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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研究夥伴的研究夥伴的研究夥伴的研究夥伴的『『『『現身現身現身現身』』』』及及及及『『『『獻聲獻聲獻聲獻聲』：』：』：』： 

揭開揭開揭開揭開果國果國果國果國的神秘面紗的神秘面紗的神秘面紗的神秘面紗…………………… 

 

研究計畫完成後，凱婷隨即投入人生的另一個階段。2006年 7 月開始我到

了台北市的一所公立小學進行教育實習，繁忙的實習生活，讓我無力繼續進行論

文的撰寫，但內心仍放不下那心血交織而成的論文。七月二十八日，接到研究夥

伴果國的電話： 

 

   『果國果國果國果國：：：：凱婷凱婷凱婷凱婷啊啊啊啊！！！！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果國果國果國果國，，，，妳近來好嗎妳近來好嗎妳近來好嗎妳近來好嗎？？？？好久沒有妳的消息了好久沒有妳的消息了好久沒有妳的消息了好久沒有妳的消息了，，，，論文論文論文論文

寫完了嗎寫完了嗎寫完了嗎寫完了嗎？？？？我打了幾次妳的手機我打了幾次妳的手機我打了幾次妳的手機我打了幾次妳的手機，，，，都找不到妳都找不到妳都找不到妳都找不到妳，，，，妳是不是換手機了呢妳是不是換手機了呢妳是不是換手機了呢妳是不是換手機了呢？？？？不會不會不會不會

發生什麼事了吧發生什麼事了吧發生什麼事了吧發生什麼事了吧？？？？    

凱婷凱婷凱婷凱婷：：：：呃呃呃呃……………………，，，，果國果國果國果國，，，，好久不見好久不見好久不見好久不見，，，，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其實我的論文從實習到其實我的論文從實習到其實我的論文從實習到其實我的論文從實習到

現在都還沒什麼進度現在都還沒什麼進度現在都還沒什麼進度現在都還沒什麼進度（（（（其實是完全沒進度其實是完全沒進度其實是完全沒進度其實是完全沒進度），），），），    因為從七月一日開始實習因為從七月一日開始實習因為從七月一日開始實習因為從七月一日開始實習，，，，

我就一直在忙我就一直在忙我就一直在忙我就一直在忙，，，，回到家回到家回到家回到家後已經很累了後已經很累了後已經很累了後已經很累了，，，，所以到現在論文還所以到現在論文還所以到現在論文還所以到現在論文還（（（（我覺得自己好我覺得自己好我覺得自己好我覺得自己好

像一個忘記寫功課的小學生像一個忘記寫功課的小學生像一個忘記寫功課的小學生像一個忘記寫功課的小學生，，，，急忙為自己的不負責任而辯解急忙為自己的不負責任而辯解急忙為自己的不負責任而辯解急忙為自己的不負責任而辯解））））……………………    

果國果國果國果國：：：：沒關係沒關係沒關係沒關係！！！！妳不要緊張妳不要緊張妳不要緊張妳不要緊張，，，，我只是想說之前聽妳說妳有畢業的壓力我只是想說之前聽妳說妳有畢業的壓力我只是想說之前聽妳說妳有畢業的壓力我只是想說之前聽妳說妳有畢業的壓力，，，，

妳想要趕快完成論文妳想要趕快完成論文妳想要趕快完成論文妳想要趕快完成論文，，，，所以我想問問有什麼需要幫忙的所以我想問問有什麼需要幫忙的所以我想問問有什麼需要幫忙的所以我想問問有什麼需要幫忙的，，，，而且手機和而且手機和而且手機和而且手機和 EEEE————

MAILMAILMAILMAIL 怎麼樣都聯絡不上妳怎麼樣都聯絡不上妳怎麼樣都聯絡不上妳怎麼樣都聯絡不上妳，，，，所以我打到妳家裡來試試所以我打到妳家裡來試試所以我打到妳家裡來試試所以我打到妳家裡來試試。。。。沒事就好沒事就好沒事就好沒事就好，，，，妳論文妳論文妳論文妳論文

好好加油好好加油好好加油好好加油，，，，有任何問題再跟我聯絡吧有任何問題再跟我聯絡吧有任何問題再跟我聯絡吧有任何問題再跟我聯絡吧！！！！    

凱婷凱婷凱婷凱婷：：：：果國果國果國果國，，，，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我會盡快完成的我會盡快完成的我會盡快完成的我會盡快完成的……………………    

果國果國果國果國：：：：嗯嗯嗯嗯，，，，妳壓力不要太大妳壓力不要太大妳壓力不要太大妳壓力不要太大，，，，實習生活應該很忙吧實習生活應該很忙吧實習生活應該很忙吧實習生活應該很忙吧！！！！我們已經放暑假我們已經放暑假我們已經放暑假我們已經放暑假

了了了了，，，，妳有任何論文上需要幫助的可以跟我說妳有任何論文上需要幫助的可以跟我說妳有任何論文上需要幫助的可以跟我說妳有任何論文上需要幫助的可以跟我說，，，，再見囉再見囉再見囉再見囉！！！！    

凱婷凱婷凱婷凱婷：：：：謝謝謝謝謝謝謝謝。。。。再見再見再見再見。。。。……………………』』』』    

 

掛上電話的手依稀還在顫抖，心跳的很快，臉更是因羞愧而漲紅，我實在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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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清楚自己到底在瞎忙什麼，暑假的實習生活整天做一些影印、打字、接電話、

整理資料……等事，但論文呢？筆記型電腦每天開機、關機、開機、關機數回，

我的手指蓄勢待發的想要為自己的論文增添一點什麼，但大腦總是擠不出東西

來，這樣的無力感，讓我對自己的論文退避三舍。幾次，我不斷回頭去看自己寫

得東西，我很疑惑，跟果國在這些日子的訪談、討論與觀察，當下的我往往覺得

精彩的討論語言，或是觀察到的日常生活景象，都是研究目的裡意圖解決的問

題，所以設想文字的呈現，寫來應如行雲流水，怎知構思論文分析部分的過程，

又讓我重重的摔了一跤！—『這是我的問題』！我直覺的這樣判定，把自己關在

房間幾天，不停的翻閱質性研究方法的相關書籍，希望可以為自己找到出路。堪

知質性研究的撰寫，真正嘗試過後，方明瞭比想像還難。訪談逐字稿、反思札記、

田野札記、文件資料等，洋洋灑灑的攤在眼前，越看越討厭，卻不知該如何使力？

我墮落在龐雜的資料裡，鑽不出一點頭緒，日子就這樣擺渡過去，書寫的過程越

發舉步維艱，腦海裡突然浮現鄭老師在『質性研究』課堂上做的那首詩83： 

 

一年三百六五天一年三百六五天一年三百六五天一年三百六五天，，，，論文總是在眼前論文總是在眼前論文總是在眼前論文總是在眼前。。。。    

去年已乘黃鶴去去年已乘黃鶴去去年已乘黃鶴去去年已乘黃鶴去，，，，此時空餘下半年此時空餘下半年此時空餘下半年此時空餘下半年。。。。    

讀書習慣要養成讀書習慣要養成讀書習慣要養成讀書習慣要養成，，，，寫作向來非休閒寫作向來非休閒寫作向來非休閒寫作向來非休閒。。。。    

固定時間要入座固定時間要入座固定時間要入座固定時間要入座，，，，執筆忘情有人間執筆忘情有人間執筆忘情有人間執筆忘情有人間。。。。    

指導教授要常見指導教授要常見指導教授要常見指導教授要常見，，，，有備而來人不嫌有備而來人不嫌有備而來人不嫌有備而來人不嫌。。。。    

若有散漫灰心念若有散漫灰心念若有散漫灰心念若有散漫灰心念，，，，鐵定又要拖一年鐵定又要拖一年鐵定又要拖一年鐵定又要拖一年。。。。    

臥薪嘗膽學句踐臥薪嘗膽學句踐臥薪嘗膽學句踐臥薪嘗膽學句踐，，，，日積月累必成篇日積月累必成篇日積月累必成篇日積月累必成篇。。。。    

來日回首當前困來日回首當前困來日回首當前困來日回首當前困，，，，笑談論文似等閒笑談論文似等閒笑談論文似等閒笑談論文似等閒。。。。 

 

當初和修課同學們讀到這首詩時，大家豎指稱妙、捧腹大笑的畫面，現在依

稀還在眼前，但時空交替的當下，我卻徒留想哭的衝動……誰來救我，God！ 
                                                 
83 引自鄭同僚教授於 92 學年度上學期於政大教育研究所開設之「質性研究法」課程上課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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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開閡頁許久的研究計畫，看著自己過去一字一字敲出來的「心血」，眼淚

撲簌直流。想當初與指導教授馮老師談論文構想時，老師的首肯給我很大的支持

力量，讓我堅持做這樣的題目；然而撰寫研究計畫的過程中，遇到的第一個最大

的挑戰，即是沒有人願意當我的研究夥伴，困窘當下，甫結束婚假回到種籽教書

的果國老師，給了我繼續研究的可能性，他的兩肋插刀，讓凱婷得到第一份來自

種籽的溫暖；計畫撰寫過程中，凱方、育瑛、雅惠、心怡84願意撥冗細讀，給予

凱婷修改的意見，讓凱婷覺得論文之路難走卻不孤獨；幾個月下來，我漸漸發覺

這本論文負載了好多人的付出與期待，每個人的一點關心、一點參與、一個青睞、

一個幫忙，都令我俯首感謝，但無形中，我對論文的恐懼，部分也來自深怕自己

的無能，辜負大家的一片溫情。 

計畫口試過後，結束了在政大六年的生活。回到家裡，迎面而來的是一股陌

生的愕然。太久沒回家，我的房間已經是儲藏室了，整整花了一個星期的時間，

我的東西才得以定位，家中才空出屬於我的空間。和家人的相處，此時也出了一

些狀況，生活作息、生活習慣和模式，起初都很不協調，一家人常因枝微末節的

瑣事起了口角。實習生活更是一大挑戰，暑假沒有學生，因此實習老師們都待在

教務處裡幫忙、學習。我實習的學校預計在民國九十七年，遷校到鄰近的新建校

舍，因此教務處的冷氣暫時並不考慮更新。兩台服務了十幾年的老舊冷氣，仍然

披著戰袍，與炎熱的七、八月酷暑奮戰，但身處其中的我，卻總在下午時分，熱

到頭昏眼花，高舉白旗……。繁忙的實習生活，加上總總不適應，使得自己又陷

入一波情緒的低潮中。 

果國的一通電話，讓我難過很久，我，實在很不滿意現在的自己，對於論文

的完成，我開了一張又一張的空頭支票，頻頻跳票的同時，自信心也一點一點的

被現實吞噬，這使得我好怕有人跟我提起論文這件事，但潛意識裡自己又不斷地

被論文的壓力糾纏著，痛苦當下，總覺得自己沒用……。內心無數的衝突湧起，

我覺得自己的無能、卻步，像極了一個耍賴、放羊的孩子，我背叛了自己原先唸

                                                 
84 皆為政大教研所碩博士班的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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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的初衷，更令那些曾經幫助過我的人失望。 

實習前半年，每天都過得好渾沌，面對著大大小小的瑣事，實在不明白究竟

那件事是對自己有幫助的，我搞不清楚眼前每件交付下來的事，究竟孰重孰輕，

只知道下班後卸下實習老師身份的我，才是『我』。半年來的實習生活，我覺得

自己的身體被放空，每天提著沈重的身體去學校，下班時間一到再把自己拎回

家，疲累之餘我已經喪失跟自己靈魂交談的興致，更遑論思考論文該如何收尾。

看看自己每天過的日子，與自己論文寫的『人權教育』相較，真是一大諷刺。我

寫的東西跟我現在的生活狀態，似乎是永不相交的兩個平行世界。而我，身在其

間卻被拉扯的疲累、疼痛，撕裂的我不知該如何自處。 

或許我需要的是一個「長假」吧！就如木村拓哉演的日劇『長假』裡，男女

主角在生命的最低點，總被迫得停下來喘一口氣，因此研究計畫口試後，再次面

對自己的論文，已是隔年的一月了。寒冬中堅硬的手指敲在鍵盤上，停頓的時間

比敲打的時候多很多，但論文的路走走停停，停下來的時候就當是放自己一個長

假吧！ 

假期放完，開始寫作的過程中，我真實的呈現自己的想法與感情。這半年多

來的停擺，身為一個體制內學校的實習老師，我看到教育現場的現狀，並且親身

體驗。體制內學校的種種畫面，對照起種籽這樣一個另類學校，亦在我心中交織

出更深刻的反省及體認。半年的實習生活，我變成體制學校內的一員，這半年多

的沈澱，衝撞了許多原先被遺忘的想法及觀點，這樣的歷練，幫助我開展了不同

的對照視野，因此如果分析工作能夠較為深入，就得感謝這半年的實習生活。 

然而分析工作的開始，必須更深入的瞭解我的研究夥伴「果國」，畢竟這篇

論文，有很大部分，是我們一起思考、討論激盪出來的成果，因此，字裡行間可

以看到果國身為研究場域一份子的『現身』，也可以聽見他對於種籽、對於人權

教育、對於教育本質有感而發的『獻聲』；此外，我對種籽的理解，有些層面是

藉著他的眼睛、他的心，幫我將種籽的人權教育圖像拼湊的更鮮明……，因此，

這個章節，我以果國為起點，拉出一條軸線，以他的生命經驗為經，以種籽學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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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給他的影響為緯，交織出一個平面，探究種籽學苑教師人權文化實踐的緣起與

