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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內容主旨建立在以下的五個命題：

一、德國哲學尼采「精神三變」哲學巧

合地預言了二十世紀以來的教育與

教育發展三階段

二、另類教育學的主要教育理念在

二十一世紀正明顯地被先進國家主

流教育改革所吸收與轉化實踐

三、以德國二十一世紀教育改革為例可

以證實上述的命題

四、另類教育的實踐轉化需要法制體系

的有效推動作為改革前提

五、我國未來的教育發展成敗繫於對另

類多元教育的重視與推動

㆒、德國哲㈻尼采「精神㆔變」

哲㈻巧合㆞預言了㆓㈩世

紀以來的教育㈻與教育發

展㆔階段

另類教育（Alternative education）的
最初作為也許追溯到希臘時代的哲人如蘇

格拉底，但是現代另類教育的哲學理念卻

可以從尼采的「精神三變」學說得到啟示，

尼采的「精神三變」學說預言了二十世紀

西方教育學的精彩發展，駱駝代表「傳

統 /保守的教育學」（traditional-conservative 
pedagogy），獅子代表「批判/解放的教育
學」（critical-emancipatory pedagogy），
而孩童則代表「另類 /創化的教育學」（
alternative-creative pedagogy），這也許是一
種歷史上的巧合，但是作者相信可以預測的

是，進入二十一世紀，後二者（批判/解放的
教育學、另類/創化的教育學）在西方先進社

會的發展將更形蓬勃有力；在東方如台灣，

此二種教育學論述僅處於萌芽階段，未來教

育改革的成敗則將視此二種教育學論述成長

發展程度而定。上述三種教育學分別代表三

種「教育與文化關係」的不同典範。象徵駱

駝的教育學著重文化的傳承與再製；象徵獅

子的教育學則彰顯批判與否定文化的立場；

而象徵孩童的教育學則盡情地發揮自由與創

化的文化生命。（參見馮朝霖，2004a）
上個世紀的教育學基本上只有兩個最主

要支配性派典，就是「經驗/實證主義」與「
批判/解放取向」；前者致力於講究教育工作
鉅細靡餘的技術性問題，後者則竭力於揭發

教育中的權力不當（威權性意識形態與霸

權）運作弊端！從後者立場觀看，教育實踐

並非無「技術」層面問題，然本質上卻更關

乎「騙術」的複雜性政治問題！技術典範取

向的教育學不斷地影響教育實踐與研究的「

科學化」（Verwissenschaftlichung）；批判取
向的教育學卻渴望將教育實踐與研究「政治

化」（make education more political）！上個
世紀如果還有一個較後發展而尚在持續成形

的論述取向，那應該是後現代思潮中的教育

思維。對照尼采的「精神三變」學說，後現

代教育將走向以「教育美學」為標竿的「另

類教育」時代。（參見馮朝霖，2005）
教育美學的誕生乃是以孩童作為創意（

異）文化發展的標竿，而這正是另類教育的

基本圖騰與隱喻（Metaphor）。尼采指出「
作你自己：你一點也不是現在所作、所想及

所欲求的你」（KSA, I.：338-9）。「成為
自己」是尼采生命哲學的焦點，其所有重要

概念如「強力意志」、「超人」等等，也都

另類教育與㆓㈩㆒世紀教育改革趨勢
馮朝霖／國立政治大㈻教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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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於達成此一目標，他說：「你相信什

麼？我相信：一切價值都必須重估」（

KSA,I I I .：  519），接著更說：「你的良
知在說什麼？『你要成為你自己』」（Du 
sollst der werden, der du bist.）（KSA,III.： 
519）。對尼采而言，所有文化的內容，如
價值、知識、藝術等等都是工具，目的在於

