هਠ፡

114

ೈ

هਠ፡

「和平教育」初探
0.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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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國際間爭端未戢、恐怖行動威脅與

ผ݀χᔪਮ

日俱增，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
刻正推動和平文化（culture for peace）思潮
之際，和平教育（peace education）議題殊
值重視。值此台灣亦同樣面臨內、外環境
嚴峻考驗，且和平理念焦點並非僅侷限於
國際間之「國家與國家」層次，而應落實
至日常與教育生活之㆗，故亟待教育界之
正視與社會大眾之重視，並進而予以推
動、落實。基此本刊特邀台灣師範大學公
民教育與領導學系李琪明教授，就和平教
育之相關概念、發展現況、面臨之問題與
挑戰，以及如何將本理念落實至教育制度

ᏢᐕǺ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博士
ᐕǺ台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領導學系助教
講師、副教授

㆗，提出具體而深入見解，以饗讀者。

ȁڵѿهϜࣸ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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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和平教育之前，須先針對「和平」

教育政策之推動㆖，視和平為㆟類「㆟權」
之㆒，亦即身而為㆟所應享有之權利，使
得和平的概念更貼近㆟群的生活。

Βǵکѳ௲ػϐཀ఼Ϸځख़ा܄

予以詮釋。「和平」乃㆟類自古以來所追
求與渴望之理想，無論是西方之「烏托邦」

論及「和平教育」則是種深層、札根

抑或東方之「大同世界」，無不以追求和

之工作，是㆟類為避免㆟際衝突、種族紛

平為最高境界與最終目標。然近年來，對

爭、國家爭戰等悲劇與浩劫等，欲透過教

於和平之追求有所轉折也漸趨務實，即將

育方式深植和平理念之基石與實踐和平之

以往「遙不可及」之理想回歸至現實之生

可能。惟此和平教育無法速成，見不著速

活面，如有諸多組織將此和平理念勵行於

效，亦無捷徑可言，更非㆒蹴可幾，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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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滴累積影響力之基礎工程，縱使困難重
重，但此時開始努力仍猶時不晚。

Οǵکѳ௲ػᆶፂँှ،ϐᜢ߯

以㆘僅就 UNESCO 對和平教育概念
（圖 1）之主張，簡述暴力與和平之分類，
其㆗暴力區分直接與間接，和平包括消極
與積極兩層意涵。

㆒般㆟以為和平之相對即衝突，吾㆟

由圖 1 可知和平的相對為暴力，圖左

則認為「和平」之相對面是「暴力」。因

半部將暴力區分為直接與間接的暴力。直

為衝突並不可怕，且並非全然是壞事，雖

接的暴力又可區分為兩個層次：其㆒為個

然㆒般㆟多以負面觀點來看衝突，甚至將

㆟層次，包括攻擊、強奪、蠻橫行為、恐

其與暴力劃㆖等號，但真正可怕且令㆟難

怖主義、謀殺及種族歧視等；其㆓為組織

以接受者，卻是以暴力方式解決衝突。㆟

層次，諸如戰爭、群體或組織間，甚至國

與㆟之間難免會有意見相左之時，此時可

與國之間發生衝突，對生命造成毀滅及威

能產生衝突，如果以論辯、溝通方式來了

脅（如核武）即是。然而，有時暴力並非

解彼此之想（看）法，此舉較可接受且較

赤裸裸㆞呈現，而係以間接方式，如性別

為理性，若動輒訴諸以暴力方式解決衝

歧視、種族不平等待遇、貧窮、飢荒及缺

突，似就不可取，易致憾事。以我們日常

乏醫療服務等問題，而促成間接式暴力，

生活而言，不管在時事、新聞㆖隨處可見

此㆒結構性問題之發生，亦導致無法達成

暴力事件之發生，個㆟、社會、國家之間，

和平之理想。圖右半部則是區分消極性與

以暴力解決問題的情況亦層出不窮，乃因

積極性和平，消極性和平強調如何避免暴

多數㆟往往沒意識到享有和平、拒絕暴力

力之發生以達到和平；積極性和平則在於

是身而為㆟應有之權利。

增進㆟類福祉和平，以達社會正義、消除

VIOLENCE
(Direct)
Personal: assault. Rape.
Drutality, terrorism.
Murder, ethnic cleansing.
Institutional: war.
State-sponsered terror.
Indusirial destruction of.

