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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科學》中，Vico賦予人類意志在社會起源過程中具有關鍵的作

用，指出人類不但自己創造了天神，並且經由這些天神來創造出自己的社會

制度，以及用以教化自己的精神和訓練自己的身體。故《新科學》所描寫的

不僅是人類社會起源的過程，事實上也同時描繪出原初人類的教育型態，只

是這個教育型態被Vico融貫在他的整體社會學觀點之中，並未具體而明確地

陳述出來。本文乃從《新科學》中掌握了「人類本性」、「天神意旨」、

「社會制度」三個關鍵要素，來說明呈現在人類社會起源過程中所蘊含的教

育型態，並藉此進一步闡釋其對教育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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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Origin Courses of the Society in New 
Science and Its Educational Conno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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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w Science, Vico points out that it is the human will that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rigin of society. Human beings create not 

only their own gods, but also their own social systems from their own made 

gods. This thought is applied to cultivate humans’ spirits (educere) and to 

train their physical bodies (educare). Therefore, what New Science describes 

is not merely the humans in the origin of social development; on the other 

hand, it also mentions the original type of human education. This type of 

human education is pervaded in his whole sociology, nevertheless not being 

presented concretely and definitely.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nhance 

the three essential elements, including human nature, divine providence, and 

social system, which help explain the hidden education in the process of 

original human society. Furthermore, it is necessary to catch the inspiration 

from New Science and to discuss its influence applied in education. 

 

Keywords: New Science, G. Vico, educational sociology, poetic wis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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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生於文藝復興重地義大利，處在十七世

紀末及十八世紀初，正值自然科學發展之際，他的主要著作《新科學》

（New Science）中探討的人類社會起源之相關議題，所使用的方法卻截然

不同於自然科學，具有相當的原創性，而其討論之範圍包括歷史學、神話

學、語言學、社會學、政治學、法律學、人類學、文學、哲學、宗教學……

等，以及本文所要呈現的教育學。  

A. Swingewood在《社會學思想史》（彭懷恩、張力可譯， 2000： 7-

22）一書中指出Vico在學術發展上的三個重要性：  

1.《新科學》是十八世紀初期社會思想中最出色的著作之一，在把社會

作為有機整體進行理論概括，以及在把各種文化、價值觀念及制度與一定歷

史發展階段聯繫起來方面，堪稱是最早的重大嘗試。  

2.Vico的有機整體社會觀是十八世紀思潮中一個重要流派的代表作，這

一思潮在G.. W. F. Hegel（1770-1831），以及稍後十九世紀A. Comte（1798-

1857）和K. Marx（1818-1884）所提及關於社會和文化的各種整體論學說時

達到頂點。  

3.Vico思想中有關「社會行動意外效果說」對十八世紀社會學說產生巨

大影響，並與A. Smith（1723-1790）和A. Ferguson（1723-1816）的社會學

說之間有極相似的觀點。  

事實上，不僅上述如此而已。雖然《新科學》的影響力是在Vico去世近

百年後才逐漸發生，惟當深入探究《新科學》之後會發現，許多近代被大家

熟悉的哲學家及社會學家所提出的重要概念，例如H. Bergson（1859-1941）

的「生命衝動」（ élan Vital）、 S. Freud（ 1856-1939）的「力必多」

（ libido）、F. W. Nietzsche（1844-1900）的「戴奧尼索斯」（Dionysus）精

神（朱光潛譯，1997：159），以及W. Dilthey（1833-1911）對自然科學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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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科學在研究上的區別、M. Weber（1864-1920）的「理念類型」（ ideal 

type）、T. S. Kuhn（1922-1996）的「典範」（paradigm）等類似概念都在

《新科學》中出現過原創性的相關陳述，雖然目前在文獻上仍然努力在探尋

他們與Vico著作的關係，但不管如何，可以肯定的是Vico著作的原創性為學

術發展所帶來的啟發。  

有關Vico的教育見解大部分出現在他1699-1707年以修辭學教授身分進

行的六次學術演講彙整而成的《論人文教育》（On Humanistic Educa-

tion）、1709年出版的《論當代研究方法》（On Method in Contemporary 

Fields of Study）、1728年的《自傳》（The Autobiography of Giambattista 

Vico）甲編，以及1732年針對大學生進行的演講〈論英雄的心靈〉（On the 

Heroic Mind）等。然而就Vico的整體思想而言，他所關注的焦點並不是教

育議題，而是人類起源的相關問題，尤其關注社會起源與發展過程中出現的

各種文化創造與行為改變情形，故他特別關注人性中有關「詩性的」

（ poetic）特質與宗教信仰結合後所發展出來的「詩性智慧」（ poetic 

wisdom）（吳靖國，2004a，2004b），而這種「詩性智慧」的特質也就成

為他在相關教育論述中極力試圖培育的重點。  

本文的重心並不是要直接處理Vico的教育思想，而是試圖探究Vico《新

科學》中所蘊含的教育型態，而這也正是詩性智慧產生的過程。但是在《新

科學》中很少出現對教育的直接陳述，最明確（直接）論及教育的部分係在

「詩性經濟」（poetic economy）中，從拉丁字educere與educare的字源意義

中指出「在被最普遍使用的情形中，前者是一種精神教育（ the education of 

the spirit），後者是一種身體教育（the education of the body）」（NS520）1。

                                                     
1 由於Vico在《新科學》（第三版）內文中，各段落前面係以數字順序標
示，故凡本文中從《新科學》引用之內容，便以其段落前之數字來表示，

例如（NS520）即表示引自《新科學》中第 520段。另本書所引用《新科
學》之各段落，係譯自T. G. Bergin與M. H. Fisch於1948年出版的英譯本，並
參閱朱光潛之1997年版中譯本，以及L. Pompa於1982年選編的英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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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此，本文將試著推衍及發展出用以指稱「教育」的判斷依據，來描繪《新

科學》在社會起源過程中所蘊含的教育型態。但《新科學》中並不是針對

「教育領域」指出相關教育措施或方法，故本文描繪的是社會起源過程所蘊

含其中的教育情形，進而將這些情形歸納後以圖示來呈現這個教育型態。  

本文首先界定出用以指稱「教育」的判準（一種意義上的判準而非字詞

上的判準），以論證《新科學》是一部廣義的教育學著作，再進而掌握出蘊

含在《新科學》中的教育意涵及建構出教育型態，並探討此一教育型態所蘊

含的特質，以及討論它所呈現的意義和啟示。  

貳、「教育」意涵之判斷準則的建構 

在《新科學》中，Vico將有關教育的描述放在「詩性經濟」中，而詩性

經濟是他用來論述家庭或家族之所以形成和發展的過程，故此處所提的教育

是偏重於家庭方面的教育，或稱為「家務訓練」（household discipline）。

他從拉丁文的原意來解讀「教育」的內涵，指出：  

 

英雄們以人的感受去理解構成整體經濟學說的兩項真理，這兩項真理被

保存在於拉丁字 “educere”和 “educare”這兩個動詞中。在被最普遍使用

的情形中，前者是一種精神教育，後者是一種身體教育。第一個動詞係

經由自然哲學家透過學術上的隱喻而從具體事物（matter）中轉化產出

某些形式來。由於英雄時代的教育開始於以某種方法讓已經完全淹沒在

巨人龐大身體中的人類靈魂形式（ the form of the human soul）得以產

生出來，並且同樣以適切的尺度從不成比例的巨大身體產生人類的體型

來。（NS520）  

 

這是Vico描寫英雄時代的教育方式，而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出兩個重點：  

1.教育者（英雄們，亦即族群之領袖）必然獨具慧眼，在他們還不具人

期刊徵稿：http://www.edubook.com.tw/CallforPaper/TJSE/?f=oa 
高等教育出版：http://www.edubook.com.tw/?f=oa 
高等教育知識庫：http://www.ericdata.com/?f=oa



160 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 五卷二期 

 

類形式的時候，卻可以使用「人的感受」來獲得「人的形式」（包括精神和

身體）以作為教育的目標和方向，來導引當時受保護者（ client）或子民

（son）的發展，這顯然是一種「經濟取向」的教育方式。  

2.Vico指出來的教育，雖然侷限在家務層面，但也表示這種教育是生活

上的、隨時發生在身邊的教育過程，而且包括精神和身體兩個層面，故從拉

丁字 educere偏重於精神層面的「教化」和 educare偏重於身體層面的「訓

練」中，可以理解到「教育」一詞，在內容上包括精神和身體，在方法上包

括教化和訓練。  

上述第一個重點中指出了一個關鍵點⎯⎯「改變」。如果順著已經表現

出來的野蠻特質而繼續使之行為出來，這便不能稱為「教育」，因為那已經

是「既有的」，而之所以被稱為「教育」者，第一個要項就是「改變」⎯⎯

改變人類精神和身體。然而必須進一步思考的是「要怎樣改變才能稱為教

育」？  

在此將「教育」視為：原本在行為上或心靈上「尚未」出現的，透過某

些方法而使之出現的過程（積極的），或者已經出現的部分，透過某些方法

而使之消失的過程（消極的）。當然，如此界定似乎隱含著理性主義的先天

潛能概念，也就是說，人類內在已經擁有了某些潛在特質或行為能力，只是

尚未表現出來而已，而從Vico的思想中確實可以看出其蘊含如此之見解。依

此，以下說明「改變」的三種意涵：  

一、「改變」乃是另一種「人類特質」的出現2 

也就是說，人的內在蘊含著不同的特質，Vico將神性的、英雄的、人道

的人類特質同時蘊含在人的內在（吳靖國，2004a，2004b），而在某一時代

                                                     
2 在此將「人類特質」視為一種較穩定的行為發展要素，也就是說，某一種

「特質」會構成以該特質為核心的行為表現，不同特質所構成的行為表現

之質地是不相同的，就如同神性時代、英雄時代、人道時代的人類特質，

所構成的時代行為表現的質地並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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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會呈現某一人性特質，其他特質則被潛藏起來。教育意義上的「改變」，

