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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過我的課程的同學都知道，我上課從來不下課，每週也

是會出很多的作業，讓學生對這門課敬而遠之，不敢來修課。

從教學的經驗、學生對課程的反應，確實讓自己學到許多的事

情，也對於日後從事無國界教師工作有極大的幫助！當然同樣

的，我在法鼓山也學到非常多的事情，也覺得法鼓山的學生非

常優秀，也煩請學生多向老師提出建議，學生的想法與回饋是

老師在教學上精進的原動力！ 

 

（一）「慈悲沒有敵人，智慧不起煩惱！」 

 

這句話出自聖嚴法師，是深具意涵的經典語句，但可惜的

是，世上有許多人誤解了這句話的意思，常常把「慈悲沒有敵

人」變成「敵人沒有慈悲」，感覺恨意油然而生，已經跟這句

話的原意相差甚遠。聖嚴法師出版的書籍，特別對於我自己的

晚年有很大的影響。 

健全的人生需要健全的心靈，如何先從個人的心靈出發，

成為思想自由人，再成為一個具關懷之心的人，能夠與他人和

平相處，這是我認為在人生中，非常重要的課題，也是現在身

為公民所該學習的議題。 

從「臺灣公民社會的熱情」來看，我們首先可能會想到 2014

年發生的「太陽花運動」，此運動正是標榜了「公民社會」；

香港的雨傘運動、占中運動也是代表著公民社會。所以，很多

人會認為「公民社會」意味著「充滿暴力」及「推翻政府」，

但不盡然，明確的意涵應該是傳達公民思維及價值的表現，只

是表達方式各不同。因此，當我們針對「公民社會」的定義爭

執不定時，應該要回到「公民社會」最原始的意涵是什麼？否

則我們目前對於公民社會的詮釋，只能說是從表象推定其含

意，這會跟它的原意產生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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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們該如何探究真理呢？第一、我們要從人的角度出

發。說到人的價值，不管是從古代聖賢到今天的經典文學，有

非常多的書籍在探討人類存在的價值為何。很慶幸的，以人的

價值而論，臺灣的社會事實上充滿人性的善良面，因為有文化

的底蘊，因此在臺灣生活是很舒服的，能讓你感受到人性的溫

暖；當然我們還是有進步的空間，及該檢討改進之處，這其實

跟文化有很大的關係。為什麼說跟文化有很大的關係，從過去

中國不管是學院派的大傳統到流傳於民間習俗的小傳統，在這

些文化與習俗的薰陶下，漸漸的形成了我們對人的價值及看

法，長年下來對人類的價值觀塑造出我們現在對社會的看法及

待人的方式。我相信在場的老師及學生，有不少人在探討人的

課題；探討人的課題，就必須要從最根本人的思想與價值觀探

究人的課題，回到人類思想價值的根源。  

 

 

 

中華民族傳承下來的文化中，我們可以發現它對於人價值

觀的假設與想像過於樂觀，例如孔子提出「時中」，甚至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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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中道。但是孔子思想傳至弟子，如孟子，可以說將孔子的思