使每個人發揮本身的強力意志，使個人獲得

力量藉以充實豐富本身的生命。因此，雖然

尼采批評「主體」、「自我」等概念，它所

說的「成為自己」不也正是要使人成為主體

嗎？然而，這樣的主體已不再是康德定義下

的「理性主體」，卻是涵融了阿波羅精神與

戴歐尼修斯精神的「主體」，人類圖像已由

「理性/自主」走向「情性/創化」。人類圖
像的「美學轉向」已經不言自諭，而教育與

文化的關聯也就同時進入了美學的範疇，這

是另類教育學的理論與實踐日見證明的命

題—教育是成人之美的藝術。

作者認為二十世紀的另類教育學正是尼

采「孩童」教育文化預言的兌現，因為他說

「孩童是天真與健忘的，是一個新的開始，一

個遊戲，一個自轉的旋輪，一個原始的動

作，一個神聖的肯定。」探究另類教育學的

理念緣起（Ideengeschichte）與共同精神，
終究會發現「兒童的自由與創造性」正是其

核心觀念。（參見馮朝霖，2004a）

㆓、另類教育㈻的主要教育理

念在㆓㈩㆒世紀正明顯㆞

被先進國家主流教育改革

所吸收與轉化實踐

另類教育為實現兒童自由與創造的目

標，發展初期呈現岀其共同的關注議題如

下：家長參與學校內外的相關事務、拒絕學

習成就的壓迫性及競爭壓力、普遍放棄傳統

形式的學習成就評量、普遍的環境關注與關

聯（注重校外體驗場所）、有彈性的學習者

分組或分班制度、普遍消除以教師為中心的

教學活動、普遍去除分科教學界限（採主題

教學、聯課活動等等）。歸納各種另類教育

的典範，其共同精神不外如下：

※教育主體性的洞識－學習者中心（

learner-centered）。
※明確特殊的人類圖像－整體性觀點（

holistic perspective）。
※特殊的學習理論－主動性建構性取向（

active-constructive orientation）。
※學校組織關係－開放性參與的結構（

open-participatory structure）。
※特殊的師生關係倫理－對話性溝通的關係

（dialogical-communicative relationship）。
※明確的政治/社會哲學－自由民主哲學（

liberal-democratic philosophy）。
※其教育實踐的EQ則有以下特質：以感動
替代說教、以鼓勵替代責備、以期許替代

要求、以溝通替代懲罰、以合作替代競爭

、以欣賞替代挑剔。

在二十世紀歐美各國蓬勃發展的另類學

校與教育，其實更得力於人權理念的強化，

由於「人權倫理」（Human rights ethics）
已經成為全球性「普世倫理」（universal 
ethics）的主要論述，因此二十一世紀教育
改革趨勢將是人權倫理與另類教育的互為催

化。1948年通過的聯合國「世界人權宣
言」，對於教育權（Education Rights）已經
賦以極為重要的意義 ，如第二十六條 「人
人皆有受教育之權利…父母對其子女所應受

之教育，有優先抉擇之權」（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education. …Parents have a prior to 
choose the kind of education that shall be given 
to their children.） 。一九六六年通過的「經
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又近一步強

調了「家長教育選擇權」此一權利：

「本公約締約各國同意，尊重父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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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適用時）法定監護人的下列自由：為他們

的孩子選擇非公立的但符合於國家所可能規

定或批准的最低教育標準的學校，並保證他

們的孩子能按照自己的信仰接受宗教和道德

教育。」（第十三條第三項）

1984年「歐洲理事會」（Counsil of 
Europe）也通過法案，要求所屬國政府必須
絕對承認父母為其孩子自由選擇學校的權

利，並強調為求實現此一權利，政府有義務

提供公立或私人教育機構必要的設備及協

助，對兩者的獎掖應一視同仁。目前各國另

類教育的發展基本上也都強調在滿足此一人

權需求。

㆔、以德國㆓㈩㆒世紀教育改

革為例可以證實㆖述的命

題（本節參見馮朝霖2006）

PISA（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是一個國際性學生
標準評量計畫，由參與國家共同發展的

評量對象是低於15歲的在校學生。2000
年第一屆評量有43個國家參與 ，2003 第
二屆有41個國家參與，2 0 0 6第三屆將有
至少 5 8個國家參與。每個國家接受評量
的學生數界於 4,500 與10,000 之間  。（
http://www.pisa.oecd.org）相較於北歐小
國家如芬蘭、瑞典，以及蘇格蘭與紐西蘭等