背景，藉以了解種籽學苑人權文化背後蘊含的脈絡性因素為何。 

誠如 Banner 和 Cannon(2001)所提出：『教師所教導的一切，均與其本身與

世界的互動有關，也是一種來自內心深處，源源召喚的生活知識。』（轉引自張

瀞文，2003：129)因此教師對世界的認知，決定了他將成為一位什麼樣的老師。

此外，存在主義的先驅齊克果85亦說：『一個人在知道任何事物之前，必須先知

道自己，只有當一個人內在如此瞭解他自己，如此的看清了他的路向，他的生命

才獲得平和和意義；只有如此，他才能趕走那令人厭倦、存有惡兆的旋律……。』

因此，如果我們想藉由果國瞭解人權教育在種籽學苑的開展情形，我們必須對果

國的生命經驗有一定深度的理解，因此這個章節乃於焉誕生。 

當然，關於生命經驗的敘說（narrative），我的書寫方式是讓果國，以第一人

稱『我』的姿態出場，這樣的安排用意有二：首先為了讓果國在訪談裡的敘說，

在呈現時能盡量不脫事件的情境脈絡，我希望盡量保留語言的『真實原貌』，讓

整個敘說的鋪陳，盡量保持完整而不破碎。再者，我想，生命經驗的敘說過程，

由主角自己『發聲』，會比別人幫他說，更貼近生命的本質，畢竟他的感覺、他

的生命，由他自己來『說』，即是一個『活著的』、『不斷創塑意義』的故事，如

同 Bruner所言：「我們不能小覷人以敘說來表達個人經驗的能力，這種能力是文

化中佔據我們生活大部分的一種創塑意義的工具」，因此 Bruner在論及『自我敘

說』（self-narrating）時形容：『那是從外到內，同時也是從內到外的歷程。』

（Bruner，2002：23)因此，關於本章第一節、第二節的撰寫，我選擇將報導的

主導權交給果國——由他，以第一人稱的方式，緩緩道出他的『曾經』與『現在』。

而閱讀的你，就像當初訪談果國的凱婷一樣，我們扮演一個真誠聽眾的角色。聽

故事的過程中，我們隱約可以感受到，『某種』由生命經驗中燃起的一股力量在

敘說中發生，這股力量就如 Bruner形容，由『內而外』或『由外到內』在果國

                                                 
85 Kierkegaard，丹麥人，為存在主義哲學的先驅。本段文字引自 Kierkegaard, S（1998）。齊克果齊克果齊克果齊克果

日記日記日記日記。台北：萬象。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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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歷程裡流轉，幫助其建構各種意義，當然也不斷地影響著果國對『人權教

育』的建構及詮釋，這在果國敘說生命的過程中，是被清楚看到的，然而這部分，

我將放在本章的第三節中討論。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影響他成為一位另類學校教師的過程影響他成為一位另類學校教師的過程影響他成為一位另類學校教師的過程影響他成為一位另類學校教師的過程：：：：尋找曾經尋找曾經尋找曾經尋找曾經 

果國是個什麼樣的人呢？什麼樣的生命經驗，影響他成為（becoming）現在

的他？這些問題的探究，我們可以從他過去生命經驗的回溯，理解他對世界的認

知。這段尋找『曾經』的歷程，將提供一個較為完整的脈絡，幫助我們理解他『說

的話』、『做的事』。 

 

壹壹壹壹、、、、中規中矩的童年中規中矩的童年中規中矩的童年中規中矩的童年時期時期時期時期：：：：我不曾思考過我不曾思考過我不曾思考過我不曾思考過『『『『我可以不要去做這件事我可以不要去做這件事我可以不要去做這件事我可以不要去做這件事

嗎嗎嗎嗎？』？』？』？』 

   國小以前的我記憶不是很清楚了，所以我從國小開始說起…… 

 

一一一一、、、、那段時間覺得有點孤單那段時間覺得有點孤單那段時間覺得有點孤單那段時間覺得有點孤單、、、、又有點好玩又有點好玩又有點好玩又有點好玩 

國小一年級的時候，我常常顧教室。因為那時候腳不好，腳受傷。媽媽那時

候找了很多民間奇怪的療法：吃藥、針灸還是什麼的，但是就是不想讓我開刀。

因為腳不方便，媽媽就跟老師說：『體育課還是什麼戶外活動等，盡量不要讓我

參與，……反正什麼劇烈運動都不能做。』 

像其他同學如果去禮堂、集會等，我都不能去，都要在教室裡面顧教室。 

我覺得自己的腳好像還 OK，常常很想跟全班一起去，想看看大家都在做什

麼。但是大家理所當然的，就覺得我不應該跟去，不應該跟他們一起做那些事，

好像出去外面會對我帶來什麼傷害一樣，我被保護，但某種程度是被禁錮。 

當時自己一個人在顧教室的時候，有時候會有校外的人進來，有些更小的孩

子或是輟學的，他們會進到學校找我玩。……有時候小孩子玩到忘記，他們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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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到教室裡面，我又很怕老師躲在窗戶外面看到，怕被老師罵、被處罰。不過一

直都還好，還沒被發現過。 

就這樣，不能出去的時候，有時候一個人隨便晃，那如果有人來，就這樣一

邊擔心，一邊跟他們玩。這樣的日子一直到小二升小三，……那段時間覺得有點

孤單、又有點好玩。 

 

二二二二、、、、自己在當時是自己在當時是自己在當時是自己在當時是『『『『被比較被比較被比較被比較』』』』的的的的…………………… 

後來有一段時間我常生病。那時候好像是生了一個病，好了之後我回學校上

學。然後第二天就跟班上同學小山，用抹布把洗手台堵起來，蓄水放紙船在那邊

玩。玩得正開心的時候，被其他同學看到，跑去跟老師講。 

老師在上課的時候叫我們起來，然後叫我們到後面罰站。 

接著審判開始。 

老師不耐煩的看著我們說：『果國，你怎麼病才剛好，就幹這種事！』然後

我印象很深的是，老師用很不解的語氣說：『其他的人會這樣玩、搗蛋，我都可

以理解，但小山怎麼會這樣，我實在想不透。』 

我一聽，直覺的想：我們在老師心目中，到底是留下什麼印象？調皮搗蛋、

壞小孩、把同學帶壞的人、還是……，我不知道，但我當時很清楚的一個感受是：

自己在當時是『被比較』的。那種感覺很不好。 

    我後來想，小山功課中等，但看起來就是很乖，所以老師直接以『他看我們

的感覺』，幫我們貼上標籤，他心裡面幫我們每個人，打上不同的分數。 

 

三三三三、、、、因為一張畫紙因為一張畫紙因為一張畫紙因為一張畫紙，，，，一個巴掌貼在我的臉上一個巴掌貼在我的臉上一個巴掌貼在我的臉上一個巴掌貼在我的臉上…………………… 

在小學二年級時，我們有一堂美勞課，老師說畫什麼都可以，叫我們自己想、

自己畫。我印象中旁邊有一個女生，她的畫紙上方偏左，就是一顆大太陽，然後

太陽光芒輻射散開，畫紙上有山、有花、有人，那種構圖是大多數人都會畫的那

種。我當時不知道要畫什麼，心裡想說：『我也來畫太陽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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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們小時候畫太陽時，一般就是會先畫圓圓的，然後外圍一圈刺，代表

陽光。我在畫的時候，心裡突然出現一個想法：我覺得陽光撒在身上，所以人們

照到太陽才會感覺到溫暖，所以我就用蠟筆，把光芒斜斜的畫向畫裡的那個

人……。 

突然畫一畫後自己越想越毛，覺得這樣好像不太好，萬一被老師罵怎麼辦？

畫了第一道光芒後開始猶豫，我很快就後悔了，我決定還是不要這樣畫好了，還

是規規矩矩的畫就好，至少這樣會沒事……我拿著擦子用力的擦，想把那道光芒

擦掉，但是蠟筆不是很容易擦的，我一不小心，就把畫紙擦破了。 

後來老師說：『這次好像大家都畫得不是很好，所以如果要重畫，可以拿自

己原來的紙，來跟老師換新的紙重畫。我拿著自己的畫紙去跟老師換的時候，她

看到我的紙破了，什麼都沒說就—『啪！』用力地甩了我一巴掌。一個巴掌就這

樣貼在我的臉上，刺刺痛痛的感覺，讓我來不及反應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老師氣急敗壞的說著我的罪狀，他說：『果國，你怎麼把紙弄成這樣，你剛

才在幹什麼，你看你的太陽，哪有人太陽長這樣，亂畫一通……』 

    那時我突然覺得，在老師心中，一張畫紙的重量，竟然比我小小的自尊還要

重的多…… 

我一向都很中規中矩的，因此雖然有時候會有一些不同想法，想跟別人做不

一樣的事，但還是很怕被罵或怎樣的，覺得沒什麼安全感，很怕會為自己帶來什

麼麻煩。……小時候，常常大人叫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不管在學校或家裡都

是，我不曾思考說『我可以不要去做這件事嗎？』或許偶爾有，但我也不敢違逆

大人說的，反正大人說什麼我做什麼就一定不會犯錯，這就是我的小時候…… 

 

貳貳貳貳、、、、開始懷疑的青少年開始懷疑的青少年開始懷疑的青少年開始懷疑的青少年時期時期時期時期：：：：思考思考思考思考『『『『體罰體罰體罰體罰』』』』及及及及『『『『教師形象教師形象教師形象教師形象』』』』的問題的問題的問題的問題 

 

國中開始我的印象就很清楚，彷彿那段日子就在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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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老師只是自己心裡默默的對我下一個價值判斷老師只是自己心裡默默的對我下一個價值判斷老師只是自己心裡默默的對我下一個價值判斷老師只是自己心裡默默的對我下一個價值判斷…………………… 

我通常對國文老師都很有好感，因為我自己很喜歡國文。那時候一個班五、 

六十個人，學生跟老師相處的機會不多，而且那時代的老師也不會開放機會讓你

跟他接近、讓你跟他熟。 

記得有一次我們國文老師對我說：『ㄟ，聽說你在工藝課的時候對老師很不

禮貌？』我因為很喜歡我們國文老師，不希望他對我印象不好，所以聽了很緊張，

急著辯駁說：『沒有呀！』然後轉頭對我後面的同學說：『趕快，你趕快幫我跟老

師說，我上工藝課沒有對老師不禮貌呀！』我後面同學就一直說不要、不要，接

著我心裡更急，深怕老師誤會我。結果老師冷冷地說：『你看，像你這樣轉頭跟

後面的同學講話，理都不理我，當然是很不禮貌。』 

聽到這話時，心裡糾結一塊，我想：唉！算了！不想爭辯了。 

至於那個工藝老師，更是我不想理會的那種老師，他表現的就是一副不太想

理你、看輕你的態度，可是他又不想跟你講話，連你哪裡討厭、哪裡讓他看不順

眼，他都不願意告訴你，只是每次上課都不理你，當我們這些學生是空氣、是不

存在的……那種感覺真的很討厭。 

後來我知道老師之間彼此會聊天，他們會談到譬如某某學生很不禮貌，怎樣

怎樣的，然後學生就不知不覺的被老師貼標籤了，……學生永遠沒機會解釋，這

種感覺很悶…… 

 

二二二二、、、、不同的體罰形式不同的體罰形式不同的體罰形式不同的體罰形式，，，，看在學生眼裡看在學生眼裡看在學生眼裡看在學生眼裡，，，，是老師最近的新花招是老師最近的新花招是老師最近的新花招是老師最近的新花招…………………… 

我在求學時代算是比較聽話、不會出狀況的學生，但是難免還是會因為考試

達不到老師的標準被體罰。印象比較深的兩次經驗是有一次段考完，老師開始秋

後算帳，每次老師打我們的藤條都不一樣，因為打多了藤條會斷，所以老師每一

次都會換一根材質比較有彈性、比較不會斷的棍子。那次月考題目出得比較難，

大家都考得蠻爛的，一個個都被老師叫出去打，當然我也是。 

這次老師有新花招，就是不打手心，改成打手背。看著前面被打得同學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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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曲的表情，心裡很害怕，等待的心情其實更是煎熬難耐。雖然還沒輪到我，但

腦子已經一片混亂，深怕自己會捱不過、會痛大叫還是怎樣的。國中生都是有點

小大人的心態了，所以總覺得如果痛到受不了叫出來、或是眼淚噴出來，是一件

很丟臉的事。所以還沒被叫到的人，大家都是如坐針氈、冷汗直流。 

叫到我時，我已經緊張到無法思考了。我忘了自己怎麼走出去、怎麼伸出手

來的。等到老師打完後，我才鬆了一口氣，並且暗自慶幸這樣的痛我還受的了，

打手背好像沒我想像的痛。那次我們老師嘗試了不一樣的體罰方式，但看在我們

學生眼裡，則是老師最近的新花招。雖然很害怕，但撐一下就過去了。 

另一次是我們數學老師，他很在意學生的考試分數，唉，其實想想，那個時

代老師幾乎都逼成績逼的很緊。他的體罰方式就很激烈。他會把學生叫到講台

前，叫學生把褲子脫下來，剩一件內褲，然後當著全班面前打。這樣的方式其實

很傷學生自尊心，對學生而言是很丟臉的一件事！ 

其實體罰就是這樣。老師不斷的想新花招，以為他們自己很行、很有創意，

用自己創造出來的體罰或處罰方式，可以把學生整治的很聽話。但其實換來的是

學生被傷害的越來越深，而且跟老師的關係越來越糟！我常常在想，孩子小時

候，或是學生時代，你可以用體罰或處罰來管教他，但出社會呢？出社會後你還

能打他或是罰他嗎？所以體罰或一些奇奇怪怪的處罰，絕對不會是『教育』的一

種方式，相對的應該是一種和教育理念相悖的途徑。 

因為體罰或一些奇奇怪怪的處罰方式，其實你只是讓學生身心痛苦，讓他知

道用什麼樣的方式，可以『惡整』別人，讓別人難過，但教育不應該是讓學生學

習這些讓人痛苦的『新花招』，那只會使人更壞，使人與人之間彼此怨懟，更有

距離。至少我是這樣想的。 

 

三三三三、、、、美術老師對我來說就像是一個美術老師對我來說就像是一個美術老師對我來說就像是一個美術老師對我來說就像是一個『『『『大朋友大朋友大朋友大朋友』』』』…………………… 

如果說哪位老師影響我很大，我想國中時代的美術老師，顛覆了我原先對老

師的刻板印象。記得有一年暑假，輪到他留在學校值班，放假無聊，我們幾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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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就去學校找他。 