就是讓原本尚未出現的其他特質得以顯現出來。事實上Vico在《新科學》中

有許多類似的陳述。  

二、「改變」乃是在某一人類特質下出現未曾出現過的 

「行為」 

在此，乃將行為表現歸屬在人的內在特質之下，內在特質不同，行為表

現的質地（virtue） 3
也就不一樣。而此處所言之「改變」係指同一類內在特

質下的行為變化。這又分為兩種狀況：一種是順應其本性特質而促其行為生

成的情形，猶如J. J. Rousseau（1712-1778）的教育主張；另一種是依其本

性特質，導引其往某方面來行為的情形，Vico強調的立法過程即是如此。  

三、「改變」乃是讓某些既有的特質或行為消失 

這種抑制式的改變過程，亦同樣出現在Vico的描述中，也就是透過威嚇

和宗教禮儀等手段，來對野蠻特質進行抑制的過程（NS524）。  

上面三種分析之目的，乃希望從「意義上」的層面來理解教育（而非

「字面上」出現「教育」一詞），並將這種意義層面上的理解置放在Vico的

思想中來進行觀照。然而，單單從「改變」此意涵來看待教育是不夠的，事

實上更應該以「價值」作為另一個要項來審度教育 4，也就是說，要將教育

視為一種「價值的導引過程」。當然，這馬上會出現「要導向何方？」這個

問題。由於這是一個教育哲學上的複雜問題，無法使用短篇幅來討論，故在

                                                     
3 “virtue”通常中譯為「長處」或「德性」，而在習慣的使用上已經將“virtue”
視為一個具有「善」之意涵的價值性用語。但對Vico而言，這個詞僅僅表
示不同時代所呈現出來的特質，並不用來進行價值的判斷；而這種特質不

僅是用以指稱社會事實所表現出來的樣態而已，更與人性本質及天意相互

關聯著，故本文將之譯為「質地」。  
4 歐陽教（1987：17）指出英國觀念分析學派R. S. Peter為教育找出的規準

⎯⎯合價值、合認知、合自願，其中最關鍵者乃是「合價值」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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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寧可使用Vico的觀點來直接說明。依照Vico所言，這個導引來自於「天神

意旨」（divine providence）（以下簡稱為「天意」），並指向「善」：  

 

在宇宙中最高的事務乃是那些轉向上帝和接近上帝的事務，而最佳的選

擇則是那些朝向全體人類之善的選擇；前者被稱為天神事務（ divine 

things），後者則是人類事務。因此，真正的智慧應該教導天神事務的

知識而去導引人類事務朝向最高的善……。（NS364）  

 

綜合前述對於「改變」和「價值」兩個層面的討論後，乃將「教育」視

為一個促使人得以向善成長（變化）的歷程，也是「教育」的廣義解釋。此

乃本文作為分析《新科學》中的「教育意涵」所依據之準則。  

參、《新科學》中社會起源的基本要素 

在進入分析《新科學》中的教育蘊義之前，有必要針對Vico提出的社

會起源進行簡要的描述，尤其有關天、地、人三個基本要素之間的整體互

動 5，乃是構成其教育意涵的關鍵。為說明Vico對於社會起源的描述，乃節

錄《新科學》中的一段陳述：  

 

他們從雷鳴閃電中產生信仰而創造了這最偉大的主宰者，也就是他們受

到上帝的真理之光照耀後而領悟到：上帝統治著人類。從此，他們開始

想像著，凡是提供所有利益和提供所有幫助給人類的，都是這些天神，

並因此畏懼和尊敬這些天神。然後，他們同時處在可怕迷信的強力壓制

和所有獸慾的驅力刺激這兩股力量之間（這兩股力量在人們身上必然是

                                                     
5 在此我們將「天」、「地」分別作為「天神」與「自然」的隱喻，故

「天」、「地」對人的意義，也就指稱著「天神」與「自然」對人類社會

發展的影響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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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其猛烈的）。如此，他們感到天神的可怕而制止了自己行使獸慾，他

們必須學習去掌控（ learned to hold in check）欲望在身體上運行所產生

的衝動。如此，他們開始行使人道的自由，這樣的自由來自於能夠控制

強烈性慾的運行而導之以另一個方向；因為這種自由不是來自於身體上

的強烈性慾，而是來自於心靈，並且符合於人道。而所導之的新方向所

產生的形式，是他們強力地抓住生性害羞又難以駕馭的女人，拖到他們

的洞穴來進行性交，並將她們留在那兒作為終生的伴侶，以這種最初的

人道，也就是忠貞的和虔誠的配偶，他們有了婚姻的起源……。

（NS1098）  

 

在這段陳述中，可以分成三部分來說明：  

1.在自然現象方面：「雷鳴閃電」在《新科學》中是一個關鍵要素，這

是自然現象，但它必須足以震撼當時人類的內心，讓他們深感畏懼，但又無

法理解其緣由，才能引發出他們對自身行為的省察，而產生必須立即予以回

應的心理反應。  

2.有關人類方面：首先他們對自然予以擬人化，將雷鳴閃電想像成猶如

人類大發脾氣；進而想像能產生如此震撼力者必然擁有無限的力量，甚至是

可以統治整個世界的能力，於是心中有了上帝的形象，故產生「上帝統治著

人類」的想法；再從自身利益考量，天神生氣必然是關乎自己的行為，故開

始對自身行為產生節制以符合天意。  

3.有關天神方面：事實上Vico所關注的並不是天神真正告訴了人類什

麼，而是人類心中自己想像出天神，自己揣測天意，用以調節（ regulate）

自己的行為，並進而規範大家的行徑，故Vico指稱「他們從雷鳴閃電中產生

信仰，而創造了這最偉大的主宰者」。天神對人類而言，以現今之分析乃是

人類的創造結果，但對於當時的人類而言，卻是一種真實的存在。  

對Vico而言，天、地、人三者之間的關係是無法分割的，它們共同構成

人類歷史的起點，並促使人類不斷發展。然而關鍵仍然在人類自身，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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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如何對不可知的自然現象進行詮釋，尤其是透過內在條件⎯⎯無知、想

像、恐懼、揣測、迷信等特質，將自然現象與天意結合在一起，而創造出規

範自身行為的社會制度。  

在上面引述中，「學習去掌控欲望在身體上運行所產生的衝動」是人類

理性萌芽的初發點，而理性的萌芽乃是在衝突之中產生的，一方面受到可怕

的迷信所帶來的強力節制，另一方面又受到如野獸般淫慾的驅遣刺激，這是

外來壓力與內心欲望之間的強烈衝突；最後「恐懼」和「想像」轉化了原始

的欲望，於是人類開始改變自己的行為（Vico認為這是人類自由支配自己行

為的開始），於是社會制度才逐漸形成。故可以看出，社會制度的產生來自

於人類自由選擇的能力，在此Vico所強調的「自由選擇」並不與「任意」或

「肉體的欲求」相同意義，而相反地卻是一種對於獸性激情的自我控制，這

可以說是對「自由」的更深意義的界定 6。從以下這一段話可以了解這種

「自我選擇」的來源：  

 

我們必須從凡俗玄學（vulgar metaphysics）開始進行，並將發現詩人們

的神學已經有了這種凡俗玄學，而且尋求這種玄學的幫助來使神性的可

怕思想以某種形式和規矩加諸於那些足以毀滅人的獸性激情，進而轉變

成為人性的激情（human passions）。從這種神性的可怕思想必然湧現

出合於人性意志的衝動，也就是控制住身體印記在心靈上所運行著的性

                                                     
6 「自由」的定義頗為複雜，第一層意義將自由界定為「想做什麼就可以做

什麼」，所以是一種無拘無束的狀態，但是如果「想做」什麼乃是受制於

一種非自己的力量，例如是精神異常或某種意識型態等，那這樣的「自

由」是受到某種操控而形成的「想做」，反而不是「自由」。另一層「自

由」的界定是，「想做什麼而可以克制不去做」才能產生真正的自由，若

從A. Huxley所描寫《美麗新世界》（New Brave World）來解讀這層「自
由」的意義，則會更加清晰。Vico所談的「自由選擇」，涉及第二層的意
義，但並沒有真正達到如此境界，原因是如果完全從自我私欲出發的自由