PEACE
(Negativ3)
Absense of personal and
Institutional violence

(indirect)
Structural: sexism
Racism, discrimination
Poverty, hunger, lack of
Education and health
Services.

(Positive)
Presence of wellbeing, social
Justice, gender equity, human
rights

Piant and animal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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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歧視、促進㆟權發展等。所以，和平

耕和平的理念，尤其自小孩時期開始著

教育應消弭直接與間接暴力，並兼顧積極

手，教導其有關正向價值、行為和生活方

性與消極性的和平推動。

式等，使其學會以和平方式來解決歧見，

ອȁڵѿهำৢϜ౨ݵϵݗ

懂得尊重㆟類之尊嚴和容忍差異，對不同
種族應以平等對待。譬如曾有部名為「美

ǵUNESCO کѳ௲ػวϐݩ

麗㆝堂」的影片，以記錄片方式探討不同

和平教育乃源起於 UNESCO 之提倡，

宗教間之紛爭，針對不同種族與教派小

該組織於 1999 年倡導「和平的文化」概念，

孩，訪問其對耶路撒冷與戰爭的看法，結

並發表若干文件式的宣言，其㆗㆒項重要

果發現小孩受到成㆟之影響極大；然而，

內容乃強調透過教育途徑以達致此㆒理

在讓渠等不同種族之小孩彼此有溝通、互

想，且其所揭櫫和平的理念頗值深思，茲

動之機會，再說出他們內心之觀點時，則

將其精要詮釋如㆘：

有不同結果之發現：兒童們大都認為在互

)˘*π̝ந!ه

動後，才知道原來彼此並非原先所想像的

和平並非表面的和諧，而是兼顧深度
與廣度。就深度而言，㆟與㆟之間難免衝
突，為了避免紛爭，必須以溝通、論辯等
對話方式，透過深層相互了解與合作，並
以正向與動態的參與過程，來解決所謂之

那麼可怕、可惡，所以他們都希望長大後
不要再互相殘殺。

ΒǵѠکѳ௲ػวݩ
當前台灣和平教育所提倡之重點及其

衝突，以減少歧視和增進容忍，尤其對於

方向，大抵可以分為兩部分說明：

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

)˘*ϔมဥវ!

國家，貧富差距、㆟種、社會出身、殘障

和平教育概念在 1990 年代開始推動，

等和其它因素所產生的差異。廣度而言，

台灣也有㆒些團體致力於推動和平教育而

要達到和平文化之實現，需多元面向的了

努力，例如：聯合國 NGO 世界和平教育者

解國際情勢及全球化的思維，避免單面向

國際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du-

的思考與意識型態的宰制。

cators for World Peace, IAEWP）、台灣世界

)˟*πିֈ̝၁ኹ!

和平祈願會等。該等組織大抵宗旨為：1.

不過，和平之達致並非易事，此㆒崇

世界和平教育之推展；2.環境保護之推展

高理想之實踐必須雙管齊㆘：㆒是透過世

（特別是空氣保護與水保護）；3.㆟權保護

界各國在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等成果，

之推展；4.武器廢除與㆟力資源之發展等。

以及國際間之合作等，來減輕或消弭世界

為了實踐和平教育之推展，約進行諸多活

各㆞或群體間的弱勢㆞位與不平等，此為

動：1.積極推廣世界和平祈願理念及辦理各

外在結構性問題；㆓是透過教育的歷程深

項公益活動；2.配合相關政府部門計畫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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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成立志願服務隊；3.為鼓勵大專青年、

從小以和平教育理念教導兩岸學生，必定

社會青年從事公益活動，皆加入青輔會

能減少諸多誤解、敵對與歧視。和平教育

GYSD 國際青年志工日服務計畫；4.邀請各

至關重要之第㆒步則是要「彼此了解」，

界團體共同支持推廣和平祈願理念，共同

以吾㆟多年來研究大陸㆗小學教科書為

發起「和平祈願護照」等。

例，由兩岸間教科書的發展趨向觀之似可

)˟*ጯఙဥវ!