想加以壟斷？至於荀子的思想就比較可惜，並沒有被大力發

揚。荀子的學說提到人與人及人與社會的關係，其實講得很中

肯。我們人性雖本善，但也有許多壞的一面，必須要正視。而

人性也在佛教與基督教有做補充，讓人們瞭解，人性善良的一

面有無限的可能，但也有障礙。所以，孟子的論點對於人的黑

暗面、業、原罪，其實著墨的不夠深。也因此，在日後間接的

造成我們在實行民主、公民制度時，就會形成有不周到、不細

緻的原因。臺灣民主在法治規章方面多如牛毛，但在行動方面

太過於化繁為簡，這種喜歡將事務化繁為簡、不耐煩的心態，

對於日後制度的改革、長遠的建設，絕對是一種傷害。這部分

我想應該從人的思想與精神談起。但無論如何，臺灣的社會從

人性本善的觀點來看，還是有許多優點，比如說「夢想」與「熱

心」，以及將這種精神化為行動的執行力是值得肯定的！  

一、公民社會為何 

談到如何建立一個理想的社會，通常最先談起的就是─所

謂的「公民社會」。 

我們談的「公民社會」，不只是公民所組成的社會，如果

只是人的集合體，那麼這個社會也一定是一盤散沙，公民享有

權利、負有責任義務，在法律上也有明確的規範，但如何在生

活上遵守這些規範，這要從文化、法治的角度做為出發點。  

我們社會雖然有人情，但可以說比較沒有公德，意思就是

對周遭認識的人我們對他們好，但是對於陌生的範疇，我們是

保持距離，較為漠不關心。事實上很多人都是這樣過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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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儒家所說的「等差的愛」，我們對人並不是眾生平等的愛，

而是有層級之別的，而這種關係通常也僅限於「血緣關係」。  

舉個先聖先賢─墨家的例子，在戰國時期，墨家的思想廣

為流傳，但為何到後代這思想風潮就逐漸式微，當然墨家的思

想還是存在於民間小傳統，但是這種「無私、平等」的愛，對

於深受儒家思想的中國人而言難以接受，或者應該說他們表面

上同意平等之愛，但實際上又是奉行等差之愛。  

其實，有等差之愛也不代表是錯的事情，只是說我們應該

在無差別與等差之愛間取得平衡。  

目前公民社會最廣為接受的說法就是─將公民社會視為由

自主、多元開放的社會團體所組成的「公共領域」。如果我們

將這種道德公益的理念加諸於個人，那麼這會使個人承擔過重

的責任，我們應該是要探討如何由公民社會集體的力量來實現

公益，而不是視為個人的使命。  

就像托克維爾在《民主在美國》一書中提到，他在美國看

到民主的特色，就是「草根性組織」，集會結社到處都是，也

是最喜歡集會的族群。其實從歷史的角度也可以合理解釋這個

現象，因為會移民至美國的人，代表在英國生活過不下去，不

是新教徒就是一般底層社會的人民。這情況就跟臺灣一樣，不

管是 1949年前或後，在中國生活比較困苦的才會到臺灣定居。

因此在英國有既定的貴族與傳統，但在美國就是一個全新的社

會；而集會結社是自保權益的方式，也是尋找一個認同共同價

值的途徑。人總是希望自己的思想能夠被彰顯。  

有一次，我在獅子會遇到一位老師，他就這麼說：「我們

在社會不是頂尖，但也可以說是中產階級。」由此可知，人在

社會上都需要一個頭銜，這句話對於不計名利的人可能會覺得

矯情，但很多時候確實如此，我們都需要被認可，不管是從頭

銜或者親朋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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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跟一位水電師傅在聊天，他說要成為水電師傅需要