選擇（第一層自由），不可能形成共同遵循的制度，而這種原始性質的

「自由選擇」，帶有迫於天意而對私欲的節制，非出自純粹的自由意志表

現，故並未達到上述第二層意義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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慾，所以使身體的欲望和神性的可怕思想兩者一起平靜下來，如同變成

明理之人，或至少指引這些衝動得以使用得更好而變成文明之人。這種

對於身體衝動的控制的確是人類意志自由的結果，並且這種自由意志乃

是所有德性之居所，這包括正義在內。而當正義鳴發聲音，則意志便是

一切正直事務和一切法律的泉源……。（NS340）  

 

從這段陳述中可以掌握四個重要概念（吳靖國，2004b）：  

1.人的最原始特質是從自私的欲望出發的，「人們因為受到自愛（self-

love）的統轄而有腐敗的本性，這促使他們以獲取自身利益為首要目標，他

們為自己尋求一切有用的事物而絲毫不為他們的同伴，他們不可能在衝動之

下導引自己的激情向著正義前進 7。因此，我們證實了一項事實，人在野蠻

狀態僅僅欲求（desire）他自己的利益」（NS341），這是從獸性出發的思

維、性情和行為，在這樣的條件下將產生引言中所陳述的「足以毀滅人的獸

性激情」。  

2.拯救人類私欲的動力來源在「天意」，「因為當人們的意圖與天意完

全不同時，天意便首先帶給他們對神性的畏懼」（NS629），於是「開始透

過強制和粗暴的過程而將他們從罪犯的狀態帶進了人道，並注入了理性生

活」（NS178），也就是透過上述「神性的可怕思想以某種形式和規矩」來

加諸於人類，Vico認為這乃是政體（commonwealth）最初的主要根基。  

3.在畏懼天意的過程中，乃是身體上所產生之欲望與超乎人類力量的神

性可怕思想之間的衝突，如果以Freud的用語，即是「本我」（ id）與「超

我」（ superego）之間的衝突，也因此「自我」（ego）被突顯了出來，即

                                                     
7 這句話在T. G. Bergin 與  M. H. Fisch（1948）的英譯本中是“They cannot 

bring their passions under control to direct them toward justice.”，而在L. 
Pompa（1982）的英譯本中是“They are unable to bring their passions under 
conatus in order to direct them towards justice.”。而從上下文意看來，筆者認
為採Pompa的譯文較為適切，故本句譯自Po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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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控制住身體上的性慾，而使身體的欲望和神性的可怕思想兩者一起平靜

下來，逐漸成為明理之人。  

4.人類的自由來自於對天神的敬畏，進而產生對自身衝動的控制，學會

對自身衝動的控制，便產生了自由。Vico將這種自由稱為「意志的自由」，

這是人類變化獸性氣質的開始，因為「人能夠自由選擇，雖然十分孱弱，但

可以透過選擇而從他的激情中求取好結果」（NS136）。  

如果進一步對「人類意志」的構成要素進行理解，則可以發現它聯繫著

最具人類本源的自然本性，這個關係可以從下面的引述中看出：  

 

在本性上，人的選擇乃是非具體事實的（uncertain），之所以會產生具

體事實（ the certain） 8
，乃是關係於人類需求與利益兩方面的共通感

（ common sense） 9
所造成的。因此，需求和利益是民族自然法（ the 

natural law of nations）的兩個根源。（NS141）  

 

這段話中「人的選擇」一詞，在 Pompa翻譯的《維柯選集》（ Vico 

Selected Writings）中係使用「人的意志」（Vico, 1982c: 163）。事實上，

人的選擇是一種行為表現，也正是透過人的意志而產生的，人的意志是精神

層面的，所以不是一種具體事實，具體事實的產生係來自於「意志的表

                                                     
8 對Vico而言 “certum”係指具體的社會價值、法律、習俗、規範、儀式……
等，或可稱之為「具體事實」或「社會事實」。Vico曾指出，“certum”一詞
表示「經過特殊化的」或「經過個別化的」（NS321）；「經過特殊化的」
表示在某個時空下所形成的，因此是特殊條件下的產物，而在某個時空下

是如此，就不可能是其他樣子（NS147），因此具有個別性，自然也就是
「個別化過的」。  

9 “common sense”一般譯為「常識」，但對Vico而言，他所要表達的是“sense”
（感受）的特性，而“sense”是《新科學》及《自傳》中時常出現的用詞，
代表著原始人類在理性尚未出現之前，用以認識事務的唯一途徑

（NS374）。由於這個詞蘊含著人類最根源的「想像」能力，這是人類用以
「創造」社會的動力來源，“common sense”也同樣蘊含這個意義，故使用
「常識」來翻譯便無法顯示出這一層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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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也就是透過某種「意向」（ intention）產生的，Vico將這種「意向」

指為「需求和利益」，也就是說，人類基於需求和利益而讓自己在選擇過程

中促成了社會規範、制度、法律、習俗……等具體事實的產生，故Vico將人

類的需求和利益視為民族自然法的起源，也就是社會的起源。  

再者，引言中很重要的一個關鍵點是⎯⎯「共通感」。人類意志的表現

來自於共通感，這是「整個階級、全體國民、整個民族或全人類所共有的、

不假思索（without reflection）10的判斷」（NS142），而由於共通感是一種

「不假思索」的集體判斷，故對於呈現在社會中的規範、制度、法律、習

俗……等，每個人根本不需要經過任何省思而直接就在其意志中表現出來，

這也就代表著共通感是每個人普遍認同的，大家共同認為是對的。  

然而，這種共通感是如何產生的呢？Vico指出，「人類透過天意所揭示

的規準來教導各民族而建立了共通感，以此來界定在民族自然法中什麼是具

體事實」（NS145），也就是說，人們透過某些信仰而形成共通感，並以此

建立出社會中的各項具體事實。在此突顯出人類意志的形成和改變情形，其

主要的影響力係來自於「天神」，亦即是宗教信仰所帶來的力量。  

肆、《新科學》中的教育蘊義及其教育型態 

經由上述的說明可以了解，《新科學》所描述的不僅是社會制度的起

源，而且是人類的改變過程，在「天意」（善）的導引下，逐漸從野性（或

「詩性」）中發展出「社會性」和「理性」來，即使是有野性的復歸，但也

終 究 在 虔 敬 （ piety ） 、 信 仰 （ faith ） 和 真 理 （ truth ） 下 發 展 著

（NS1106）。若依本文前面建構的「教育」判斷準則來檢視《新科學》，

其中有關人類透過天意而「導其向善之變化過程」的描寫，堪稱是一部廣義

                                                     
10 “reflection”翻譯為「思索」或「省思」似乎都無法真正表達出Vico的用意，
事實上Vico用它來意指「理性」的作用，原始人類尚未發展出這種能力，
「感受」（sense）乃先存在於這種理性能力。  

期刊徵稿：http://www.edubook.com.tw/CallforPaper/TJSE/?f=oa 
高等教育出版：http://www.edubook.com.tw/?f=oa 
高等教育知識庫：http://www.ericdata.com/?f=oa



168 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 五卷二期 

 

的教育學著作。  

此處要繼續就前述教育意涵上所描述的「人的改變」來說明。Vico所呈

現的改變主要有兩方面： (1)是已經在前面說明《新科學》的「詩性經濟」

中，人類從神性（野蠻）時代到英雄時代，在精神教化及身體訓練上的改變

情形； (2)是「立法」過程中對於人類行為的調節和導引過程。後者即是要

繼續進行闡釋的部分，而首先揭示Vico的三段陳述：  

 

哲學依人之應然和可然（he should be and so can be）來加以審度……。

（NS131）  

立法依人的現實（ he is）來加以審度而使他在社會中能夠做好的

事……。（NS132）  

事務離開其本然秩序（natural order）便無法安置或長存。（NS134）  

 

其中第134段中「本然秩序（natural order）」一詞，Pompa譯為「本然

狀態」（natural state）（Vico, 1982c: 162），其關鍵之處在於，對Vico而言

這種 “natural order”係來自於天意，也就是說，各種事務（包括人、自然

物、社會事實等）都在天意之中呈現出某種秩序 11，而所謂「狀態」意即事

務處在這樣的秩序中。  

所以，在《新科學》第14段中所指出倫理哲學（moral philosophy）結

合的玄奧智慧（哲學）和凡俗智慧（立法） 12，也就是透過「哲學」（玄奧

                                                     
11 就如同《新科學》第1107段所陳述的意涵，隱喻著人類制度的形成和發展
背後，有一種超乎人類智慧的導引。  

12 《新科學》第14段指出：「……Jove的拉丁文名稱是 Ious，而衍生出的意義
為「法律」（ law）的 ious這個古老的字，後來縮寫成為 ius，所以在各民族
中 自 然 地 就 把 正 義 （ justice ） 和 虔 敬 （ piety ） 放 在 一 起 教 授
（ taught）。……因此提供給倫理哲學（moral philosophy）新的原則，而使
哲學家的玄奧智慧（ esoteric wisdom）能夠和立法者的凡俗智慧（ vulgar 
wisdom）結合在一起。經由這些原則，所有的德性都植根於虔誠和宗教，
也由此而讓這些德性能夠在行動中產生效用，並且人們以天神的意志是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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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對人類應然和可然的認識，以及透過「立法」（凡俗智慧）對於人類

