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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職

演講影音

學歷

•	 全人實驗高級中學校長

•	 台灣全人與民主教育協會理事長

黃政雄

講 者 簡 介

•	 台大數學研究所碩士、具有民主教育二十二年教學經驗。

人
權
與
民
主
教
育



文化與教育的翻轉現場

211

輯三 

講題精采保留與延伸論述

人權與民主教育

關鍵詞：人權、民主教育、自由、尊嚴

大家好，今天大家都辛苦了，一大早過來。剛放暑假，在學

校上了很多課，然後來這邊又上了這麼嚴肅的課。因為我看了

一下課表，有講憲法的，有講歷史的，還有講人權的，所以我

希望大家可以盡量放輕鬆一點。我介紹完以後，希望有一個比

較多的時間對話，也許完了以後還有小組的對話，其實在我們

學校很強調對話。

自由權、生命權及追求幸福的權力　　

我大約先介紹一下，然後我提幾個問題，做為一些引子。首

先我先介紹一下什麼是人權跟什麼是民主教育。先講故事：人

權這個概念怎麼來的，我不知道在座有沒有人知道人權概念一

開始怎麼來的？其實它跟基督教的人文主義，有很大的關係。

在 16 世紀的時候，蘇格蘭有一個新教的改革，它的靈魂人物叫

做約翰 - 諾克斯，他在日內瓦的時候，據說他跟那個喀爾文，

（我們都知道基督新教一個是喀爾文主義，一個是路德教派。）

他跟喀爾文是神學院的同學，他把喀爾文這一支的神學帶回去

蘇格蘭，想要在蘇格蘭建立一個理想的教會。他們主要的教義

是這樣子；他相信，每一個人都被上帝賦予相同的理性、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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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還有尊嚴，所以他們在面對世俗的權力的時候，包括教會

的權力，包括國王的權力，他們有辦法挺直腰桿。他覺得我們

跟國王，跟這些神父，基本上都被上帝賜與同樣的能力。譬如

理性、良知、審美判斷等等這些能力。在他的影響之下，蘇格

蘭新教在啟蒙運動的時候，有很多人移民到美國，影響到美國

的獨立宣言跟美國憲法的制定。在美國的獨立宣言上，五十幾

個獨立宣言的簽署人，裡面有將近二十五個，將近一半都是蘇

格蘭新教的，這段歷史大家比較少聽說。在這個影響之下，它

具體表現在美國獨立宣言，而且表現在前言，一直到歐巴馬在

選舉的時候還一直提到這一段前言。不曉得大家還記不記得這

段文字。這大概是人類最最有名、最重要的文獻之一了。這一

段前言第一句話這麼說：「我們認為下面這些真理是不證自明

的（self-evident）」，據說這句話是富蘭克林跟傑佛遜建議的，

他原來不是用 self-evident。這些真理是不證自明的，什麼真理？

造物主創造了平等的人，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力，主要

有三項，就是自由權、生命權，還有追求幸福的權力。

所以當我們今天在說人權的時候，其實它主要有幾個內涵，

一個當然是生命權。第二個，是自由。第三個，是尊嚴。尊嚴

這個東西是一直隱含在裡面，但是一直到二十世紀才慢慢越來

越清楚。尤其是德國，在經過納粹的慘痛教訓之後，西德在建

立基本法的時候，就把它納為第一條。就是「人的尊嚴不可侵

犯」，這個變成德國基本法的根本原則。但是一直到今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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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尊嚴卻常常被侵犯。大家這幾天應該還記得，我們還有一位

人權工作者李明哲被關了一百多天。還有劉曉波剛剛死掉。因

為中共拒絕讓他接受癌症治療，實質上剝奪他的生命權。所以，

人的尊嚴常被侵犯。在這裡我要問幾個問題了；賓拉登被美國

的特種部隊狙殺之後，德國總理梅克爾在記者會說，她很高興

賓拉登被殺掉了，邪惡被消滅了。隔天，德國自由派的報紙馬

上開始強烈地批判梅克爾。梅克爾知道他講錯話了。講錯什麼

話呢？好像很少人意識到這一件事情；賓拉登有沒有經過審判？

沒有！有沒有經過合法的程序呢？沒有！賓拉登是不是人？

是！賓拉登有沒有人權？有！OK！隔天梅克爾馬上就改口了。

梅克爾說：我的意思是說：這是一件悲劇。有時候我們為了防

止更大的罪惡的時候，會有很多不得已的做法。

壞人有人權嗎 ?

我提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極惡之人有沒有人權？關於這個問

題，我想起幾年前發生的一個事件；挪威有一個極右派的年輕

人，在他們社會主義左派的一個夏令營裡面拿著一把狙擊槍，

連續殺了好幾十個年輕人，16 歲、17 歲、18 歲、19、20 歲。因

為挪威沒有死刑。大家聽到他的待遇以後，有很多人都憤憤不

平。因為去年有一則新聞提到他向法院提出控告：告政府剝奪

他的人權。什麼人權？因為早上給他喝的咖啡是冷的，剝奪他

的人權。他可以去上大學。他住的房間，哇，大概二十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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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健身器材，像套房一樣。還有室內運動腳踏車，還有讀書

的空間。很多人無法理解這件事情。就是極惡之人有沒有人權？

這個問題包含了死刑與人權的關係。因為人權概念還會碰到死

刑的議題。關於死刑議題我跟很多人，很多朋友，辯論很多次。

有贊成跟反對死刑的。但是，我每次都會提出一個邏輯問題：

就是極惡之人，被判死刑的人有沒有人權？人權包括生命權。

你知道為什麼我們要把一個人處死嗎？通常是因為這個人做了

極惡的事，譬如說他殺人，而且殺很多人，很殘忍地殺很多人，

所以我們判處他死刑。邏輯上，這意思是什麼？為什麼我們判

處他死刑？我們要告訴這個社會還有這個死刑犯殺人是不對的。

也就是說，我們用殺死他，來告訴他、告訴社會殺人是不對的！

關於這個邏輯上的矛盾，我不知道支持死刑的人，如何面對這

個矛盾？其他有很多各種正反雙方的論點，我們都可以再深入

談，但是這個邏輯矛盾我也一直想不清楚。所以，極惡之人有

沒有人權？

十個人的人權會不會比一個人的人權多？

再來第二個問題；人權有沒有數量之分？十個人的人權會不

會比一個人的人權多？再講一個故事。在十九世紀的時候，維

多利亞時代有一艘英國的商船，航向南美的時候碰到暴風雨船

難。結果，船長跟兩個資深水手還有一個年輕水手大概 17 歲，

他們坐上救生艇。把能吃的能喝的東西帶上船，經過一個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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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吃能喝的全部都吃完喝完了。那個比較年經的水手沒有經驗，

