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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影音

•	 屏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	 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	 高雄華德福教育協會理事長

•	 台灣華德福教育運動聯盟成員

•	 博士拿的是成人教育學位，寫論文時最大發現是驚覺

「人生」才是最棒的導師。以學術與實務共生熱情投

注發展跨代交流、跨界協作的支持性社群共學網絡，

運用教學的技藝與共在的位置，探索關於個人轉化與

地方轉型的知識。

方雅慧

教
育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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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者 簡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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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精采保留與延伸論述

教育即文化行動 - 翻轉課堂
成為社會實驗室

關鍵詞：轉化學習、創造改變的教育設計、資產為本培力取向、人類意識發

展、促進變革者 

面對不確定和複雜的社會實境，教育已無法僅止於現有職場的

準備，而需引發「如何存在」和「如何成為」的本質探問。

從生活與社會現場連結百工行業，課堂變成探索問題意識到問

題解決的社會實驗室。求知，是自我發展，改變與共善的進行

式。

不同的「教室」，遇見各樣人生…

我因在不同情境中從事成人教育與培力，因此有機會穿梭在

不同的參與成員所共構的社會時空。最早是因為從事社區工作，

至「以屏東縣女性工作者的修鍊」為題書寫博士論文時，開始

將靈性學習運用在社區工作的探索，也療癒了年少時期在社區

工作現場上面臨的挫折與困惑。博士完成後，我也在社區大學

與社區多年教學的過程，深刻體會在團體中的學習支持個人的

陪伴與療癒力量。這樣的歷程，逐漸建立了滋養、關注個人經

驗的教學風格：在教學過程中既揭露個人經驗讓學習者看見，

也積極創造社會空間涵容學習者的故事與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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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曾經修過我在科技大學碩士在職專班「社會學導論課」

的在職學生，在課程尾聲時這樣回饋我：「在上社會學這門課

之前，只覺得是必修學分而已，但意外發現在課程進行之中，

常常下課後獨自一人開車時掉下淚。因為上課當中觸動了工作

及生活上種種感觸，獲得情緒上的出口，對於自己目前的處境

也在這門課當中獲得解答。」這位同學深刻回饋，反應的不只

是她感受到被理解，更因為課程在探討家庭結構時，觸動到這

位學生省視自己來自家庭的承擔，以及面對原生家庭成長經驗

與互動。這門課觸發了她重新看待自己所置在的處境，也因而

長出面對與探尋出路的可能。

引發改變，創造轉化，一直是我在教育設計工作中不斷在探

究的。我期許自己面對學院裡的教學，能夠形塑課堂成為創造

自身轉化、也轉化社會的空間。或者說，課室就是一處創造變

革的「社會實驗室」。

課程教學與社會參與共構

當初捏塑出這樣的教學原型，教學意識是很直觀的。2009

年 8 月 8 日，屏東縣遭受繼八七水災之後再因風災的肆虐滿目

瘡痍，洪水淹沒屏東平原、也重創了山區與沿海地區村落。約

三週後，我接獲屏東教育大學社發系邀請，於接下來開始的九

月新學期為系上三年級學生開設一門專業選修課程，課程名稱

叫做「社區組織與社區發展」。在接下這個門課程的同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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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已以社區工作者的身份，協力屏東在地組織與外部協力團

體進行災後重建工作。我帶著已投入屏東社區組織工作 1 的情感

與認同，思索能否將當時屏東縣所正面臨的災難重建課題，成

為當下思索規劃這門課程時一個重要的議題：

發生在校園所在的土地上的人與事、對於自然與生活價值重新

檢視與思索的歷程，我如何把學校內課堂中的學生，藉由一個

課程中教與學的歷程，幫助他們置身在災後重建的脈絡中，動

態地經驗與學習社區工作方法？

在第一週上課確定修課人數後，與學生互動之後經了解班上

的學生有些是災民，我隨即決定調整原訂的課程大綱，也與同

學們溝通將在正式課程當中，也讓他們進到參與當時所協助促

成民間團體籌辦的災區重建工作討論，從真實的社會脈動感受

現在屏東受災地區面臨的重建課題。之後的課堂也安排了以重

建議題為主題的方案發想，藉此跟學生們討論，可不可以為災

圖：和居民討論所看到的社區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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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做點什麼，最後在期末醞釀出一個重建採訪報導的大專青年