現實的理解，兩者結合而建構出共同遵循的社會制度。其中特別重要的是，

所制定出來讓人類遵行的制度不能偏離人的本性（天意下的人類特質），否

則這樣的制度也將無法長存。  

上述第132段所指「人的現實」，乃是以「需求和利益」為核心的人性

本質，因此立法必須基於此。也就是說，立法不能違背人的需求和利益，但

是又必須「使他在社會中能夠做好的事」，這從教育的意義上來看，便是對

人類自然本性的價值導引過程。  

綜合前述，人類制度的形成過程首先是透過「哲學」掌握出人類及社會

的應然形象（理念上的），並透過「立法」來轉化成為一種具體的社會事

實，用以調節與導引人的現實（即需求和利益），而讓所有人民得以在社會

上做出正確的事來。  

從社會事實的「形成過程」來看，神學詩人（制度創始者）乃以「天神

的意志是善的」為基礎，透過遵循天意（想像的）來制定社會制度；從社會

事實的「實踐過程」來看，神學詩人亦透過宗教信仰將這種從天意傳達給所

有民眾，形成一種「共通感」，亦即基於一種符合人類本性之共同利益所形

成的集體感受，而讓民眾的行為不假思索地做出正確的事來。  

不管是社會的形成，或者是社會行為的實踐，不可或缺的部分是「天

意」。而Vico所陳述的天意，大部分專注於人類自己所想像的天意，所以是

「詩性的」，而「詩性智慧」乃是在天意（善）的導引下，人類本性（詩

性）所展現出來的社會創造力。然而，這一切過程都是人類自發性之想像

結果，也就是說，人類使用自己的想像來創造社會，並導引人類自己的行

為 13。而這個條件必須假定為：天意是超越人類意志的、客觀的存在，而且

                                                                                                                           
的為根據來作為他們自己行為的目標。」  

13 也就是Vico一直強調的「民政社會的世界確實由人類所創造，因此它的原
理原則可以從我們自己人類心靈各種修整的表現（modifications）中被找
到」（NS331; NS349; NS374），而此處所說的人類，並非是指個人，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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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人類來說是可怕的、神聖不可侵犯的，所以必須透過虔敬的心來面對，而

虔敬的表達方式是遵從法律，因為法律是來自於天神的正義化身

（NS14）。在此可以更加明白Vico為何要從「立法」的問題來探討人類的

形成，而將「人性」和「天意」緊密結合在一起。  

Vico讓「天意」成為改變人類制度的關鍵要素，而有了神性的、英雄

的，以及人道的時代發展，也代表著人類野性、社會性、理性之不同特質的

發展；並且透過「天意」來改變人類的思維和行為，讓人從「想像」的本能

（詩性）轉化為以善出發的「創造」表現（詩性智慧），讓社會事實和人類

行為實踐都符合了「善」。然而在這種「詩性的天意」中 14，事實上是人類

自己使用「善」來導引自身的行為實踐，本文將這個過程視為一種人類自我

教育的過程，而「天意」是這個過程中人類用以建立「共通感」的一個無上

力量。  

綜合上述，歸納出Vico所描述之人類社會起源過程中所蘊含的教育型

態，如圖1所示，並進一步說明如下：  

1.教育的結果係指從「人之狀態 （ 一 ）」到「人之狀態 （ 二 ）」的改變情

形，其中「人之狀態（一）」乃是人們處在「人類本性」（以「欲望」為核

心）與「天神意旨」（以「人類認知的善」為核心）之間的相互衝突之狀

態。  

2.人類一方面在天意的啟示下透過「玄奧智慧」來掌握理念上的人類應

然形象，而另一方面在人類本性的欲望中透過凡俗智慧來掌握具體的人類實

然條件；進而在兩者的相互辯證中產生了社會制度。  

                                                                                                                           
一種集體的概念。  

14 在《新科學》中使用「詩性」一詞乃如同是指「被人類想像出來的」，例
如「詩性經濟」、「詩性物理」、「詩性地理」、「詩性歷史」……等，

即表示人類所想像出來的「經濟」、「物理」、「地理」、「歷史」，所

以「想像」乃是詩性的核心概念（吳靖國，2005）；此處「詩性的天意」
亦即強調人類所想像出來的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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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狀態（一） 
天神意旨 人類本性 

社會制度 

人之狀態（二） 

立法 

執行 

再 
認 
識 

玄奧智慧 凡俗智慧 

 

圖1 社會起源過程中的教育型態  

 

3.「社會制度」係指人類在天意與人性之間的衝突下，為了保全自身而

共同創立出的社會價值、規範、法律、習俗、儀式……等「社會事實」，並

藉由執行「社會制度」來建立「共通感」、調節自然本性，得以進入「人之

狀態（二）」。  

4.人類祖先（ the first men，依Vico之言乃指「神學詩人」）依其本性創

造天神，英雄詩人則秉持神性來創造出民政事務（civil things），並藉此來

調節具獸性的野蠻人（NS917），使其具有人道意識，這便達到「教化」的

作用，而被教化後的人類，進一步「再認識」了自身的本性，並繼續創修社

會制度，形成一種整體的、動態的、有機的社會發展。  

伍、《新科學》之教育型態的特質與意義 

為進一步揭示上述教育型態所蘊含的特質和意義，以作為論述此一教育

型態的啟示，乃首先描述其特質，再將此一教育型態置入《新科學》所描述

的社會特質來理解，並進而考察其與Vico教育思想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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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會起源之教育型態的特質 

此處進一步指出社會起源之教育型態的四個基本特質：  

(一)社會起源蘊含一種「自我教育」的過程  

雖然在整個潛在教育過程中，「天意」扮演著關鍵的角色，由於它的出

現才使人類從獸性的私欲滿足中覺醒過來，而獲得了自由，透過自由意志去

執行好的事務。然而，Vico並不特別強調「客觀存在的」天意，他主要探討

的是人類「主觀意識的」天意，所以在Vico的認知中，由於天意是人類自己

想像和創造出來的（NS7; NS69; NS178; NS193; NS402; NS1098）15，人類

依此來創造自己的民政社會，所以他強而有力的結論是⎯⎯民政社會確實是

由人類所創造出來的（NS331; NS349; NS374）。  

首先，天意是人類自己的創造，並依此獲得心靈的覺悟和自由；再者，

人類創造了自己的制度來規範和教化自己的行為。依此可見，人類這一切的

發生、改變和發展，根本上就是其自身的作為，而依教育的觀點，這個過程

就是一種「自我教育」的過程。然而，本處所稱的「自我」係指全稱的「人

類」，而不是指「個人」。  

(二)「創造」的能力在「衝突」之中產生 

從《新科學》第二卷〈詩性智慧〉在全書所占的篇幅來看 16，以及Vico

自述花了二十年才發現「詩性智慧」是一項建構人類社會起源的真理

（NS338），可以看出「詩性智慧」乃是《新科學》所呈現的重點，然而它

的產生係來自於天意與人性兩者的相互辯證（吳靖國，2004a，2004b）。也

就是說，當人類的原始本能（詩性）與超我的天意（神的智慧）之間產生衝

                                                     
15 Vico將神學分為三種：即詩性神學（poetic theology）、自然神學（natural 

theology）和天啟神學（ revealed theology）（NS366），在《新科學》中所
處理的社會起源部分係集中於「詩性神學」。  

16 《新科學》全書五卷共383頁，其中第二卷〈詩性智慧〉占了170頁，有關
學術的起源和發展過程，幾乎都在這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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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時，人類的詩性智慧才據此得以發展出來，也因此產生出社會制度，而這

種創造社會制度的詩性智慧，已經不再是人類原始的詩性本能了。  

當然，這個過程十分清楚地呈現出「教化」的功能⎯⎯即從「詩性」到

「詩性智慧」的轉變（吳靖國，2004a）。而更深入其內涵可以發現，創造

力（詩性智慧）不是純然由人類本能（詩性）而可以產生的，乃是人類經過

思考自身所處環境（天意）之條件，將本能加以轉化而產生的結果，這個內

在過程是充滿衝突的。  

(三)「順性發展」在於「欲之轉化」與「私之擴展」  

在 Vico思想中的「順性發展」（即依人的「本然狀態」）不同於

Rousseau的自然主義教育主張，Vico的「順性發展」包括著兩層意涵：其一

是「欲之轉化」，這已經在前面提及（NS1098），其順著人的性慾而發展

出婚姻制度；其二是「私之擴展」，也就是說，人類創造制度（由於畏懼天

神），行為受到制度的約束時，才逐漸去除一己私欲，人類公道才逐漸出

現：  

 