國的優異表現，德國各界對於德國中小學教

育品質普遍充滿危機感，加劇社會對於教育

改革的期待。

因此德國各邦在2000年PISA研究結果
公布之後，如火如荼地進行各自的教育改

革論述與措施，內容與項目雖然五花八

門，但追求更高的學校教育成效，並且致

力於成為全世界教育品質頂尖的國家，基本

上可說不難理解，「自主學校」整體性模

式改革逐漸成為當前德國各邦教育改革的

最熱門話題與任務。自主學校模式或模範

計畫的改革成敗將會影響德國在未來是否

能成為全球教育成就領先的標竿國家！目

前幾乎各邦都有自主學校相關的工作在

進行，但全面性推動「自主學校典範計

畫」（ Modellvorhaben >>Selbstständige 
Schule <<）的主要有：柏林（Berlin）、北
萊因--西伐利亞（Nordrhein-Westfalen）、下
薩克森（Niedersachsen）、巴伐利亞（
B a y e r n）各邦。本文將以前後首都所在
地的柏林（Berlin）、北萊因--西伐利亞（
Nordrhein-Westfalen）作為主要探討焦點依
據。

（一）北萊因—西伐利亞邦學校發展之里程碑

1995年北萊因 -西伐利亞邦教育委員
會在「教育之未來—未來之學校」研究報
告中首次主張擴展學校的「經營與形塑自

由」（Gestaltungsfreiheit der Schule）（
Bildungskommission NRW, 1995）。

1997年該邦「學校、學術與研究」部
長Gabriele Behler接受上述研究報告建議，
以「壯大學校」（Stärkung der Schule）為
學校發展概念發表聲明：北萊因-西伐利亞
邦的所有學校得自行制訂學校營運計畫（

Schulprogramm），學校領導將獲得更多實
權--如自行對教師人力的評估及聘僱。

1997年邦政府與Bertelsmann 基金會
首次合作進行「學校＆合作」（Schule＆
Co.）教育實驗計畫。在Kreis Herford及
Leverkusen市範圍內52所學校進行邦教育委
員會1995年建議書之核心要素，如品質導向
的自我管控，以及發展地方性的教育願景（

reggionaler Bildungslandschaft）。
2000年9月北萊因-西伐利亞邦議會授權

邦政府著手準備進行典範計畫，承諾各級學

校擁有更大的自主性與自我負責，特別是在

人事及財務方面。

2001年2月該邦「學校、學術與研究」
部長Gabriele Behler將典範計畫公告，並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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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有志之士針對該計畫進行討論，形成

改革計畫共識：「自主性學校」典範計畫

（das Modellvorhaben >>Selbstständige 
Schule <<）。

為改善教學及學校教育工作品質，北萊

因-西伐利亞邦開啟了新的教育之路，賦予
學校更多的自我責任與自主性。

（二）學習文化的改變－尋求新的典範

繼北萊因-西伐利亞邦教育委員會1995
年的教育改革研究報告之後，長期關心社會

文化改革創新的民間組織－Bertelsmann 基
金會，也在1999發表「贏得未來－革新教育」
（Zukunft gewinnen – Bildung erneuern）的
教育改革報告與建議，在其中強調教改第一

件事乃是「建構新的學習文化」（發展教育

新典範－終身學習）；其次則是學校的多元

化，其中三個要點明顯乃是「自主學校典範

計畫」的基本發展原則：

主張給予學校自由的空間：強化

學校的自主性（ S c h u l i s c h e  S e l b s t ä
nd igke i t  s t ä rken）：只有自主性的學校
才能教導培育未來公民的自主性，學校

必須負起責任引導學校日常生活的轉化

歷程、進一步執行與評鑑。國家的決策

機能（Entscheidungskompetenzen）必須
授權下放到各級學校。所謂的強化學校

自主性亦即：創造更有彈性的架構條件（

Rahmenbedingungen）、對人事與預算責任
的授權或轉移、對學校領導的賦權、對學校

發展的支持。

容許差異：發展學校特色（Unterschiede 
zulassen：Schulprofil entwickeln）：發展學校
特色意謂與所有參與者共同完成教育計畫，

設定各自學校的重點，促進自我責任與評鑑

自己的工作。

共負教育責任：建構地區性教育聯盟（

Bildung gemeinsam verantworten：regionale 
Bildungsallianzen aufbauen）：家庭、鄰里、

幼兒園、運動團體、青年中心與學校等等都

必須為了使孩子有能力面對未來而負責，所

有角色的合作必須在地方上協調整合。共負

教育責任意謂：建構教育連線與促進網路連

結工作、發展地區性教育景色、成立地區性

教育基金。（Bertelsmann Stiftung, 1999）
在「自主性學校」推動若干年之後，

下隡克森邦（Niedersachsen）教育主管
當局為當前「學校發展」的工作範疇做

出三個定義，從中也仍顯示建構新的學

習文化與學校革新關聯性非常密切：  自
主性與形塑的自由（S e l b s t s t ä n d i g k e i t  
und Gestal tungsfreiheit）、成效責任與
成就取向（Ergebnisverantwortung und 
Leistungsorientierung）、正義與人格陶養（
Gerechtigkeit und Persönlichkeitbildung）（
http://www.forumbildung.de/templates/imfo
kus_inhalt.php?artid=140）

