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教學報  第十八期  95 年 9 月 

29 

學校、教育與村落：談社會實踐與關懷課程落實的可能 

顧瑜君 林育瑜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研究所 

摘要 

本文預計針對該如何建構協力教育生態網的基礎思考，釐清由社區、家長、學校

所組成的生態關係之樣貌，以及此教育生態網與社會實踐、建構關懷課程的落實之可

能性。台灣的教育改革，除了班級的課程表外，如何因應快速社會變遷的衝擊、學校

工作型態的未來樣貌等，都該納入課程發展的思考。換言之，學校若以村落社群的一

份子之角色來思考學校面臨教育改革與未來教育面貌，應該會有較為清晰的圖像，或

許透過學校、家長與社區組成的教育生態網可以做出緊密的連結及實踐的可能。 

本文先從理念層面分析建構協力生態教育網的可能性，檢視現今台灣鄉村或弱勢

地區等地的社區、學校與家庭關係，再從實際案例中探究，如何從實踐或實務的層面

尋求可能。我認為，建構協力生態教育網即是教師參與社會實踐與關懷課程的歷程。 

當我們探究社會實踐與關懷課程在台灣教育現場的可能性時，我們必須先從社會

建構觀與台灣教育現實環境的落差開始思考，暫時放下理所當然的思維，擱置慣用的

課程與教學思維，從教師的日常實務探究中找尋如何落實的可能。教師需先回顧自

身，不斷地探究自己是否是一個真實理解社會關懷者；是否是一個具有社會實踐行動

能力者而非教學者？如果教師具備了社會關懷與實踐的能力，教師較有可能與學生共

同進行社會建構課程與教學。 

 

 

關鍵詞：社區與學校，社會重建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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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Education and Village—The Possibility of The 
Social Practice and Concerning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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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w could the social practice and concerning curriculum be possible? It’s suggested 

to think from the way of constructing a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network composed by the 

community, families and school. Not only curricula in school, but also challenge of society 

transition and the vision of future school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other words, if school 

could be taken as a part of the community, a firm education network would be possible in 

the future. 

First of all, the issue was analyzed in theory. And then inspect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community, school and families in the county or the minor areas in Taiwan by 

analyzing some cases. 

After all, as exploring the possibilities of the social practice and concerning 

curriculum in Taiwan, we have to primarily think about the fall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Hang up for a while the “taking for granted” and used educational thoughts, and 

inquiry how it is possible in regularities at school. If teachers could be reflective and have 

social concerning and practice ability,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could be implemented. 

 

 

Key words: School & community, Social Reconstruction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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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建構協力教育生態網應該是台灣教育重要的思考里程碑。從教師的口述資料中可

以得知，早在日據時代，老師負責教導社區裡的人們農耕與養殖的新知與技術，協助

人民養成儲蓄、衛生的習慣；剛剛光復的那段時間，全民普遍貧困，不重視教育，老

師常扮演積極角色，讓很多學生不致因為家庭無法支持而繼續就學，很多學生後來念

師範院校、透過公費協助以完成學業，也作了當年老師希望能夠延續的教師積極角

色。在傳統的學區裡，老師「行路有風」，因為，學校是社區的精神堡壘，老師是全

民的老師。經濟發展、高度都市化後，社會分工越趨於精細，老師的角色漸漸地退回

校園及教室，不再需要做社區和家長的老師。但也因此，教師地位漸微，貧富懸殊日

增，「一個台灣，兩個世界」的趨勢越來越明顯（郭奕伶，無日期）教師與學校角色

重新定位的議題，再度成為教育工作者關注的焦點。 

近全國教師會因為有感於社會結構改變，造成許多家庭支離破碎，然而因為有

熱心的老師，讓台商家庭、單親媽媽，以及原住民孩子找到樂觀且努力上進的人生，

期望透過紀錄片「三個孩子，四個媽」生動呈現單親、台商、原住民子女的學習困境

和心靈故事。出資催生紀錄片的全國教師會理事長吳忠泰說：「我們並不想藉由該片

強調老師有多偉大，而是想告訴更多學生和家庭，其實老師可以扮演孩子的另一個

媽，讓家長安心，同時也想喚起未能善盡職責的老師，能更投入工作，像孩子一樣的

照顧學生。」（「老師新角色 三個孩子四個媽」，自由日報）多數教育工作者都知道，

這個紀錄片講的故事不是特例，而是台灣每所國中學校都可能遇到的真實情況，偏遠

地區的老師更能感受做學生的老師是不夠的，需要做他們的家長。 

我相信「三個孩子，四個媽」紀錄片確實能感動與鼓勵老師們去承擔更多的角色，

讓學生們在家庭功能不足的情況下，因為老師頂下一片天，成為生命中貴人而有希

望。或許有些老師不清楚教師的職責可以延伸到家庭，做孩子們的另一個父母。我同

意這個觀點需要繼續推廣與加深，讓老師們願意將責任延伸到家庭。但根據我的經

驗，偏遠地區老師或許並非缺乏這份認知或行動力，他們更需要鼓勵與支持他們繼續

走下去的觀點：學校、家庭與社區該如何建構教育的生態網呢？。 

當我們思考如何建構協力教育生態網時，從社區、家長、學校所組成的生態關係

去釐清社會實踐與關懷課程的落實之可能性，也讓教育工作者找尋到建構協力教育生

態網的工程中可以扮演的角色。台灣的教育改革，除了校園內的課程外，如何因應快

速社會變遷的衝擊，學校工作型態的未來樣貌等，都該納入思考，換言之，學校若以

村落社群一份子的角色來思考教育改革與未來教育面貌，或許可以做出較為緊密的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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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及實踐的可能。 