行動。有意願參與的學生都沒有經驗，他們願意運用課程之餘

貢獻出時間，進行公民記者培訓，因此有一小群學生在課程結

束後進到災區，第一次拿起筆來寫下災區面臨的困境。後來學

生某些動能被引發了，他們跟青輔會提出研發計畫，最後完成

了以「農村永續發展」為主題的政策提案，在全國近六十支多

數是碩士等級的參賽團隊中獲得優選。

一門僅兩學分的選修課，讓我和一小群學生在正式課程的師

生關係之後，又足足維持了一年多的陪伴與共學過程。到底什

麼讓這些學生自主地持續在面對屏東在地的重大課題？學生們

從只是拿學分的狀態到走出教室，積極投入當時的重建歷程，

後來針對在地採集到的重建問題進一步主動提議要進行政策研

發。我看見學生從被動上課走到社區的時候，更積極主動學習；

我們也創造一個小組討論社群，交流每個人不同的角度，並經

過有系統整理，短期內學生們分析現象背後的社會結構的功力

大增。再者，我發現這些學習歷程都撞擊到學生們的生命經驗。

這些學生有的就是災民，所以，進入到受到水災重創到屏東農

村，眼前所看到的農村發展課題，促成他們回觀自己的家鄉與

家庭。

參與的學生當中，就有人事後自白，或許藉由探討農村振興

就業的問題，可以回過頭幫他了解父母在面臨失業的結構性困



264

十萬

識臺灣
島文

境之下如何勉力維繫全家溫飽。也有學生回饋，這過程促成他

重新反省八八之後自己村落的災難經驗，也因此重新理解救災

階段村落內部競相搶資源而做出彼此傷害的事端。這位同學藉

由課程關係，有機會以公民記者的第三者角度進到社區去採訪

報導，發現以前的經驗是需要被檢討的，也發願將研發「永續

農村社區發展政策」作為農民災後生計出路，與為自己思索失

業家庭出路的實踐行動。其中兩位學生也學習從實作過程中，

回頭去面對自己對權威人士的情結，嘗試以自己的見地面對。

圖：pl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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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在教學中和學習者生命相見、

就不可能有鳴鼓地動的實踐力

屏東教育大學學生的故事，我和學生在學習團體的互相支

持，奮力地把自己拋向世界，現身於社會行動的背後，所驅動

的動能是非常有力量的。可以這麼歸結，「教室」是我們相逢

而至生命相遇的空間。同學們在團體工作與分享的過程中，也

更為清楚地看見自己生命經驗的界限處境，以及在團體支持之

下所發展出來的界限行動，在行動中求知的過程，認清了「我

是誰」和「我想朝往哪裡去」。

回想這段歷程的點點滴滴，我總感謝這歷程給予我的教學洞

見，至此開始承襲著「開展生命」的啟示，大量運用在各種人

群的組織培力工作，甚至在此期間，為自己書寫下給自己的「行

動者造句」，如同定錨般促成我在教學與社會實踐之間，把握

每一個可以孵化轉化的當下。

行走在不同的組織與群際關係當中

在對望、訴說、回溯之間

生命記憶，重重疊影

故事、淚水與笑聲縫合不同世代的經驗斷層

於是，每個社會空間中時空和向度的界線逐漸消融

我們凝視，從彼此的眼眸中看清自己的容顏

原來

你是你，你也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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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是行動的號角

大地讓信念與勇氣著床

憑藉著一枝草的正義

我們努力在這時代拒絕被歸類與收編的存在

因而在邊界相逢   於縫隙間埋鍋造飯

以彼此的溫度撑起一處擋風遮雨的角落

藉著敘說，捕捉自己的心跳

學習同理與聆聽，為彼此定向回歸真我的座標

返身面向世界，以光的照亮，重新為自己命名

（一位穿梭在 N個時空的女性工作者行動造句，990922）

縫補關係斷層，面向生命、世界、社會和自己

教學中如何創造改變？投身在教與學的起頭，是先身心投

入，去看見共同努力學習的過程，辨識到生活世界裡的個人經

驗跟國家政策、決策的距離。最後要跨越邊界，成為那在邊界

間關係的行動者，孜孜不倦地於邊界補綴人我關係。這期間是

需要互相學習、尊重、包容、看見彼此的差異，最後有可能在

互相行動、學習、對話過程，體認到學習者彼此之間共享著開

創社會創造的新價值願景，這樣的同儕關係才有辦法攜手往下

走，進而促成互相轉變的出現。

以下統整個人教學歷程，所歸納出來的教育設計：教學者承

接來到課程中學習者的專長與經驗，運用以下四種交錯的學習

安排，促成學習者在課堂中共同經歷跨出自己生活疆界、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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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與他人 ( 包括自己以外的生命個體或者自然界 ) 遇見，進而能