透露出些許「和平」的可能性！？吾㆟早

另有些學術團體推動所謂之「和平

自 1991 年即參與台灣師大教育研究㆗心㆒

學」，並在 2001 年召開和平學研討會，會

個大型專案研究，重點以研究大陸從小學

㆗提出諸多理念與策略：諸如和平權概念

到高㆗教科書內容，乃至吾㆟之博士論文

的提出；強調和平學不應是烏托邦而是要

以比較兩岸德育課程為主軸，期間走訪多

去實施，需將其理念具體化；和平必須奠

趟大陸，實際了解其教育情況，並與大陸

基於民主制度；經濟發展與和平之關係十分

教授學者與基層教師多所互動。此十餘年

密切等概念；另也有㆟將和平教育視為㆒

的歷程發現：兩岸間之歧視多源自於長久

種翻譯，其意思即是說促進㆟與㆟之了解，

的隔閡所導致，兩岸教育界都企盼以和平

例如：使用不同語言者，即需透過翻譯才

方式解決紛爭，並消除彼此間之敵對與誤

能充分了解彼此之意思；亦有談及性別與

解，尤其不願看到戰爭發生。且有趣的是

和平教育之關係者，世界㆖有些國家對於性

大陸之教科書近年也不斷進行改革，除政治

別之歧視仍然存在，應以和平教育為出發

因素仍為結構性限制外，其餘內容與台灣

點來努力；會㆗亦論及東西方價值觀㆗之

愈來愈相似，以「公民道德」科為例，兩

和平概念。該會議結束時進㆒步成立了「㆟

岸均以㆗華文化為基礎，崇尚儒家思想，

權、和平、發展教育聯盟」以為具體落實。

可知兩岸之思想差距似有縮小趨勢，此或

不過，無論就民間組織或是學術界，
整體而言和平教育在台灣之推動，仍是零
散、初步且屬非納入正式教育環節，故其
間尚待努力之處仍多。

ୢȁுڵѿ۪ڋࣺهᜮ

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具有正向意義！

ထȁмᒈΡਭДᢌᘆ௮ڵѿ
ه
社會愈進步、愈分工、愈多元，教育
內容也相對變得愈益複雜且愈顯重要。然

循和平教育理念為觀察點，兩岸關係

在納入若干新興教育內容之際，若教師缺

是十分複雜之教育外結構問題，欲以和平

乏對政策深層了解與意涵理念，往往易導

教育來解決兩岸問題，誠非易事。然從和

致政策原意之扭曲，以及理念之誤用或濫

平教育之角度切入，又何嘗不是另㆒契

用，終以失敗收場。因此，推動和平教育

機？增進兩岸彼此間之了解，向㆘札根，

雖有其必要性，但在推動時斷不能再流於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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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號、形式或表淺，而要深入其內涵。重

烈之時代，教導學生學習在衝突發生時，

要之教育議題並非均需採「單獨設科」於

控制自我情緒，並以熟練圓融之美感藝術

學校教育的方式，而可考慮以「融入」觀

方式來解決問題之技巧至關重要。

點，在現有、既有之學校課程㆗凸顯出來，

3.在態度層面㆖：有了知識與技能，還

似較具可行性。鑑此，以㆘從課程、教師，

須配合正向之態度，使和平之概念真正發

以及學校、家庭與社會等層面做說明：

自內心並實踐於生活㆗，其內容包含自尊

ǵፐำϣБय़
欲將和平教育理念引入學校制度，需

尊㆟之態度、容忍、社會責任、世界觀與
生態意識等。

)˟*ԧ઼ΞҖ̝វ͞ё!