本文的目的是：探究建構生態協力網的過程中，教師與教學的角色與定位；教師

如何在日益凋零的社區中、功能急速敗壞的家庭裡，仍能保持信念與社區、家庭攜手，

協力建構編織讓孩子獲得關懷的網與撐起孩子未來的希望。文中將分析目前教師難以

與社區資源結合的可能困境何在，並探索如何從日常實務中找尋落實的可能。 

一、村落傳統與現代村落之異同 

當探究建構協力教育生態網時， 常被引用的是非洲諺語：It takes a whole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教育孩子需要整個村落的力量）。當我們理解這句非洲諺語時，除了

有感於其必要性外，需還原脈絡後再重新思考，便可從諺語更深層的意涵獲得教育啟

發。 

人類學者 George Peter Murdock對於「社區」（the community）的研究認為，社區

中的生活方式是「基於社區中土地共有和組成家庭間的互賴，社區成為聯合式生活的

主要焦點。每一位成員和其他人彼此多少是有熟識的，透過交往，學習去適應每一位

同伴的行為，這個群體就是藉此人際關係的複雜網絡而連結起來。這些變成文化模式

之後，產生像親屬和基於年齡及性別地位的標準化關係，從而促進社交，許多則環繞

共同利益集聚成群，形成諸如姓氏和社團的群居，促成社區所屬家庭彼此間的連結。

（許木柱等譯，1996：95）」這就是村落傳統的基本關係與聯繫。 

因此當我們論述學校、家庭、社區必須將手緊緊的牽起來，編織一個協力生態網，

我們必須先將這三個提供編織素材的主體「家庭」、「社區」、「學校」深刻的檢視與探

究。 

當我們說「教育孩子需要整個村落的力量」時，其意涵為：家庭的力量有限，若

能有整個村落做為後盾使孩子受到的照顧更為周延與健全。但所謂的家庭力量有限，

有兩種可能的角度：其一，健全家庭，但若能有家庭外的照顧資源，將提升照顧的品

質；其二，家庭不健全，需仰賴家庭以外的照顧，以維持基本的照顧品質。從不同的

角度思考這句非洲諺語時，會有很大的差異。 

從報章雜誌報導中、實際的統計數據中我們不難想像，功能不全家庭遽增，使得

思考如何運用村落的力量來協助家庭為教師專業實踐途徑成為可能。但深究其中的樣

貌，我們可能比較能理解，學校與教師在思考運用社區資源時，所面臨的困境與難處。 

二、「不能」與「不為」-現代村落真實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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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能」與「不為」的不同 

多數鄉村學校老師的經驗是：家庭狀況不好的學生，學校要肩負家庭功能，但往

往學校肩負越多，家庭功能越退步。學生回家不洗澡、不換乾淨衣服，學校要募款購

買洗衣機、烘乾機，請學生將髒衣服帶到學校清洗；營養午餐費用張羅、各類補助申

請外，還要額外準備早餐給學生；冬季還要發放棉被。學校與老師積極找補助、尋求

民間善款，但家長的狀況卻越來越壞，各種需要繳交的費用，家長不認為這是家庭需

要處理的事務，若收到催繳通知，家長還質問老師為什麼沒有去申請補助款？甚至需

要花費時，家長跑到學校跟老師討補助款去用；學生未到校，學校跟家長聯繫擔心成

為中輟、要找回小孩時，家長首先擔心的詢問不是關心孩子的安危，而是補助款還繼

續可以領得到嗎？這樣的風氣導致老師面臨「沒有能力繳交營養午餐的學生卻有錢留

戀網咖」時，陷入不知自己努力為何的苦惱？甚至，有的老師們開始質疑：那麼我們

是鼓勵家長繼續不負責任嗎？會不會學校功能越來越強，這類家庭的功能就理所當然

的可以越來越弱，這樣可以繼續保有學校（或社會）給他們孩子的「福利」。 

對照口述史資料的經驗，早年的老師較少提及對家庭的抱怨或不滿，對於家庭無

法有健全的功能，學校和老師多半是接納與諒解的，當時家庭功能不足的狀況，被視

為「不能」（有困難或因對學校運作不瞭解而無法配合的家庭），但現在除了「不能」

的家庭，「不為」（不負責任、推卸者）的功能不足家庭或家長增加了。除了每日要張

羅讓學生帶營養午餐回家外，當老師將募捐到的衣物棉被送到家裡時，目睹家長與鄰

居圍坐喝酒吃喝，望著滿地堆積的空酒瓶時（顯然要累積一陣子才能有這麼多空瓶啊）
1，很難讓長期面對「不能」性質家庭的基層老師對這類家庭產生諒解，進而對社區

的認同感也受到波及。 

                                                
1 蕭昭君於民 85 發表「教室中的主人與客人─花蓮鄉下學童經驗課程觀察研究」一文，以民族誌

方式記錄描述教室內的「客人」--「他們的學校經驗充滿挫敗、焦慮、否定，失敗帶來失敗，

並發展出消極逃避、白日夢、反抗等因應策略，再帶著累積的壓抑與低落的基本學業能力，進

入國中。」文中描述學童髒兮兮身體有異味、遭受同學排的Ｈ，老師曾買兩套衣服給他，後來

他將衣服給弟弟穿，學生學習狀況不佳…等，研究者家訪時看到與經歷到的，是多數偏遠地區

老師不陌生的家訪場景：「雜亂的入口，綁著一隻沙皮狗，我心想：他們連孩子都養不好，怎麼

還可能養名貴狗？進入屋內，映入眼前的是一張放滿啤酒、檳榔、香煙、維士比，以及麻將的

大桌，四個打著赤膊、胸前手臂上紋身刺青的男人，正在熱烈的摸八圈。… …父親，抬頭跟我

打招呼，『老師，要不要喝酒？維士比補身體？檳榔吃了不會冷！還是要跟我們摸一圈？』」… …
研究者坐在母親身邊後，觀察到：她顯然剛洗完澡，全身散發洗髮精的香味。她才二十八歲，