……人在野蠻狀態僅僅欲求（ desire）他自己的利益；而娶妻生子之

後，他才欲求與家庭共同的利益；而進入了公民生活之後，他才欲求與

他的城市共同的利益；……在所有情況下，人們主要地欲求自身的利

益。因此，只有經由天意才能將他控制在秩序中而以家庭、國家、最後

是全人類的社會成員去實行正義。（NS341）  

 

其實，這個私欲的變化過程中，人類的利己特質並未消失，而只是其中

的「己」之界定逐漸擴大而已，這也明白地指出，從制度的發展過程中，理

性產生後並非真正去除了欲望或利己，而是以自己為核心去關注跟自己發生

關係的人而已，在天意的條件下，欲求、制度、理性三者之間產生了動態性

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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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宗教讓人性「質地」不斷複雜化與精緻化 

宗教所造成的教化力量，乃為人性的質地帶來更複雜化與精緻化的表

現，在《新科學》的最後指出，天意促使它自身在三種情感中被人們清楚地

感覺到：即驚奇感（marvel）、崇敬感（ veneration）和強烈渴望（ the 

ardent desire）（NS1111）。這樣的陳述顯示出，人類面對自然現象時的心

理反應，經由宗教的過程而將被放大出來，產生人性質地的變化，這種變化

乃是從「好奇」轉為「神奇」、從「摹仿」轉為「崇敬」、從「感受」轉為

「渴望」（吳靖國，2004b），也就是人性原始特質的複雜化和精緻化。而

Vico似乎更強調另一種人性質地的變化情形，亦即從「畏懼」轉為「虔敬」

的過程，故Vico指出「虔敬起於宗教，而適切的定義乃是對神性的畏懼

（ the fear of divinity）」（NS503），他將「虔敬」視為人類一切德性的基

礎，然而它乃是從人類原始本能⎯⎯「畏懼」轉化而來的。  

二、《新科學》之教育型態所處的社會特徵 

在《新科學》中呈現出三個主要社會特徵（吳靖國，2004b）：一是社

會事務（social things）的非意期結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二是整

體而相續的社會發展；三是變動而恆常的社會本質。在此為了進一步呈現

《新科學》之教育型態所處的社會特徵，乃從兩個面向來進行討論：  

(一)社會發展的整體關聯性 

在《新科學》第四部分〈有關發生在各民族中的人類歷程〉中，Vico藉

由埃及人對自己歷史發展的描述，來論述各民族的歷史發展同樣經歷著神性

的、英雄的、人道的三個時代；而在《新科學》第四部分中指稱的三種自然

本性，事實上是指「人的本性」（吳靖國，2004b），而人的每一種本性與

其所處的時代之間互動成為一體。  

Vico透過「因與果的恆常連續發展次序」（NS915）來說明社會的動態

性和發展性，也就是說，現在的社會狀況肇因於人類先前的實踐行為，而現

今的社會狀況又將是構成未來社會演變結果的條件，所以三個時代之間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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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斷裂的，而是彼此相生的發展結果，尤其Vico在解說各民族的復演歷程，

更表現出這樣的關係。  

三個時代之間不但有因果生成關係，而且三個時代也各自有其獨特的質

地，不管是習俗、制度、法律體系、價值判斷、語言文字……等，神性時代

乃不同於英雄時代和人道時代，每個時代在這些面向上，各自成為一個獨特

的整體，而且這些不同的面向之間，乃是相互關聯、彼此共生共成的。而

Vico還將時代的發展過程，賦予一個更大的總體，也就是說，三個時代之間

的生成關係，以及每個獨特時代內涵中各要素的生成關係，都被一個更高的

精神總體所導引，亦即「天意」。  

事實上Vico所要表達的是，人類的風俗習慣、價值判斷、思維方式、典

章制度……等，都顯示出其時代的獨特形式和風格，不同時代有著不同的風

格（NS147; NS148），然而對於何種時代所形成的風格之好與壞，Vico並未

進行評價，只是某個社會風貌向另一個社會風貌的自我轉變而已，故 I. 

Berlin認為這是一種大膽的相對主義（馮克利譯，2002：24）。也就是說，

在Vico的社會觀中，每個時代的社會各自標示出自己的特質，人們在各自所

處的時代中實踐著自身的行為，人所顯現出來的氣質也就是時代的氣質，但

是這樣的氣質並不是固定不變的，原因是「人的心靈」⎯⎯亦即一種人面對

環境時所進行的選擇（意志表現），天（天神）、地（自然）、人（心靈）

三者的互動才顯現出某個時代的特質，其中「人的心靈」是社會的動能，它

讓社會產生了自己獨特的氣質，也讓人類自己的本性顯現出來。  

(二)社會發展的持續變動性 

如同前述，Vico認為人類原初的心靈活動是私欲的呈現，只是企圖欲求

滿足自己的需要，所以每個人都從自身欲念與需求出發來規劃自己的生活，

如果將這些個人所規劃的生活目的和行為集合起來，不可能構成一個社會，

彼此之間的衝突和對立是顯而易見的（NS1108），而這正是為社會發展種

下了「變動」的因子，也是導向社會發展非意期結果的原因。  

需求與利益作為民族自然法的根源，但每個人的需求並非相同，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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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的差異」是促使社會不斷變動的根本因素，需求之間的衝突，讓人類

學會進一步思考要如何改變自己（或他人），「創造」因而產生，社會制度

的機體作用才會產生，這是由於「衝突」所造成的人類自己的「選擇」，是

另一種心靈活動的出現。  

但是在Vico的思考中，會造成人類個人欲求成分的改變，不是單純地來

自於「他人」，從《新科學》第132段及第133段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是「天

意」將人類從純粹「獸慾」中拯救了出來。而Vico認為人類制度的形成和發

展，乃是一種超乎人類智慧的導引（NS1107），事實上他所指的就是天意

的安排，所以「透過天意，世界上最初的各種政府都以宗教作為他們的整體

形式」（NS1109），故各時代社會發展的過程和結果都不是在人類的預期

企劃中產生的，「因為天意以自身不可衡量的善性作為它的目的，因此它的

安排必然總是超出人們為他們自己所設計的內容而導向善」（NS343），也

就是說，「善」的最高原則是不變的，但在這個最高原則下，人類的社會發

展是非意期的、非個人可以操控的。  

綜合上述兩個面向，從教育的角度觀之，Vico所揭示的社會起源過程乃

是人性的發展過程，而由於人類本性中的利己和保己特質，與其自身對天意

的揣摩和詮釋，遂成為人性變化及發展的主要因素，這是教育型態中所揭示

之人類的自我教育特質。其次，在人類社會的起源過程中，Vico所賦予社會

本質上的整體關聯性中，他進一步揭示客觀天意超越人類的構想，作為社會

發展的最高指導，人類永遠只能透過自身的臆測來掌握這個客觀的天意，而

正因為需要臆測，所以才會修整自己的行為，才有創造和社會變遷，從這個

過程來看，正符合了本文一開始所建構的「教育」判準。再者，雖然教育只

是社會整體關聯中的一部分，而且處在持續的變動中，但是，變動的是教育

所呈顯出來的氣質；雖然不同時代中教育的價值、制度、方式和內容都呈現

出其時代特質，但圖1所揭示的教育型態卻是一個超越時代變遷的存在事

實，也就是說，不管是神性的、英雄的、人道的時代，其教育型態仍然是經

由人類本性與天神意旨的衝突過程來進行立法和實踐，這個教育型態不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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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可以隨意操控的。  

三、《新科學》中的教育型態與Vico教育思想之關係 

就整體而言，《新科學》之潛在教育型態的核心，即是所呈現之天意對

人性的教化過程。因此，宗教信仰不但是人類社會起源的條件（Vico, 

1982c: 81），而且也正是產生教化作用的根本動力來源。故可以發現Vico在

他幾次演講中所論及的教育見解，也都和宗教議題息息相關，他的重點是要

讓學生了解天神、人、知識、學習等四者之間的關係。  

對Vico而言，上帝創造萬物，包括創造人類。而且在人類的身上，蘊含

著來自於上帝所賦予的神奇能力，並由人類內在自發而出。他指出：  

 

天神之意志的名稱是numen，如同全能的上帝以一眨眼瞬間的速度和巧

妙而藉由祂所創造的一切來表現祂的意志……。因為天神的善性創造出

祂意志中所渴望的事物，祂如此的作為巧妙地讓這些事物似乎是依其自

身的意志而存在……。希臘人讚頌荷馬的詩和尼各馬可的畫乃是因為它

們的出現似乎是依其自身的意志而生成的，而不是經由任何技藝才被創

造的，故我相信，詩人創造事物的這種能力乃是他被稱為「神聖」

（divine）的原因，因此這種製造事物的神聖靈巧能力乃是一種自然的

特質。在人的身上，這是一種難能可貴、罕見而卓越的能力，我們稱之

為naturalezza（自發性）。（Vico, 1982b: 76）  

 