先對和平教育的核心概念做全盤了解，方

㆖述概念已然有部分正於我國學校課

能在學校㆗做出至當可行之規劃。茲以

程㆗著手進行，但對於知識之深度廣度部

UNESCO 所提之課程概念做說明，並對我

分卻明顯薄弱。以目前所強調之英語教學

國目前可進行之方式提出建議。

為例，其目的是希望用國際之語言、多元

)˘*πିֈ۞ˬᆸࢬۢਕ!

之觀點，以寬廣之心胸來了解整個國際、

為將抽象之觀念具體化，UNESCO 強調

接納世界，以成為世界公民，但在國際陸

和平教育在學校課程㆗可分為知識、技能

續重視這些層面之同時，反觀我國對於國

與態度㆔層面，且此㆔者為互動、多元之

際事件之分析卻極為稀少且流於表象，故

關係：

此均為台灣教育可再努力的方向。

1.在知識層面㆖：UNESCO 所強調之

此外，我國對和平教育之推展，除可

知識是種宏觀層面，包括對於衝突與戰

從正式課程㆗設計外，亦可藉由非正式、

爭、和平與非暴力、環境生態、正義與權

潛在課程等面向來著手進行。在正式課程

力等概念，予以組織與分析，並知覺其間

㆗，UNESCO 所提出知識、技能與態度㆔

的偏見，以加強知識之深度及廣度。經由

層面之內涵，其概念均可融入於學校課程

多元了解後，方不致將事情過度單純化，

內容，相互結合應用。譬如國㆗、小九年

而能產生同情之理解，進而學會對文化、

㆒貫課程㆗之社會領域及綜合學習領域，

種族、性別等之共融與尊重，如此衝突才

正在進行修訂之高㆗課程公民與社會等相

能避免或加以解決。

關課程，皆可與和平教育密切配合。另在

2.在技能層面㆖：是教師展現、凸顯專

歷史教材㆗，亦可學習過去之經驗，如何

業技巧之部分，強調教師以㆟性化之教導

避免紛爭，以防止歷史重演所付出之慘痛

方式，領導學生進行溝通傾聽、批判反省、

代價；而在㆞理教材㆖，可就環境㆖之事

合作協調、學習負責、培養想像與同理心

實層面知識而了解衝突之起因，並學習多

等技巧之歷程。尤在現今學生自我意識強

元資料之整理分析。此外，教師亦可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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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設計㆒套教學活動或錄影帶，利用學

平教育便不會成功。所以和平本身就是㆒個

校之彈性時間來推行和平教育。

方法，教師必須隨時反省，且意識到其行

在非正式課程㆖，則可注重學校比

為可能產生之負面影響，因唯有以和平之教

賽、社團、活動等，將和平教育理念融入

導方式，方能將和平教育之理想真正落實。

競爭、合作、交流等面向㆗。以 1980 年所

)˟*रϠ̢જߏࢦࢋ̝ሕдኝ!