卻有四個孩子，雙手十指塗滿鮮紅蔻丹，黑色蕾絲的露肩上衣，大花裙，她很從容的在擦乾、

保養她那一頭烏黑的長髮，偶而正眼看我回答我的問題。這麼香的媽媽，為什麼會讓Ｈ每天那

麼躐遢的上學，她難道不知道Ｈ的整個嘴角都爛了，散發出異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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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村落「補位」的功能與可能 

同樣的，當我們期待整個村落作為照顧孩子的單位時，是否隱含對村落功能的期

待，以及村落本身的運作狀態。我們若從原諺語中來看，非洲，截至目前為止，應該

是現代化程度較為緩慢的區域，當我們傾慕這句諺語的美好時，我認為其中的關鍵在

於「家庭」擴大到「村落」作為一個「提供照顧的單位」，故不能忽略了它的社會、

發展與文化特質，換言之，在現代化、都市化程度低的區域中所謂的村落樣貌，與台

灣目前的村落，其差異之大，可能比台北 101大樓和茅草屋的落差還劇烈。直言之，

諺語中非洲村落與現階段台灣的村落，在本質的差異必須被釐清，其差異與不同，是

否可以作為我們去建構協力生態教育網的逆向思考，也將是此理想是否可以實踐的關

鍵。 

家庭是社區組成的基本單位，如果學校所屬的社區內，這類「不為」家庭的狀況

比例日漸增加，對願意付出、期望結合社區資源的老師，無疑是不斷的挑戰與衝擊。

過去，村落的結構與聯繫有其歷史發展的脈絡2，它強化的人與人、家庭與家庭或是

村落與村落間穩定的關係，然而面對時代洪流的衝擊，維繫傳統村落的基石漸漸流失

（例如：人口流失、產業轉型…等）；今日台灣村落的現狀是衰敗、凋零，既有功能

瓦解，是個缺乏力量的單位，也就是說，如果用一個功能不全的村落作為功能不全家

庭的後盾，是否可行呢？陳錦煌、郭程元（無日期）提到全球化與人的關係，認為 

 

「全球化潮流下『解領域化』的效應削減的人和土地的絕對關係，雖然讓

人類生活在更寬廣的世界裡，但是『家』和『安全感』」都備受威脅，因此

在『解領域化』的同時，人們企圖重建新的關連和認同…」 
 

並提出歐盟的經驗做為台灣社區與村落發展的參考： 

                                                
2 台灣從明清時期所發展的村落功能，至 21 世紀經過四百年的演變，從四百年前的移民社會，在

拓墾的過程共同防禦天災與其他族群的侵犯，「必須緊密聯繫同伴、同鄉、同信及同信仰的社會

關係。因為共同面對生存的問題，在共同對抗外來的天災人禍的過程中，大家強烈的認同自己

所生活的社區，產生堅強的共同體意識，在生存的需要下形成緊密的社區關係（陳錦煌、郭程

元）。」到了日治時代的殖民統治時期，警察制度與保甲制度做為日本政府深入台灣基層與管理

地方的綿密組織，在地方或是社區在當時雖是嚴密的監控人民，不過卻也結合社區居民參與地

方大小事；這時的社區與村落仍保有過去共同面對問題，共同解決的傳統。到了民國時期，走

過戒嚴時代所進行的權威統治，從二十世紀後期經濟起飛傳統產業結構轉變、村落人力外流、

交通與科技的發達，全球化趨勢逐漸成形，影響了經濟同時也影響的生活，也讓傳統村落面臨

更強大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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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在因應全球化危機下，針對地方與社區，擬定以『在地化』做為因

應『全球化』的一種社會發展策略，以『投資社區』的概念取代傳統對社

區的『補助與救濟』，以社區做為活化地方的發展基地。」 
 

過去十幾年的時間，在文建會的主導與推動之下，社區營造工作主要目的之一就

是健全日益衰敗的社區、農漁村落與疏離的人際關係。從歷史文化到產業經濟，無不

希望提升與改善因現代化所造成的城鄉差異，文化產業、社區觀光等推動，多是希望

復甦鄉村產能，但多停留在「補助」的思考發展社區活化的可能，然而社區或是村落

自我生成並非給錢就可以產生動能，更需要發展社區整體思考的政策面規劃。但不管

從那個面向去瞭解，台灣的村落已經不如往日具有照顧協力的功能，卻是不爭的事實。 

貳、家庭與學校 

「以社會教育的中心精神而言，學校、社區與家庭本是三環一體，目前台灣的學

校及社區環境現況，以及現階段台灣家庭現況的展現，也都在在顯示出家庭環境、社

區與學校之間，有密不可分的重要關連性（曾淑枝、王以仁，2004:370）。」家庭、學

校與社會教育是教育三大重要環節，然而回顧台灣的教育，多數人在教育的歷程中，

家庭是扮演缺席的角色，檢查功課、親子共讀等家庭高度參與教育或學習，似乎只是

教育改革後倡導的新教育觀點。很多家長反應，學生作業要求家庭參與的部分，常常

是理想高於實際，或者 後都是家長代勞，而相關的作業也忽略了文化資本與階級的

差異，使得親子共同完成的作業，成為低社經地位家長難以跨越的門檻，例如聯合報

教育版（2004）的報導： 

 

「教育貧富差距無所不在，寒假作業也不例外，從問孩子有多少壓歲錢，

到要求出遊拍數位相片、用電腦寫作業等，忽略弱勢學生的感受，也易造

成有能力的家長捉刀，甚至有家長為了孩子的作業被迫買昂貴的數位相

機，大嘆老師不知民間疾苦。 
 

…家長則指出，學校老師要學生拍有關春節的數位照片當作業，還規定要

用印表機印出來貼在作業本上，有家長只好花幾千元買數位相機，寒假快

結束前，有印表機的同學家裡更是大排長龍，原來同學都拿著作業要到他

們家去列印，墨水、紙張損失不少，家長不好意思拒絕，只能向老師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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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家長被期待參與教育與孩子的學習時，「單純」的教育理想卻忽略其他環節對