十年的時間，他希望這個職業能夠傳承下去；但是實際上別說

找不到弟子，就連兒子都不願意做了！竟然因為女朋友問起兒

子職業時，如果兒子回答水電師傅，女朋友就不愛他了，所以

之後兒子就不斷地想：該如何提升他的社會地位。  

舉個護士的例子，現在護士大家都不願意當，護理師還勉

強可以，因為它有護理師的頭銜。所以我們可以知道人都喜歡

「名」，因此如何藉由「名」來促進社會的發展，這也是值得

我們去思考的。不過我現在不是要在行家面前談深奧的理論，

而是想從實際面、人性的角度探討社會公益的問題。  

所以社會公益、公民社會就是─以「公民」的身分參與公

共事務與公共領域，本身享有憲法與人權公約規定下的權利及

義務，亦會受到法律的保障與規範，強調現代公民資格及合法

權利保障下，公民自願結社、自主、自治的多元社群，及其活

動的總稱。 

為何我們強調自由民主，因為公民社會的行為必須要出自

於人民自身的意願。以北韓為例，北韓看似保有秩序、團結的

精神，可是這種有秩序的社會是人民自願遵守的嗎？在電視上

我也很少看到人民像北韓一樣鼓掌鼓這麼賣力的，因為在北韓

如果鼓掌不夠賣力的話，可能會惹來殺身之禍，一個社會可以

獨裁至這種地步，在歷史上也是非常獨特。之前北韓本來要在

北京播放宣傳影片，但其中提到北韓領土包括中國東北部的長

白山，這惹惱了中國，並禁止讓北韓其影片在北京播放；結果

北韓也不服輸，決定拒演原本要在北京表演的京劇，這對於中

國領導者無疑是一種極大的侮辱。所以，像北韓看似國家很有

秩序，但少了公民的自主性，這社會一點都稱不上是一個有法

治、有秩序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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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公民社會就是獨立於第一部門、第二部門之外，「善

的力量」！也就是第三部門，善的力量的總和。所以公民社會

不只是一個公共空間的概念，還代表公民所形成的文化、法治。

在私領域代表人相處間的道德規準，在公領域就是社會、政治、

法律進步的原動力。 

現在有許多公民運動，有大量的年輕人參與其中，我因為

從事教職，所以每天朝晚都能與年輕人相處。在太陽花運動也

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年輕人，只不過他們都非常困惑，不管是對

於未來或者現在的政治。但我要在這邊提出─政治霸凌的問

題，學生中也是有對政治較不關心、採取中立的想法，當然他

們對這些政治運動就比較不感興趣，有時班上就會認為這種人

在社會比較不合群，但是我們身為公民應該要保障他們過低調

生活的權益，否則就會成為多數霸凌。 

現在有更多學生是沒有目標的，也對前途茫然的情況擔心

不已，就連家長也會因為孩子沒有目標之事而找老師討論。但

是我想說現在沒有目標，不代表未來就沒有目標。我們有一詞

叫「Gap Year」，有時間就給孩子充分自由的時間去到處看看，

尋找自己喜愛的事物，如果找到目標，我相信孩子也不願再渾

渾噩噩過日子了。 

胡適曾經說過：「自由誠可貴，但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所以台灣的社會很溫暖，但應該說對身邊的人太好了，以致於

家人間親子關係往往變成，不管媽媽說什麼意見，因為都是對

孩子好，所以孩子應該要接受。(這我後續會在講解案例時提

到。)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做的就是─藉由公民參與、促使國家走

向善治之路、建立社區意識、消弭疏離感、增進社會資本。  

公民社會是要建立好的社會，並以文化與人的價值觀為

底，而不只是破除舊有的陋習而已。比如說，在社會常有些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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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運動，這代表著年輕人改變社會的一種熱情，但是只有年輕

人的熱情，通常此種運動不持久；在歷史上也發生無數次的社

會改革運動，但很可惜都沒有辦法有效持續，通常短時間內一

波雖起，但另一波卻又消失的無影無蹤。所以如何在考量人的

價值意識、文化與現實面上，持續地去體現公民的善意，這是

我們該探討的。 

二、1949年前民間公益慈善傳統 

1949 年前民間公益慈善傳統是很充分的，如果回到 1990

年前，世界可以說是沒有公益只有慈善的，而且通常貢獻最多

的是中產或以下的階級。窮人資源雖少，但也是互相幫助。富

人其實不太願意貢獻，即使可能有但也不多見。直到 1990 年

代，富人施捨的想法漸漸流傳，因為當時共產主義流行，階級

之間的對立非常嚴重。就在當時，可以說是世界首富，也是第

一個慈善家─卡內基，有次 50歲的他在看報紙時，因他弟弟近

日過世了，但紐約時報卻誤以為是卡內基過世，結果報紙頭條

卻大大地慶祝卡內基過世之事，認為世界第一大奸商終於過

世，真是可喜可賀。卡內基擁有世界最多的財富，人稱鋼鐵大

王，但在人民心目中他的地位、形象卻是如此低落，於是卡內

基開始覺得應捐贈自己擁有的資產，全力行善，但是他在心中

問了上帝，這些財富要多久才能花完，因為行善其實也需要計

畫的。 

我有一個朋友花兩百萬去行善，結果他荒廢工作三年，因

為他把兩百萬分為三萬一包、五萬一包，為了確保執政單位不

會獨吞，他跑遍了法務部等公家機關，去視察各執行單位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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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財的情形，結果就這樣三年棄置工作於一旁。他就說賺錢容