他就喝了海水，然後就開始生病、嘔吐。後來他們商量出一個

方案；就是他們抽籤，抽到的人，先讓其他人吃掉，如此他們

就可以再維持比較長的時間。在這個過程當中，因為那個比較

年輕的水手生病越來越嚴重，奄奄一息。而船長跟另外兩個資

深水手，他們都有老婆跟小孩。他們商量的結果是；反正他已

經快要死掉了，我們就不用抽籤了。結果他們三個人就把他吃

掉了。後來他們獲救了。獲救回到英國以後，媒體就登出來了。

那時候，這個事件瘋傳整個歐洲。最後，正反兩派都有，有的

人覺得那樣的行徑情有可原，有的人認為不管怎樣這個原則，

就是不可殺人這個原則，即使是自願的也不行。如果你是法官，

你會怎麼判？到最後法官做出判決了，但是這個答案留給大家

自己想。如果你是那個法官，你會怎麼看這樣的案子？這是個

兩難情境，但是他背後的問題，就是在一般或極端的狀況下，

人權是不是跟數量有關？人權對於極惡之人適不適用？

男人女人老人小孩的人權都一樣大嗎

再來第三個問題：人權跟年紀，還有性別有沒有關係？同婚

這件事情才剛由大法官做出了判決，這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讓大法官做判決是比較簡單的一個解套的方式，社會不用繼續

再撕裂。其實可以討論的面向非常多。當人權的價值與傳統價

值衝突時怎麼辦？譬如說同婚的人，他們想擁有家庭這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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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追求幸福的權利，也是剛才提到的美國獨立宣言其中一項權

利。但是我們又要尊重一個社會的傳統，這時候怎麼辦？我們是

不是要更挖深，傳統怎麼來的？還要考慮整個時代的背景。當然

我們都知道家庭的傳統，跟傳宗接代有很大的關係，但是在我們

這個時代，科技已經帶來很大的改變了！

我在前幾天才看到一個最新的研究報告；我們現在的生物科

技，可以拿一個人的皮膚細胞，直接在幹細胞上把它變成精子，

也可以把它變成卵。所以同一個人可以做一個精子和一個卵，然

後交配繁殖。或者是同性也可以。如果科技上已經能夠做得到這

地步，在這樣的一個脈絡之下，我們要如何重新回來看待家庭？

而且很有可能，一個受精卵會有四個爸爸媽媽；你把一個人的精

子和另一個人的卵，結合之後放在另外一對夫婦所產生的胚胎，

這時候你會有四個爸爸媽媽。這樣的倫理在我們現在這個時代怎

麼辦？所以人權跟性別的關係應重新思考。還有另外一個是年

紀，這就是我們要講的另一個重點。民主教育應從小開始；有一

次，有一個家長很生氣，帶著她的小孩還有媽媽到學校來找我。

爸媽兩個人一開始就劈哩啪啦批評小孩不對。原來是小孩和爸爸

發生衝突。生氣的時候推了爸爸。這已經涉及暴力行為。我想再

問清楚一點，爸爸就一直說他不孝，這樣子對嗎？一個孩子可以

這樣子嗎？我又把小孩帶開再問清楚一點。原來他爸爸進到他房

間看他的日記。之後我說我不知道孩子對或不對。因為對或不對

是放在一個文化的倫理脈絡裡面來考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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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放在儒家的脈絡，孝順是最高的價值，那他當然不

對。但是如果我放在現代國家的法制，考量人權問題。那就是

說爸爸侵犯了孩子的隱私權了。在這個脈絡之下，好像爸爸也

有錯。我們這個時代碰到了許多價值衝突，一直有被公開討論。

從西方來的這個人權概念，與我們的傳統價值衝突時，這時候

怎麼辦？

民主教育的起源

我人權先講到這裡，再接下來我大概比較快地介紹一下什麼

是民主教育。民主教育大概可以追溯到 1924 年的波蘭，有一位

醫生叫柯札克醫生。他在孤兒院裡面，第一次引進了學生法庭

跟學生議會，就是由學生共同來決定他們的公共事務，決定他

們自己的生活事務。後來納粹攻進波蘭以後，他拒絕被營救。

因為他有機會可以逃跑。他拒絕離開這些學生，這些學生都是

猶太人。後來他們都被送到集中營，他後來就死在集中營裡面

了。我今年四月去以色列的大屠殺博物館，在外面還有看到紀

念他的廣場。波蘭也為了紀念他，推動聯合國兒童權力公約的

簽定。讓兒童權力宣言變成公約。去年 12 月的時候，這個柯

札克基金會的主席，是一個猶太人，還有他們波蘭的兒童權力

監察使，到我們學校來跟我們老師跟學生對話。柯札克醫生的

生平和想法後來有寫成書跟繪本，有一本書叫《如何愛孩子》

by  Janusz Korczak。這影響到後來的兒童權力宣言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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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教育另外一個來源是來自於英國夏山學校。還有美國瑟

谷學校。夏山學校大約是一百年前尼爾在英國的夏山成立的。他

也引進學生議會跟學生法庭。接下來是美國的瑟谷學校；大約在

五十年前創立於波斯頓大學的社區。那時候的創辦人覺得他研究

了美國的歷史跟教育，發現美國的學校是全美國最不民主的地

方。基本上我們今天的體制教育，沿用的就是十九世紀普魯士發

展出來的公立教育體系，生產線的模式。一直到十九世紀美國的

麻州再把它改善，到最後我們現在整個的教育體系，就像一套很

嚴謹的工業生產程序。在這樣子的教育體系，就是生產線模式的

教育體系中。人，就像產品一樣經過這樣子和那樣子的程序，最

後生產出來的一個產品。我們都是這樣來的，所以他研究完以後

才會在波斯頓這邊創立了瑟谷學校。瑟谷學校除了有學生法庭跟

學生議會外，學習也完全自由。這個就蠻困難的，一般家長很難

接受。後來在 26 年前，所有這些類型的學校，在歐洲舉辦了國

際民主教育年會，一直持續到今天。創始者有一個以色列人、一

個英國人，還有一個美國人，他們共同創立了這個國際年會。

選擇和決定

我們民主學校有兩個基本的定義；第一個，就是學生對於自

己的學習有選擇權。再來是，公共事務還有生活事務由全校的師

生一起討論和決定。這兩個是基本定義。我再稍微講清楚一點；

我介紹的是民主學校。第一個，民主學校它可以是建立在聯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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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權力宣言的基礎上。我們臺灣也是簽約國。如果我們把它

當一回事的話，民主教育是很自然的結果。所謂兒童權利宣言

所指的兒童是從 0 歲到 18 歲以前的小孩。兒童權利宣言第二條

明確宣示：應該讓兒童在自由跟尊嚴的情況下獲得成長的機會。

自由跟尊嚴，就是剛才說的人權的內涵。所以，如果我們真的

把兒童權利宣言，我們簽訂的宣言當一回事，民主教育就是很

自然的邏輯結果。但是，現在世界上大概主要是歐洲，是最大

宗，還有以色列。以色列是目前民主教育做得最好的地方。

民主學校的運作

大家可能第一次聽到這樣的民主學校，你們可以一起跟著我

想像，一個民主學校，它的課堂會怎麼運作？它的生活會怎麼

樣？我舉我們過去幾個案例來說明。你們有沒有想像過？一個

學生從國中到高中，當然是混齡，只要他有興趣都可以去學任

何東西。譬如說我們這一學期有一個課程叫做經典小說，我們

讀了三本小說，第一本是《長日將盡》，是一個日裔英國人寫

的小說。他去年得到英國的最高文學榮譽叫布克大獎。這也是

亞馬創辨人貝佐斯推薦的一本小說，你有興趣可以找來看看；

第二本是《一九八四》，因為川普執政以後，它在美國變成銷

量最高的小説。《一九八四》是喬治 - 歐威爾寫的。內容描述一

個極權政府是如何運作的。就像中共這樣的政府它是怎麼運作

的；第三本書作者是赫曼 ‧ 赫塞，書名叫做《徬徨少年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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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講一個人如何一步步走向自由。你覺得民主學校這樣的課會