那天他教我們怎麼用宣紙做燈籠，就是用宣紙摺摺摺，然後把它拉起來，可

以伸縮的那種紙燈籠。我對這樣的製作方式感到好奇，所以就一直坐在那邊安靜

地做，那其他的人做完一個燈籠就走開了。 

老師晃了一圈回來後說：『果國，你怎麼還在做？看不出你是一個靜的下來

的人耶！』那時候覺得自己被鼓舞到了，覺得跟這個老師好像比較談得來，之後

有什麼心事或無聊什麼的，就會去找他聊。……老師展現出來的態度也都很好，

他常常告訴我們一些他自己生活上的想法。……他還會告訴我們他以前的一些趣

事，例如坐火車怎麼逃票等。那時我覺得：哇！這個老師怎麼跟別的老師不太一

樣，可以和我們講這些東西。那時候覺得他有照顧到我的『心裡』。 

這個美術老師對我的意義和其他老師不一樣，對我來說，他就像是一個『大

朋友』。所謂大朋友的意思就是：你有什麼不懂的，都可以問他，彷彿所有的問

題都可以和他談似的。我後來很喜歡親切、沒有架子，但是真的有東西的老師86，

而且他看你的眼光是平視的，他把自己看成和你是平等的。這並不是說和你就像

哥兒們，而是說他聽你說話時，看你的眼神，是專注的，是真的誠心的想要去瞭

解你的事情，他不會用價值判斷判斷你，是可以信任的。因為這個老師，讓我發

現學生是多麼渴望被傾聽、被誠心的接受，因此自己當老師時，也受到很大的影

響，我覺得這點很重要，自己也會特別注意要做到這樣，就是照顧到學生的『心』。 

 

四四四四、、、、這個這個這個這個老師是比較願意瞭解我的老師是比較願意瞭解我的老師是比較願意瞭解我的老師是比較願意瞭解我的，，，，比較認真體會我的比較認真體會我的比較認真體會我的比較認真體會我的…………………… 

國中還有一個三年級的導師，他讓我感受到他是很和善的。 

那時候老師規定每天要寫日記，在以前升學考試的時代，很多同學都抱著課

本猛背，所以比較起來我算是看很多課外讀物的學生。那時看了《趙寧留美記》，

我就依樣畫葫蘆地學著他那樣的寫法，用四個字的寫法來交日記。 

老師覺得我很有趣，從他的眼光裡，我感受到自己的不一樣。老師覺得我在

                                                 
86 指有專業素養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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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方面好像有點才華，所以他叫我去參加什麼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作文比賽，

最後還得了第三名，我對那位老師印象很深，也很感謝他，我覺得在那個老師眼

中，自己是好的、被肯定的，有些優點是被看到的。這是我很喜歡的一個老師，

比較起來，他是比較願意瞭解我的、比較認真體會我的、而且也比較認真看到我

的人，對他我就有很多信任。 

一直到高中的時候，有一次心情很低落，我還寫信給他。然後他在某個假日，

還打電話跟我講一些事情、開導我。 

我的美術老師和國三的老師讓我覺得，這樣的老師影響我很多，以後自己當

了老師，也比較清楚什麼樣的老師，對學生而言是有幫助的。 

 

參參參參、、、、探索自我的成年時期探索自我的成年時期探索自我的成年時期探索自我的成年時期：：：：我是個什麼樣的人我是個什麼樣的人我是個什麼樣的人我是個什麼樣的人？？？？ 

一一一一、、、、大學唸戲劇後大學唸戲劇後大學唸戲劇後大學唸戲劇後，，，，我發現我發現我發現我發現：：：：原來有人原來有人原來有人原來有人，，，，是可以這麼勇於表達自己的情緒和感受是可以這麼勇於表達自己的情緒和感受是可以這麼勇於表達自己的情緒和感受是可以這麼勇於表達自己的情緒和感受

的的的的…………………… 

大學時候念戲劇系，我發現無論在排練場、或者是在戲劇表演上，每個同學

都表現的那麼輕鬆自在，那時覺得自己應該可以放鬆一點……。 

在生活中，我也看到很多不一樣。 

譬如說兩個同學在吵架，他們的情緒或表情，是很直接、強烈的，有時候情

緒一上來，一被引爆，剛才爭執的事情已經被晾在一邊了，他們變成是有點為了

爭吵而爭吵。也不是……反正就是他們會很直接的表現自己的情緒，不會刻意壓

抑。 

那我就問他們說：『你們是不是應該要先解決原先爭吵的那件事？』但我的

同學就回我：『怎樣，我擺明就是要衝著他啦！怎樣！』這樣的畫面在我過去的

生命經驗裡是不被允許的，是會被批評『衝動、意氣用事、不理性、不懂事』的，

但理性背後，人的感情是被放到後面的順位，才去考慮的；我常常思考，過去，

我好像不太會直接表達自己的情感或情緒，有時候某些事件發生，心理會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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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或情緒，但我常會告訴自己要理性處理事情，不應該意氣用事，所以自己不

太敢直接表現自己心裡真正的感受，很多感覺就悶在心裡，我不想跟別人有一些

爭吵或摩擦，感覺是有點鄉愿，有點太在意別人的想法或眼光，所以一直覺得很

不輕鬆、很不自在、很累、不快樂。……但看到劇場的同學，他們表達情緒、感

受時，如此自然、自在、輕鬆、真實，那時我開始接觸到不一樣……原來有人，

是可以這麼勇於表達自己的情緒和感受的。 

過去，家庭教育、學校教育也許教我們很多與人應對的方式，例如要包容、

要體諒別人、要有禮貌、要怎樣怎樣的，其實都對，長久下來我們也習慣依循著

這些所謂『道德』、『規範』的框框長大了，但大人只是告訴我們框框在那裡，界

線在這裡，不可以僭越，但對於人的『情緒』、『感受』方面，他們是很少去處理

的。因此很多問題被忽略後，埋在孩子的心裡就會變成委屈，變成一種無法跳脫

的枷鎖。當人的感情都無法自然流露的時候，靈魂不會自由，人又怎麼會快樂？ 

 

二二二二、、、、很多價很多價很多價很多價值觀被衝撞後值觀被衝撞後值觀被衝撞後值觀被衝撞後，，，，我開始思考我開始思考我開始思考我開始思考：：：：我是怎樣的一個人我是怎樣的一個人我是怎樣的一個人我是怎樣的一個人？？？？ 

上了大學後，慢慢看到很多不同於以往自己生命經驗中的事：例如第一次發

現身旁有人是同性戀、第一次看見有人可以在演出時幾近瘋狂的演出、第一次看

見有人竟然敢當著表演者的面，直接說出他哪裡演得不好……，這些事情在我以

前中規中矩的世界裡，可能會被歸類為『不恰當』或者『奇怪』的事情，現在看

來似乎離現實世界更近一些，並且就這麼真實的發生在我眼前。沒有什麼『不恰

當』或『奇怪』，單純的就是一種生活中的真實。 

慢慢地我很能夠接受別人的不一樣，甚至相處久了之後，我也能慢慢的理解

他們為什麼會這樣。很多以前固著在腦袋的價值觀，常常被衝撞、被挑戰，有時

候自己會覺得很震驚，對世界的認知竟然有點鬆動了，但這也讓我慢慢會去思考

一些以前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一直到來種籽教書後，我對教育的一些看法，對人、對生命的一些價值觀，

也不斷的被挑戰，同時也有一些轉化。種籽打破了我一直以來對『小孩子』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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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同時也打破了我對『老師』的看法，打破了我原先對事物的一些價值，在種

籽這間學校裡，我不斷地思考一些很基本的問題，例如：小孩應該聽大人的話嗎？

教育是什麼？老師對孩子來說又是什麼？……，教書過程中，慢慢累積一些對事

情、對人的看法，我發現：自己是有改變的…… 

對照自己和別人的不一樣，慢慢也會好奇，別人眼中的我，是怎樣的一個人？

這幾年我一直在釐清一些東西，目的就是要更認識自己，更清楚瞭解自己是怎樣

的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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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成為一位另類學校教師成為一位另類學校教師成為一位另類學校教師成為一位另類學校教師：：：：果國與種籽的邂逅果國與種籽的邂逅果國與種籽的邂逅果國與種籽的邂逅…………………… 

    

想當老師這件事想當老師這件事想當老師這件事想當老師這件事，，，，其實小時候就想過了其實小時候就想過了其實小時候就想過了其實小時候就想過了；；；；但大學時從來沒想到自己會當老但大學時從來沒想到自己會當老但大學時從來沒想到自己會當老但大學時從來沒想到自己會當老

師師師師，，，，以為自己未來應該就是往戲劇方面發展以為自己未來應該就是往戲劇方面發展以為自己未來應該就是往戲劇方面發展以為自己未來應該就是往戲劇方面發展。。。。來到種籽後來到種籽後來到種籽後來到種籽後，，，，更沒想到一待就是八更沒想到一待就是八更沒想到一待就是八更沒想到一待就是八

年多了年多了年多了年多了……………………
87878787。。。。    

 

接下來，果國將說著他如何成為一位另類學校教師的故事……。 

 

壹壹壹壹、、、、第一第一第一第一印象印象印象印象：：：：覺得這裡怪怪的覺得這裡怪怪的覺得這裡怪怪的覺得這裡怪怪的，，，，不像學校不像學校不像學校不像學校…………………… 

至於，想當老師這件事，其實小時候就想過了；但大學時從來沒想到自己會

當老師，以為自己未來應該就是往戲劇方面發展。 

剛來種籽前我以為自己好像很懂教育。……當然這些想法後來在我接觸種籽

後都被我推翻掉了。因為以前認識的小孩，我把他們當成是一個群體的概念，但

到種籽後，我覺得『孩子』不再是『孩子們』，而是每一個人，每一個個體，只

不過是小孩還沒長到大人而已。 

還記得當初要來應徵時，煩惱著到底該穿什麼來應徵？結果朋友說，你穿得

太正式會被人家笑啦！那間學校不吃制式的那一套，和平常一樣自然一點就好，

所以我穿著球鞋就來了。 

一九九七年來到種籽，一直到現在，我在這邊教了八年多了。主要上語文和

表演的課。另外我還開電腦課呀、網頁課、說故事課、童詩、魔法、表演、魔術

這些奇怪的東西。每次上課都是一種新的嘗試，因為每學期上的東西都不會完全

一樣，包括不同的孩子，他們的需求也都不同，所以常常是根據上課狀況，調整

自己的上課方式或內容，在種籽教書，自己也是不斷在學習。 

在學校裡，老師空堂時間，可以找孩子談談心，或者找資料備課，這讓老師

                                                 
87 20050323正式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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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有空檔可以靜下來思考一些問題，所以對我而言，不上課的時間和上課的時間

一樣重要，就像是給老師充電的時間，這樣上起課來會更有勁。此外，老師也比

較有時間和孩子相處，認真的陪伴孩子處理一些事情，在種籽，你會體會到其實

孩子成長的過程中，『陪伴孩子』和『上課』，是同等重要的，往往孩子在生活中

學到的更多，這些經驗對他們的影響更大。 

 

貳貳貳貳、、、、種籽的老師種籽的老師種籽的老師種籽的老師，，，，必須放棄必須放棄必須放棄必須放棄『『『『權威權威權威權威』』』』……………………                                       

剛來種籽教書的第一年，挫折感蠻深的……，回家之後一直在看以前自己表

演的錄影帶，心想，乾脆回去劇場算了。以前讀書的時候，看老師們上課，感覺

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等到自己來種籽教書後，我才發現完全不是那回事。 

在種籽，當初面試時就有談到，種籽的老師必須『放棄權威』，也就是說，

這這裡大人和孩子的地位是平等的。當時我不是很懂所謂的『放棄權威』是什麼

意思，只曉得種籽要求的當老師不可以打人、嚇人、不可以讓孩子感到身心痛苦、

必須要真的對小孩有熱誠……，這些我都覺得自己做得到，但第一年教書的經

驗，其實挫折感蠻深的。 

首先，你不能因為自己是老師，而在孩子面前耍特權。也就是說，不是老師

說怎樣就怎樣，任何事都要『有道理』，你才能要求孩子那麼做，而不是老師想

要孩子那麼做，孩子就一定要聽。舉例說，你要請孩子上課安靜、專心，這時有

的孩子會說：『因為你課實在上得太無聊了，所以我很想專心，但是做不到！』

這時老師可以很明顯感受到，他是真的這麼覺得，還是只是一種惡意的挑戰。這

兩種情形其實都發生過，但第一種情形居多。如果是以前讀書的時代，老師可能

會直接處罰這個學生，認為這個學生上課態度不佳，一切都是學生的錯。老師和

學生間，總是存在著一種上下的關係，……這在學校裡，是一種很奇怪但大家又

很習以為常的文化，好像老師做什麼事情，是不需要跟學生解釋的，學生照著老

師的吩咐做就對了。 

但在種籽這樣的學校，師生之間不平等的關係就被顛覆了。學生上課不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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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一定有原因，如果學生說是老師上課太無聊了，這時候老師就必須要檢討自

己的教學或是教材內容，而不能一味的怪罪學生，雖然學生有時會讓老師感到有

點受挫或者被挑戰，但其實該慶幸的是，孩子『願意』而且『敢』說真話，孩子

把他最真實的感受或原因講出來，即使直接挑戰到老師，他們就是那麼直接、那

麼真實，師生之間就是完全自然、坦然、平等的相處模式。 

剛來到種籽教書，前幾年我常常覺得當老師，不只是教書這麼單純而已，和

孩子相處、和孩子生活在一起，更是需要學習的一件事。大人必須放棄『權威』，

放下大人的架子，所以你不會因為你是大人，或者你是老師，而可以有什麼『特

權』。像我們以前小時候，學校老師說東就東、說西就西，我們不敢反抗、也不

敢說不，因為父母告訴我們：『在學校要聽老師的話，才是好學生。』而老師也

很習慣直接給學生下指令，同時也認為，學生聽話是理所當然、天經地義的，如

果學生懷疑老師，甚至抗拒老師，那就是大逆不道的『壞學生』。但這樣的想法，

在種籽全然被推翻了。老師，必須常常反省自己的想法或作法是不是有問題，所

以學生給了我們那樣的反應？在這裡當老師，你很自然的會去思考、反省自己和

學生或者學校裡其他人的互動，並且把事情想清楚，而不會把所有的問題都歸咎

在學生或者別人身上。 

 