由於這種能力是自發的，卻往往讓人類誤以為純然來自於其自身，而將

自己從上帝的觀照中分離出來，以單一的個體來關心他自身的個別事務，對

Vico而言，這是造成人類錯誤行為的原因。  

事實上， Vico致力於讓學生學習的是⎯⎯正確地認識自己（ 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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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17，更清楚地說，是學習正確地認識自己與上帝之間的關係。  

對於「認識你自己」（Know thyself）這樣的名言，Vico（1993: 39）的

解釋是：「認識你的精神（ spirit）」，並指出「身體猶如是精神的容器和

保護所，你一切的作為乃是精神的作為」。他進一步將精神與上帝併列在一

起來進行相關論述：  

 

……精神乃是上帝最顯明的形象。如同上帝存在於世界之中一般，精神

乃存在於人的身體之中；如同上帝遍布在世界各種要素之中一般，精神

遍布於每一個人體。（Vico, 1993: 40）  

 

對Vico而言，人類的精神蘊含著猶如上帝一般的神性特質，在他對大學

生的演講中，不斷想要促發學生去揭露的東西，就是存在於每個人內在的那

種近乎神性的心靈本性（ the near-divine nature of your mind）（Vico, 1980: 

230），並且鼓舞學生以一種「英雄的心靈」來培育人格氣質和作為學習的

動力，Vico指出：  

 

年輕人以英雄的心靈和宏偉的靈魂去做出偉大而完美的事物，去進行你

的研究。以整體來培育知識，讚頌你那近乎神性的心靈本性，從充滿在

你身上的神性那兒取得了熱情，以高昂的精神長期關注你的課業、閱讀

和研究，承受巨大的考驗……。（Vico, 1980: 244）  

 

而其中「以整體來培育知識」的教育理念，更是他希望回歸上帝的整全

性（a whole）而提出的教育途徑。Vico認為，只有上帝知曉一切事物，因

為祂「綜合」這些事物的各要素並將之含納在祂自身中，但是人們只是經由

                                                     
17 「認識自我」是收錄在Vico《論人文教育》書中的第一篇演講稿主題，

Verene指出，「認識自我」乃是語言修辭概念與道德哲學基礎的主要內涵，
透過Vico的演講，才得以重見這種純粹的人文教育理想（199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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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而致力於認知這些事物。他舉了一個例子：  

 

人類知識將人分解為身體（body）和心靈（mind），並將心靈再分解

為理智（ intellect）和意志（will）。再者，從身體中分割出，或稱為抽

離出形狀和運動；並且由此（如由各種事物一般）而產生存在與統一

（的概念）。因此，形而上學涉及存在，數學涉及統一與倍數，幾何學

涉及形狀與度量，力學涉及外部運動，物理學涉及內部運動，醫學涉及

身體，邏輯學涉及推理，而倫理學涉及意志。（Vico, 1982b: 53）  

 

這個陳述也顯現在《新科學》中有關知識的分類和演化的過程，但是人

類如此不斷「分析」的結果，讓知識不斷分支，將使人類愈趨遠離於上帝的

整全性，因為存在、統一、形狀、運動、身體、理智和意志等這一切，在上

帝那兒乃是整體的一件事，但是在人們那兒，它們是被分離的；Vico更指

出，一切事務的起源乃是從上帝開始，經由循環而都回歸於上帝，並在上帝

之中擁有它們的融貫性（consistency），一旦離開了上帝，它們全然盲目與

錯誤（1975: 156）。由於各種學術的原則都來自於上帝，故Vico希望透過教

育的途徑讓學生重新回歸上帝，以上帝的整全性眼光來關注公共的福祉；而

他採用的教育途徑主要有下列兩方面：  

(一)提供整體的教育內容  

既然知識是從上帝的整全中區分而來，故教育過程中為了恢復這種整全

的面貌，就必須提供一種整全性的知識給學生，一方面透過整體的認識來理

解上帝的存在，也透過不同學科來提升不同的內在能力，Vico指出：  

 

……形上學讓理智從感官的牢籠中釋放出來；邏輯讓推理能力從錯誤的

意見中獲得自由；倫理學從敗壞的欲望中讓意志獲得自由。修辭學存在

於去證實口語不能違背心靈，而心靈也不能背離論題；詩學讓想像力中

無法控制的狂亂獲得平靜；地理學讓直覺的錯誤獲得掌控；物理學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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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性激發你從平白無奇的自然中獲得它的神奇而讓你感到震懾。

（Vico, 1980: 235-236）  

 

既然每一學科知識都是從上帝的整體之中分支出來，現在Vico希望透過

這些學科來解放人的侷限，並培育人的各種能力，這猶如是透過上帝的整體

知識來建構人們內在的整體性。  

(二)重視綜合的教育方法  

Vico認為上帝綜合萬物之要素而含納於自身，故可以創造萬物，因此

「綜合」被視為是創造的根本動力，尤其對學生而言，一切創造的動力，如

理解力、想像力、覺知力、記憶力等，必須在綜合的方式之下才得以健全發

展，故他指出：  

 

幾何學促使創造力更敏銳，這不僅是它經由方法而被教導時，而且也在

經由創造力的途徑而被使用在其他許多各種不同的領域時。據此，我期

盼採用綜合的方法來教授幾何學，而不是分析的方法……。（Vico, 

1982b: 75）  

 

綜合上述，在《新科學》的教育型態中顯現出Vico整體教育思想的核心

觀點，即人類理解上帝過程中如何改變自身的行動，尤其從理解人與神之間

的關係著手，乃是認識自我的途徑，故Verene（1993: 13）指出：「Vico所

確立的觀點是，人文教育的目標是認識自我，並且要以整全的方式來探究知

識領域」。也就是說，Vico在他有關教育思想的演講中，極力想要表達的正

是《新科學》中所揭示的社會發展特徵，也可以說是人與神之間的互動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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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新科學》之教育型態的啟示 

據上述對《新科學》之教育型態的描述，以及所呈現的特質與意義，繼

而提出下列六項啟示：  

一、培育「英雄」人格特質的啟示 

從教育的觀點出發，《新科學》之教育型態的核心，與其說是天意對人

類本性產生的力量，不如說是人性改變所產生的意義。對Vico而言，人性的

改變並不是從詩性轉變成理性，而是詩性特質經由內在衝突與辯證之後所產

生的「詩性智慧」，《新科學》中指出神學詩人就是具有這種詩性智慧的

人，Vico將之視為「英雄」，這種人具有從人類本性而來的強烈熱情與想像

力，以及從天神而來的崇高氣質和智慧，故Vico賦予的理想人格乃是兼具這

兩方面的「英雄」，這也就成為他在教育過程中所要培育的理想人格特質。  

Vico將「英雄」界定為「始終追尋崇高事物的人」（1980: 230），他指

的「崇高」，一方面是指在自然之上的上帝，另一方面是指在自然之間（即

人世間）的人類福祉和知識創造，也就是藉由對上帝的認識，而將之轉為創

建社會的動力，因此他鼓勵學生：  

 

……心靈中的英雄氣質，將充盈著上帝，變化你的內心和意志，去達成

你學習中所要追求的事物，並且洗滌和純淨所有現世的欲望，以巨人之

勢嘗試闊步邁向你將去實現的事，這個神聖的真理是：「對上帝的畏懼

乃是智慧的起源」。（Vico, 1980: 231）  

 

將這段話結合上面已呈現的相關論述，可以看到Vico所揭示的五項理想

人格特質： (1)認識與發揮內在的神性心靈； (2)激發內心中的無限熱情； (3)

面對目標的高昂意志； (4)關心公共福祉的宏偉欲望； (5)面對上帝的謙卑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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虔敬之心。  

然而在這些特質中似乎看不到明顯的「理性」特質。事實上，在中世紀

的背景下，Vico深受文藝復興時代文化特質的影響，因而表現出一種理性與

信仰的融合情形，這種「理性」乃是回歸希臘哲學對自然真理與終極幸福的

思考與實踐，而不是Vico所處時代流行之笛卡兒學派所持的理性主義觀；所

以他反對將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與人文社會的研究方法混為一談，這對現今

過度將自然科學的量化典範轉移到人文社會領域來使用的情形，以及科技思

維過度運用在社會生活所造成的工具理性宰制現象，仍然具有十分明確的警

惕作用。  

另外，Vico指出當時研究方法最大的弊病是，「在自然科學上用了極大

心力，卻忽略了倫理學，特別是處理有關激情方面的人類心靈本性，以及這

些激情關係到市民生活與雄辯部分」（Vico, 1982a: 41），所以他認為面對

人類內心中騷動不安的欲望，可以透過「哲學」來調節靈魂而讓德性出現，

透過「雄辯」來點燃靈魂之光而實踐德性之義（Vico, 1982a: 45）。這樣的

主張帶給現今社會三個重要省思： (1)教育所關注的是身、心、靈的整體問

題，其內涵包括知、情、意的整體關聯與作用，這些要素之間的關係充滿著

高度的複雜性和不確定性，不應該使用自然科學的方法來加以簡化； (2)要

讓個體獲得適切的行為表現，應該關心他內在心靈的涵養，關鍵之處在於理

性與熱情的結合18
；(3)這種結合理性與熱情的教育內涵，培育的正是上述具

有「英雄」特質的人。  

二、社會內部要素之偶變性（contingency）特質的啟示 

如同前述，Vico所指稱的人性包含神性的、英雄的、人道的不同成分，

                                                     
18 Vico指出的是哲學與雄辯的結合，可以進一步看出，前者讓人從理解人與
上帝的關係中獲得正確的判斷，是一種廣義的「理性」概念；而後者是激

發熱情的途徑，讓人得以將正確的判斷堅定地實踐出來。故也可以說是理

性與熱情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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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共存於人的內在而具有不同的發展順序，也就是說，在不同的時空之