怎麼上。我們大概有 15 個人修課，每一次兩到三個人負責帶討

論。他們帶討論的時候提出的問題，還有討論的那種深度，也許

你沒有碰過會很難理解。這些國中生跟高中生討論的深度不下於

大學生。我猜在臺灣的大學幾乎也很少討論，老師問有沒有問

題，大家都是一片沉默。但是他們從國中高中就能夠討論這個東

西，每一次也學習如何帶討論。跟我一起帶討論的老師是台大外

文系畢業的。我發覺他對文章的觀點，並不在學生之上。所謂不

在學生之上，就是我們不用上下去比較。而是讓每一個人都可以

從自己的視角，從自己的生命經驗切進去，形成自己的觀點。在

這中間也學習如何討論、如何挖深地討論文本。學期末，他們每

一個人再選擇一本書或兩本書做出報告，這是在民主學校會用的

上課。但是他進不進來上課是他自己的選擇。

再來我談談比較重要的自治會。在自治會之前有一個像你們

剛才分組討論的生活小組，其實常常有人來觀摩。譬如說上次有

一些老師來，他們加入我們生活小組的討論，對於討論的氛圍和

深度都印象深刻。剛才我提的這些問題其實在我們生活小組都討

論過了。生活小組討論過了以後，各組會再到自治會來分享，這

是生活小組。我們通常會討論一些哲學議題或生活的議題，或者

是世界正在發生的事情。另外一個是提案討論。我們有一次提了

一個很重大的案；就是宿舍怎麼分配？我們過去宿舍分配都是由

舊生先把它安排好，新生來就依此安排入住。我們這次提出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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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公平分配宿舍的原則，結果很多舊生開始面對正義感與自利

的衝突。有很多人在發言的時候說：我知道，如果照原來的方

式我可以得到較多的利益；我可以選擇通風，或者是光線最好

的，空間比較大的，或者是套房。但是我為了想要追求公平，

要讓所有新生可以參加，要讓每個人使用的空間基本上是一樣

的。討論了三個多小時，那一次剛好我們有一個校友回來，這

一個校友現在是在立法院的黨團工作，工作兩年。他的老闆大

概是立法院比較大牌的立法委員，他三個小時聽完以後，他跟

我說，討論得非常棒，我說我很早以前就說了，我們討論的水

準比立法院還高。以前也有大陸一個北京師範的老師來參加我

們自治會，看到那個討論，說小孩居然有辦法這樣子就事論事。

這就是為什麼我一直覺得我們自治會的水準比立法院還要高。

高在哪裡，不只不會打架，還會尊重別人發言的權力。對，還

有一個更重要的；他會認真對待別人的想法，會真的傾聽。

真的聽，而且認真去回應

我們常常說：民主是每一個人都可以講自己的話。但如果每

一個人都只講自己的話，沒有人在聽別人講話，民主要怎麼運

作？民主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傾聽，真的聽，聽別人真正的想法，

而且認真去回應。怎麼在自己想法跟別人的想法之間互相說服，

最後可以找到一個大家共同同意的東西。並且尊重大家共同的

決議，這是民主真正在做的。我發覺一個小孩，當他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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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情感被當作一回事的時候，他就事論事的能力真的比大

人強很多。因為大人有太多既定的偏見。我們威權文化有一

種無意識的傾向，我常常把它叫作第二天性；就是很急著要

去否定別人，尤其是否定小孩。真正的人權素養反映在我們

日常的實踐上，我們把它叫人本精神。人本精神是以人的自

由跟尊嚴為基底。人權不只是一個概念，實踐才是最重要的。

哲學家尼采講過；他說的這個可以作為真正人本精神的定義，

他說一個最高貴的人類，所應該具備最重要的特質是什麼

呢？就是成為一個不再否定的人，當我們碰到挫敗跟困境的

時候，我不會埋怨他人，我不會抱怨環境，我就是會想辦法，

想到辦法，努力讓自己脫離困境。當我們跟別人合作，互動

的時候我們不會去否定別人，不會去批評別人，完全有辦法

就事論事。

人本精神是人性比較高貴的部分。但是在一個威權的文

化裏頭，要實踐人本精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臺灣今天真

正困難的是：經過二十幾年的轉型，那個文化的第二天性，

讓我們很快要去否定別人，或者是我們缺乏自信，很容易要

防衛自己，或自我欺騙。這個東西必須從小在一個人本的氛

圍裡面，就是民主教育這樣的一個氛圍，才能培養出來。我

們常常說這樣的學校叫做民主學校，也會說這樣的學校叫自

由學校。其實這兩者有一些差異；因為民主基本上就是形式，

或者是一套程序。它的目的是為了保障每一個人的自由，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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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跟人之間的權利平等，而且讓人可以對話，

所以民主是一套程序，但是自由才是內涵。民主要保障的是

每一個人的自由，還有每一個人的尊嚴。讓每一個人都可以充

分地被聽到。有一個人用白話把民主的精神講得最好，就是梭

羅，寫《湖濱散記》的梭羅。他在 18 世紀的時候美國麻州的公

民講堂，提出很多關於一個理想的民主運作的經驗。後來因為

美國發動跟墨西哥的戰爭，他覺得這是一場不義的戰爭，所以

他拒絕繳稅，於是就被關起來了。他在提到民主的時候這麼說：

「對我來說，別人對我最大的肯定，就是詢問我的想法，並且

傾聽我的回答。」

真正民主理想的運作，不是一種技術。它必須變成生活很自

然的一部分，這也是臺灣未來真正要努力的。如果臺灣真的有

一天走到那樣的地步的時候，我覺得很自然的這個世界就不會

輕視你。現在，當我們要跟中國大陸區隔的時候，唯一可以區

隔的還是民主。但是我們目前還在走向真正的公民社會，一個

以人本精神為核心的社會的過程當中，其實跟大陸的區隔大概

差個二十幾年吧！但是臺灣唯一的路就是真的深化民主，讓臺

灣真的變公民社會，我覺得這應該要從小透過民主教育開始紮

根。

真正的國防是深化民主

我記得今年四月去以色列參觀了五所學校，去年去荷蘭跟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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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也參觀了八所學校。我在荷蘭的一所民主學校看到一幕我印象

很深刻；有四個老師跟五個小孩在討論一件事情，我坐在旁邊。

我聽不懂荷蘭文，但是我仔細觀察他們的肢體語言。我看到小孩

跟大人在討論的時候是非常自在的。小孩們大概是八九歲的年

紀。他們是在討論一項校園改善的一個工程。以色列的孩子更厲

害。幾乎每一個孩子，我看他們每一個在發言的時候，在二十幾

個國家的人、老師面前，每一個人都非常有自信。都可以跟你侃

侃而談。我認知到：除了別人的尊重和傾聽外，更重要的是你自

己從內在要有一種自信；當我在發表想法的時候，全世界應該理

所當然地好好聽我講，你也是應該這樣子對待別人的。從小這樣

子把這種氣質培養起來，臺灣就不用那麼多的國防武器了。我覺

得我們真正的國防是去深化民主，讓台灣成為真正理想的公民社

會。這才是我們真正的國防。

我先介紹到這裡，接下來可以用對話的方式，大家可以先想

一下。

現場提問

Q：如果人權的存在是會壓迫到其他物種生存的權力，那你

覺得這個人權是否有修改的必要呢？就是我們自 20世紀開始強

調人權以後，可是事實上我們卻逐漸壓縮各物種的生存權力，以

致我們走到現今這個不可挽回的地步，那這樣的話，人權是否有

修改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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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這個問題有一點複雜，就是我們現在的人權受到新的挑