德國歷史上曾經有兩次影響深遠的教育

改革，第一次乃是受新人文主義及浪漫主義

思潮「狂飆運動」（Drang und Strum）所產
生的普魯士教育改革，其奠定了德國二百年

的優秀教育系統（柏林大學典範與中小學體

系）；其次乃是二十世紀初的「改革教育運

動」（Reformpädagogik）（也是另類教育
的肇始期），造就德國教育學論述與學校發

展的多元化景象。

細察本世紀德國「自主學校典範計畫」

之特質，可以發現其理念大多與過去一百

年另類教育的核心精神相當一致。易言之，

「自主學校典範計畫」的理念與另類教育

思潮具有脈絡的銜接性。從1978年以來德國
自由另類學校每年都舉行一至兩次的「另類

學校全德聯誼會」（Bundestreffen der Freien 
Alternativschulen），目的在於彼此的經驗與
資訊交流！1986年在Wuppertal舉行的第16
次會議中完成了「自由另類學校共同的教育

政策信念」（gemeinsame bildungspolits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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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bstverständnis der Freien Alternativschulen ）
八項命題，研究者發現此八項命題大致已經

體現在「自主學校典範計畫」的內涵之中：

（http://www.freie-alternativschulen.de/politik.
htm）
‧當前與未來社會的各問題（生態、戰

爭、貧窮等等）只能期待由有能力生活在

自我責任與民主（Eigenverantwortung und 
Demokratie）的人類加以解決，另類學校
始終嘗試提供機會給孩童、教師與家長，

使其在日常生活之中不斷試驗自我管理與

民主，這乃是另類學校最重要的政治面向

。

‧在另類學校中，「孩童」被認為是具有自

我決定、幸福與滿意權利的獨立生命階段

（eigenständige Lebensphase mit Recht auf 
Selbstbestimmung, Glück und Zufriedenheit），
而並非為成為大人而被訓練的階段。

‧另類學校創造一個空間，在其中孩童的需

求，如活動的自由、自發的表達、時間分

配與發展友誼等，皆能得到充分的發展。

‧另類學校放棄規訓孩童的強迫性方法，

孩童之間或孩童與成人之間的衝突創造出

規範與限制，這些規範與限制卻都可被改

變。

‧學習內容須由孩童經驗出發思考，並與教

師共同確定。學習材料的選擇乃是一個歷

程，在其中孩童與教師的經驗背景不斷地

對話涉入。學習的複雜性將因多元與彈性

的學習方式而獲益，這些方式涉及遊戲、

學校日常生活（Schulalltag）及學校的社
會環境。

‧另類學校支持知識性學習外的解放性學習

歷程（emanzipatorische Lernprozesse），
此歷程將為所有參與者開啟新鮮獨特的知

識管道，如此將有助於創造解決當前與未

來社會問題的前提。

‧另類學校都是自我管理的學校，其自我管

理的形塑設計對家長、教師與學生而言

乃是其彼此民主互動中的深刻經驗（prä
gende Erfahrung im demokratischen Umgang 
miteinander）。

‧另類學校對所有其參與者而言乃是一個地

方，在其中各種立場與生活態度都被認為

開放性與可能改變，另類學校的空間提供

機會使人體驗探險、體驗生命。

㆕、另類教育的實踐轉化需要

法制體系的㈲效推動作為

改革前提

德國各邦為了學校改革幾乎都大力

修訂「學校法」、制定「學校改革法」，

如北萊因 -西伐利亞邦「學校發展法」（
Gesetz zur Weiterentwicklung der Schulen , 
Schulentwicklungsgesetz）（2001）；而
柏林市於2004年完成嶄新的新學校法（
Schulgesetz）；漢堡市於2006年2月21日通
過學校改革法（Schulreformgesetz），同樣
強調將強化自我責任學校的發展，或已經完