教育的影響，教育脫離了孩子實際的生命經驗與生活狀況，單一的教育思考脈絡，導

致家長「被迫」參與，加深階級差異的鴻溝。「教育不是個悠然自在的體制，不是一

座孤島，而是整個大陸板塊的一部份」（Jerome Bruner，宋文里譯，2001:65）。學校往

往因為求同而忘了學生差異，就如同學生作業的要求，就可能呈現出 P. Bourdieu 所

強調學校所隱藏的社會階級差異合法化，將教育形成再製文化資本的「共犯結構」（范

信賢，1997）。當我們檢視家庭究竟該以什麼角色時，理想與現實間的差異該如何被

看待？若學生的家庭功能確實不足以滿足理想的教育環節所期待的，學校又該如何？ 

如果因為家庭功能不夠，而將社區做為家庭的另一個單位以「補其不足」的思維，

是否會陷入另一種困境？如果社區的組成單位是家庭，那麼，當某些家庭功能不彰，

需要以其他家庭作為協力者時，我們必須思考，轉嫁家庭照顧責任於其他家庭的合理

性。其餘有能力的家庭又有多少能量分擔其他家庭的責任，也應該思考。 

參、村落成為資源  

社區、學校、家庭三環一體的角色功能發揮，就是本文所要談論「建構協力教育

生態網」如何才有落實的可能。社區、學校、家庭屬於在地的、草根的特色，從學校

所發展本位課程、村落（或社區）進行的社區營造方向都是由「在地價值」、「地方資

源」做為發展的基礎，因筆者從事多年的社區營造經驗與陪伴學校發展本位課程的經

驗，看到理想與實際的差異，談談差異產生的迷思是什麼，才釐清我所要討論的「協

力教育生態網」協力運作的部分。 

一、社區資源迷思 

國內學者陳麗華等、余安邦透過發展「社區參與學習」與「社區有教室」系列課

程，也希望「透過社區資源的運用與詮釋，提供與生活經驗相結合的素材，使學習產

生意義，進而提高學習效果」（陳麗華、王鳳敏、彭增龍，2004）及「產生學校的教

學內容與教學活動，和學生的生活世界與賴以生活的土地相結合的學習模式」（余安

邦，2001），意即將社區資源帶入學校，成為課程與學生學習的素材，從有形的資源

到課程設計發展學生的社會意識與鄉土認同的情懷，達到無形的教育目標。 

我在東區一直持續與基層教師進行課程發展的研發工作，過去幾年台灣推展的學

校本位課程，多數是將社區文化、鄉土特色作為課程的主題，物產、古蹟、地景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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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資源、民俗活動等成為課程主題，用大單元的方式進行連結性的課程，我曾稱這

種運用社區資源的課程為「一鄉一特產」課程。我認為教育工作者（研究者與基層教

師）對文化特殊性的瞭解受到限制，導致教育工作者將學區內的「資源」視為具體的

物件(object)，當作可以被操控的實體，將「資源可以直接運用」的思考模式運用於課

程中（顧瑜君，2002）。 

「資源可以被擁有」、「資源具象化」的思考也是社區工作者思考社區資源的迷

思，認清社區資源必須跳脫具象可掌握資源的思考，必須深刻的檢視自身所處環境與

文化的特質，從不斷的檢視與對話中理解資源的所在（當然包括有形與無形的資源）

雖然社造的基礎就是文化，但「解構」、「重構」、「創造」的社區資源歷程，似乎並沒

有發生，以設置社區文物館的現象為例，正是「消耗」地方資源、「吃老本」的行為，

並無形塑新的社區意識或是對於整體村落的資源重建，將社區資源放置在斷裂的層面

思考，所以「文物館」成為「蚊物館」的例子，在台灣比比皆是，就以學者漢寶德（2005）

的批評 為貼切：「地方政府把文化性建築視為政績。明知社會大眾並無此需求，既

無充足的經費開發吸引力，又不選擇適當的地點，其閒置是必然的。可笑的是，他們

很幼稚的相信有了建築，自然社會就會有活動。」 

同時，社區資源與學校的關係，國內學者陳伯璋認為教育活動乃是教者和受教者

在「生活世界」中，不斷地產生生活經驗的「對話」（dialouge），進而使受教者自覺

地將教育環境所賦予的意義和價值加以「解謎」（de-myth），並逐漸開始和擴大其經

驗（陳伯璋，1985：7）。所以，「社區資源」的概念不是固定的、不變的，它是生活

在當中的人與物件甚至是文化所形塑的在地特色，同時也是不斷被創出的產物，而村

落、學校、家庭就是參與創出的參與者與實踐者。同時這也是社區的「資本」，學者

高宣揚（1991：38）認為：「社會資本是指借助於所佔據的社會關係網絡而把握的資

源或財富」，社區與學校所共構的關係網絡中，「資本」可能是財富、資源、社區的歷

史理解、自我認知、人力種種的可能，它需要依其所在的脈絡而界定，但確定的是在

「資本」之下的指稱是可以進行轉換與輸送，而本文所指稱的的協力教育生態網亦有

相同的特質。 

二、殘餘資源、殘餘功能—從社區案例思考教育之可能 

移居花蓮十年，除了在大學裡教書，常常做的就是參與社區的工作，但不是以專

家學者的角色，是以朋友或居民的身份，沒有具體的計畫案，受邀請做什麼，就嘗試

著做。當我思考社會實踐與關懷的行動時，立即浮現天送伯的例子。天送伯是一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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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多年的花蓮縣豐田社區的案例，社區中有個「牛犁社區發展協會」，「牛犁3」是