戰。你知道，不只是臺灣，在全球，人工智慧的發展跟生產自

動化，在未來五到十年會逼過來，所以財富分配不均這個問題，

也就是說弱勢者追求幸福的權力，弱勢者的自由會一直被壓縮。

因為有錢人可以用錢堆疊出很好的教育。

這個問題就是說，人類社會的問題會非常複雜。我們當然要

考慮到其他物種的權力，而且勢必我們也必須考慮。我們好多

的東西都是從其他物種得來的。我們很多的藥是從植物提煉出

來的。所以我們必須跟其他物種和平共存。所以很自然地把這

個生命權的概念推廣其他物種，生命共同體包括其他物種，這

當然是很重要的。但是通常我們顧不到那裡，我們人類基本上

還在自顧不暇，這個東西要如何兼顧呢？

未來五到十年整個世界將會劇變。其實我這幾年的焦慮感

更深，為什麼呢？ Microsoft、Google、Amazon、Apple、Face-

book，這五大公司，他們在今年投注了六百多億美金要發展人

工智慧，相當於美國全國非國防的研究經費的總合。

人工智慧對人類有什麼威脅呢？去年 Elon Musk，就是

space-X 的那個創辦人，跟比爾蓋茲，還有霍金，就是黑洞理論

的創立者，他們聯合呼籲，全世界各國政府要暫停發展人工智

慧，還有牛津大學的人類危機研究中心，他們把人工智慧發展

跟全面核戰還有彗星撞地球並列為會威脅人類生存的三個因素。

所以人工智慧一直逼過來，還有自動化的發展。為什麼臺灣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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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問題不會解決，你要怎麼叫老闆調高薪水，我用自動化可以節

省成本。這個東西只能透過法律跟稅制，還有公民社會的討論去

解決。所以芬蘭跟荷蘭，還有瑞士去年開始討論無條件基本收入

這件事情。

所以公民社會為什麼重要，因為這個問題逼過來了，如果真

的未來五到十年，人類的人工智慧還有自動化取代大部分的人

力的時候怎麼辦，這是每個人內心中隱隱的焦慮。大部分人可能

還沒有看到整個世界這種劇變的影響。日本最大的互助保險公

司，今年理賠部門將要裁掉三成的人力。因為他們跟華生，就是

IBM 的人工智慧合作，發現了人工智慧比人工更厲害。還有，

我一個朋友在中研物理所，他們的團隊在做廣義相對論，前幾天

在算一個數學問題，他們算了兩個多禮拜，頭昏腦脹算不出來一

直搞錯，後來就找一個研究生寫了一個程式叫電腦去算，零點零

幾秒就算好了。所以你現在在學校學的這些數學，背的這些東

西，電腦按了就有，電腦都比你厲害，這時候你怎麼辦？

人的價值在我們這個世代必須被重新思考。我一直在想，這

個時代會不會有那麼多時間等我們慢慢調整。因為時代一直在劇

變，我相信民主教育可能越來會越重要。從小讓每一個人有獨立

思考的能力，可以跟別人對話，可以共同在對話中決定我們社會

的走向的，不是由少數人決定、由政治人物、資本家決定。最後

由他們來掌控人類的命運。這是我覺得人類所面臨最迫切的問

題。其它物種的生命權我覺得當然是重要的，因為我們跟這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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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是生命共同體。這些生物如果一直被消滅，回過頭來一定會

威脅到我們的生存，但是人類會面對到的處境比這個還要艱難。

我相信只有成熟的公民社會可以同時面對這些挑戰。

Q：如果一直強調人權的至高無上與不可量化，可當我們真

的必須要割捨少數的時候，問題是不是就會成立，這個地球沒

辦法養活這麼多人，務必要把少數割捨掉，然後持續性地把少

數割捨掉，當然最後這些被割捨的少數會變成多數，剩下來的

多數會變成少數，那麼這樣的話，這時候人權的價值又何在？

A：這就是我們現在要討論的，你所謂的少數不只是少數。

而且是強大的少數。想想看資本家跟政治人物掌握了人工智慧

跟自動化以後，反而不被需要的人是多數喔，這時候怎麼辦？

這是我們未來五到十年要面對的一個更嚴肅的課題。不能讓少

數人去決定人類的命運。如果人權是普世的，一個掌握人工智

慧的資本家，他的生命跟我的生命是同等價值。這樣的一個概

念，在這個時代必須要被重新確立。不然到最後，我們還是回

到我們在演化過程的弱肉強食。

Q：我想問一個問題就是，什麼是集權文化？

A：我說的是威權文化。尤其是東方的威權文化。他是 top 

down 的一個結構，威權式的結構。上面的人說了算數，在每一

個階層都是上面的人說了算數。最早這一套體系，大概在宋朝，

在思想上有完成理論建構的工作。在中國儒家的體系中其實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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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就是大家長。皇帝有這個權力是因為承接這個道，就是天命。

再來分給大臣，大臣下來每一個地方都有家族。家族有一個族

長，族長回到家庭就是父母。每一個地方都是家庭的擴大，所以

這樣的一個體系，就是李光耀所謂的亞洲價值，就是這樣的一個

威權體系，永遠都是上面的人說了算數。但是，當西方的民主跟

人權的概念進來以後，那個平等的概念才進來。你現在在職位上

是領導者，但是你的想法，或者是你的利益不應該高於我。不過

這並非理所當然。一直到美國剛建國的時候啊，每年沒有繳稅的

人還不能投票。英國是在二戰之前，沒有繳稅幾英鎊以上的人還

有女人不能投票。人權的概念一直擴大一直擴大，到最後包括性

別不平等就被去除了。所以西方是這樣子一路演變，然後推展到

我們這邊來。我們原來的結構，在清朝的時候，父親打死小孩，

縣官頂多喝斥兩句說怎麼打得那麼厲害這樣子，是不會被關的。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從小，在小學，老師說了算數。一直到高中，

可能到大學都是，老師說了算數。或者是在企業裡面，尤其東方

的企業文化裡，可能就是上面長官說了算數。

Q：想繼續問就是像我們這種東方的教育部，就可能是儒家

的的觀念偏重，就是可能要教我們要尊重上級，或是要尊重上層

機關什麼，就像是講者剛剛有講的，就是上層者都常常以威權的

方式去，就是喝令下層或是否定下層，就像是某些私校的教官會

用這樣威權的方式去管教學生這樣子，那小朋友就是在我們這樣

子的教育體系下，要怎麼做這樣子的調適？就是我們這樣固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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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的僵硬的想法，這樣子的教育思想是好的嗎？還是說要用