夠運用自己的專長熱情與他人共同提出解方與行動。學習的課

程是促進自身的意識發展，與共同推進人類發展工作，也因此，

「在關係中的創造」是這學習旅程中的主旋律，進而能走向縫

補關係斷層。

(1) 面向生命

課程中以真實的社區生活情境為學習主題，不論到課程中的

學生的修課動機如何，都有機會真實地與人互動。以協助偏鄉

教育的大學課程為例，大學生為了瞭解偏鄉國小的孩子，全班

分路線跟著孩子走了一段最久高達兩小時來回的通勤路，蜿蜒

於惡地形的山陵間，回到藏於一片竹林深處的家屋。那次同學

在回程所進行的反思時回饋，自己經歷了「生平第一次在屋簷

圖：20160313 土角厝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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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時而聞到飄來的雞糞味」，直接的感官訊息衝擊著他們慣常的

世界觀。

受到文化衝擊的學生，多數是生長於都會區，也有外籍生。

因為對於不同生活情境的陌生，學生們總帶著好奇進入社區，卻

在進入現場親身經歷後，因巨大的文化衝擊，加上在社區現場看

到或聽到的，呈現了多重的社會現實，讓他們帶著更多的困惑回

到學校課堂。從他所遇見的人，聆聽對方所說的話、參與所做的

事，覺察到所處在慣常的世界觀，並是著處在對方的位置建立

連結，這是面向生命的第一堂課 - 學習從一個外來者 ( 觀光客的

獵奇或服務提供者 ) 的視角，轉化成能設身理解當地人的所思所

想。

(2) 面向世界

為了更整全地掌握世界的變貌，我曾嘗試結合不同領域專長

的教師，或協同或者合作開設幾門學科領域課程，形構跨課程間

的教師與同學共同探詢社會與社區現況。學期一開始，各門課程

會分別在各自的課堂上，依據教師所設定的目標與主題做二手資

訊的蒐集與整理，進行初步的資訊分析，擬出可能會在現場見到

的問題面向，為後續的地方踏查做好準備。

當進入社區現場，教師團隊將各課程的同學們打散，依照不

同的任務和觀察目標來混合分組，讓不同課程的學生透過各自的

專業與目標設定，交流彼此所觀察到的現象與資訊。地方踏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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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運用訪談、測繪、影像紀錄以及共同工作，將社區真實的體

驗與生活經驗帶回課堂之中，與原先的資訊交疊並分類處理，

綜觀式地盤點社區與自身資源。

緊接著，學生將這些資訊以圖示方式標註在地圖中，初步先

了解社區的經濟、自然環境、社區發展現況、權力關係或參與

程度，這些資訊會被彙整在一個足以同時容納 20人的大圖。

(3) 面向社會

藉由邀請地方的相關利益關係人，透過綜觀式地共同看所蒐

集到的一二手資料，了解社區現有資料間的相互關聯，洞悉社

區整體狀態變化，進而構思未來可能面對的課題。為了更廣泛

地徵求參與的利益關係人的想法與態度，教學團隊採用了文化

事業學會台灣辦公室 (Institute of Cultural Affairs) 所發展出來的

參與式方法 2
，引導每位參與者共同評價所看見的現況、也標示

出滿意或者擔心之處，在共感中共同意會並深刻思考什麼才是

驅動正向社會變遷的重要動力。此時，對於未來的展望 3
，也會

2.2015 年 10 月到 2017 年 6 月間，我與 ICA 台灣辦公室合作引進社區發展工
作方法、參與式規畫等參與式科技，作為大學跨領域的課程協同教學的教學
方法。