一群在地人所組成，他們沒有社區工作的專業訓練，憑著一股熱誠與不怕挫折的意

志，常常我從他們身上看到自己的不足，也啟發我對課程、對教學等「專業」的新認

識。 

(一)文物館不只是文物館4  

天送伯是個台灣鄉村典型的例子，他是孩子都不在身邊的鄉村老人家，雖然沒有

經濟上的困難、身體也硬朗不需要其他人協助照顧或打理生活，但如同臺灣傳統鄉村

地區青壯年人口外流的處境一般，天送伯也有相似的生活困境要獨自面對。 

鄉村的老人心在受苦，卻要小心地收藏起來，免得露出寂寞讓外地的子女擔心。

在台灣鄉下農家，子女能到外地發展算得上「有成就」，如何能期盼他們抽空回家陪

伴，何況每次他們回花蓮，都彷彿會耽誤他們的事業；每次外地子女們面對留在鄉下

老人家的生日，為了表達孝心，通常會回家安排生日餐會，但子女能如期回來的，卻

不是那麼多見，而能夠攜家帶眷到齊的，更加少數。像這些許多生活上的點點滴滴，

總是只能被鄉村老人擱在心頭，話卻說不出口，以生日餐會來說，即使勉強湊足的人

場，也是在熱鬧時分就感受到離別降臨的在即；茶足飯飽之後，追求成就的子女們是

不能久留的，以致於一頓歡樂的聚餐後，或許帶來老人家更落寞的惆悵，這種社會變

遷結構的處境，究竟能帶有多少兒女承膝的歡笑，只有老人家自己心底明白。 

鄉村的老人就在這種處境下，找尋生活的可能，多數人每天默默的騎著腳踏車在

熟識卻冷清的社區中閒晃著，或者找點可以做的事情消磨時間，或者找人泡茶，甚或

湊熱鬧賭點小博，藉此跟一群人相處、聊天、獲得慰藉，看著鄉村的沒落以及自己已

經無用的農耕技能，一天度過一天。 

像天送伯這樣的老人家，在台灣鄉村的社區裡經常可見。但是，傳統的智慧告訴

我們，老人家的社會經驗和累積的知識仍然有助於社區和社會的整體發展，端看掌握

社會權力和資源的青壯年人口如何看待老者的智慧，也就是說，社區裡老人家的心靈

狀態不應被懸置，他們對於整體社區發展也可以有著不可磨滅的影響力。 

在一次無意的談話中，牛犁社區發展協會的人發現天送伯家中存有大量舊時的農

作器具，牛犁的人鼓勵天送伯把這些古農具整理起來，同時，牛犁人也帶著社區裡的

「青少年服務隊」協助天送伯、當助手，整理這些灰塵佈滿的老東西，希望在不重視

                                                
3 只要願意做牛，不怕沒有犁耕作的意思。 
4 本案例曾發表於靈鷲山舉辦之「會診台灣心靈研討會」，標題：築一個以社區為基地的新家——

為心靈搭建庇護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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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發展的社會風氣之中，對已經廢而不用的農作器具再找到新生的可能。牛犁人的

構想是：讓古農具成為鄉土教材的一部分，但沒想到卻因此帶動對老人心靈的呵護。 

經過牛犁人的鼓勵與協助，天送伯也很起勁的把各種古農具弄出來，花心思布

置、擺設，於是社區裡悄悄的發展了一座由天送伯的農具倉庫所改建的「天送文物

館」，當初十分簡陋，連個招牌都沒有。然而，當這個「館」漸漸成形後，它需要觀

眾，在缺乏知名度與觀眾的時候，牛犁人把社區青少年服務隊找來參觀，也邀請社區

裡的中小學到這裡做戶外教學，後來，陸陸續續也有好奇者去看，連有線電視台也聞

風而來，報導這個不是很像博物館的「文物館」。在曝光率提高後、參觀人增加後，

仍然習慣打著赤腳的天送伯，在社區裡騎鐵馬的樣子都變得十分有元氣。 

(二)關懷課程從需要與關愛開始 

然而，讓古農具被放入一間整理完善的「古農具文物館」並不是牛犁的人唯一的

目的，他們讓天送伯的角色更進一步從只是古農具的主人，轉變成為認識古農具的專

業講師。剛開始，牛犁志工陪著到天送伯文物館參觀的人們，協助天送伯解說文物，

但怎麼說，都不如天送伯自己「現身說法」來得清楚，且充滿了鄉土的風味，漸漸的，

志工的角色淡出解說的工作，讓天送伯自己站上第一線做解說員，於是「阿伯」變成

了「社區的老師」。 

「天送老師」長期農作的生命經驗所累積的專業，不僅讓社區青少年多了另一個

學習的管道，也讓其他遠道來到豐田地區參訪的學校師生，看到了豐田社區老人的不

同樣貌，對農業與農人也產生不同的理解與尊敬，更重要的是，一個老人的心靈獲得

了照顧。有一年，天送伯生日時，兒女們講好要回來的，辦桌數也定下了，但臨時兒

女卻無法回來，天送伯並沒有去退訂，反而招呼牛犁的人去吃壽席，大夥也樂的吃一

頓大餐，餐會中歡笑不斷，這次沒有人要急著趕火車或飛機離席，心有愧疚的兒女們

來電話抱歉，卻沒有聽到他們父親哀傷或無奈的語調，原本擔心老父隱藏的落寞不見

了，反倒聽見老父高興的說，牛犁的人去吃得如何高興等等，於是兒女們撥電話感謝

牛犁的人代替他們照顧父親，希望日後可以回報，牛犁的人說：你們就在住處身邊看

看有沒有需要照顧的老人吧，你的父親我們來照顧，你們就近照顧別人的父親，這就

是我們期望的回報。 

從鄉土教材、農具展示， 後勾聯到心靈的呵護，這條路一路迆邐而來，牽動多

少台灣孩子的牽掛，也撫慰了多少寂寞的心靈；坦白說，這個小小的「文物館」實在

不是個什麼像樣的文物館，連讓人起眼也談不上，但是當一個寂寞的心靈被照顧了之

後，社區的「寶」就明亮起了，這個「寶」不是農具古文物，去參訪的人感受到的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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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古文物的力量，而是那個活的老人所散發出來的台灣風味，而真正讓參訪的人回味