成立法草案進行立法程序之中；即便在原屬

於東德的新邦也不落人後而如火如荼進行相

關修法與立法動作。法律名稱容或不一致，

但是其焦點都在為推動自主與負責的創意性

學校運作提供法律依據。

以柏林市「學校法」（Schulgesetz）為
例說明如下：柏林的國會在2004制定了新的
「學校法」（Schulgesetz），以期能為完整
的教育改革提供法制的基礎建設。這個法律

也可說是柏林政府對於2000年PISA成績報告
的一個積極回應，所以在立法之後的官方立

法說明也明確指出此新法目的在回應PISA教
育對德國的七個挑戰：（Senatsverwaltung f
ür Bildung, Jugend und Sport, 2004）。 
※ 改善學前教育領域的語言能力
※ 為學前教育與小學教育的密切銜接，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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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為提前入學（Fruhzeitige Einschulung）
※ 改善小學教育
※ 幫助教育不利的學童，尤其是具有移民背
景的孩子與青少年

※ 確保教與學校教育的品質
※ 教師工作專業性的改善
※ 增加全日性學校的提供

為了提供「自主學校典範計畫」具有周

詳明確的法律依據，強化各級學校的「自我

責任」（Eigenverantwortung der Schulen），
該邦主管教育事務的部門做了以下總共13項
重點歸納：（Böger, 2006）
1、學校獲得權利可以自行選用教學人力。
2、在教師人力更換事項上主管機關的人事
部門必須參與當事學校。

3、為確保教學資源條件，學校擁有部份人
事權，可與教學人員或其他人員簽訂契

約。

4、為使學校能獨立經營，業務經費將授權
學校管理，未使用之經費將可移轉至下

一預算年度，學校自行獲取之收入（如

提供廣告）或節約款項將可全額保留使

用。

5、每個學校必須提出學校經營計畫，以便
確認，學校在其特殊環境條件下如何達

成其一般性之教育與陶養任務。

6、為發展明訂於學校經營計畫之課程與教
學的特色，每個學校可不受邦政府既定

的學期教學時數規範限制。

7、學校領導人被明確定位作為學校品質發
展的負責人，因此其地位相對於教師受

到強化。

8、學校領導人執行學校人事首長的任務，
也頒授職務評鑑（dienstliche Beurteilung）。

9 、 學 校 領 導 人 由 學 校 校 務 會 議 （
Schulkonferenz）遴選提名，廢除傳統的全
體教師會議（Gesamtkonferenz）的任命
權力；經由明確的時間規定，未來校長

任命（Bestellung）作業將可更為迅速。

10、學生及其監護人的參與決定權將因校務
會議成為有關學校自主與自我責任事項

之最高決策機構而被建立。

11、學校必須向其社會環境開放，尤其應該
與學前教育機構合作，並且提供教學時

間以外的活動。

12、為了品質發展與品質確保，學校本身與
上及監督機構有義務進行內部與外部之

評鑑措施。

13、校務會議成為學校有關新的「自我責
任」與自主性事項最高決策機構（

Entscheidungsgremium），學生與家長
代表皆為校務會議成員，因此而強化兩

者之權利。傳統的教師全體會議則保留

處理有關具體的教學議題。

㈤、我國未來的教育發展成敗

繫於對另類多元教育的重

視與推動

台灣學院派許多人討論批判教育學或者

教育改革，但對另類教育與學校抱持輕視乃

至輕薄的態度，完全缺乏歷史深度的洞識，

不了解批判教育學與另類教育學歷史與理論

雙重層面上的密切關聯；學院外的教育改革

論述比較能切身體現批判與另類的共生性（

symbiosis），其中以黃武雄、人本教育基金
會（森林小學）、卓蘭全人中學、宜蘭慈心

華德福學校最具代表性。他們的論述與實踐

已經開啟台灣本土性教育理論的新頁。（參

見李崇健2003、2006；倪鳴香主編2004；馮
朝霖2004b）

「自我組織教育」、「自主學習」、「

創意與責任」等等概念將會是本世紀全球性

教育發展與改革的領導性理念，我國社會與

文化發展與突破無疑也將視是否在教育改革

上能否有效朝向此一方面大力邁進，而這正

也是另類教育多元教育的歷史啟示與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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