怎樣的方式去調適說，讓我們不同階級的人達到平等對話的可

能這樣子。

A：我講一些小故事，可能大家太自然了，在我們文化裡面

我們已經習慣。有一次我去宜蘭一家麵店，剛爬山回來。有一

對年輕的夫婦帶一個小孩進來，剛坐下那個小孩就說，媽，我

要脫掉外套，我好熱。媽媽說不行你會冷，小孩大概真的熱，

還是一直鬧。盧了快十分鐘他覺得沒有希望了，他就去跟爸爸

說，爸爸我要脫掉外套，我很熱，爸爸說不行你會冷。如果你

從小連冷熱都要別人來決定，你要不要相信自己的感覺，這個

大人否定了他有辦法判斷冷熱的能力。為什麼不讓他試試看，

感冒就感冒嘛？是不是。另外一次是我去一家湖邊的咖啡店，

我看到有一群客人要出去，前面有兩個小女孩穿著漂亮的裙子，

蹦蹦跳跳。媽媽、阿姨走在後面。忽然阿姨問了一個問題說：

小朋友，這邊是不是很好玩，兩個小朋友就停下來對望了一下，

沒有回答。然後就繼續跳著。阿姨這時候又問第二次了，小朋

友，這邊是不是很好玩（語氣嚴肅低沈，頗有威嚇力）。他們

又停下來對望了一下，第一個還是沒有回答，第二個就說：對

阿！對阿！小孩子從小的感受沒有被當一回事，或者是他會害

怕，會害怕跟大人的意見不一樣。

我們說的從小民主，就是人本精神，譲小孩在自由和尊嚴的

情況下，獲得成長的機會。就是你要把他的情感、他的想法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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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當一回事。能不能做到，很困難。我們這邊做了二十幾年，

到現在我可以很自信。舉一個例子；一個小孩剛進來乖乖的，

小女生，國一的。經過三年以後，我在自治會或日常聊天，我

一個想法出來，她可以馬上講她的想法，她覺得我的想法哪裡

不對，馬上反駁，就是很自在。你現在能夠很自在地面對大人，

或在學校上課，面對教授就事論事嗎？我們很多學生上大學都

是那一個敢在課堂跟老師爭鋒相對的。甚至於覺得老師太混了，

有一個學生在讀社會系，他就一個學期檢舉一個老師教學不力。

他每次去檢舉，副校長看到他就說，你又來了。他說我就是要

保持一個學期檢舉一個太混的老師。沒有混的我直接就是在課

堂跟你對話。

時代正在劇變。老師講的話不一定有道理，他講那些技術的

東西，你現在 Google 一下可能比他講的還要更清楚。在這樣的

一個時代，一個人需要的是什麼樣的能力。哈佛大學在兩年前，

他們通識教育委員會在回應這個問題。他們問自己：在這個人

工智慧跟整個電腦科技快速發展的時代，我們到底教給小孩什

麼樣的能力。他們討論了一年多，到最後做了一個大體的方向

的決定，他們說現在學校的學習，應該是一種，英文叫 insight 

-bearing 的學習，就是可以產生洞察力的學習。當一個人真的可

以獨立思考，對某一件事情形成自己的想法，可以跟別人對話，

不斷挖深，某一刻你會有自己的洞察力。這是現在哈佛大學的

結論。但這是民主教育很自然會產生的，當一個人從小他的個

性，有辦法真的扎根，然後慢慢長出自己的枝幹來的時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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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世界會有自己獨特的洞察力。你們有沒有發覺，在東方的社

會裡面，可能大陸更嚴重，每一個人講的話都差不多，每一個

人的意見都差不多。你不能跟他挖深，你跟他說為什麼兩岸一

定要統一，連問都不能問。因為我們都是炎黃子孫，為什麼都

是炎黃子孫，那我們再推遠一點好不好，我們都是從非洲出來

的，譬如說非洲夏娃，那全世界應該一體啊！我們不是尼安德

塔人，我們是克羅馬儂人，尼安德塔人是另外一屬的，但是你

沒辦法跟他們談，每一個人的想法都差不多。

Q：民主的先決條件是你要有一個團體，然後在這個團體中

進行的體制，你身為團體一員你就會有一個權利還有義務 (講者：

那叫 Community 共同體 )，所以人權就是由這個民主體系產生的

人類的權益，可是如果把過去的那種儒教思想全部根除掉，( 講

者：沒有人要根除阿 )，應該說，也不是說根除掉，就是，修正他，

他是不是有可能會造成，應該說儒教是一種為了能讓組織正常

發展，也不是說正常，就是便於管理嗎，那這樣的話，是不是

民主可能會衍生出什麼 ......

聽眾：我回你一句話就好了，妳爸死了你要不要守喪三年？

試試看阿，全部照儒教的禮，全部照儒教的禮你看到老師是要

跪，你現在看到老師有在跪嗎？有沒有？ ( 韓國有 ) 對，但是現

在我們臺灣不用，你生活比較自在，為什麼？因為儒教消退了，

懂嗎？

A：我覺得這兩個不一定完全衝突。也許只是人權的概念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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徧化。過去我尊敬你是因為你是師長，或者是父母，或者是長官，

現在我尊敬你是因為你是一個人，那其實是推到你就是一個人，

你具有人性，具有像基督教說的，上帝賦予同等的理性、良知跟

審美的能力。只是把這個概念推廣而已，就是對人的尊重。

聽眾：我回應一下剛剛那個同學，我覺得他可能是站在保守

主義，就是Edmund他那邊的思想，就是傳統存在是有他的意義。

就是當然像他剛剛講的，有一些是教條式的那種規範，可是傳統

近年來，從以前一直演化到現在這樣的生活方式，就會有他的意

義存在，就是他可能是維持人跟人之間的一種距離，然後我想到

的例子是，爸爸跟兒子是否可以真的當朋友，我很懷疑的是，說

可以的那些人是不是真的有一個例子是爸爸跟兒子全然是朋友關

係，他們之間沒有任何的不對等的權力支配關係，這有可能嗎？

我覺得是打一個問號，所以這就是傳統一直演變下來有他的價值

存在，我相信那個同學應該是要問這個意思。

A：這個其實是比較大的問題，在民初的時候其實就討論一

次了對不對？清朝的時候，就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個東

西。但是我們發覺日本人走的是跟中國不一樣的路，他們先全盤

西化，但是卻保留住他自己核心的文化，保留得更多，這個很有

趣。很像是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真正好的東西應該跟我們

現代的生活融合，傳統必須被賦予新的意義，最終與現代生活合

體。如果他沒有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我們世界觀的一部分，

他很快就會死掉。儒家思想其實有一種公共性。尤其在宋朝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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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宋朝的時候，大家可能不知道這一段歷史。宋太宗在他的