無窮更是那「偶發機緣瞬間展露的關愛」。 

肆、課程教學與關懷 

從牛犁社區發展協會關懷天送伯的歷程來看，多數人會同意，雖然牛犁所做的並

非一個課程或教學，但卻是一個很棒的社會實踐與關懷學習歷程，且符合了社區照顧

與教育意涵的價值。牛犁社區發展協會的人，是一群沒有受過師資訓練的在地人，也

缺乏明顯的課程結構或教學設計，但在用心的經營下，無意地帶著社區青少年參與與

成就了深刻的社會關懷與實踐課程，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理想，平實的在日常生活

中實現了。 

在我與許多社區的工作經驗中，我常覺得非教育工作者擁有較多的彈性空間，使

得很多在學校現場希望達成的任務，變得自然、易於完成。我常想，教育工作者所仰

賴的「專業」，是讓我們更懂得如何實施社會關懷與實踐課程呢？還是反而成了限制

與障礙？或許我們可以從牛犁與天送伯的故事來看看其中的差異。 

一、彈性與流動性  

首先，牛犁的人並沒有訂出具體的目標，因此所謂的教學或課程目標在行動中不

斷的流動與再定義，也就是說，目標可以隨時調整與完成，教學行動也因此充滿了變

數，以及「見機行事」的高度敏感性與創意。而事實上，課程原本就應該處於一個虛

擬狀態，絕非一套設計好的教學步驟與流程，教學者必須存乎一心的觀看現實處境，

並與之對話與思辯，從中發展出教學的行動。從行動研究的精神出發，Jean McNiff & 

Jack Whitehead認為： 

 

「長期盛行的認識論觀點讓人們以為一些如理論、組織，和發展等觀念詮

釋抽象的事務，是脫離實際生活的文字概念。然而，如果它們維持為文字

上的概念，我們大概就很難產生持續的社會改變吧。因此，我們必須將這

些概念轉變為實踐的行動，社會改變才可以成為真實的歷程。此時理論成

為實務工作，組織是人們的活動，發展則是透過反思而進行的有目的的社

會行動歷程。實踐理論不是人們可從局外者角色獲得和理解的，理論其實

是隱藏於局內者心中，等待實踐而得到現身和精鍊」（朱仲謀譯，200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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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的歷程中，牛犁的人以走一步、看一步的態度進行，往往第一步走出去後，