3. 影響我們面對未來分為幾種層次的未來行動，有一種層次是評估我們現在
的當下經驗，以及過去與未來可能的發展影響，屬於「考慮未來」的層次；
往下的一個層次，是想像自己未來的圖像（「想像未來」的層次）。這個層
次需要想自己一個人過的日子，那是自己能控制的，可是有沒有其他不同的
生活方式是自己可以選擇的，這是不同選擇的探索。再來，當我覺得自己有
能力做選擇的時候，也覺得自己可以有能力選擇時，就牽涉到第三種層次，
叫做「選擇未來」；最後是當我選擇了而且願意付出把它創造出來，這就是
「建立未來」的層次。不同的層次，涉及個人的主體行動能力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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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發大家重新看待自身的角色，提擬所共同憧憬的未來，在「不

復存在與尚未發生」兩者之間決定想要註寫的新章節。

2015 年的秋天起，我以約五個學期的時間參與台南一處面

臨人口凋零的山村小校的教育協力共作，我、課群教師和修課

學生，透過場域調查工作坊堆疊對於地方的認識，因而逐漸了

解當地的聚落歷史變遷，與山村小校的教育理念逐漸合意。在

協力合作中與校方共同定義課程定調在師法山村西拉雅共榮共

享的生活智慧，期許課程教學能朝向「人情為瓦、交工為樑」

的理想。經過兩個學期的磨合，教師團隊與修課學生發展出一

系列社區資產本位的教育行動計畫，並納入各班級老師、總務

及教務主任和校長，進行國小教師社群研習，運用參與式規畫

引導國小校長和成大師生定調以「『泥岩惡地』變『教育沃土』」

作為小校發展願景。這場共創歷程，我看到了偏鄉小校能夠對

自己的角色有不同的定位 ( 應用在地資源作為社區發展的精神與

支援 )，也可能逆轉自身的困境。

(4) 面向自己

如同印度聖哲的甘地 (Mahatma Gandhi) 的名言：「成為

你在世界上想要見到的改變 (Be the change you wish to see the 

world)」，走向世界跟探求自己內在是交錯、一直在進行的過程。

前面提到我在大學所開設的其中一門通識課程【社會設計的

方案規劃與實踐】，根據當地孩童年齡與生活經驗量身設計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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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活動，鼓勵孩童認識自己的周遭環境，並發掘自己可以逐步

改變的可能。在課程進行中師生會多次進出社區，歷經挫折、

不解與困惑，逐漸發展出易位思考的心智，與意識到他人成長

的需要，與通過成就他人獲得新的成就感和滿足感。

因修過一門相關課程開始，而接續兩年學期擔任助教的

Lin，來自屏東。她因繁星計畫進到我當時服務的頂尖大學，感

受到城市裡的教育資源和鄉下是多大的差距，激發她想要學習

更多的知識與經驗。

由於單親的緣故，一方面打工賺取生活費、一方面汲汲營營地

參與許多的活動，努力找尋自己的目標和方向。藉由大四階段

修到了計畫團隊開設的通識課，也自願發起暑假英語營隊，因

而再次體會家鄉教育資源的缺乏 (Lin，2016.04.14)。 

透過暑期實際策畫偏鄉兒童的營隊，Lin 從第一梯次的受挫

經驗中，反思到自己一開始就太自視甚高。隨後透過擔任課程

助教的角色，從觀察與帶領同學過程中建構互為主體的促進工

作方法。

走出校園、走進社區裡，我和學生們遇到了不同於以往生長背

景的人和事。透過和社區孩子的互動，協助他們對自己家鄉的

認識，同時也磨練我們自己和他人相互合作的態度、尊敬任

何事物的謙卑的心；... 看到一個逐漸凋零的社區，仍然有那

麼多的人在努力向前邁進著，也加深了我個人未來的信念。

─ Lin(2016.11.22)

不論是修課學生或者擔任協助教學成員，和 Lin 的學習一樣



272

十萬

識臺灣
島文

的同學有很多位，他們經歷了在課堂中動態的師生互動、同儕

互動，和在社區實作過程與社區成員的互動，除了養成更具有

系統性觀與培養批判性思考，更進而提升邊緣性理解，展現同

理心，並強化社會實踐的意義感與認同。

對於大學階段參與這件事，應該算是半處於現實社會中，接

受各式各樣的複雜資訊，不斷地讓不同的價值觀衝撞自己，該

選擇堅守自我想法還是接受他人想法，雖然並不是非得二選一，

也沒有所謂的對與錯。難在要如何在這些正確之中挑選與自己

所選擇的道路最為相容的選項。所幸的是，也因為一次又一次

的面對這樣的迷惘，並給自己訂下一段時間沉澱，釐清自己究

竟想成一個怎麼樣的人。-Chen 同學 (2016.06.10)