中，雖然天意不會改變，但是人性特質及其衍生之需求與利益乃不斷地發展

與變化，因而不同民族在不同時代中所構造出來的社會樣態並不相同，每一

個時空之中的社會，乃以整體而有機的特質變遷著，這乃是Vico的一種社會

體系（social system）觀，並顯示出教育在社會體系中亦隨著社會變遷而發

展著。  

在上述的教育型態中，人類對其本性的再認識，也就是對於自身需求與

利益之性質和內容的重新審視與行動，乃是構成社會變遷的主要條件。很重

要的是，每一個社會體系所立基的條件不相同，其內部人們對自身的「再認

識」結果，每個社會也將不一樣，故依此發展出來的每個社會制度是具有特

殊性與個別性的 19，如此呈現出來的社會制度具有多元性與相對性；在非意

期的社會發展中，蘊含的是系統內部要素的偶變性，這對於現今使用數學線

性模式試圖來將社會理性化，或將教育公式化的作為，具有高度的警惕作

用。  

再者，既然社會以系統的型態運作著，事實上就不可能是完全封閉的，

它必須與外界環境互動；也就是說，社會乃基於「自主而不自足」的特質

（吳靖國，2000），一方面努力維持自身的特質來影響環境，另一方面則不

斷吸收環境刺激來讓自身更為充實。因此，既然社會得以變遷，則必然具有

某程度的開放性。故從前面揭示的教育型態來看，當人類進行再認識之時，

如何吸取外界的觀點來充實自身的「再認識」之內涵，乃成為建構優良社會

制度十分重要的過程，而在這樣的觀點上，Vico是欠缺的，以致於無法從

《新科學》中找到不同時代之轉換的合理過程20。  

                                                     
19 這也反映出前面提及的Vico對於「社會事實」的定義（NS321）。  
20 從《新科學》中僅僅看到人性在自身社會結構中的自覺過程，這個覺醒來
自於天意，但是Vico又強調宗教所建構出來之「共通感」對人類造成的不
經反思的行為表現，這似乎讓人們要跳脫自身社會結構的侷限，變得十分

困難，而只能藉由社會結構內個體之間的欲望衝突來促成社會變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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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注重培養創造力與想像力的啟示 

從Vico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對人類原創力的重視，這種原創力來自於人

類的想像力、記憶力、覺知力、理解力等，而這些相關能力則是由他所強調

的感受（sense）衍生出來的，Vico對於「感受」的界定是：  

 

在拉丁字中，“sensus”一字不僅被用於外在的感覺，例如視覺，並且被

用於稱作animi sensus的內在感受（精神感受），例如痛苦、快樂和煩

惱等，而且也用於判斷、慎思和期願。因此， ita sentio意謂「我如此判

斷」、stat sententia意謂「這是確定的」、ex sententia evenit意謂「發

生在我的期望中」，在法律俗語中我們還發現ex animi tui sententia（符

合你的判斷）這個用語。……事實上，沒有任何一個異教團體相信人類

心靈是完全非肉體的，故他們認為由心靈而產生的一切乃是感受，也就

是說，無論心靈所做的或所經歷的，乃是一種具體物的接觸（a contact 

of bodies）……。（Vico, 1982b: 68-69）  

 

可以看出，Vico將「感受」視為身體、心理、精神三方面的整體作用，

包括知、情、意的整體發展，如此對於感受的培養，反映出一種「全人教

育」的理念。也就是說，創造力的培育，應該要置入全人教育的理念中，讓

「感受」所涉及的身、心、靈三方面的要素一起調和運作，才會是一種兼具

人本關懷與自我創生的教育方式。如果僅僅是一種功利導向之下，為了自身

利益而發展出來的工具理性意義下的創造力，將是有礙於人格健全發展的教

育方式。  

再者值得省思的是，Vico將與創造力相關的這些能力（以「感受」為核

心的想像、記憶、覺知、理解等能力）完全賦予孩童，並且將孩童比喻為最

初的人類，也就是說，所有原創力的基本形式都保留在孩童的身上，這顯示

出Vico對孩童具有強烈的浪漫色彩；然而這樣的浪漫色彩卻兼具著一種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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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因為它僅僅建立了想像力和創造力之間的相關性，而卻沒有區別出兩者

的差異性，故很容易造成將想像力誤解成為創造力，這是在教育上非常容易

混淆的部分，在他的相關著作中皆未直接對兩者進行釐清，必須謹慎且仔細

地思考Vico在《新科學》之不同段落中的相關描述，逐漸體會和掌握出從

「詩性」到「詩性智慧」的轉換過程，才可能辨識出兩者的差異。  

四、情境衝突對人性開展的啟示 

接續上述浪漫色彩的危險性，進而發現Vico賦予孩童的浪漫看法乃異於

Rousseau，在《愛彌兒》最開頭的一句話：「無論何物，出於自然底創造，

都是好的，一經人手就弄壞了。」（魏肇基譯，2000：1），其表明了人性

本善的基本信念。在這種「自然神論」的思維中，神性代表著自然，也代表

著善性，嬰兒的出生處於「自然而然」的狀態，所以最接近自然而然者，當

然就最具善性的了。  

Vico雖然同樣強調神性所代表的善，但是他並沒有把人的「自然而然」

視為一種善；對他而言，人類的善反而是人為的結果（詩性與智慧作用的結

果）。他強調，運用感官時期（孩童時期）的心靈是純潔的（Vico, 1975: 

145），但是他所謂之「純潔」並不等於善良，而是指稱一種自然本性的呈

現，一種沒有經過刻意雕塑的素樸特質，而這個特質是想像、記憶、感覺、

理解、誇大、恐懼、迷信……等，這不是由「善與惡」來界定的，所以是一

種「能力上」的純潔，而不是「道德上」的純潔。  

這樣的說明所要強調的是，人類素樸的本性（詩性）本身不是善與惡，

它僅僅是某種能力，而具有可善與可惡的兩面性，如果讓這種本性進行「盧

梭式的」消極教育，將不會自然而然地出現「善」。Vico所強調的「善

行」，要在衝突的情境中才得以產生，就如同「詩性智慧」是在衝突之中產

生的一般。而另一方面，對Vico而言，「善」來自於天意，而教化過程要導

出人類善行，不是要壓抑人類的本性，更不可能是透過理性來壓制詩性，因

為任何事務從來不可能離開本性而長存。因此，教育上提供衝突的情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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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壓制學生的原始特質，而是藉此轉化原始特質，這是人性的提升，一種

人性質地不斷複雜化與精緻化的過程，而不是一味地透過教育來讓人類理性

化。  

五、培養虔敬之心的啟示 

Vico賦予天意一種奇魅（charisma） 21的力量，「無論是何處，人民在

武力上變得野蠻而使人道法律不再有任何地位時，唯一能夠制服他們的有效

途徑就是宗教」（NS177），因為Vico認為，「法」來自於「天」，它從

「天」獲取了正義的真理而成為人類行為的準則（NS14），神學詩人以至

於後來的立法者都在執行與貫徹這樣的事情。甚至《中庸》也指出，能夠

「上律天時，下襲水土」之聖人，其德、位兼具，才得以制禮作樂（第30

章；第31章）；故對儒家而言，聖人就是立法者，而所立之法仍然來自於

「天」。據此，「無法無天」乃是一件極其嚴重的事。  

當宗教被認為迷信或不科學之後，敬畏之心已經不再，阻止人類膽大妄

為行徑的力量消失了，舉頭三尺的節制之德不見後，教育上不斷尋求要建立

一種自我反省與批判的機制，但是自我反省與批判的基準點是什麼呢？如果

每個人以私欲的需求和利益為基準點，那麼教育所培育的多元性，便成為一

種「一元性的多元」，社會上僅充斥著堅持一己之私的各種不同個體而已，

利益衝突之際，在「無法無天」的情況下，就憑誰的力量大了；這種情形將

是社會人際之間的弱肉強食，而且是造成「以人類為中心」的宇宙宰制觀之

根源。  

Vico讓宗教的虔敬之心作為「一切道德、經濟和民政德性的根源

（mother）」（NS503），其之所以能夠如此，乃因人之本性在宗教的導引

                                                     
21 “charisma”一詞係來自於M. Weber，他指出「某些人因為具有這種特質，而
被認為超乎常人之上，賦有超自然及超人的、或至少是特殊的力量或品

質。這是尋常人所不能具有的。他們賦有神聖的、或至少是卓越的特性，

因而被視為領袖」（陳曉林，1987：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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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呈顯出「奇魅」特質，也就是因為人性處於如此「奇魅」的氛圍中，才轉