會牽動很多的狀況跟著改變，第二步該如何走就必須視當時的狀況立即調整與配合。

或許因為如此，意想不到的結果（目標）能一一的浮現。另外，牛犁的人長期在社區

中從事助人的工作，對於助人、如何助人等面向，有一套俗民觀點的基準，沒有學理

基礎、也沒有太多的「標準或綱要」作為依據，能做什麼的分寸也容易捏拿得準，不

容易做出唱高調或只為求好風評的本末倒置行為，也因此他們的行動令旁人感動。 

二、俗民觀點的重要性 

反觀一般教學的狀況，在沒有明確的教學目標之下，教學者可能感覺很沒有安全

感，沒有具體實施步驟的狀況下，教學者對於該做什麼、可以做什麼感到陌生，為了

降低各種不確定，具體的教學活動、學習單等很容易出現而且成為穩定教學的重要部

分。以天送伯的例子而言，在教育的現場很容易變成「布置或設置」文物館、參訪報

告或者訪問地方耆老後就劃下句點，但其中的關懷、關係卻是可能是空洞或短暫的。

或者，「關懷」容易化約成為了教學內容，直接將關懷設計成為教學素材，希望學生

學會、懂得關懷。 

國內學者陳麗華、王鳳敏和陳烘玉（2003）也指出若要跳脫校園內既有模式的限

制，可以螺旋的方式進行社區參與學習，透過具體經驗，反省性觀察、抽象概念化、

主動試驗等四個學習階段，和社區學習、社區探究、社區行動等三部分的學習計畫，

讓學生從實際參與中去建構與社區與家鄉的情感。學生的學習階段與學習計畫皆與社

區結合的指導原則，不同的社區有因時、因地、因人的不同，若加入學生生活中的俗

民需要，會讓課程教學中的關懷更貼近人、社區的需要。 

思考至此，讓我不得不回顧台灣以往曾經推行過類似的課程，常常重複著同一個

思維、進行類似的方案，口號響亮的開始，但什麼時候悄悄的劃下句點，不得而知，

永續進行案例，遍尋不到。 

伍、社會實踐課程的基石是教師反思 

在我們探究未來落實社會實踐課程於台灣教育現場時，我們可以從過往曾在台灣

教育界倡導過類似的課程著手來思考，如何避免重蹈覆轍，應該是使社會實踐與關懷

理想得以實踐的必要步驟。 

社會關懷課程與曾在台灣教育界被提出、實施的很多其他課程，如生命教育、環

境教育、人權教育、性別教育等，有相近之處：以情意教學為重，且需有行動力，而



國教學報  第十八期  95 年 9 月 

42 

這類型課程往往跟台灣教育現場的文化、台灣社會價值有很大拉扯，容易流於陳意良

好，但實施表面化的困境。 

一、鑑往知來 

我打算選擇以和社會實踐與關懷價值接近的生命教育為例，回顧生命教育在台灣

的發展，作為探究社會實踐與關懷價值未來在台灣推展可行性的基礎。生命教育的推

行，源自台灣省在痛心太多年輕人平白犧牲生命後，於民國 87 年在倡導人文與倫理

教育的同時，由前台灣省教育廳長陳英豪博士揭示全省中等學校於 87、88 學年度分

別全面實施生命教育課程，教育部更將 90 年訂為生命教育年，現任教育部長杜正勝

在施政報告時也清楚的指示：「推動生命教育，培養學生健全人生觀」。從教育部宣布

90年為生命教育年起到現在，生命教育究竟是什麼好像仍在一個模糊的狀態，生命教

育與情意教育、道德教育、生死學教育、兩性教育、輔導活動、全人教育、環境教育

等，好像都有些重疊卻又不盡相同。當我們網站上看到各種類型的生命教育教案時，

似乎並沒有澄清我對生命教育的困惑：從愛護小動物到體驗用口足方式繪畫，從孝順

父母體諒父母辛勞到製作祝福卡給畢業生，從欣賞抗癌小勇士影片到改善自己人際關

係…，這些教案都可以被視為生命教育教案，且獲得教案比賽名次的獎勵公布於生命

教育網站供教育工作者參考使用；由檢視公部門公布的得獎作品來看，對於「生命教

育是什麼？」的模糊狀態並沒有獲得具體的釐清。 

當我再往理論或學術的範疇尋求解套時，閱讀各種生命教育研討會論文或專文討

論生命教育是什麼？該怎麼做？學者專家們的論述主題更是令我們眼花撩亂：可以從

殯葬該怎實施、生前遺囑的重要到自然科主題學習、從孔子或佛教到基督教、甚至志

工與生涯規劃……。但在沒有明確的定義範疇下，生命教育已經成為台灣教育界朗朗

上口的用語，各校也似乎都實施了生命教育。當然這也反映出台灣教育的特殊現象，

有人倡導，就有跟隨，甚至普遍施行。 

我認為，以生命教育在台灣推行的狀況來看，「治標不治本」，「頭痛醫頭，腳痛

醫腳」是推行生命教育 大的困境之一，相信也是推行其他教育方案或價值的共同困

境。又如，中學生未婚媽媽的人數增加了，婚姻暴力的事例頻仍便要求學校開始推動

「兩性教育」，及至有人提出學生吸毒、酗酒、抽煙的問題嚴重了，又實施反毒、禁

煙活動甚或行文各師資培育機構加強開設輔導宣導嚼食檳榔的害處之課程；發現學生

的法律常識不足，便又推動「法治教育」及「法律常識會考」；感覺學生身體不夠健

康，推動「新式健康操」；有人自殺了就進行「自我傷害防治」…，我認為，這種種

的教育新點子主導的現象，讓教師與學生面臨無所適從的困境，且有疲於應付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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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生命教育的困境是有人認為生命教育的「第一線學者專家」所做的，是要

將一套「迂闊高遠」、「羅曼蒂克」、「且反映特定價值體系」（例如「中產階級」）的價

值觀念強加在所有孩子身上。也就是說，當某一個價值選擇做為「教學的素材」或「教

學內容」後，很容易受限於功能取向課程與教學的思維，將價值當知識傳授。這也反

映出，生命教育的方案之所以百家爭鳴、形形色色的現象：把「珍惜生命」當教學內

容或素材，直接教導，多元的活動僅是包裝的手法，並非在價值教學上深思後的選擇。 

此困境反映出基層教師對於情意取向的課程設計，仍受限於工具理性的思維，例

如很多生命教育方案都選擇透過實際的體驗性活動（例如護蛋計畫、體驗殘障、體驗

懷孕等）做為生命教育的重要媒介，但體驗性質的生命教育方案往往實施成效不如預

期5。我認為，在台灣的教學現場，長久以來，以教師為中心的課程與教學形式有其

根深蒂固的淵源，根據我多年與基層教師發展課程的經驗，教師的養成教育階段，在

「課程與教學」方面的學習多受「教材教法」訓練的限制，無法跳脫按照教案教學的

處境，所以，教學現場的設計都侷限在結構功能取向或行為學派課程思維的框架下。

亦即在課程設計、教案書寫上花了大量的時間與心力，為了多元化、活潑化而大費周

章：在原有的內容教材和教學現場之外使用學習單、PowerPoint等媒體，形成了熱鬧

活潑有餘、深度內涵不足的教學現場。 

設法避免陷入這些困境，不以「治標不治本」，「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對症下

藥」的主題教學活動實施、或將一套「迂闊高遠」、「羅曼蒂克」、「且反映特定價值體

系」價值系統灌輸在學生身上，且能在課程與教學設計上脫離工具化的限制，將是社

會關懷與重建課程的挑戰。 

二、回歸自身 

從生命教育的困境中，我認為，若是從課程與教學設計的層面去思考，容易落入

工具理性的模式，如果能避免工具理性的框架，或許可以為社會實踐與關懷價值的落

實探究出兼具能顧及現實處境與保持理想的可能性。 

(一)面對自己 

社會實踐與關懷課程必須以社會建構取向來進行課程與教學的思考，教師做為設

計者與教學者，教師們需要回觀自身、深刻的面對自己：「我是一個具有社會實踐與

                                                
5 但這些刻意設計的體驗性活動不但多數成效不彰、且受到很多質疑與攻擊，何秀珠教授曾撰專

文探究其中複雜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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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的人嗎？」教師們才能夠與學生互動與共同建構，否則，課程設計與教學者，很