圖：照片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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鍛鍊慈悲和思考，認識本質動力

前述的意識發展的轉變，形諸於具體的實境實作，甚至促進

了山村社區和課程師生在「關係」中展開認識求知、討論、定

義課題與改變行動。其中的關鍵也在於課堂也成為了所有人的

「人生學校」，在面向他人、社會、世界和自己的過程中，促

進個人的內在鍛鍊，與達到人類意識發展的開展。

有一個香巴拉王國的故事，揭示了面向自己的意識發展修鍊

為何。

在印度的村落當中，居民們口耳相傳一種說法，且不約而同的

都指出，香巴拉王國已經出現了。所謂的香巴拉王國不是實體

上的建築物或領土，而是在靈性的經驗裡面才看的到。村人提

到，他們看見很多自稱香巴拉王國的戰士出現在村子裏。但這

香巴拉王國的戰士，並非一般的戰士。戰士需要去一直相信香

巴拉王國的存在，是「成為戰士」第一個條件，第二個條件更

具挑戰性，即戰士除了相信香巴拉王國之外，還要鍛鍊自己。

唯有鍛鍊自己才能變成守護的武士。

那怎麼鍛鍊自己呢？戰士的手邊有兩種武器，左手持的武器叫

慈悲、右手持的武器叫思考。有慈悲沒思考的話沒辦法持久，

因為當只有慈悲的時候對事情會太熱，不太能平衡。相對的，

只有思考的話，就會因為多於計算而不願意投入，變得太冷。

所以，戰士同時要訓練慈悲跟思考，練習保持兩者之間的平

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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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築共學社群，練習超越抗爭與求和的溫和變革力

將課程與真實社會處境同框的時候，課程中參與者也會浸置

在社群成員彼此的動力關係中，成員在這樣的社會空間當中真

實地面對群我關係的矛盾衝突、學習與協力。

若是能發揮改變成效的教與學活動，所形成的學習社群會形

塑一種社群結構，像是社會容器般 (social container)，以創造適

當的相互挑戰與成長的氛圍跟關係，構成一種可以互相深度參

與的密度。這種共學的社群結構既要對內，它同時也須置身在

成員所共在的真實生活世界裡，要找到跟外面動態互動與共生

的位置，才能啟動社會變革。

個人曾經參與過一個社區大學團隊的培力計畫方案，歷時三

年半的時間，發現參與者包含學員、老師與行政團隊能在活動

的情境性中投身參與角色分工，他們在緊密的協作關係中展現

深具跨領域整合與共學的能力，並已創發出許多回應未來議題

的教學活動，如建造中水回收系統、二手修理市集、參與設計

之都空間改造規劃、推動生態雙和願景示範區的規畫與營造、

讓孩子可以提出中港大排規劃建議與老街生活設計的小小公民

營等。這些參與者長出互相磨出來的公民德性：在投身參與的

過程中，洞見自己的處境，忍受那種共同工作中的不確定性與

衝突，帶著對於人我間的動態關係理解與開放心胸，願意與挫

折跟失敗共處，並展現在形成最大的善意跟協商，從中找到協

同工作的交集，發展出協奏式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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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創共善的演化

在共學社群所共感出來的溫和變革力，滋長著成員的社會

性覺察（覺察個人存在於世界的方式）、辨識影響自身的系

統與社會價值過程，激活成員自我導向學習特質 (self-directed 

learning)，形成社群成員間的連結，並投身實作。 

接著，經由投身行動、思辨與實踐過程重塑自身世界觀之

後，更進一步從「教學的情境」，進入社區 /家庭生活作為場域，

運用習得的教學工具與方法，進行跨領域社群網絡的自我組織，

將所習得的知識，落實於日常生活。

我們，即革命

經歷這趟「課堂即社會實踐室」的學習之旅，我們將在關係

中與自己和他人與同儕工作，運用真實的社區與生活脈絡出發，

扣緊人類發展課題，透由群體中學習與實作進行未來取向的問

題解決。我們將成為改變世界的「Nowist」，有能力將過去歷經

的挫折轉化成為前進的祝福，活在當下，積極形塑個人與社會

未來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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