寢宮立了一塊碑文，這塊碑文就有現代民主社會的一個精神，

「不殺大臣與上書言事人」。就是會批評皇帝的文人，還有這

些大臣不殺。這個在太宗的寢宮，之後每一個皇帝都要睡在那

個床看那一塊碑文。

所以，在宋朝的時候，尤其到南宋，他們的士大夫從陸九淵

到朱熹，他們都有一種氣勢。他們那時候說：士大夫與皇帝共

治天下，中國只有在宋朝發展出這樣的一個公共理念。其實在

中國裡面，儒家是有這種公共性的，那怎麼把這種公共理念跟

我們現代生活結合，成為現代生活與公民社會的成份，是很值

得我們深思。其實這個如果好好地論述，也可以去說服中國人。

中國在宋朝就有這麼好的一種公共理念，這麼好的文化傳統

為什麼不發揚光大呢？共產黨是列寧式政黨，基本上共產黨就

擁有整個國家嘛。他們就是取代原來的那個上層階級。像劉曉

波這樣諤諤之士，你看在宋朝的時候不會殺這些上書言事人，

批評時政的。所以如果以宋朝來說，現在是倒退，而且宋朝的

士大夫因為這種公共性，其實他們是瞧不起所謂的漢唐盛世。

他們覺得他們才是真的恢復夏商周三代的理想。所以，在傳統

儒家思想裡面，問題是好的沒有留下來，壞的留下來了。宋朝

士大夫的風骨重要還是弟子規重要呢？

觀眾：以我的例子來講，我的孩子，我從來沒有罵過他，沒

有打過他，他長得非常優秀，大概是這樣。再來就是有一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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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就是現在政府蔡總統，想那個問題想不通，就是那個國民

黨還是共產黨，都是一個口令一個動作，怎麼可以那麼多人聽，

這個是到底怎麼一回事？

A：這一段歷史，我大概也有一些理解。在中國近代的時候，

那時候其實整個左派力量進來，就是說中國共產黨。那時候孫

中山聯俄容共的時候，他整個黨的組織其實都是向蘇聯共產黨

學習。就是所謂列寧式的剛性政黨。在革命時，那時候列寧決

定用「布爾什維克式」民主集中制的政黨。其實列寧一開始革

命的時候，有人問他，蘇俄革命的核心是什麼。他講兩個，第

一個，叫做蘇維埃，第二個叫做 electricity 就是電力。那時候俄

國還是一個非常落後的農業社會，他覺得要工業化這是俄國革

命的核心。第二個理想，蘇維埃其實是恢復到雅典共合的理想，

他想要建立的這個國家，是從地方、鄉村、市，一直到國家都

是由大家選舉出來的委員會透過討論，來形成共同的決策，是

一個激進的，真正共和的民主，理想的民主的概念。

但是後來列寧覺得，一個落後的農業社會，經濟力還沒有發

展，他不可能建立這樣的理想，所以他放棄了蘇維埃。建立了

布爾什維克政黨，剛性政黨，由上而下，每一個都是由上指揮

下面，這樣一層一層下來，這種剛性的列寧式政黨，國民黨跟

共產黨，兩兄弟都是根據列寧式政黨模式組織起來的。但是國

民黨正在面臨痛苦的轉型，他有這一段歷史。

因為我們還是來自於這樣的威權文化，我們正在調整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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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覺得，你說可能百分之百像朋友這樣的關係嗎？但是他

不是一跟零，就是我們去看看比較理想的社會，譬如說我們到

歐洲，或者是到以色列，我發覺大人跟小孩的關係，確實可以

做到像朋友一樣。那些父母當然對小孩有照顧的責任。但當他

慢慢長大的時候，我們要怎麼樣慢慢調整，慢慢轉變成朋友關

係。可以平等地討論事情，分享生命中的美好與痛苦。這不是

很好嗎？在歐洲這些先進國家，大人對待小孩的態度確實是，

真的是尊重跟耐性，很有耐性。

Q：說到以色列，猶太人的人權教育由來已久，基本上猶太

人的人權教育與資本主義，最後不也在二戰的時候害了他們自

己，像希特勒就非常敵視猶太人的資本主義，可是猶太人的教

育一方面是強調人權，那這樣的話為什麼會產生出希特勒與這

些敵視猶太人的族群？

A：這也是一個歷史的大問題，就是希特勒的產生，還有猶

太人跟整個歐洲國家的關係。如果你去看猶太人二千年的歷史，

他們是每隔一段時間就會被壓迫，或者是殺害。每隔一段時間，

就是說有時候是俄國，有時候是英國，有時候是……。那為什

麼他們會那麼討人厭，有來自宗教的因素，也有來自於文化的

因素，也有來自經濟的因素，來自經濟的因素影響是非常深遠

的。但是，如果以經濟來說是因為；那時候歐洲，資本主義在

發展之前，一直被一隻手掐住，就是基督教的教義。耶穌說要

愛你的鄰人，那你怎麼可以借他錢，還要跟他收利息。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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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基督徒是不能做的，所以基督徒沒辦法開銀行，只有猶太人可

以，所以猶太人取得先機。

從十六、十七世紀開始他們在金融體系的影響力非常地大。

包括那個路易十五、路易十六，他們那個財政大臣，中央銀行行

長都是猶太人。很多國家都是，一直到今天，猶太人在美國的金

融體系影響力之大，超乎你的想像，為什麼美國非支持以色列不

可，跟這個有關係，這有一段很長的歷史。

Q：就是我們剛剛提到人的概念，要把每個人當一個人，也

提到家庭與權力關係，那我只是好奇，如果今天有一個家長，把

一個小孩送到所謂的民主學校，是否也算是一種形式上的違反人

權呢？就是他媽媽做了這個選擇。

A：所以，這個事情在我們小孩身上很少發生的。因為，我

們在面談時會跟小孩談，再來會跟家長談。會跟家長談是理解他

們家庭互動的方式，還有對學校裡念的理解。跟小孩談，是他學

習的經驗。還有最重要的是，我們要確認的是他的意願，所以他

如果沒有意願的時候，我們就會跟家長講他不適合。

Q：我當然知道這是安全的一個例子，其實我比較希望知道

是像小學，我們講說種子或華德福這種，其實通常都是家長就直

接把他送進去學校，小孩那時候根本就沒有任何的思辨能力，他

根本就沒有想過說我到底要走這條路還是走正規的路，也不是說

正規，就是我們所謂比較體制內的路，依照我的思考點就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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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如果以人的概念，家長其實也是為了他的人權，只是如果

沒有這樣做，小孩好像也沒有辦法做他自己的選擇。

A：我覺得會送到民主學校，通常家長其實對小孩都有一種

開放性，所以通常他們會跟小孩談。你說小孩沒有思辨能力，

我倒不同意。就是說，你知道嗎？人的心其實比人的大腦還要

聰明，這是直覺。小孩長大後很可能會失去這種直覺的敏銳度，

所以就都交給大腦。然後就會越來越笨。小孩的心如果你讓他

維持直覺的敏銳度，你常常跟他對話，他的思辨程度在這個基

礎一直發展，到最後會很厲害。真的很會思考。你說的思辨能

力，我要問一下：「你真的認為大部分人有在思考嗎？尤其在

目前這種教育體系之下 ?」

馬克斯威爾，發明電磁學的馬克斯威爾，他的成就大概跟愛

因斯坦一樣大。因為電磁場方程式。他在 1860 年，在劍橋大學

的國王學院就職演說的時候，說了一段話。我覺得可以用來讓

我們的教育當參考。他說：「我希望你們來這邊學到的不只是

結果，或者是一套程序」，因為他知道人類心理的慣性是傾向

於去做東西跟去套程序，而不是傾向於思考。就像那些所謂的

專家，花了很大力氣學會一套程序的這些專家，他們發現真正

困難的是思考。什麼是思考，就是你可以從核心的概念，基本

原則出發，你的思考會有一種靈活性，一種開放性，而且你有

辦法直指核心，可以看到事物更深層次的連結。這就是所謂的

insight（洞察力），真正會思考的就是這樣子。所以，如果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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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心，不要用大腦，你很快就知道這個人是不是會思考的人。