容易套用傳統的教學模式，只在教學活動上求變化，而忽略了本質的問題。如果教師

無法從自身的經驗中去理解，何謂社會實踐與關懷，從實際的行動中去體悟其中的微

妙關係與價值意涵，教師很容易將具有社會實踐與關懷意涵的課程實施成為新課程中

的「生活與倫理」或「道德」課程。舊課程中的生活與倫理或道德課程 令人詬病之

處之一，就是將價值當作教學素材，使得價值或德行教條化，而所謂的社會實踐與關

懷意涵中對世界有信心、試圖去改變世界、對世道人心的關懷、天下蒼生為己任的使

命感等，也很容易流於教條的空談，且行動者可能不察覺意圖改變世界是為了誰的福

祉，甚至強加自以為好的價值訴求於他人身上，迫使他人接受己身認為的好。 

而教師做為一個有社會實踐力與關懷感的個體，教師若能先放下做為「師者」的

角色與位置，或許可以是一種跳脫困境的開始。在性別教育教學中，對與女性性別意

識培養時，有「先做人，在做女人」的思維，使學習者、或啟蒙者不要侷限於「什麼

樣才是女性」的思考，先從做一個完整的人思考出發，再進一步思考做為女性的各種

面向，這個邏輯順序是很好的參考，而我認為教師應該先思考自己做為社會的一份

子，己身的責任中哪些是自己有能力參與、且可以貫徹的，從中去釐清可行的方案。

也就是說，教師們若一開始就先思考如何設計教學活動、如何找主題，可能已經背離

社會實踐與關懷的本質了。 

(二)面對拉力的反省 

在我接觸到的基層教師中，若要跳脫一開始不思考教學、先回歸自身，是不容易

的工作，因為慣性的拉力，使得老師們要暫時放下老師的身份，不安感油然而生，也

無法認真思考了。這也不難理解，因為台灣的老師受到很大結構的限制，從課程與教

學的角度思考，台灣的教育現場慣以教師為中心，許多老師受限於功能取向課程的限

制，直接傳輸知識和定律等是教師熟悉的教學模式，學生對於扮演知識的接受者也習

以為常，往往為了通過考試，聽講、作筆記和強記所有的事實或理論，忍耐反覆練習

背誦。再看整體社會結構是以升學、考試掛帥為前提，與社會實踐取向的價值差異很

大甚至衝突，如果不深入探究，社會實踐的概念、社會關懷取向的課程或學習，如果

沒有深刻的反思，很可能只能扮演點綴性、調劑性質的角色，或者落入工具理性的操

作模式，使社會關懷課程工具化。 

范信賢（2005）認為「我們即應看重教師的能動性（agency）和實踐智慧，努力

把課程改革從單向告知的實施型態轉向互動學習的實踐歷程，並讓課程改革從異化勞

動的場域轉化成教師展現能力和智慧的平台。」從課程展現教師專業的能動性，跳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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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制式的工作模式，就由課程開始做起。 

 

 

(三)課程實踐就是社會實踐 

黃嘉雄﹙2000﹚認為課程是特定社會時空下的產物。我認為社會實踐與關懷課程

更是特定社會文化脈絡下的產物，與其周遭的環境有密切的歷史與情感關係。社會重

建與實踐課程的意涵，應在於學生必須學習面對社會中各種現象與問題，並從參與社

會關懷或改善的方案中、實際操作中培養具有正義感、公益心的公民，並從直接參與

的歷程中累積分析、思考與批判的能力。但相對於傳統教育中，將知識的學習放在主

體，並以直接教授內容的方式將預定的教學目標完成，其中關鍵性的差異在於，是否

以學生為主體的、知識為社會建構的信念，決定了社會實踐課程是否可行。 

范信賢（2005）也認為「課程就不只是某種等著被執行的產品，而是教師在慎思

的實務中，去愛、去反省和去行動的實踐。」教師透過課程實踐其自身的關懷，在學

生、班級、學校、家庭、社區所產出的動能與影響是不可小覷。 

基於社會建構學習的信念，師生或學生彼此間共同的思考是基礎，而非教師尊學

生卑知識傳授關係，特別是在參與學習方案的歷程中，容許學生實際操作、從問題的

解決和作決定的過程中，師生相互討論、磋商意義或形成共識，學生習得新知識或概

念（Rogoff, 1990）。 

陸、結語 

當我們探究社會實踐與關懷課程在台灣教育現場的可能性時，我們必須先從社會

建構觀與台灣教育現實環境的落差開始思考，暫時放下想當然爾的理所當然思維，擱

置慣用的課程與教學思維，從教師的日常實務探究中找尋如何落實的可能。教師需先

回顧自身，不斷的探究自己是否是一個真實理解社會的關懷者，是否是一個具有社會

實踐能力的行動者，如果教師具備了社會關懷與實踐的能力，教師較有可能與學生共

同進行社會建構課程與教學。 

其次，教師若要真的理解教學與課程兩者之間設計的互動性，以及教學者在課程

與教學的歷程中應該扮演的角色與發揮的功能，教師對課程的認識應該從傳統的跑馬

道轉變「跑的歷程」－在道路上行走或奔跑的經驗與與遭遇(周淑卿，民 91；W.F. Pin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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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al 1995)。放棄工具理性對課程與教學的價值觀或思維模式，面對教學者必須在真

實的社會文化處境中，與教學的現場、與學生共同建構課程，並從教學的過程中設法

使學生的學習經驗從被動的接收轉換成為主動的探究，這個精神也正是 S. 

Grundy(1987)所謂的「課程實踐」(curriculum as praxis)。 

也就是說，社會實踐課程的可能必須源自於教師從自身的反思為出發，有反思能

力的教師是課程社會實踐課程的基石。否則，社會實踐取向的課程，很可能流於新瓶

裝舊酒的形式，把社會實踐與關懷價值當作另一種生活與倫理課程進行，或者，只在

教學形式上、教學媒材上變化，而非教學本質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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