化了生命中的乖劣、野蠻、偏激氣息。教育上應該保留人類心中的「奧秘」

（myths）之境，而在此境中賦予虔敬之心；就如同M. Heidegger在〈論真

理之本質〉（On the Essence of Truth）中所陳對「不可思議者」（mystery）

的覺察，以能避免造成對存有的遺忘（Heidegger, 1993）。  

宗教對人性的導引過程，主要是讓人類對「奧秘」產生「虔敬」的態

度，也就是對於「不知道」、「不確定」的尊敬和敬畏。後現代主義對傳統

知識觀僅僅關注於建立已知和確定性而進行了省察和批判，確實突顯了「奧

秘世界」這塊尚待開發的境地，但對於後現代教育實踐者而言，不僅是讓

「不知道」、「不確定」、「奧秘世界」成為開展學生可能性的基礎，更關

鍵的是「虔敬感」的培養（吳靖國，2005）。當然，這個「奧秘之境」不必

然要來自於Vico所言之基督教神學，它可以透過對宇宙星空之奧妙、形而上

之哲理、自然生命之神奇……等不同面向的體認而獲得。  

六、整體、融貫與超越之知識觀的啟示 

Vico曾指出，過度強調區分門類（ categories）的人雖然「能夠認識字

母，但無法將字母結合在一起，以致不能閱讀這本自然的偉大書籍」

（Vico, 1982b: 73）。這樣的理念不但回應了前面所論及的上帝整全觀，同

時也指出學習上三種重要的能力： (1)學習不是針對單一事物（字母）進行

個別認識，而應該要掌握各事物之間的關係，建立出這些事物之間的整體性

（各字母在整段話中的角色），此乃「整體學習」之能力； (2)已經置入整

體之事物，應該進一步掌握出核心意義（整段話的意義），亦即在理解整體

事物過程中融貫各事物之間的特質，此乃「融貫學習」之能力； (3)在融貫

各事物獲得各段落之意義後，必須進一步找出隱藏在事物背後的道理來，這

是超越事物現象後對道理的瞭悟，乃是「超越學習」之能力。  

也就是說，在教育過程中，教師的指導不宜只是「分析」，更重要的是

「綜合」，而學生綜合能力的培養，必須導引其進行這種整體、融貫與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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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習；事實上，這種學習過程指向目前大學積極推動的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或博雅教育（ liberal education），並藉此省察目前實施之通識教

育內涵僅僅偏重「整體學習」的弊病，以提供教學過程進一步加強融貫能力

與超越能力重要性。  

柒、結語 

由於《新科學》是一部研究人類社會起源的著作，而本文為了掌握蘊含

在《新科學》中教育型態，乃針對Vico的社會學觀點進行探討，並掌握出人

類社會起源過程中的四個核心重點：  

1.人類社會的起源乃是天（天神）、地（自然）、人（心靈）三者整體

互動的結果。自然現象（以「雷鳴閃電」為關鍵）是起點，人類內在的「詩

性」（欲望、恐懼、想像、揣測、誇大……等特質）是動源，而「天意」則

是提升這個「詩性」動源的力量。  

2.事實上天、地、人三者之間，係以「人」為核心的發展，是人類自己

的意志創造出天意來節制自己，讓人的「詩性」往宗教之善來發展，進而產

生「詩性智慧」，而這種「詩性智慧」才是促使社會繼續發展，並且往善性

發展的根本動力。  

3.Vico所描寫出來的社會乃是一種非個人能夠規劃及意期的社會，這個

社會是在每個人的需求與利益之下相互折衝而發展出來的，其之所以能夠整

合，乃是建基於「宗教」所形成的「共通感」，依此「立法」而成為社會制

度，成為共同的行為規範。  

4.由於人性內在同時蘊含著不同特質，個人內在的這些特質與所處之環

境互動過程中，基於其需求與利益的考量下，促使社會制度不斷地變遷，因

而造成社會整體而連續的發展，從神性時代、英雄時代到人道時代持續地復

演著，雖然每個社會之間都具有其不同特性所發展而成的相對性，但人類與

天神之互動關係是不變的，這顯示出Vico在變動的社會發展中蘊含著形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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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恆常性。  

再者，本文從一般教育學者所接受之教育的基本定義⎯⎯「改變」與

「價值」⎯⎯出發，將兩者視為檢視《新科學》中所蘊含之「教育意涵」的

準則，揭露出《新科學》在描述社會起源的這個過程，係充滿著「教育意

涵」，故可以將《新科學》視為一部廣義的教育學著作，依此，進一步歸納

出社會起源過程中的教育型態，並指出這個型態所呈現的三個重點：  

1.人的原始本性（詩性）在天意（善）的導引下，透過「立法」而發展

出社會制度，並用以建立規範、改變人類行為，這是一個人類提升其品質的

「自我教育」過程。  

2.這個人類自我教育的過程，乃是透過宗教來轉化及提升人的原始本

性，從本性中的好奇、摹仿、感受、畏懼等本能，融入「宗教」而產生神

奇、崇敬、渴望、虔敬等態度，於是產生了「詩性智慧」，這是人性質地複

雜化與精緻化的過程。  

3.人的行為展現，從「詩性」的展現發展為「詩性智慧」的展現，這個

過程清晰地呈顯出「教育蘊義」。  

進而本文將《新科學》之教育型態的意涵置入Vico的整體教育觀來進行

理解，指出天意對人性所產生的改變，重點在於人類如何理解自身與上帝之

間的關係，而也恰恰反映了Vico人文教育理念的核心目標⎯⎯認識自己，藉

此可以看出他在教育理念中強調整全學習的主張。  

最後本文指出Vico的兩個欠缺和六個啟示。兩個欠缺是： (1)他雖然強

調社會變遷，以及在變遷中人性與社會制度之變化情形，但他僅從社會內在

不同成員「利益與需求」之間的衝突來觸發這個變遷，似乎無法合理說明這

種類似「典範」轉移的社會變遷模式； (2)他雖然將「教育意涵」蘊含在從

「詩性」（想像）到「詩性智慧」（創造）的轉換過程，但並沒有明確地指

出「想像」與「創造」之間的區別，很可能讓教育工作者產生混淆，而誤認

為培養「想像力」便能夠讓社會向善發展。另外Vico提供的六個啟示是：

(1)從培育英雄特質的主張中看出兼具理性與熱情的教育內涵； (2)從社會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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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特質中省思自然科學典範對人文社會領域的宰制情形； (3)從創造力與想

像力的培育反映出全人教育之理念； (4)從衝突中的人性變化看到轉化欲望

發展的教育導引過程； (5)從虔誠之心探尋與開發內心的奧秘世界； (6)整

體、融貫與超越的知識觀提供通識教育的發展方向。  

在《新科學》中確實看到Vico賦予人類自身的強大能力，而這一點也可

以在他的《自傳》中得到印證：  

 

……一切關於天神和人類的學問（ learning）有三個要素：知識

（knowledge）、意志（will）、和權力（power），而它們唯一的原則

乃是以理智（ reason）作為眼睛的心靈（ the mind），這理智的眼睛擁

有上帝所賦予的永恆真理之光……。（Vico, 1975: 156）  

 

他所指出的關鍵點在於人類的「心靈」，透過這個心靈才有所選擇，才

得以展現意志，而且這是一種「理智」的心靈，是一種受到天意之啟發後才

獲得的理智之心。  

綜合言之，Vico所表達的是，人類不但自己創造天神，也同時藉由創造

出來的天神進而創造出自己的社會和生活，並用以教化自己的精神和訓練自

己的身體。所以《新科學》中所描寫的不僅是人類社會的起源過程而已，也

同時描繪出原初人類的教育型態，只是這個教育型態被Vico融貫在他的整體

社會觀之中，並沒有具體而直接地陳述出來，故經由本文而予以揭示出來。

然而，由於本文之目的僅在於呈現這個潛在的教育型態，故只針對教育型態

中的構成要素來進一步思考教育，主要包括人性發展的問題、天神意旨的問

題、社會制度發展的問題三大部分。事實上，在《新科學》中仍然蘊藏著許

許多多未被開發的部分，尤其Vico所提及的許多重要理念，例如「詩性智

慧」、「想像的共性」（ imaginative universal）、「共通感」……等，部分

用詞雖然在本文未曾討論，但它們也都對教育蘊含著相當豐富的啟示，皆值

得一一專文繼續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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