參參參參、、、、來到這裡來到這裡來到這裡來到這裡，，，，我才有機會仔細思考我才有機會仔細思考我才有機會仔細思考我才有機會仔細思考『『『『教育教育教育教育』』』』究竟是什麼究竟是什麼究竟是什麼究竟是什麼？？？？ 

所以來種籽教書後，遇到很多狀況，讓我有機會深入的思考一些有關『人』

的問題，而且也是開始當老師後，我才在種籽裡，反省一些過去教育經驗裡的問

題。來到這裡，我才開始有機會仔細思考『教育』究竟是什麼？並且認真的去想

什麼樣的教學或與孩子的相處方式，能帶給孩子最多幫助。其實到現在，在種籽

教書八年多了，我都還不是很瞭解什麼才叫一個『真正的教育』？因為每個孩子

的不一樣，所以也沒有所謂的統一的教法，或最好的教學方式。我也是來到這個

學校後，才不斷地嘗試、學習該用什麼方法教孩子，陪伴孩子成長。例如去觀摩

其他老師的教學、或者到其他老師的班上，觀察他們跟小孩之間的互動方式、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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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學習其他老師怎麼當一個法官、怎麼帶畢業製作……，很多時候看其他老師做

得很好時，我就會利用空堂時間，慢慢學習他們的長處，或者和他們一起分享一

些想法，互相討論、請益，這些對我扮演老師這個角色，都有很大的幫助。 

這學期88是我覺得意識比較清明，比較知道自己在幹嘛的一個學期，因為現

在，我覺得我比較知道怎樣面對小孩，比較知道和小孩相處的方法，而且也比較

清楚自己為什麼要用這樣的方法去帶小孩。相較於剛開始教書時比較沒有經驗，

如果事情一發生，或者小孩丟一個問題給我，我沒有多想什麼就急忙處理，因此

常常不知道怎樣處理、怎樣和孩子說話、或者要和孩子說什麼話是比較好的；但

幾年下來，尤其是今年，我開始覺得自己經過時間、經驗的累積，比較清楚，而

且有一套方法或心得去帶孩子，並且自己也很清楚，我這麼做、這麼說是要帶給

孩子什麼，孩子的感受可能是什麼。 

但整體而言，我覺得在種籽，工作就是生活，我從來不覺得教書累，因為在

學校裡有很多樂趣，小孩每天都會給你不同的驚奇，空堂的時間，你可以和孩子

聊天、玩耍，或者給自己很多功課，學習自己想學的……，因此在學校的生活步

調是自己可以調整、安排的，所以感覺起來教書不是工作，而是生活，這樣一來

就不會感到倦怠了……。 

 

肆肆肆肆、、、、原來原來原來原來，，，，生命就是這麼奇妙生命就是這麼奇妙生命就是這麼奇妙生命就是這麼奇妙，，，，這麼美好這麼美好這麼美好這麼美好…………………… 

最近我都會拿著攝影機或是 MD，把學生在學校裡的樣子或聲音，拍下來或

錄下來。我現在三十幾歲了，好希望可以聽聽自己小時候的聲音，我常常在想，

如果以前的科技像現在這麼發達，我一定要把自己生命中的一些片段或聲音保存

下來。所以從幾年前開始，我就會很隨性的幫小孩記錄一些他們上課的樣子或聲

音，希望能幫他們保留住生命的足跡。 

在家無聊的時候，我會把這些東西拿出來看。有的孩子，看看以前紀錄下來

的東西，再對照他現在六年級的樣子，就覺得很有意義，尤其當你聽的出來說，

                                                 
88 指 93 學年度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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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是誰的聲音，那個是誰的聲音，就會覺得，好特別，原來生命，就是這樣子，

孩子在你身邊悄悄的成長了，回過頭來看，真的覺得很有意思。那些畫面、聲音，

常常讓我覺得很感動，心會怦怦然的悸動……然後你會發覺—原來，生命就是這

麼奇妙，這麼美好……。 

八年多的時間，一路走來，在種籽的日子生命有了很多反省和沈澱。以前讀

書的時候，總是希望自己可以一邊工作、一邊導戲、演戲什麼的。現在，我的夢

想似乎已經實現了，我彷彿需要再為自己找一個夢想……。我一直很想記錄我的

人生，但又沒有辦法自己寫，因為我是一個想很多的人，所以不知道該如何寫起。

參與這個研究，我希望能將自己的生活、想法或人生經驗做一個紀錄，或是是像

你之前說的，把它變成一個像寫小說或寫故事的方式呈現，因此我需要一個工作

夥伴，跟我一起工作，然後把這個東西弄出來。我發現我在跟人家合作的時候，

比較能夠丟出一些東西……。人生很多事情都可以從頭再來，唯獨時間，似乎是

無法回頭的，所以我一直覺得將過去的生命經驗或想法，紀錄、保留下來，是一

件美好、有意義的事，回頭去看得時候，會覺得，彷彿……自己又掉到過去那個

時空裡，……是一種很奇妙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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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描繪一個立體的另類學校教師描繪一個立體的另類學校教師描繪一個立體的另類學校教師描繪一個立體的另類學校教師：：：：果國果國果國果國的人權觀的人權觀的人權觀的人權觀 

第一節及第二節的書寫方式，使得果國在訪談中的敘說過程，能以情境重現

的方式被呈現，那是希望保持受訪者敘述的完整性，以避免分析過程中，產生情

境脫節的窘況89。此外，在我所有的訪談經驗裡，果國是一個很特別的人，他在

回答問題前，總是得停下來思考半响，才能繼續往下說，他說：『其實每次妳訪其實每次妳訪其實每次妳訪其實每次妳訪

問我時問我時問我時問我時，，，，我都得在腦海裡重新整理一次自己的想法我都得在腦海裡重新整理一次自己的想法我都得在腦海裡重新整理一次自己的想法我都得在腦海裡重新整理一次自己的想法，，，，某些過去生命裡的畫面重新某些過去生命裡的畫面重新某些過去生命裡的畫面重新某些過去生命裡的畫面重新

浮浮浮浮現後現後現後現後，，，，我才知道該如何說我才知道該如何說我才知道該如何說我才知道該如何說、、、、該如何回答該如何回答該如何回答該如何回答，，，，……………………幾次訪談下來幾次訪談下來幾次訪談下來幾次訪談下來，，，，我突然發現我突然發現我突然發現我突然發現，，，，我我我我

好像慢慢瞭解自己好像慢慢瞭解自己好像慢慢瞭解自己好像慢慢瞭解自己，，，，慢慢清楚自己在想什麼慢慢清楚自己在想什麼慢慢清楚自己在想什麼慢慢清楚自己在想什麼。。。。』90這讓我想到 Bruner的一句話：

『失去建構敘說能力的人，也就失去了自我91。』（Bruner，2002：48）很高興果

國藉著研究的歷程，透過敘說找到自我，這樣不斷追尋的歷程，讓果國對研究的

參與愈發熱情與投入；同時我也發現，在果國敘說的過程中，其實描述地是一個

有血有肉的自己。 

如同每個人的性格都是複雜多面的，我們很難用三言兩語來形容一個人物的

樣貌，因此這樣的撰寫方式，希望能藉由他的『曾經』，幫助我們理解他的『現

在』，我希望果國在論文裡是一個有聲、有影、有血、有肉的圓形人物，而不是

一個性格固定，可以用一句話或一段話，描述殆盡的扁平人物92。而在這些平鋪

直敘的描述背後，其實展現的是一種生命的嘗試、轉折、改變與堅持，若將文字

的平面描述做一個結構性的整合，我們將可由果國的生命經驗，衍生出一種立體

的『處境結構描述』（the description of situated structure），這將幫助我們看見一個

                                                 
89 Maxwell 認為，研究過程中如果資料和原始情境間脫離了關係，就是一種情境脫節，這會使得

我們在分析資料的過程中，將資料獨立於情境之外來分析，使得漏失的情境資料，無法得到還

原，造成敘述和事件無法緊密連成一個整體。詳參 Joseph A. Maxwell（2001）著，高熏芳、林

盈助、王向葵譯。質化研究設計：一種互動取向的方法。頁 117-118。 
90 20050613正式訪談。 
91 敘說仲介了人與文化的協商；而從語言的構成性質來看，我們在敘說自我或某種現象時，不

僅只是在表達過往經驗的回顧，或現象的觀察，敘說自我的行動同時也建構了自我。詳參 Bruner, 
J. (20002).Making stories: Law, literature, life.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s. 

92 佛斯特在《小說面面觀》一書中，把小說人物分類成扁平人物及圓形人物兩種。扁平人物又

稱性格人物，不為環境所動，容易展現單純的理念、易於辨認、易為讀者所記憶，可以用一句

話或一段話描述殆盡；而圓形人物相對於扁平人物而言，代表人的性格複雜多面，是很難用三

言兩語就可形容的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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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體的另類學校教師，同時也從他的回憶、反思及詮釋裡，透析其人權觀。然而，

思想的討論，有時是沒有答案的，因此本節中由果國生命經驗衍生而來的討論，

是由生命中投射出來的思考，這些思考除了幫我們理解像果國這樣一位另類學校

教師外，亦可幫助我們檢視自己。 

 

壹壹壹壹、、、、對生命的懷疑對生命的懷疑對生命的懷疑對生命的懷疑：：：：究竟該究竟該究竟該究竟該『『『『乖乖乖乖』』』』還是還是還是還是『『『『不乖不乖不乖不乖』？』？』？』？ 

 

沒有經過反省的人生沒有經過反省的人生沒有經過反省的人生沒有經過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是不值得活的是不值得活的是不值得活的。。。。    

                                                                                                                                ————蘇格拉底蘇格拉底蘇格拉底蘇格拉底
93939393    

 

果國外表看起來非常溫馴，但其實骨子裡對事物帶著一種批判94的性格。在

小時候的教育經驗裡，他完全扮演一個『乖孩子』95的角色，對大人的命令毫無

反抗的服從，他中規中矩的求學及生活態度，為的是使自己接近一個大人塑造的

『乖孩子』形象，因為只要符合大人們乖巧、聽話的要求，就可以免去被處罰、

被責罵等麻煩，這樣的『麻煩』對一個處於弱勢的孩子而言，意味著來自大人的

威脅，同時也反映出這些威脅所造成孩子心中的恐懼。果國在敘說過去的教育經

驗時說96： 

 

                                                 
93 轉引自傅佩榮（1994）。心靈的曙光。台北：洪建全基金會。頁 20。 
94

楊茂秀認為批判的意思就是，認真而開放的去瞭解，去找證據，去形成理由；對自己的意見，

所依據的判準，要能夠懷疑，要能夠做公平的比較，要能夠修正。詳參楊茂秀（1999）。我們我們我們我們

教室有鬼教室有鬼教室有鬼教室有鬼。台北：遠流。頁 235。 
95 一個十多歲的孩子，對教育現況有很多感觸，因此寫信給種籽的創辦人之一李雅卿老師，信

中說了一段心裡的話：「大人眼中的乖孩子，指的就是聽父母師長的話、不違逆大人、對成人的

命令深信不疑的服從，但這卻違背了孩子的本性。因為孩子在稍微懂事之後，就會有自己的主張，

如果父母和自己的意見不同，卻又強迫自己要聽話時，孩子只好壓抑自己、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

成為一個『乖孩子』。」我們難過於大人並未反省到這個層面，一直至今，很多大人還是習慣的

用『乖孩子』的冠冕框住孩子，不知不覺中，冠冕竟成為惱人、害人的緊箍咒。因而種籽學苑不

用『乖』或『不乖』來評價孩子—因為這樣的字眼本身，就具有操控的意味。詳參李雅卿（2004）。

乖孩子的傷乖孩子的傷乖孩子的傷乖孩子的傷˙̇̇̇最重最重最重最重。台北：遠流。頁 175-180。 
96 20050331正式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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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向都很中規中矩的我一向都很中規中矩的我一向都很中規中矩的我一向都很中規中矩的，，，，因此雖然有時候會因此雖然有時候會因此雖然有時候會因此雖然有時候會有一些不同想法有一些不同想法有一些不同想法有一些不同想法，，，，想跟別想跟別想跟別想跟別

人做不一樣的事人做不一樣的事人做不一樣的事人做不一樣的事，，，，但還是很怕被罵或怎樣的但還是很怕被罵或怎樣的但還是很怕被罵或怎樣的但還是很怕被罵或怎樣的，，，，覺得沒什麼安全感覺得沒什麼安全感覺得沒什麼安全感覺得沒什麼安全感，，，，很怕會為很怕會為很怕會為很怕會為

自己帶來什麼麻煩自己帶來什麼麻煩自己帶來什麼麻煩自己帶來什麼麻煩。。。。……………………我常常覺得我常常覺得我常常覺得我常常覺得只要照大人說的去做就好的只要照大人說的去做就好的只要照大人說的去做就好的只要照大人說的去做就好的，，，，就都沒事就都沒事就都沒事就都沒事

了了了了。。。。    

小時候小時候小時候小時候，，，，常常大人叫我做什麼常常大人叫我做什麼常常大人叫我做什麼常常大人叫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我就做什麼我就做什麼我就做什麼，，，，不管在學校或家裡都是不管在學校或家裡都是不管在學校或家裡都是不管在學校或家裡都是，，，，

我不曾思考說我不曾思考說我不曾思考說我不曾思考說『『『『我可以不要去我可以不要去我可以不要去我可以不要去做這件事嗎做這件事嗎做這件事嗎做這件事嗎？』？』？』？』或許偶爾有或許偶爾有或許偶爾有或許偶爾有，，，，但我也不敢違逆但我也不敢違逆但我也不敢違逆但我也不敢違逆