根據我的觀察，在臺灣真正會思考的人的比例，這樣的人是

比較少的。我覺得臺灣今天的困境，就是我們培養出太多會套

公式的人，太少會思考的人。要培養思考，你真的要在人本的氛

圍，從小的想法被當一回事。在民主學校裡有一種激進民主的方

式叫作共識決，瑟谷學校都用共識決。所謂共識決是所有參加的

人，（你當然可以選擇不參加，你放棄這個權利），來參加的人，

必須要每一個人都不反對才能通過。有人說，這些十七、八歲的

跟七、八歲的小孩一起開會，如果他進來一直跟你鬧，一直跟你

鬧的時候，那不是永遠都不會通過嗎？你覺得會發生這個事嗎？

我一開始聽到他們用這個方法，不是一般民主的半數決、多數決

或三分之二決，我也覺得這怎麼可能。後來我越想才越覺得有道

理，因為畢竟學校不是完全的民主。

學校真正要讓人培養出來的氣質是：相信自己的想法是重要

的，別人應該認真聆聽和回應。每個人都應該被認真對待。所以

共識決有這一個好處，每一個人都知道他的想法是重要的。

我們再講一個以色列的故事。我從大學開始，就就在想；為

什麼所有的領域都有這麼多厲害的猶太人，從愛因斯坦、佛洛

伊德，金融領域，各個學術、科學，藝術和文學領域，都有猶

太人。我一直在想為什麼猶太人這麼厲害。這次我去以色列，

參加了一個講座。人數大概 7、80 人。其中大約有一半猶太人，

有一半是來自歐洲與全球大概二十個國家的人。演講者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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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D 的演講者。他就問出了我心中的問題：你們覺得猶太人為

什麼會這麼厲害？剛好問到了，我問了好幾十年一直想要知道

的問題。他就先問非猶太人。有德國人，有西班牙人、丹麥人

等等。他們回答都很普通；譬如，因為猶太人很聰明啊，猶太

人很努力啊，猶太人很重視教育啊！後來他又問所有猶太人，

好像他們有默契一樣。他問所有猶太人：我們猶太人為什麼會

這麼厲害，然後他說三二一，然後大家都一起講出一個希伯來

文叫””，我就很好奇了。

這就是我追尋這麼多年的答案，我就找猶太人問，然後上

Google 找這句話到底什麼意思。他的意思當然是深深嵌在他們

文化裡面，我們大概逼近，”     ”是一種 audacity，

就像歐巴馬第一次選舉的那本書叫 The Audacity of Hope，就是

一種大膽，還有甚至於會達到一種傲慢無禮的地步，就是你決

定了一件事情，你就是相信自己做得到，不管它多瘋狂。就是

那種氣質：相信我一定做得到。

有沒有發覺，這剛好跟臺灣相反，臺灣正在讓年輕人感覺自

己什麼都做不到，要趕快找一個位置嵌進去就好了。這才是臺

灣真正的國家安全危機。我有一個家長，他是國內少數大企業

的人事主管，副總，很大很大的企業，他說他要派年輕的工程

師到外國去駐點的時候，到印度、到香港，他說，媽媽會擔心，

好不容易派出去了，碰到外國人，不敢直接碰撞，不敢就事論

事、據理力爭。



240

十萬

識臺灣
島文

但是私底下又好多抱怨，不是沒意見，但是就不敢在公開場

合跟人家據理力爭。我一直覺得這才是臺灣真正的國家安全危

機，不是武器的問題，是年輕人失去這種膽識。不過他也揶揄

那個德國人說，德國人永遠都學不會這件事情。你們做一件事

總是要一堆計畫，才顯得很完整。不過德國人現在對猶太人因

為有一種愧疚感，所以被罵都是靜靜的。

Q：我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什麼時候要把一個人定義為一個

人？嬰兒期、兒童期，所謂人權，如果照人權的解釋應該是一

種，齊頭式平等。可是，那什麼時候開始要把人定義為人，當

我們把兒童定義為一種特別的，我們用一個特別的條款去規範。

這都已經是一種非齊頭式平等，而不是所謂傳統人權的齊頭式

平等。所以到底人權是一種齊頭式平等嗎？你說把每個人當做

一個人，平等對待，那這解釋起來就是一種齊頭式，可是當我

們把兒童特別拉出去講的時候，感覺違背人權這最基本的齊頭

式平等。

聽眾：不好意思，他提出這個問題之後，我有一個想法就是，

墮胎。

A：美國辯論墮胎議題，就是到底幾個月，他有沒有意識。

就是到什麼時候，哪個月算是沒有意識、不算人，可以墮掉的。

辯論這個東西很久了，可是沒有結論，就是什麼時候他開始有

痛苦，什麼時候他開始有意識，墮胎這個議題已經很困難了。

我們現在其實也不能說是齊頭式平等。我們對人的尊重會嫌太



文化與教育的翻轉現場

241

輯三 

多嗎？你對每一個人，譬如說對一個小孩，跟對一個老人，對

一個遊民，對一個外國人，對任何一個人都當作一個人這樣子

尊重，這樣子的尊重，我覺得用齊頭式平等這個詞有點怪，因

為我們一開始齊頭式不是用在這裡。這是一個信念；就是相信

每個人都有與生俱來的人性和尊嚴。我們尊重的是每個人身上

的人性。除非你相信有的人身上是沒有人性的，這時候才有齊

頭式平等的問題。

Q：就是現在很多人在臺灣，或是生活周遭的朋友，都會說

喜歡有想法的人，然後很會表達自己，那我發現，當有人很清

楚表達自己的想法的時候，其實身邊的朋友是會產生出排斥，

然後不接受，那我就會覺得說，是不是有想法的人，其實漸漸

在臺灣會不會成為是比較少數的人？

A：對，你這個問題會發生，但是你所謂有想法的人，就是

說，如果你真的會思考，這樣的人如果有人本精神，他不會讓

別人覺得有一種被冒犯的感覺。就你會覺得自己比別人厲害、

聰明，這樣的人其實，真正有想法的人，還要發展出人本精神，

你要尊重每一個還沒開始想的人，因為他沒有機會，但你有機

會，那你就可以好好地解釋清楚，即使他在講一些陳腔濫調的

時候也無所謂。也就是你透過對話和傾聽去表達。而且即使你

有想法，想想看，你為什麼要謙虛，如果大家對人類的歷史跟

文明，越涉獵你會越清晰，其實真正有想法又有洞察力的人，

是越謙虛的。我看馬克斯威爾是非常謙虛的。因為有學問，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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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學海無涯。真正越厲害的人其實越謙虛，對每一個人都能