易，但捐款難。所以要有計畫、智慧的行善不是那麼容易。  

卡內基成立了「卡內基基金」，成為富人行善的楷模，他

開始贊助社區的組織及非營利組織。  

臺灣很可惜，臺灣富人行善是沒有智慧的，當然這還需要

考慮到歷史文化發展的根源，不過在此我不詳細講述。  

西方不管是賈伯斯、比爾蓋茲、及 FB 創辦人朱克伯格，

他們捐款都是為了公益，比如消除世界上窮人與疾病的問題，

但是東方卻還停留在慈善，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  

慈善與公益看似相近，實際上是有差異的，慈善是對窮人

的一種施捨，但公益是對大眾平等的付出，它不是一種施與捨

的關係，而是感謝給我這個機會付出，共同創造一個美好的社

會。慈善是上對下、公益是平等關係。  

所以在臺灣要從慈善走向公益，是還有一段路要走的。  

1990 年前在西方是沒有富人慈善的觀念，但到了 1990 年

代，西方認為富人死後帶著家財萬貫上天堂是件可恥的事情，

因此開始有了富人捐款的情形。但是，我們東方到現在，富人

還是無法掙脫將私有財產傳承給後代，讓後代爭奪財產而兄弟

相殘、反目成仇的宿命。我身邊的朋友還是認為自己奮鬥所獲

得的財產應該要給孩子，讓他們少奮鬥半輩子，沒有付出分享

的概念。應該說現在只有佛教才能提升他們的思想吧！  

 

（一）義學、義塾、書院 

 

1949年臺灣到處都可以看到義學、義塾、書院。書院原是

考生為了尋找可以安靜讀書之處，因此借用書院僧侶所在之地

準備考試。後來官方介入後逐漸改變書院的性質，變成由書生

及官員指導，也發生了許多有名的辯論。最有名的莫過於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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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陸九齡在鵝湖山的辯論。這些書院自主性都比較高，也就是

集會的雛形。 

所以當我們說「公民社會」，絕不是憑空想像，而是經由

長年的文化傳承下來的。 

三、解嚴之前的臺灣社會 

解嚴之前臺灣社會有以下的特色：  

解嚴之前、國家掌控民間社會、經濟發展、政治戒嚴、民

間團體數量受法規限制、政府給予層層管制與監控，往往成為

受宰制的角色。這其實跟現在的中國大陸，情況很相像，不過

現在中國的情況比我們當時還惡劣。  

四、1970年代後社會運動 

1970年代後，社會運動開始蓬勃發展，成為公民社會興起

的基礎。當然這跟當時解嚴（1987年），言論、集會自由的開

放，經濟的發展都有密切的關係。  

 

（一）1981-1999年公民社會的萌芽 

 

1981-1999 年公民社會的概念逐漸興起，當時台灣雖然有

許多的社會運動，但是基本的思想是很安定，經濟也是穩定發

展，政治也是逐漸走向開放、開明的路線。所以在解嚴之後，

臺灣的社會也是快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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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在解嚴之後不久就發生野百合運動，要求國會全

面改選，其實現在許多從政的年輕人、新興團體也是從野百合

出來的。 

 

（二）總統直選與政治改革使 NGO與政經結構產生質變 

 

根據民國 92年喜瑪拉雅基金會調查顯示，75%的 NGO在

此時成立，公民社會逐漸蓬勃發展。  

如果 921是發生在 1987年之前的話，我想災後絕不是當時

的風貌，當時 NGO、個人不斷地發揮大愛，從各地向埔里進行

救災，以社區營造的角度來看，其實就與救災有密切的關係。  

五、案例分享 

（一）解放知識，打造公民社會─苗栗縣社區大學  

 