大人說的大人說的大人說的大人說的，，，，反正大人說什麼我做什麼反正大人說什麼我做什麼反正大人說什麼我做什麼反正大人說什麼我做什麼，，，，就一定不會犯錯就一定不會犯錯就一定不會犯錯就一定不會犯錯，，，，這就是我的小時這就是我的小時這就是我的小時這就是我的小時

候候候候……………………。。。。』 

 

言語中果國不斷用『中規中矩中規中矩中規中矩中規中矩』這樣的字眼形容自己，這樣的果國，雖然是

小孩子，但其實他還是會有一些和大人『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想法』，他還是會『想跟別人做想跟別人做想跟別人做想跟別人做

不一樣的事不一樣的事不一樣的事不一樣的事』，這世界其實喚起了他很多源自孩童本能的好奇心，對生命他懷有

很多想去嘗試不同的憧憬，但這些試圖積極探索世界的觸角，都因為『害怕犯錯』

的恐懼而退縮，最後退化成『反正大人說什麼我做什麼反正大人說什麼我做什麼反正大人說什麼我做什麼反正大人說什麼我做什麼，，，，就一定不會犯錯就一定不會犯錯就一定不會犯錯就一定不會犯錯』』』』的消

極心，『『『『常常覺得只要照大人說的去做就好的常常覺得只要照大人說的去做就好的常常覺得只要照大人說的去做就好的常常覺得只要照大人說的去做就好的，，，，就都就都就都就都沒事了沒事了沒事了沒事了』』』』，，，，這樣的果國『被教

育』成什麼樣子呢？—如同果國所言，他成了一個不曾思考『『『『我可以不要去做這我可以不要去做這我可以不要去做這我可以不要去做這

件事嗎件事嗎件事嗎件事嗎？』？』？』？』的孩子。 

曾經，二年級的果國嘗試畫了一顆他想像中的太陽，但老師的回應卻是97： 

 

『什麼都沒說就什麼都沒說就什麼都沒說就什麼都沒說就————『『『『啪啪啪啪！』！』！』！』用力地甩了我一巴掌用力地甩了我一巴掌用力地甩了我一巴掌用力地甩了我一巴掌。。。。一個巴掌就這樣貼在一個巴掌就這樣貼在一個巴掌就這樣貼在一個巴掌就這樣貼在

我的臉上我的臉上我的臉上我的臉上，，，，刺刺痛痛的感覺刺刺痛痛的感覺刺刺痛痛的感覺刺刺痛痛的感覺，，，，讓我來不及反應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讓我來不及反應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讓我來不及反應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讓我來不及反應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老師氣老師氣老師氣老師氣

急敗壞的說著我的罪狀急敗壞的說著我的罪狀急敗壞的說著我的罪狀急敗壞的說著我的罪狀，，，，他說他說他說他說：『：『：『：『果國果國果國果國，，，，你怎麼把紙弄成這樣你怎麼把紙弄成這樣你怎麼把紙弄成這樣你怎麼把紙弄成這樣，，，，你剛才在幹你剛才在幹你剛才在幹你剛才在幹

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你看你的太陽你看你的太陽你看你的太陽你看你的太陽，，，，哪有人太陽長這樣哪有人太陽長這樣哪有人太陽長這樣哪有人太陽長這樣，，，，亂畫一通亂畫一通亂畫一通亂畫一通……………………』』』』 

 

當時的果國，一個八歲大的孩子，針對這件事內心的想法是98： 
                                                 
97 20050331正式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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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我突然覺得那時我突然覺得那時我突然覺得那時我突然覺得，，，，在老師心中在老師心中在老師心中在老師心中，，，，一張畫紙的重量一張畫紙的重量一張畫紙的重量一張畫紙的重量，，，，竟然比我小小的自竟然比我小小的自竟然比我小小的自竟然比我小小的自

尊還要重的多尊還要重的多尊還要重的多尊還要重的多……………………』』』』 

 

那一巴掌，打破了孩子想用不同眼光看世界的嘗試，打破了一個孩子對教師

的信任，更打破了一個八歲小孩微弱的自尊。在懵懂未知的孩提階段，孩子對世

界的好奇、對生命的熱情，就在一陣陣鞭笞、怒罵聲中消耗殆盡，所有對世界的

詮釋權，若完全掌握在大人手中，那麼孩子自然只有聽話的份了。大人不知反省、

孩子不敢懷疑，我們都在『乖』與『聽話』的神話中迷失了方向。 

小孩為什麼懼怕父母、師長，這反映出一種『傳統文化倫理思維的侷限』99。

處在傳統漢文化的『義務』概念下，人與人間，對某些特定對象是存在著一種不

平等的不對稱關係的，例如子對父的義務(孝)、生對師的義務(敬)……等。這些

特定角色關係因為並非以「平等的主體」為出發點，因而往往造成一方對另一方

的壓迫或宰制，在整個社會結構無法脫離角色倫理的侷限下，師生間就形成一種

上下階層的不平等關係。果國與大多數的人一樣，求學階段，不曾對師生間的『不

平等關係』感到懷疑，我們深信學校所給、所做的一切都是為學生好，因此當學

校機構戴上神聖的光環後，所有不聽話的孩子，都變成違逆師長、不知好歹的罪

人。 

    小時候的我其實就是果國老師的翻版，中規中矩的我習慣聽老師的話，急急

忙忙尋求老師的認同，只知道老師要我做什麼，卻忘了自己想要做什麼，但現在—

                                                                                                                                            
98 20050331正式訪談。 
99

馮朝霖認為，我國不利人權教育發展的第三個因素為：傳統文化倫理思維的侷限—主體性概念

的缺席。他提到，在西方文化背景中「教育即是主體性的發展」之意義，有其綿密的義理脈

絡可尋，但建構人權思想的相關概念，如主體性、位格、個體等，在我國漢文化傳統來看卻

是相對的薄弱與缺乏。傳統漢文化中的「義務」概念，其對象基本上不是抽象式(普世性)的主

體性與位格，而是與血緣、家族、封建脫離不了關係的「特定對象」，如臣對君的義務(忠)、
子對父的義務(孝)、妻對夫的義務(貞)、生對師的義務(敬)……等。這些特定角色關係因為並

非以「平等的主體」為出發點，因而往往造成一方對另一方的壓迫或宰制，甚至造成人間的

許多悲劇！因此，如果一個社會的規範系統不能脫離「角色倫理」的傳統，不能建構普世性

的「平等的主體」之基本倫理觀，那麼人的生命尊嚴之意義則將難以彰顯！詳參馮朝霖

（2001）。認同、差異與團結：人權教育與教育人權的辯證。學生輔導雙月刊學生輔導雙月刊學生輔導雙月刊學生輔導雙月刊，，，，73，94-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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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後悔自己那麼乖。我常常覺得，自己只是一個聽話的『乖』小孩，但某些時

候，卻不是一個『好』小孩。我曾經聽老師的話：把不寫作業同學的本子丟到垃

圾桶、不跟成績差的孩子在一起、不浪費時間看課外閒書、把吵鬧同學的名字記

下來讓老師打、把考試不及格同學的考卷丟在地上……，這些老師命令我做的事

令我覺得怵目驚心、緊張萬分，我很難想像當時被逼著去欺負同學時那種被勉

強、撕裂的心情，現在更懊悔為了當個聽話的學生，我曾經『壞』透了，那時的

我內心衝突到不行，好幾次真想在教室裡歇斯底里地大叫……但我不敢，因為從

小到大我被規訓成一個『必須聽話』的小孩，我不敢想像反抗的後果，更沒有『不

乖』的勇氣！在『乖』的背後，我看不到反省、思考及選擇，但卻陰森森的感受

到一股被大人『操控』的悲哀！ 

    究竟『乖』與『不乖』之間，我們該如何抉擇？我們要把孩子教育成『乖』

孩子還是『好孩子』？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大人是否應該先思考，我們給孩子

的東西究竟是『好』的還是『壞』的、是『對』的還是『錯』的？如果大人要求

孩子的東西本身就有問題，那我們還要教孩子，當一個聽話的乖孩子嗎？ 

孩子從小到大被教育成要『聽話』、要『服從』，但我們到底造就的是什麼樣

的人呢？心理學家們曾對人們的『服從』心理，做過一些有趣的討論及研究100，

他們發現：一般來說，人們要在社會中生活，人與人之間必須要有某種程度的服

從，這些服從權威的傾向，被認為是維繫社會安定的重要基石。因此在任何一個

社會中，權威之所以發生效力，是有整個社會做後盾的，有些人把持著這些權威，

便理所當然的可以對另一些人加以指揮命令，而這些被指揮的人，也就變的有服

從權威的義務。但是這個服從必須是基於一種內隱的認識：即發佈這些命令的

人，是在他權威的合法範圍之內，服從才會發生，否則超過這個範圍，就不會有

服從。例如：警察不能規定學生功課、老師也不能命令司機停下來。反之，如果

發佈命令的人，是在他權威的合法性範圍內發佈命令，人們就很難反抗權威，因

而必須服從。例如：學生服從老師、司機服從交通警察。 
                                                 
100 詳參詳參 Henry Gleitman著，洪蘭譯。心理學（下）。台北：遠流。頁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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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服從』容易衍生成一種『盲目的服從』（blind obedience）性格：即使

上級命令一個人去做違背他良心的事，人們還是會躲避道德的責任，盲目的去服

從他。這種盲目的服從性格，造成諸如納粹的集中營、柬埔寨的大屠殺等人類歷

史中的可怕悲劇。畢竟大屠殺並非一人可以完成，而是成千上萬的幫兇共同釀成

的！因此『服從性』變成一劑可怕的毒藥，摧毀我們人道的感覺，造成許多無法

彌補的歷史遺憾。而這種可怕的服從性究竟是怎麼來的呢？……那是由於我們在

孩子成長的過程中，不斷灌輸孩子必須服從權威所造成的101。 

果國有一段話，清楚的道出種籽學苑的老師們，他們另類的想法：102： 

『『『『剛來到種籽教書剛來到種籽教書剛來到種籽教書剛來到種籽教書，，，，前幾年我常常覺得當老師前幾年我常常覺得當老師前幾年我常常覺得當老師前幾年我常常覺得當老師，，，，不只是教書這麼單純而已不只是教書這麼單純而已不只是教書這麼單純而已不只是教書這麼單純而已，，，，

和孩子相處和孩子相處和孩子相處和孩子相處、、、、和孩子生活在一起和孩子生活在一起和孩子生活在一起和孩子生活在一起，，，，更是需要學習的一件事更是需要學習的一件事更是需要學習的一件事更是需要學習的一件事。。。。大人必須放棄大人必須放棄大人必須放棄大人必須放棄『『『『權威權威權威權威』，』，』，』，

放下大人的架子放下大人的架子放下大人的架子放下大人的架子，，，，所以你不會因為你是大人所以你不會因為你是大人所以你不會因為你是大人所以你不會因為你是大人，，，，或者你是老師或者你是老師或者你是老師或者你是老師，，，，而可以有什麼而可以有什麼而可以有什麼而可以有什麼『『『『特特特特

權權權權』。』。』。』。……………………老師老師老師老師，，，，必須常常反省自己的想法或作法是不是有問題必須常常反省自己的想法或作法是不是有問題必須常常反省自己的想法或作法是不是有問題必須常常反省自己的想法或作法是不是有問題，，，，所以學生給了所以學生給了所以學生給了所以學生給了

我們那樣的反應我們那樣的反應我們那樣的反應我們那樣的反應？？？？在這裡當老師在這裡當老師在這裡當老師在這裡當老師，，，，你很自然的會去思考你很自然的會去思考你很自然的會去思考你很自然的會去思考、、、、反省自己和學生或者學反省自己和學生或者學反省自己和學生或者學反省自己和學生或者學

校裡其他人的互動校裡其他人的互動校裡其他人的互動校裡其他人的互動，，，，並且把事情想清楚並且把事情想清楚並且把事情想清楚並且把事情想清楚，，，，而不會把所有的問題都歸咎在學生或者而不會把所有的問題都歸咎在學生或者而不會把所有的問題都歸咎在學生或者而不會把所有的問題都歸咎在學生或者

別人身上別人身上別人身上別人身上。』。』。』。』    

 

蘇格拉底曾問：『你是不是沒有經過考慮，就接受許多既成的觀念？而這觀

念往往是風俗習慣或是傳統權威造成的，以至於你根本沒有經過批評的反省，就

盲目認定某些行為一定是好的或壞的。』（轉引自傅佩榮，1994：20）針對『服

從』、『權威』這件事，我想所有的大人們都應該重新思考一番。到底我們該教孩

                                                 
101

那些服從命令殘殺無辜的人，是否是心智有毛病（sick mind）或是變態人格？他們之間可能

有的是，但可怕的是，大多數的這些人都是正常人，在著名的 Adolf Eichmann（送六百萬猶太人

進納粹煤氣房的人）審判中，作者寫道『Eichmann的問題載於有這麼多人跟他一樣，既沒有變

態、也沒有性虐待狂，他們是非常的、令人恐怖的正常。』根據 Milgram 的實驗發現，人們為什

麼會在心智正常的情況下，違逆良心的做出反人道行為，這要看那個人過去的歷史。如果那個人

過去一直處於服從權威的壓力之下，一開始服從家庭，後來服從學校，長大後服從工作機關。一

個好孩子是做好父母吩咐的事；好學生是聽老師的話；好雇員要接受老闆的任何決定；好士兵是

只要達成任務，其他的什麼都不能問。因此，我們全都被訓練成一個好的代理人，執行別人的命

令，代理人是不需負責的，責任屬於發號施令的人。因此人們藉著責任的推卸，找到道德兩難上

的解套方法。詳參 Henry Gleitman著，洪蘭譯。心理學（下）。台北：遠流。頁 376-378。 
102 20050414正式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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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當一個『乖』孩子、還是『不乖』的孩子？—我想，最重要的是教孩子當一個

『好』孩子，至於『乖』或『不乖』，那是孩子選擇理解這個世界的態度。現在

的果國，是一個很喜歡問問題的人，對於一些我習以為常的想法，他常常問我『妳

為什麼認為是這樣』？對這世界，我覺得他展現的是一種柔軟的批判，沒有咄咄

逼人的氣勢，而是一種自然、誠懇的反身回饋—就像一面鏡子，讓人更真實、貼

近的看見自己…… 

 