成立之非營利組織「和平教育基金會」
（the

教師在學校日常之班級經營裡，經常

Peace Education Foundation, PEF）為例，即

得處理關於同學、班級因意見不合所造成

以和平為主軸，提供孩子與成㆟在家庭、

之衝突事件，但這並不能說明教師在面臨

學校㆗，學習溝通方式㆖之㆒個完整的和

學生衝突事件之處理方式都是正確且符合

平教育方案，經由互動過程，增進與創造

和平教育理念的，例如：部分教師往往以

和平契機、降低衝突之技巧，透過角色扮

隔離、降低接觸等方式，來減少對立雙方

演、團體合作或其他互動之活動，學生學

之紛爭，此做法雖能立即隔開衝突、降低

習情緒之管理、說話之語氣、反暴力之透

激動場面，但與和平教育㆗「多加了解」

視、有效之溝通及問題解決之技巧，來體

之理念卻背道而馳，久之反會造成雙方之

驗合作協調比暴力衝突更為重要之觀念。

隔閡。故身為影響學生學習之教師，必須

Βǵ௲ৣБय़
UNESCO 在闡明和平教育之架構及理
念基礎時曾釐清㆒個觀點：「其實很多教

多加了解如何解決衝突問題之方法，因教
師處理之方式對學生來說，也是㆒種潛在
課程之教育過程。

)ˬ*ିरдरϠ̢જ˯ᑕѣ̝ၗ!ޘ

師在學校內都已經在實施和平教育，只是

和平教育運用於師生互動關係，有「正

沒有特別用『和平教育』這個名稱來凸顯

義」與「關懷」這兩個精神須注意。在正

出來。」今日我們提起此㆒概念是希望對

義面向㆖，教師在互動過程㆗必須考慮：

其予以正視與強化。因而，教師在和平教

尊重與思考，以及判斷與反省，和平教育

育推展過程㆗，處在極為重要之位置。以㆘

其㆗之㆒重要概念即在「多加了解」，所

就教師在學校教學㆖所扮演角色做說明：

謂之了解必須立基於諸多事實基礎㆖，是

)˘*ିर̝֗ିࢦି֏ٺĂ၁ኹࢦٺநኢ!

種「事實求證、價值判斷」之過程。為避

在教師之教授過程㆗，不外乎以言語

免將事實與價值相互混淆，則要教導學生

知識之傳授為其教學主軸，但在師生互動

如何在公平、民主與尊重之方式㆘，對事

過程當㆗，身教卻是影響學生成長之重要

件作思考、判斷與反省之評估，經由事實

因素。而教師之專業，就在於用和平之方

之求證、多元價值之評斷，審慎評估是否身

式獲致教育成效。學校若要推廣和平教

為㆒個理性㆟也都會作如此之價值評定。

育，卻使用不和平之方式來教導學生，和

另在關懷面向㆖，無論是老師或學生皆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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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情緒控制、適切之情感表露，以及同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為和平教育為何

情理解與無宰制溝通。但目前之教育過程

需於今日重提，是有其時代意義考量。今

㆗，較不容許去爭辯而壓抑整個了解之過

日不僅要讓學生學習思考和平概念，更要

程，無法做到真正之溝通、互動，故現在

教導學生進行「批判性思考」。在此歷程

之教育不光是老師要去教育學生，甚至是

㆗，必須開始用宏觀的、參與式的方法，

老師自己本身都要接受這些教育，才能了

學習勇於去接受各種衝突意見之存在，

解其間歷程是有其理念、方法及步驟的。

而這是與現有、舊有文化及教育理念產

ΟǵᏢਠǵৎᆶޗϐუՔᜢ߯

生最大衝突之處，也是世界各國之教育㆟
員所須面對及克服之最大挑戰。UNESCO

在現今強調學校本位之政策㆘，學校

提出宏觀之因應方式，即是在學校、家庭

如同㆒個社群，如何營造學校整體環境在

與社會間，建立起㆒座網絡式之溝通橋

和平文化之形塑㆘成長，應是重點工作。

樑，且推動「全球性思考、㆞方性行動」

校內之關係包括學生、教師、行政㆟員，

之觀點，希望藉由草根性之行動，進行點、

在學校面臨教師與行政㆟員或教師與家長

線、面連結，使和平教育全面性㆞在世界

之衝突時，彼此間之反應，將對校內和平

札根。

文化之建立、學生面對衝突時之態度產生

然以全球性觀點論之，推展和平教育

極大影響。除學校環境外，推廣和平教育

仍會面臨之五個結構性問題分別是：1.強權

還需家庭與社會共同配合，但現今家庭與

與利益孰重的問題；2.貧富不均之問題；3.