真正尊重。馬克斯威爾很樂意參與平民科學講座，他不會覺得

一般人聽不懂。只有半調子的人會覺得別人聽不懂。所以他還

需要再繼續發展。

所以說你們對人的尊重，不是因為他會不會思考，而是因為

他是一個人，所以會思考的人，你要慢慢發展出這種人本精神。

如果你真的了解馬克斯威爾有多厲害，你知道哥德有多厲害，

你就不會這樣一點點東西就覺得自己很了不起。可能人家感受

到那種東西，所以才會排斥。如果你認真把每一個人當一回事，

你自己有想法，其實別人是聽得進去的。

聽眾：剛剛那個同學，我聽完問題之後我有一點想法這樣

子。其實我覺得很多時候，我們內心裡面的情緒的反應，是來

自於我們需要人家去接受，當我表達一個想法給你們的時候，

你們的接受與否可能會對我產生影響，就是我表達的時候希望

人家接納我這樣子。

但是我自己個人認為，我畢業一段時間了，在我就是，（這

是我的生命經驗），不管你是跟朋友也好、家人也好。家人，

家庭教育的部分，或者是說同學，像剛剛你有提到說，很多時

候，你覺得一些很有想法的人表達出來會造成人家的不舒服、

不適，或者是任何的 ... 情緒是放在別人身上的，我們沒有辦法

去控制你的情緒，當然我們可以用一個比較有禮貌的方式去說，

讓人家感到比較舒服，因為就是我們顧及到了別人的情緒，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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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大家在對話的時候，很難把自己的情緒從一個主題當中抽離。

比如說，我覺得你剛剛那個字眼帶有一點情緒性的攻擊，我

覺得不舒服，但其實你沒有。這種東西就很難去講啊對不對！

所以，後來慢慢的，當我在講話，或者我在表述，或者是我在

希望就是，比如說我跟你有一個對話的時候，我會盡量地把我

自己的情緒抽離，我會要覺得說，你是在共同跟我討論這個問

題，而不是在針對我個人，這個時候我的心裡就會比較舒服。

就是我不會覺得說，你在針對我，這個話怎麼樣，這個字怎麼

樣，然後大家就會偏離主題，又或者是說，我傾向就是把我的

想法交付出來，而不是要獲得一個什麼，其實我覺得在共同討

論一個問題的時候，我傾向就是把我的想法交出來，讓他有一

個討論的空間，或者是在跟家人溝通的時候，我希望的不是你

決定要或不要，不是你決定支持我或不支持我，而是我們有一

個協商的空間在那邊。這是會讓我比較感到舒服的。

我的經驗來講，我其實很——，這有點挖掘自己有點害羞，

我不喜歡跟我媽媽講話。我個人就是曾經到過中國去求職，一

到達那個地方，我三個月沒有跟家人聯絡，而且我就是把臺灣

的手機給退了。然後什麼都沒有這樣子。後來我是忘記了，我

忘記打電話去報平安。但是我跟我每一個朋友出門，然後我到

家了，我都會打電話跟我朋友講，說我到家了。因為我覺得他

們會擔心，可是為什麼我對我的家人不做這一件事情。

因為我從小到大任何提出的話，我覺得我沒有被傾聽，都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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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被反駁。直接反駁就是：媽我想去騎腳踏車，不行，太危險了。

你知道嗎？那個腳踏車就是在隔壁那條路這樣，你又不帶我

去玩，我只是自己去玩。那媽我要怎麼樣，不行，我要怎麼樣，

不行，我要去看書，不行，我要去哪裡，不行。我覺得我做的

東西不是什麼，我覺得我是對的，但小孩子就會說為什麼我不

能做這件事情，而我徵求你的意見，你會直接就是反駁。我覺

得這個反駁就是原因。我們一直到長大之後，我懂得向我的長

輩去尋求他們的意見的時候，我才發現為什麼我想要找姑姑，

不要找爸爸媽媽，我發現了一件事情，有一陣子我在做一點帶

有法律灰色地帶的事情，然後大家覺得我狀況不太好，我那時

候有一個美國姑姑回來，我就一直很想要跟姑姑聊天。

這件事情在我家鬧成一大風波，大家都說我瞧不起我父母，

我選擇跟姑姑去聊天講我的事情，而不選擇跟父母，因為姑姑

的學歷比較高，所以我選擇跟姑姑講這一件事情。其實不是，

我後來在跟姑姑喝咖啡，我理解了。我這叫頓悟你知道嗎？頓

悟我從小到大我為什麼會是這樣的行為，為什麼？因為姑姑沒

有對我在做這件事情有任何的評價，因為我知道我講出了這件

事情沒有什麼對與錯，而她跟我有協商的空間在，她問我說妳

打算做多久，如果是媽媽呢？妳為什麼要做這個，當下我知道

了我的癥結點在哪邊。

所以在後來我在溝通的時候，其實我不傾向從別人身上得到

什麼東西，而是屬於是要交付東西出去，所以這樣子的話我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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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才會有更多想法的碰撞。我今天想要知道妳在想什麼，而不

是去評斷你這個想法的對錯在哪裡。然後去交流，我想聽這位

同學講他的想法是什麼，想聽這位同學說他覺得剛剛有趣的地

方在哪裡，我只是想要知道這一件事情而已，那如果再更深的

討論，當然我們就是說，為什麼會這樣想。

講者：我在這個事情看到：很多我們小孩越大越成熟，他越

有自信，越不會去否定別人。那我理想中的人這樣培養出來，

其實是真正的人，就是尼采說的一個高貴的人，他成為一個不

再否定的人，不會自我否定，不會否定別人，不會去評斷別人。

我舉幾個例子，有一次我聽到我們的一個校友，跟一個印尼的

男生，他娶了一個臺灣人。

他看到他很有趣就跟他聊，聊了好幾個小時。他說你是我來

臺灣兩年，第一次跟我聊那麼久的臺灣人。這是一個。另外再

一個故事，有一個家長跟我講他的小孩，去當兵，當憲兵。當

一年多，他那時候還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後來他去學古典吉

他。他進去裡面，他那個憲兵營，有兩個連的人，其中有在外

面混黑社會的，互相看不順眼要火拼。那個營長就很頭痛，一

直找連長他們開會，後來是找我們那個校友去跟他們協商。就

是雙方都坐下來，把那個誤解澄清。可能是他長久累積這種信

任。就是說，真正雙方能聽到彼此對方的想法，把那個東西澄

清，就是他盡量把這個事情解決。

然後另外一種是，有一個同學在法國索邦大學讀法國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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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個老師在講課的時候，他覺得那個老師根本就在胡扯。他講：

文學名著包法利夫人小的先生為什麼自殺？他老師：「他的花

園裡面有一種植物，有可能放出一種毒素」，他說你在放屁，

就跟他辯論。我的意思是，一個真正的人，有尊嚴的人，對待

人的態度是一致的。

一個跟你不一樣的人，一個農民，一個別的種族的人，一個

總統，都是一視同仁，都是一樣的尊重，不會因為你的位置，

你就是以人本精神對待每一個人。而且，這世界上沒有兩個人

看出來的世界是一模一樣的，每一個人都有獨特的視角。每一

個人應該要被傾聽。民主就是要讓每一個人相信他自己的獨特

性，相信自己。每一個人的想法，每一個人看到的世界，絕對

會不一樣，所以這也是我們要尊重每一個人的意思，所以我們

怎麼培養出這樣的人，我會期待臺灣真的這樣的人越來越多，

不只是會思考，還有真正的人本精神。

聽眾：那這個要先從教育開始。

講者：那當然，很自然，教育從小讓人勇於表達，而且他的

表達必須被當一回事，被嚴肅對待。每一個人的想法或感受都

會被認真對待，這個對一個人的人格成長，或者是生活的理想，

這就是人本教育要說的，一個人從小在人本的氛圍裡面，他的

想法、他的感受都被認真地對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