貳貳貳貳、、、、對生命的反抗對生命的反抗對生命的反抗對生命的反抗：：：：如果可以倒帶如果可以倒帶如果可以倒帶如果可以倒帶，，，，我還要選擇這樣的成長方式嗎我還要選擇這樣的成長方式嗎我還要選擇這樣的成長方式嗎我還要選擇這樣的成長方式嗎？？？？ 

 

我反抗我反抗我反抗我反抗，，，，所以我們存在所以我們存在所以我們存在所以我們存在。。。。    

————————卡謬卡謬卡謬卡謬
103103103103
（（（（Albert Camus,1913Albert Camus,1913Albert Camus,1913Albert Camus,1913----1960196019601960））））    

 

卡謬認為，當一個人感覺到人生是荒謬的時候，便是自我對生命的質疑或否

定，此時就會出現一種『我的反抗』。『我的反抗』並非僅是為了自己，而是在人

的實際生命中，只要看到任何人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就像是自己也受到不平等待

遇一樣。因此，『我的反抗』是為了沒有任何一個人應該受委屈而發生的（傅佩

榮，1995：66）。從小中規中矩的果國，求學過程看到不少學生被老師體罰的畫

面，有些血淋淋的發生在自己身上，有些則是發生在別的同學身上，但生命中的

這些驚悚片段都令果國……印象深刻： 

 

「「「「……………………我拿著自己的畫紙去跟老師換的時候我拿著自己的畫紙去跟老師換的時候我拿著自己的畫紙去跟老師換的時候我拿著自己的畫紙去跟老師換的時候，，，，她看到我的紙她看到我的紙她看到我的紙她看到我的紙破了破了破了破了，，，，什麼都什麼都什麼都什麼都

沒說就沒說就沒說就沒說就————『『『『啪啪啪啪！』！』！』！』用力地甩了我一巴掌用力地甩了我一巴掌用力地甩了我一巴掌用力地甩了我一巴掌。。。。一個巴掌就這樣貼在我的臉上一個巴掌就這樣貼在我的臉上一個巴掌就這樣貼在我的臉上一個巴掌就這樣貼在我的臉上，，，，

刺刺痛痛的感覺刺刺痛痛的感覺刺刺痛痛的感覺刺刺痛痛的感覺，，，，讓我來不及反應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讓我來不及反應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讓我來不及反應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讓我來不及反應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104104104104
    

 

                                                 
103 轉引自傅佩榮（1995）。自我的意義。台北：洪建全基金會。頁 168。 
104 20050331正式訪談。 



 102 

    

『『『『看著前面被打得同學痛苦看著前面被打得同學痛苦看著前面被打得同學痛苦看著前面被打得同學痛苦、、、、扭曲的表情扭曲的表情扭曲的表情扭曲的表情，，，，心裡很害怕心裡很害怕心裡很害怕心裡很害怕，，，，等待的心情其實更等待的心情其實更等待的心情其實更等待的心情其實更

是煎熬難耐是煎熬難耐是煎熬難耐是煎熬難耐。。。。雖然還沒輪到我雖然還沒輪到我雖然還沒輪到我雖然還沒輪到我，，，，但腦子已經一片混亂但腦子已經一片混亂但腦子已經一片混亂但腦子已經一片混亂，，，，深怕自己會捱不過深怕自己會捱不過深怕自己會捱不過深怕自己會捱不過、、、、

會痛大叫還是怎樣的會痛大叫還是怎樣的會痛大叫還是怎樣的會痛大叫還是怎樣的。』。』。』。』
105105105105
    

 

『『『『國中時我們數學老師國中時我們數學老師國中時我們數學老師國中時我們數學老師，，，，他很在意學生的考試分數他很在意學生的考試分數他很在意學生的考試分數他很在意學生的考試分數。。。。……………………他的體罰方式就很他的體罰方式就很他的體罰方式就很他的體罰方式就很

激烈激烈激烈激烈，，，，他會把學生叫到講台前他會把學生叫到講台前他會把學生叫到講台前他會把學生叫到講台前，，，，叫學生把褲子脫下來叫學生把褲子脫下來叫學生把褲子脫下來叫學生把褲子脫下來，，，，剩一件內褲剩一件內褲剩一件內褲剩一件內褲，，，，然後然後然後然後

當著全班面前打當著全班面前打當著全班面前打當著全班面前打。』。』。』。』……………………
106106106106
    

 

    多少孩子是在體罰的陰影下長大的，這不只是台灣的教育的問題，在『放牛

班的春天』這部電影裡，我們也看到一幕幕大人毒打孩子的殘酷畫面。體罰表現

出暴力、痛苦、壓迫、忍耐、無奈及心靈上的斲傷，老師們可以用『為孩子好』

這樣的理由麻醉自己體罰的合理性，但卻無法催眠孩子去認為，那是一個美好的

經驗—沒有一個孩子會沈醉、欣喜在體罰的惡夢裡。包括現在已是老師的果國，

對於體罰，他的看法仍是持負面態度，他說： 

 

『『『『……………………其實體罰就是這樣其實體罰就是這樣其實體罰就是這樣其實體罰就是這樣。。。。老師不斷的想新花招老師不斷的想新花招老師不斷的想新花招老師不斷的想新花招，，，，以為他們自己很行以為他們自己很行以為他們自己很行以為他們自己很行、、、、很有很有很有很有

創意創意創意創意，，，，……………………但其實換來的是學生被傷害的越來越深但其實換來的是學生被傷害的越來越深但其實換來的是學生被傷害的越來越深但其實換來的是學生被傷害的越來越深，，，，而且跟老師的關係越而且跟老師的關係越而且跟老師的關係越而且跟老師的關係越

來越糟來越糟來越糟來越糟！』！』！』！』
107107107107
    

 

「「「「體罰或一些奇奇怪怪的處罰方體罰或一些奇奇怪怪的處罰方體罰或一些奇奇怪怪的處罰方體罰或一些奇奇怪怪的處罰方式式式式，，，，其實你只是讓學生身心痛苦其實你只是讓學生身心痛苦其實你只是讓學生身心痛苦其實你只是讓學生身心痛苦，，，，讓他知道讓他知道讓他知道讓他知道

用什麼樣的方式用什麼樣的方式用什麼樣的方式用什麼樣的方式，，，，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惡整惡整惡整惡整』』』』別人別人別人別人，，，，讓別人難過讓別人難過讓別人難過讓別人難過……………………」」」」
108108108108
    

    

                                                 
105 20050406正式訪談。 
106 20050406正式訪談。 
107 20050406正式訪談。 
108 20050406正式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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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方式其實很傷學生自尊心這樣的方式其實很傷學生自尊心這樣的方式其實很傷學生自尊心這樣的方式其實很傷學生自尊心，，，，對學生而言是很丟臉的一件事對學生而言是很丟臉的一件事對學生而言是很丟臉的一件事對學生而言是很丟臉的一件事！』！』！』！』
109109109109
 

 

因為過去的教育經驗讓果國感同身受體罰對學生的傷害，因此成為教師後，

八年多的教書生涯，他從沒對學生使用體罰，而這樣的體認是來自於一種對孩子

生命的尊重及對自己身為『教師』這個身份的承諾，如同果國說的110： 

 

『『『『如果我是小孩如果我是小孩如果我是小孩如果我是小孩，，，，我希望我的老師是一個陪伴我長大的成人我希望我的老師是一個陪伴我長大的成人我希望我的老師是一個陪伴我長大的成人我希望我的老師是一個陪伴我長大的成人，，，，    因此我對教因此我對教因此我對教因此我對教

師這個角色的看法師這個角色的看法師這個角色的看法師這個角色的看法，，，，我認為我認為我認為我認為：：：：我們可以告訴孩子道理我們可以告訴孩子道理我們可以告訴孩子道理我們可以告訴孩子道理、、、、知識知識知識知識，，，，引領他們感受引領他們感受引領他們感受引領他們感受

自然自然自然自然、、、、尊重生命尊重生命尊重生命尊重生命，，，，但老師和學生間但老師和學生間但老師和學生間但老師和學生間，，，，沒有誰大誰小沒有誰大誰小沒有誰大誰小沒有誰大誰小、、、、誰該聽誰的誰該聽誰的誰該聽誰的誰該聽誰的、、、、或誰要怕或誰要怕或誰要怕或誰要怕

誰誰誰誰。。。。雙方是平等的關係雙方是平等的關係雙方是平等的關係雙方是平等的關係，，，，老師沒有權利要求學生去做沒道理或他不願意的老師沒有權利要求學生去做沒道理或他不願意的老師沒有權利要求學生去做沒道理或他不願意的老師沒有權利要求學生去做沒道理或他不願意的

事事事事，，，，老師必須放棄權威老師必須放棄權威老師必須放棄權威老師必須放棄權威，，，，必須回歸人跟人的相處上去思考師生關係必須回歸人跟人的相處上去思考師生關係必須回歸人跟人的相處上去思考師生關係必須回歸人跟人的相處上去思考師生關係。。。。就像我就像我就像我就像我

們在社會上跟一般人相處們在社會上跟一般人相處們在社會上跟一般人相處們在社會上跟一般人相處，，，，我們不會隨意罵人我們不會隨意罵人我們不會隨意罵人我們不會隨意罵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因為那是違反社會規因為那是違反社會規因為那是違反社會規因為那是違反社會規

範的行為範的行為範的行為範的行為，，，，相同的相同的相同的相同的，，，，對孩子我們也要有相同的尊重對孩子我們也要有相同的尊重對孩子我們也要有相同的尊重對孩子我們也要有相同的尊重，，，，我們沒有權利對他們打我們沒有權利對他們打我們沒有權利對他們打我們沒有權利對他們打

罵罵罵罵，，，，或強迫他們什麼或強迫他們什麼或強迫他們什麼或強迫他們什麼。』。』。』。』    

 

當時聽到果國的這段話，我覺得很感動，同時也為種籽的學生感到歡喜及慶

幸，但果國的話勾起了我在實習時候的一些回憶。在體制內學校實習的時候，一

位師院畢業的實習老師，語重心長地跟我分享幾個月來的教學心得，她說111： 

 

『『『『我真的覺得教學生最好的方法就是要兇我真的覺得教學生最好的方法就是要兇我真的覺得教學生最好的方法就是要兇我真的覺得教學生最好的方法就是要兇，，，，一開始如果不兇一開始如果不兇一開始如果不兇一開始如果不兇，，，，以後就很難壓以後就很難壓以後就很難壓以後就很難壓

的住孩子的住孩子的住孩子的住孩子，，，，等到孩子爬到老師的頭上等到孩子爬到老師的頭上等到孩子爬到老師的頭上等到孩子爬到老師的頭上，，，，那以後要管理他們就很困難了那以後要管理他們就很困難了那以後要管理他們就很困難了那以後要管理他們就很困難了！！！！……………………

尤其現在不能體罰尤其現在不能體罰尤其現在不能體罰尤其現在不能體罰，，，，體罰會被告體罰會被告體罰會被告體罰會被告，，，，所以老師真的很可憐所以老師真的很可憐所以老師真的很可憐所以老師真的很可憐，，，，……………………老師要管學老師要管學老師要管學老師要管學

生就要學會怎麼兇生就要學會怎麼兇生就要學會怎麼兇生就要學會怎麼兇、、、、怎麼讓學生怕你怎麼讓學生怕你怎麼讓學生怕你怎麼讓學生怕你，，，，凱婷妳這樣教書不行凱婷妳這樣教書不行凱婷妳這樣教書不行凱婷妳這樣教書不行，，，，妳會被學生妳會被學生妳會被學生妳會被學生

吃的死死的吃的死死的吃的死死的吃的死死的，，，，妳要對學生兇一點妳要對學生兇一點妳要對學生兇一點妳要對學生兇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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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位剛考上教師甄試的正式教師，第一年的教書心得是112： 

 

『『『『台北市不能打小孩台北市不能打小孩台北市不能打小孩台北市不能打小孩，，，，當老師就變的很辛苦當老師就變的很辛苦當老師就變的很辛苦當老師就變的很辛苦！！！！以前在桃園實習時我的實習指以前在桃園實習時我的實習指以前在桃園實習時我的實習指以前在桃園實習時我的實習指

導老師都會打小孩導老師都會打小孩導老師都會打小孩導老師都會打小孩，，，，孩子都乖到不行孩子都乖到不行孩子都乖到不行孩子都乖到不行，，，，非常好帶非常好帶非常好帶非常好帶；；；；但在台北市但在台北市但在台北市但在台北市教書就不能教書就不能教書就不能教書就不能

這樣這樣這樣這樣，，，，打孩子會被家長告打孩子會被家長告打孩子會被家長告打孩子會被家長告，，，，到時連工作都沒了到時連工作都沒了到時連工作都沒了到時連工作都沒了……………………；；；；我覺得體罰是很好的我覺得體罰是很好的我覺得體罰是很好的我覺得體罰是很好的

教育方法教育方法教育方法教育方法，，，，如果老師可以體罰如果老師可以體罰如果老師可以體罰如果老師可以體罰，，，，那很多事情都好辦了那很多事情都好辦了那很多事情都好辦了那很多事情都好辦了，，，，以前小時候學校老以前小時候學校老以前小時候學校老以前小時候學校老

師打我們師打我們師打我們師打我們，，，，我們現在才變的這麼好啊我們現在才變的這麼好啊我們現在才變的這麼好啊我們現在才變的這麼好啊！！！！我們也是很感謝老師啊我們也是很感謝老師啊我們也是很感謝老師啊我們也是很感謝老師啊！！！！我實在不我實在不我實在不我實在不

懂為什麼不能體罰懂為什麼不能體罰懂為什麼不能體罰懂為什麼不能體罰，，，，……………………』』』』    

 