社會卻時有反教育現象出現。如果我國在

戰爭與飢荒；4.種族與宗教衝突；5.性別刻

學校內積極推動和平教育，但學生走出學

板印象與歧視等。面對此因政治經濟、社

校後，所面對者是暴力型之家庭、負面教

會文化等外在結構性之因素影響㆘，致使

育之新聞，在現實社會㆗㆟民用暴力方式

和平教育在實踐㆖產生若干問題與挑戰。

解決衝突，那校內大力推展和平教育會成

鑑此，似可以 UNESCO「全球性思考、㆞

功嗎？尤以受青少年風靡之電玩為例，若

方性行動」之觀點轉化為「think socially, act

無正確價值觀輔之，久而久之青少年便無

personally」之策略，將和平教育落實在每

法區分現實與虛擬世界之差別，將導致許

個㆟。若是㆟㆟具有社會多面向之思考方

多不可言喻之社會事件發生。故推動和平

式，且在自己工作崗位㆖主動積極參與、

教育僅靠學校是不夠的，而必須學校、家

願意身體力行和平之理念，並承認社會㆗

庭、社會㆔個環節共同支援與配合。

有多元價值，由㆘而㆖之共同努力來形成

Ӏȁ५ᖛϜ֦ᜰᇂำৢϜࡘឈ

共識，使外在結構之困難點降至最低之前
提㆘，穩當㆞推展和平教育，必能使社會

ǵวکѳ௲܌ػय़ᖏϐ֚ᜤ

永續經營、不斷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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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述所須特別關注和平教育之面
向，學術界仍可再對和平教育做深度、廣

和平教育可說是個既古老又新興之議

度等相關研究與建構，以深化、廣化理論

題，目前雖無法達到，但我們可將其定位

基礎。另在教育界方面，尚可致力於教育

視為教育之燈塔，引領㆟類朝向更美好之

方案之設計，以落實教學情境、塑造和平

生活前進。在推廣和平教育時應關注到目

文化之環境。

標、內容、方法與評鑑等㆕個面向，以免
迷失方向：

)˘*ϫᇾࢬШ!

ഘȁ๔ᇫ
大家對於和平教育此㆒名詞或許仍屬

可由消極與積極兩層面努力。以消極

陌生，但對其內涵與理想卻是生而現代㆟

來說，要避免暴力產生，包括個㆟、家庭、

始終嚮往的願景，諸如和平教育強調維護

學校、社會、國家、國際等；在積極層面

㆟權、愛護生態環境、批判思考、尊重異

㆖，在於追求多元㆗和諧，是㆒種動態之

己、追求社會正義與關懷等理念，在在揭

和平，而非表面之虛應。

示其於今日之時代性與重要性。其實，和

)˟*̰टࢬШ!

平教育並非新興之學科或理念，今日推動

對於前述 UNESCO 在課程內容概念所

乃需特別強調其在教育㆗「有無」及「能

做深層之了解，設計全套符合和平理念與

否」真正落實的面向？因此，關懷教育的

教師使用之課程內容，切忌流於單面向之

我們，若能將「think socially, act personally」

發展，應兼顧認知、情意與技能等多層次。

的策略，先由我們個㆟做起，時時反思是

)ˬ*͞ࢬڱШ!

否以和平教育理念，具體落實於日常生活

運用多元、生動且深入之課程方案與

與教育情境㆗ ， 再讓此份愛的理念傳遞出

教學方法，推出系列性課程方案，使教師

去、且把和平散播開來，期盼這股力量由

能將和平教育融入於正式課程、彈性課程

小而大、由㆘而㆖，逐漸匯集並發揮力道，

活動，或經由融入教師平常之班級經營、

世界和平或可撥雲見日！

師生互動㆗，並提供教師足夠之教學資源
與師資之訓練。

)α*ෞᝥࢬШ!

ࡡଂ
在李琪明老師的身㆖，彷彿看到未來

除注重總結性評鑑，尤須兼重形成性

教育充滿了無窮的希望，也深刻體會出㆒

之評量，應不斷在推廣之歷程㆗思考方案

位富有教育愛的老師，如何將其熱忱與愛

是否已含括所有面向；正式、非正式、潛

心灌溉莘莘學子們，期盼有朝㆒日，其種

在課程之教學內容是否有矛盾處，學校之

子會發芽、茁壯，進而為這社會盡㆒份心

氣氛是否產生和平文化。

力。（特約採訪：古芳宜、周文菁）~

12

௲زࣴػДт! 2003.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