史和教條史。

不僅教育史學的主題和內涵非常廣泛，而且可以避免教育學史的撰寫，陷入教條

化的缺失，研究成果相當豐碩。邊納爾和布律根《教育學史》的主題和內涵，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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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供我國學者作為發展教育學史的參考。我國未來可以加強教育機構史、教育

理念史、學科演變史的探討，建立具有我國特色的教育學史，以提供我國作為制

定教育政策的參考，振興我國教育學史領域的發展。 

三、探討應該兼顧多種因素 

    邊納爾和布律根在《教育學史》一書中，指出勞動、道德、政治、藝術、

宗教和教育具有密切的關係，這些因素都會影響教育的發展，成為教育學史探

討必須注意的問題。邊納爾和布律根將教育改革運動、國家教育政策、教育科

學的發展和其他事件結合起來，探討教育學的歷史演變，比較能夠掌握教育學

史的全貌，瞭解教育學史的前因後果。邊納爾和布律根的觀點可以提供我國參

考，作為教育學史研究的借鏡，綜合各種教育學史的影響因素，來進行教育學

史的探討，以提升我國教育學史研究的水準，提供教育主管當局作為制定政策

的參考，以促進我國教育學術的發展。 

四、撰寫應該建立核心思想 

    過去許多學者出版的教育學史，往往缺乏核心思想作為基礎，以至於在許多

根本問題上，無法解答讀者的疑惑，只重視史料的搜集和呈現，也造成觀點前後

矛盾的現象，這種教育學史的撰寫方式，不但無法清楚的說明教育理論的演變，

而且容易造成大家對教育人物的誤解，因此教育學史的撰寫應該建立核心思想，

才能說明教育學史的基本概念，解決讀者對教育問題的疑惑。邊納爾和布律根的

《教育學史》，奠基在邊納爾的《普通教育學》上，不僅概念論證嚴謹，而且思

想前後一貫，有助於提升教育學史撰寫的水準，相當值得我國教育學術界參考。 

五、主題必須解決時空問題 

    教育學史的探討必須解決時空問題，才能夠凝聚學者的力量，聚焦在重要的

材料上，獲致豐碩的研究成果。如果教育學史的時間追溯到古代的希臘羅馬，空

間擴及到「世界教育學史」，不僅研究的時間拉長，而且搜集的文獻增多，這對

於教育學史的研究相當不利。邊納爾和布律根在《教育學史》一書中，將教育學

史的時間限定在以康德開始的教育學史為主，康德以前的教育學史為輔；空間限

定在以「德國教育學史」為主，「世界教育學史」和「歐洲教育學史」為輔，這

種觀點比較具有合理性，而且是個別學者比較可以處理的範圍，可以提供給我國

教育學術界作為參考，以促進我國教育學史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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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語 

    總而言之，本文採用教育詮釋學方法，進行邊納爾和布律根《教育學史》的

探究。邊納爾和布律根的《教育學史》，奠基在邊納爾的《普通教育學》之上，

從實踐學的角度出發，主張教育是人類六大基本現象之一，與政治、經濟、倫理、

宗教和藝術並存，具有不可取代的獨特性，因此研究教育現象的教育學，自然是

一門獨立自主的科學。教育學具有獨特的研究對象，應用實證分析、歷史詮釋和

鮮豔批判等研究方法，創立了許多具有特色的教育理論，教育學是一門兼顧理論、

實踐與經驗的科學。其主要內涵包括：近代教育學的近代前之脈絡、人文主義中

的教育學、近代早期的理性和陶冶概念、天賦權利與教育、德國的教育世紀、康

德教育學與德國觀念論的意義、教育的浪漫主義、新人文主義的陶冶概念、教育

學的系統設計、19 世紀學校制度的發展、介於 1890 至 1945 年之間的教育學和

教育科學、蘇聯佔領區和東德的教育學和教育科學、1945 年到現在西德的教育

學和教育科學。其《教育學史》具有採用多種研究方法來探究、教育學史的內涵

相當多元、指出影響教育學史的因素、具備普通教育學核心思想和回應教育學史

的時空問題等優點，但是也存在著沒有說明什麼是教育學、書寫時偏離歷史的事

實和陷入教育學史書寫的爭論等問題。儘管如此，其《教育學史》具有教育學史

的研究方法應該多元化、內容呈現可以更豐富、探討應該兼顧多種因素、撰寫應

該建立核心思想和主題必須解決時空問題等重要啟示，可以提供我國作為從事教

育學史研究和撰寫的參考，相當值得我們加以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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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used the method of educational hermeneutics to investigate Dietrich 

Benner and Friedhelm Brüggen’s pedagogical history. First, to explain the thought 

origins; Second, to analyze the contents; Following, to evaluate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Finally, to interpret th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of their pedagogical 

history. It based on Benner’s general pedag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xeology to 

start off, he claimed that pedagogy is a science with theory, experience and practice 

together. Its contents include the context of modern times pedagogy before that, the 

pedagogy in humanism, the concepts of rationality and cultivation in early modern 

times, natural right and education, the German education era, the meanings of Kant’s 

pedagogy and German idealism, educational romanticism, the concept of cultivation in 

neo-humanism, systematic design of pedagogy, the development of school system in 

19 century, pedagogy and educational science from 1890 to 1945, pedagogy and 

educational science in soviet occupational territory and east Germany, pedagogy and 

educational science of west Germany from 1945 to now. This book has many 

advantages, such as they applied many methods to write, had quite multiple contents, 

indicated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pedagogical history, had a core thought of general 

pedagogy and replied the time-space problems of pedagogical history. But it has also 

some problems, such as they didn’t say what pedagogy is? It is deviated the historical 

facts in writing and fallen into the debate of time-space problem. Even though, their 

pedagogical history has many important implications, such as the study of pedagogical 

history should use multiple methods, contents of pedagogical history can be more 

abundant, investigation of pedagogical history could notice more factors, the writing of 

pedagogical history should build a core thought and the time-space problem must be 

solve. These can offer us as a reference for the study and writing of pedagogical history. 

That deserves u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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