實習時，有一次我臨時被通知代課，那是連著兩節課的五年級社會，那節課

我在黑板上畫了一個台灣地圖，講解台灣的氣候。講解完後我設計了一個課程發

展活動，讓學生藉由遊戲的過程，複習剛才教授的課程內容。上課的同時，班級

導師坐在教室後面改簿子，因此孩子起初玩遊戲時有點戒慎恐懼，幾雙大眼睛不

時的飄向教室後面的導師，孩子綁手綁腳的，玩得好不盡興。但十分鐘後，孩子

們沈浸在小組競賽的緊張氣氛下，早已忘了教室後面的導師，教師裡充斥著領先

時的歡呼聲、被超越時的唉嘆聲、討論時的耳語喋喋……，孩子們眉飛色舞的表

情，使得站在台上的我好生興奮。此時，導師突然站起來，大喊：『全班安靜，

起立。上課要有上課的樣子，這麼吵，你們能學到什麼。暫停三分鐘，全班反省。』

一片寧靜的當下，我的臉漲紅到不行，站在台上的我頓時雙腳發軟，腦袋一片空

白，我不知道該怎麼辦，只好『孬』在台上跟著孩子們一起罰站。後來導師說：

『全班跟翁老師道歉。』全班孩子們整齊的跟我敬禮說：『翁老師對不起。』我

尷尬的彎腰敬禮說：『不會。』導師走向講台前跟我說：『不好意思，我們班太吵，

妳可以繼續上。』看著台下一雙雙無辜的眼睛依舊澄澈，但與孩子眼神相接時，

我看到瞳孔內多了一份恐懼，我微笑地試圖想化解些『僵』在空氣中的什麼，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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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不再對我笑了，他們就像機器人般聽著我的指令動作，就這樣我們一直『ㄍ

一ㄥ』到最後，等待鐘聲的解救…… 

下課後，導師將全班孩子留下來訓話，嚴厲的斥責聲陣陣重擊我的內心，一

股罪惡感從我心底燃起，真沒想到自己『異想天開』的上課方式，竟為孩子帶來

災難—怎麼辦，我覺得自己胸口中了好痛的一箭…… 

爾後幾天，內心鬱悶難耐，一位教學經歷二十年的老師溫暖的關心我的狀

況，我將這件事告訴這位長輩，老師拍拍我的肩膀說113： 

 

「「「「不要把所有的擔子攬在自己身上不要把所有的擔子攬在自己身上不要把所有的擔子攬在自己身上不要把所有的擔子攬在自己身上，，，，也許那位導師只是藉機也許那位導師只是藉機也許那位導師只是藉機也許那位導師只是藉機『『『『整頓整頓整頓整頓』』』』他們班他們班他們班他們班

而已而已而已而已，，，，現在老師難為現在老師難為現在老師難為現在老師難為，，，，不能打不能打不能打不能打、、、、不能罵不能罵不能罵不能罵，，，，動不動就可能被告動不動就可能被告動不動就可能被告動不動就可能被告，，，，每個老師壓每個老師壓每個老師壓每個老師壓

力都很大力都很大力都很大力都很大。。。。其實很多老師都很有心想把孩子教好其實很多老師都很有心想把孩子教好其實很多老師都很有心想把孩子教好其實很多老師都很有心想把孩子教好，，，，以前以前以前以前『『『『打打打打』』』』是最快的方是最快的方是最快的方是最快的方

式式式式，，，，但現在但現在但現在但現在，，，，老師就必須花很多時間給孩子老師就必須花很多時間給孩子老師就必須花很多時間給孩子老師就必須花很多時間給孩子『『『『機會教育機會教育機會教育機會教育』，』，』，』，但孩子有時要用但孩子有時要用但孩子有時要用但孩子有時要用

『『『『ㄏㄚㄏㄚㄏㄚㄏㄚˋ̀̀̀』（』（』（』（閩南語閩南語閩南語閩南語，，，，恐嚇恐嚇恐嚇恐嚇、、、、嚇的意思嚇的意思嚇的意思嚇的意思））））的的的的，，，，好好講他們不見得聽的進去好好講他們不見得聽的進去好好講他們不見得聽的進去好好講他們不見得聽的進去，，，，

老師平日很忙老師平日很忙老師平日很忙老師平日很忙，，，，雜事一堆雜事一堆雜事一堆雜事一堆，，，，當一個老當一個老當一個老當一個老師必須在有限的時間內師必須在有限的時間內師必須在有限的時間內師必須在有限的時間內，，，，處理一堆事處理一堆事處理一堆事處理一堆事

情情情情，，，，所以每個老師管理班上的方式不同所以每個老師管理班上的方式不同所以每個老師管理班上的方式不同所以每個老師管理班上的方式不同，，，，她不是針對妳她不是針對妳她不是針對妳她不是針對妳，，，，別想太多別想太多別想太多別想太多。」。」。」。」    

     

    聽完這番話後，心裡更洩氣了！我想，我擔心的不是自己，也不是我和班級

導師之間的關係，對我而言，最衝擊的是那群坐在教室裡正襟危坐的孩子們，我

關心被這樣不斷『ㄏㄚˋ』大的孩子內心的真正感受，甚至我擔心孩子不再相信

大人，離大人們愈來愈遠。除此之外，我也感慨，為何至今，仍有那麼多現場的

老師，無法接受體罰被禁止的事實。學校禁止體罰後，部分老師兩手空空的面對

學生當下，竟然手足無措了起來，摘除藤條就好像是消除了老師的魔法般，讓部

分老師不知如何管學生了！很多老師不體罰孩子，是因為怕被『告』，而不是覺

得體罰無理，那麼『教鞭』還是會存在於這些老師心中，只是它從體罰的形式轉

換成其他的型態出現！這樣的景況更令人覺得人權教育不僅要對學生深根，更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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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師的內心裡發酵！此外，從一個老師對體罰的看法，也可看出這位老師對師

生關係及教師角色的認知。 

最近，看到台北市教師會的會訊中，刊登一則文章，標題為「拒絕成為『不

管教』學生的國家」，文中提到114： 

 

『『『『……………………教育部先後宣示零體罰以來教育部先後宣示零體罰以來教育部先後宣示零體罰以來教育部先後宣示零體罰以來，，，，匆匆一年匆匆一年匆匆一年匆匆一年，，，，但聞口號震天響但聞口號震天響但聞口號震天響但聞口號震天響，，，，未見當局未見當局未見當局未見當局

有任何支援系統到位與有任何支援系統到位與有任何支援系統到位與有任何支援系統到位與絲毫正面作為絲毫正面作為絲毫正面作為絲毫正面作為。。。。……………………教育當局無法正視問題教育當局無法正視問題教育當局無法正視問題教育當局無法正視問題，，，，設法設法設法設法

找出解決方法找出解決方法找出解決方法找出解決方法，，，，反而緊抱著零體罰的鴕鳥心態反而緊抱著零體罰的鴕鳥心態反而緊抱著零體罰的鴕鳥心態反而緊抱著零體罰的鴕鳥心態，，，，坐視情況日益惡化坐視情況日益惡化坐視情況日益惡化坐視情況日益惡化，，，，置第置第置第置第

一線的老師於動輒得咎一線的老師於動輒得咎一線的老師於動輒得咎一線的老師於動輒得咎、、、、無所適從的境地無所適從的境地無所適從的境地無所適從的境地，，，，長此以往長此以往長此以往長此以往，，，，本會不得不擔心本會不得不擔心本會不得不擔心本會不得不擔心，，，，

台灣將成為一個不敢管教學生的國家台灣將成為一個不敢管教學生的國家台灣將成為一個不敢管教學生的國家台灣將成為一個不敢管教學生的國家。』。』。』。』    

 

文字裡透露了零體罰政策實施以來，體制學校內的老師們對管教學生感到無

所適從；但不知為何，我腦海裡浮現種籽學苑師生的生活態樣。種籽的老師不打、

不罵孩子，但這不代表他們『不管』孩子，學苑裡面還是有一些『生活規則』及

『制度』，是孩子必須遵守的，老師在自由的前提下，還是堅持一些原則，孩子

務必遵守；但零體罰政策的實施對學苑老師而言根本沒有影響，因為種籽本來就

是一所『零體罰』的學校。耑此，我要問的是體制學校內的部分教師們，及種籽

學苑這些另類學校的教師們，為何看待體罰這件事的認知，差之千里？ 

從分析資料的過程中，我『看見』這樣有趣的差異：種籽學苑的老師們，很

可愛的一個特色，就是在思考問題時，通常會先站在孩子的立場想，他們喜歡和

孩子聊天，並懷有強烈的熱情，希望瞭解孩子的需求及感受，整理訪談稿的過程

中，我發現果國在談及他的教育理念時，常常用『『『『如果我是小孩如果我是小孩如果我是小孩如果我是小孩，，，，……………………』』』』或『『『『我我我我

和孩子聊天時和孩子聊天時和孩子聊天時和孩子聊天時，，，，孩子告訴我孩子告訴我孩子告訴我孩子告訴我……………………，，，，這讓我瞭解到這讓我瞭解到這讓我瞭解到這讓我瞭解到……………………』』』』作為句子的開始；而其他

幾位種籽的老師，在田野札記中的對話，也不斷發現他（她）們常說『『『『……………………這樣這樣這樣這樣

孩子們會覺得不舒服孩子們會覺得不舒服孩子們會覺得不舒服孩子們會覺得不舒服』、『』、『』、『』、『這麼做孩子的感受是這麼做孩子的感受是這麼做孩子的感受是這麼做孩子的感受是……………………』、『』、『』、『』、『從孩子說的話從孩子說的話從孩子說的話從孩子說的話、、、、表情表情表情表情，，，，我我我我

                                                 
114 詳參「拒絕成為『不管教』學生的國家」，台北市教師會新聞稿。2006，43，新好老師。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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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他心裡真實的想法是發現他心裡真實的想法是發現他心裡真實的想法是發現他心裡真實的想法是……………………』』』』；這些由老師們思考過程中『說』出來的句子，

透露了一個重要的訊息—老師們對孩子感受的重視，及老師們是站在孩子的立場

來看世界的，因此對於孩子，他們有更多的瞭解、同理及包容，在感同身受的情

境下，老師能以成人的經驗與智慧，引導孩子面對世界、解決問題，幫助孩子解

消心裡的衝突，因此他們『管』孩子、『教』孩子，但他們不選擇『打』、『罵』

的方式。 

但體制內的老師，出發點也是希望把孩子『教好』，但他們習慣性的站在自

己的立場發聲，我在學校實習時，常聽到老師們對管孩子這件事的說法有：『我我我我

覺得教學生最好的方法就是要體罰覺得教學生最好的方法就是要體罰覺得教學生最好的方法就是要體罰覺得教學生最好的方法就是要體罰……………………，，，，這樣才能壓得住孩子這樣才能壓得住孩子這樣才能壓得住孩子這樣才能壓得住孩子，，，，才容易管理他才容易管理他才容易管理他才容易管理他

們們們們』、『』、『』、『』、『現在不能體罰現在不能體罰現在不能體罰現在不能體罰，，，，體罰會被告體罰會被告體罰會被告體罰會被告，，，，所以老師真的很可憐所以老師真的很可憐所以老師真的很可憐所以老師真的很可憐，，，，……………………』、『』、『』、『』、『……………………不能打不能打不能打不能打

小孩小孩小孩小孩，，，，當老師就變的很辛苦當老師就變的很辛苦當老師就變的很辛苦當老師就變的很辛苦！！！！……………………』、『』、『』、『』、『不管體罰還是什麼方法不管體罰還是什麼方法不管體罰還是什麼方法不管體罰還是什麼方法，，，，只要孩子變好只要孩子變好只要孩子變好只要孩子變好，，，，

就是好的教育方法就是好的教育方法就是好的教育方法就是好的教育方法……………………』』』』聽來聽去，老師只在意自己工作上的方便性，只考慮自

己會不會被告、好不好管理、辛不辛苦，但孩子的感受似乎比不上自己的感受重

要。如果孩子能『發聲』，他們的意見是否能軟化老師們的『心』，讓師生關係變

得柔軟而有彈性？ 

『創造，就是改變現狀。』115 在我國教育史中根深蒂固的體罰現象，在零體

罰政策的推動下，未來孩子們的受教育經驗，跟我們這些走過體罰回憶的人而

言，會有很大的不一樣，這個突破性的改變，為很多孩子創造了不同成長經驗的

機會，同時也讓更多老師體驗到，即使不用體罰，他們也可以把孩子教得好，這

是一個展現教師專業的契機，只要老師們願意去嘗試、去改變，學校生活對孩子

而言，就會有不同的意義。 

現在有幸擔任教職的老師們，過去受教育的經驗裡，也許很多人跟我及果

國一樣，曾經被打、被罵，那些負面的經驗成為生命中的印記，永遠無法除去；

但當自己變成老師後，有多少人會選擇複製這樣的印記，讓自己變得跟多數人一

樣，會打、罵小孩；亦有多少人會選擇反抗這樣的印記，選擇做一個不與同伴齊

                                                 
115 這是大三教育哲學課程筆記裡寫的一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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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前進的人。果國曾說116： 

 

『『『『……………………我當老師之後我當老師之後我當老師之後我當老師之後，，，，看到種籽一些老師們帶孩子的方式看到種籽一些老師們帶孩子的方式看到種籽一些老師們帶孩子的方式看到種籽一些老師們帶孩子的方式，，，，我發現孩子不我發現孩子不我發現孩子不我發現孩子不

打打打打、、、、不罵不罵不罵不罵，，，，其實還是有很多方法可以教孩子其實還是有很多方法可以教孩子其實還是有很多方法可以教孩子其實還是有很多方法可以教孩子，，，，那就要看老師的功力那就要看老師的功力那就要看老師的功力那就要看老師的功力，，，，我曾我曾我曾我曾

經看經看經看經看宜華宜華宜華宜華
117117117117
帶孩子時帶孩子時帶孩子時帶孩子時，，，，孩子都很服她孩子都很服她孩子都很服她孩子都很服她，，，，而且她可以跟孩子談到內心很深的而且她可以跟孩子談到內心很深的而且她可以跟孩子談到內心很深的而且她可以跟孩子談到內心很深的

地方地方地方地方，，，，談到兩個人抱在一起流淚談到兩個人抱在一起流淚談到兩個人抱在一起流淚談到兩個人抱在一起流淚……………………，，，，我看了好感動我看了好感動我看了好感動我看了好感動。。。。直到現在直到現在直到現在直到現在，，，，我常常我常常我常常我常常

在想在想在想在想，，，，如果我以前如果我以前如果我以前如果我以前小時候讀的學校是像種籽這樣的學校那該有多好小時候讀的學校是像種籽這樣的學校那該有多好小時候讀的學校是像種籽這樣的學校那該有多好小時候讀的學校是像種籽這樣的學校那該有多好！！！！如果如果如果如果

生命可以倒帶生命可以倒帶生命可以倒帶生命可以倒帶，，，，我可以選擇不同的方式長大我可以選擇不同的方式長大我可以選擇不同的方式長大我可以選擇不同的方式長大，，，，那我不知道會變怎樣那我不知道會變怎樣那我不知道會變怎樣那我不知道會變怎樣？？？？……………………

我很慶幸自己在種籽教書我很慶幸自己在種籽教書我很慶幸自己在種籽教書我很慶幸自己在種籽教書，，，，很幸運自己是一個不打人很幸運自己是一個不打人很幸運自己是一個不打人很幸運自己是一個不打人、、、、不罵人的老師不罵人的老師不罵人的老師不罵人的老師，，，，以以以以

前常覺得老師的形象一定是怎樣前常覺得老師的形象一定是怎樣前常覺得老師的形象一定是怎樣前常覺得老師的形象一定是怎樣、、、、怎樣的怎樣的怎樣的怎樣的，，，，但很感謝我可以脫離那套模但很感謝我可以脫離那套模但很感謝我可以脫離那套模但很感謝我可以脫離那套模

式式式式，，，，做我自己做我自己做我自己做我自己……………………』』』』    

 

身為一個『另類學校』教師，他們選擇一種柔軟的姿態靠近孩子，他們選

擇用他人眼中的『另類』方式，詮釋自己的教師角色，只因生命中那曾被體罰的

印記烙的太沈重，讓人不得不反抗……；『另類教師』之所以另類，我想就如梭

羅所說：『如果有個人沒有跟同伴們齊步並進，那是因為他聽到不一樣的鼓聲。』

那來自心底的鼓聲，敲著不同的節奏，讓另類學校教師漸漸與體制學校的教師有

了不同步調；你如果問我另類學校教師哪裡『另類』？我想是那顆『心』吧！一

顆熱情、敏感、包容、創造、同理的心。 

 

參參參參、、、、對生命的承諾對生命的承諾對生命的承諾對生命的承諾：：：：如何詮釋一個有生命力的另類學校教師如何詮釋一個有生命力的另類學校教師如何詮釋一個有生命力的另類學校教師如何詮釋一個有生命力的另類學校教師 

存在存在存在存在，，，，就是把生命力表現出來就是把生命力表現出來就是把生命力表現出來就是把生命力表現出來。。。。    

————————尼采尼采尼采尼采
118118118118
    

                                                 
116 20050520正式訪談。 
117 種籽的老師。 
118 轉引自傅佩榮（1994）。心靈的曙光。台北：洪建全基金會。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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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心理學大師 Rogers說：『生命在最豐富而又最有價值的時刻，一定是一

個流動的過程，生命在此時變動不拘，沒有封閉的信仰系統，也不會有一套永遠

不變的原則。能引導生命的，是對於體驗的不斷瞭解、不斷闡釋的過程本身。因

此，生命就是一直在形成（becoming）的過程』119。 

一位另類學校的教師—果國，他成長的經驗，有一些軌跡和閱讀的你及寫作

的我，也許會有雷同之處，但類似的經驗並沒有影響他後來成為一個教師後，複

製相同的印記在學生身上，反而在生命流動的過程當中，人的信仰、價值、原則

等不斷地經歷一個形成的過程，這使得生命的存在更有張力，同時也讓人於詮釋

生命中的各種角色時，顯得更有生命力。 

從果國的成長故事裡，我們看到一個曾被體罰、被比較、被曲解的孩子120弱

小的背影，在過去的那個真實世界裡，他是一個表面上和外在世界相處融洽，但

其實內心壓抑著一股衝突情緒的孩子；對生命中諸多價值的疑惑，他就像一座休

眠火山般的蘊藏反抗能量，等到中學時代，美術老師及國文老師對他心靈上的支

持及啟迪，讓果國對教師形象有了不同的詮釋及體驗121；此外，大學時代念戲劇

系、接觸劇場及後來在種籽學苑的生命經驗122，提供果國體驗不同生命經驗的機

會，這些體驗引導著他對自身文化中給予他的價值觀，不斷的反思、解構與建構；

同時，那自小深埋於內心的能量，亦一觸即發地汩汩湧現。 

果國和多數人一樣，我們是在一個嚴重扭曲教育本質的學校教育中長大。在

「主智主義」的影響下，我們多將「智育與升學」、「升學與成就」、「成就與幸福」

劃上等號。在「工具理性主義」的滲透與支配下，教育的理想與願景似乎越來越

模糊了。成長過程中，很多大人
123

告訴我們，讀書、考試、升學，能為我們在競

爭的社會中，謀求較高、較強的「支配地位」，而這就是人生幸福的保證。但當

                                                 
119 Rogers，C. R.著，宋文里譯（1990）。成為一個人。台北：桂冠。頁 112。 
120 參見本章第一節。 
121 參見本章第一節。 
122 參見本章第二節。 
123 包括老師、父母或整個社會價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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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大後發現學歷文憑不是『幸福證書』時，徒然流逝的青春又該找誰負責？……

『吶喊』只剩餘音繞谷的懊惱，但那輕傲、勇敢、純真的年輕歲月，現在只看得

見背影…… 

從果國的成長經驗裡，幾個負面經驗，逼視著我們必須真誠的反省教育結構

中的問題，『老師』如果是一個專業的教育者，那麼教師的行為、想法，應該有

最基本的『規準』，而這些規準應該符合某些教育價值的。人權教育強調的是『人

與人的平等關係』，這不單是制度及行為上必須做到平等，而是包括認知方面，

亦必須真誠地承認『他者的平等性』。然而，我們的教育經驗告訴我們，師生間

是上下絕對關係，學生對老師有服從的義務，但這樣的思維，在種籽並不是真理，

相反的，這是種籽所極力摒棄的。果國說124： 

 

『『『『剛來種籽前我以為自己好像很懂教育剛來種籽前我以為自己好像很懂教育剛來種籽前我以為自己好像很懂教育剛來種籽前我以為自己好像很懂教育……………………，，，，當然這些想法後來在我接觸種當然這些想法後來在我接觸種當然這些想法後來在我接觸種當然這些想法後來在我接觸種

籽後都被我推翻掉了籽後都被我推翻掉了籽後都被我推翻掉了籽後都被我推翻掉了。。。。因為以前認識的小孩因為以前認識的小孩因為以前認識的小孩因為以前認識的小孩，，，，我把他們當成是一個群體的我把他們當成是一個群體的我把他們當成是一個群體的我把他們當成是一個群體的

概念概念概念概念，，，，但到種籽後但到種籽後但到種籽後但到種籽後，，，，我覺得我覺得我覺得我覺得『『『『孩子孩子孩子孩子』』』』不再不再不再不再是是是是『『『『孩子們孩子們孩子們孩子們』，』，』，』，而是每一個人而是每一個人而是每一個人而是每一個人，，，，每每每每

一個個體一個個體一個個體一個個體，，，，只不過是小孩還沒長到大人而已只不過是小孩還沒長到大人而已只不過是小孩還沒長到大人而已只不過是小孩還沒長到大人而已。。。。因此我們必須像他的大朋友因此我們必須像他的大朋友因此我們必須像他的大朋友因此我們必須像他的大朋友

般陪著他長大般陪著他長大般陪著他長大般陪著他長大，，，，老師必須深入每個孩子的心理解他老師必須深入每個孩子的心理解他老師必須深入每個孩子的心理解他老師必須深入每個孩子的心理解他，，，，而不是上對下的管理而不是上對下的管理而不是上對下的管理而不是上對下的管理、、、、

命令他命令他命令他命令他……………………來到種籽教書的前幾年來到種籽教書的前幾年來到種籽教書的前幾年來到種籽教書的前幾年，，，，我常常覺得當老師我常常覺得當老師我常常覺得當老師我常常覺得當老師，，，，不只是教書這麼不只是教書這麼不只是教書這麼不只是教書這麼

單純而已單純而已單純而已單純而已，，，，和孩子相處和孩子相處和孩子相處和孩子相處、、、、和孩子生活在一起和孩子生活在一起和孩子生活在一起和孩子生活在一起，，，，更是需要學習的一件事更是需要學習的一件事更是需要學習的一件事更是需要學習的一件事。。。。……………………

在種籽老師和學生是平等的在種籽老師和學生是平等的在種籽老師和學生是平等的在種籽老師和學生是平等的，，，，大人必須放棄大人必須放棄大人必須放棄大人必須放棄『『『『權威權威權威權威』，』，』，』，放下大人的架子放下大人的架子放下大人的架子放下大人的架子，，，，所所所所

以你不會因為你是大人以你不會因為你是大人以你不會因為你是大人以你不會因為你是大人，，，，或者你是老師或者你是老師或者你是老師或者你是老師，，，，而可以有什麼而可以有什麼而可以有什麼而可以有什麼『『『『特權特權特權特權』。」』。」』。」』。」    

 

果國常常說，來到種籽後他才開始思考教育的問題，在反思的歷程中，他發

現自己的改變，他說125： 

 

                                                 
124 20050411正式訪談。 
125 20040414正式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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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種籽這間學校裡在種籽這間學校裡在種籽這間學校裡在種籽這間學校裡，，，，我不斷地思考一些很基本的問題我不斷地思考一些很基本的問題我不斷地思考一些很基本的問題我不斷地思考一些很基本的問題，，，，例如例如例如例如：：：：小孩應該聽小孩應該聽小孩應該聽小孩應該聽

大人的話嗎大人的話嗎大人的話嗎大人的話嗎？？？？教育是什麼教育是什麼教育是什麼教育是什麼？？？？老師對孩子來說又是什麼老師對孩子來說又是什麼老師對孩子來說又是什麼老師對孩子來說又是什麼？？？？……………………，，，，教書過程教書過程教書過程教書過程

中中中中，，，，慢慢累積一些對事情慢慢累積一些對事情慢慢累積一些對事情慢慢累積一些對事情、、、、對人的看法對人的看法對人的看法對人的看法，，，，我發現我發現我發現我發現：：：：自己是有改變的自己是有改變的自己是有改變的自己是有改變的……………………    

所以來種籽教書後所以來種籽教書後所以來種籽教書後所以來種籽教書後，，，，遇到很多狀況遇到很多狀況遇到很多狀況遇到很多狀況，，，，讓我有機會深入的思考一些有關讓我有機會深入的思考一些有關讓我有機會深入的思考一些有關讓我有機會深入的思考一些有關『『『『人人人人』』』』

的問題的問題的問題的問題，，，，而且也是開始當老師後而且也是開始當老師後而且也是開始當老師後而且也是開始當老師後，，，，我才在種籽裡我才在種籽裡我才在種籽裡我才在種籽裡，，，，反省一些過去教育經驗反省一些過去教育經驗反省一些過去教育經驗反省一些過去教育經驗

裡的問題裡的問題裡的問題裡的問題。。。。來到這裡來到這裡來到這裡來到這裡，，，，我才開始有機會仔細思考我才開始有機會仔細思考我才開始有機會仔細思考我才開始有機會仔細思考『『『『教育教育教育教育』』』』究竟是什麼究竟是什麼究竟是什麼究竟是什麼？？？？並並並並

且認真的去想什麼樣的教學或與孩子的相處方式且認真的去想什麼樣的教學或與孩子的相處方式且認真的去想什麼樣的教學或與孩子的相處方式且認真的去想什麼樣的教學或與孩子的相處方式，，，，能帶給孩子最多幫助能帶給孩子最多幫助能帶給孩子最多幫助能帶給孩子最多幫助。。。。

其實到現在其實到現在其實到現在其實到現在，，，，在種籽教書八年多了在種籽教書八年多了在種籽教書八年多了在種籽教書八年多了，，，，我都還不是很瞭解什麼才叫一個我都還不是很瞭解什麼才叫一個我都還不是很瞭解什麼才叫一個我都還不是很瞭解什麼才叫一個『『『『真真真真

正的教育正的教育正的教育正的教育』。」』。」』。」』。」    

 

Krishnamurti說：『當一個人決定從事教育時，他應該自問的第一件事是，何

謂教育。』（Krishnamurti，1995）我常常看到果國花很多時間和孩子相處，絕大

部分的時間，他們聊的跟課程無關，而是『孩子的生活』，果國常說：『我很在意

孩子的感受』，因此相較於體制內教師對孩子課業成績的重視，果國更關心的是

孩子那顆跳動的『心』。 

一個教書八年多的老師，在我面前仍然覺察到自己的不足，因此他誠懇的

說：『在種籽教書八年多了在種籽教書八年多了在種籽教書八年多了在種籽教書八年多了，，，，我都還不是很瞭解什麼才叫一個我都還不是很瞭解什麼才叫一個我都還不是很瞭解什麼才叫一個我都還不是很瞭解什麼才叫一個『『『『真正的教育真正的教育真正的教育真正的教育』」』」』」』」。

由於種籽獨特的學校文化與生活，帶給果國不同的學校生活體驗，因此激起了他

對教育深層的反省及思考，這些反思的歷程讓我感受到一個老師不斷沈澱、改

變、省思的『生命力』！ 

直到現在，老師這個角色，對果國而言不只是工作這麼單純了，—它還是一

個對生命的承諾，那個承諾名字叫『愛』！日復一日的工作內容，看在果國眼中

一點都不單調無聊，因為每個孩子都會為每天的生活帶來新意與樂趣，即使陪著

孩子擔心、難過，灰色的心情都是一種生命的色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