自 1998 年開始，我參與社區大學運動，1999 年我在苗栗

創辦臺灣第三所社區大學，當時目標就是─解放知識，打造公

民社會！期望厚植公民社會、永續終身學習、落實在地關懷。  

國內社區大學發韌於 1990年代中期，時值台灣威權統治解

體不久，台灣社會因長久處於戒嚴體制，思想、教育、文化等

均有待解放，而初生之民主體制亦亟待鞏固、深化。  

在此一政治、社會、教育、文化的時代脈絡之下，倡議「解

放知識，打造公民社會」之社大運動應運而生，期能藉由各地

普設社區大學，來深化民主、發展新文化，重建台灣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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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98年 9月，國內第一所社大─台北市文山社大成立 

 

1998年 9月，國內第一所社大─台北市文山社大成立了，

到目前為止，臺灣有 88所社區大學，以供國民實踐終身學習的

精神，雖然良莠不齊，但是確實有讓教育普及的效果。  

 

（三）守護在地價值─苗栗社區大學  《隘寮下》 

 

在苗栗社區創辦報紙，以當地農民為記者，記錄社區故事，

《隘寮下》社區報，有守護在地價值，拓展公共領域，防止官

商勾結，促進人民與政府間溝通的功能。藉由走進地方，從中

學（種田），我們要放下對學術的傲慢，向農民、地方學習，

拋下知識份子特有的習性。 

為達成社區營造，前期以「讓社區學習」為出發點，現階

段則辯證式地加上「向社區學習」的行動策略。任何活動都是

互相學習，師生互相學習，官民互相學習，大家都得不斷學習，

社會才會進步。 

民國 88年 921大地震後，以社區為基礎的非政府組織更加

活躍，並攜手推動災後重建的工作，公民社會開始學習組織間

要如何合作。 

 

（四）從「紙教堂」飛往「蝴蝶王國」的迷航記─新故鄉文化

基金會（桃米社區） 

 

談到 921 大地震，我個人很喜歡舉這個例子。921 大地震

死裡逃生後，十幾年光陰，從青蛙村到蝴蝶鎮，產生了社區經

濟，並建構了一個生態城鎮的網絡系統，重建農民的自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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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發農民對家鄉的熱愛。此後外國人至此，對當地人民珍惜這

塊土地之事，感到震驚，並十分佩服，認為此種精神應該學習。 

 

 

 

理論補充：揉轉效應 

 

「揉轉效應」是支撐桃米社區營造採行社會企業模式的理

論基礎。其探討如何以一個地方共同發展的願景，來揉合各種

不同相關利益者，以此打破既有的利害關係，讓大家一起為共

同的願景去打拼。並且再有實質的效益後，還可以捲起更大的

參與，擴大影響，自然形成地方的質變。而這質變，不完全以

經濟的獲利為依歸，它更是生態、生計、與生活的共同體現，

同時也滿足了參與者的生命價值的實踐，是地方可以持續發展

的命門。─廖嘉展 

如上所說，就是我們不用再為了社會的惡勢力的鬥爭，而

深感挫折，反而可以透過某種方式去打破各自利益衝突，建立

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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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不能停下的風─財團法人醫療改革基金會  

 

 

 

十年磨一劍，回歸以人為本，小小的心，大大的勇氣。  

在臺灣，各位都曉得，在公共建設上最為人稱許的就是─

健保制度。從衛福部到健保局，由過去公司的經營到現在的行

政機構，這種歷經無數單位的轉型，如果中間缺少民間的醫療

改革與監督的話，我想各位現在的保費不可能這麼低，而且醫

療的品質不可能是這麼高的。 

政府無法全面控管所有公務人員的表現及行為，尤其現在

立法院可以說是社會的亂源，背後有許多骯髒的利益交換正在

進行，只是我們都不知道，此時行政單位是沒有辦法完全抵擋

的，因此要靠我們民間團體的力量去制裁社會的惡勢力。但這

也需要媒體、人民的合作與支持，否則有時候連政府都是跟那

些惡勢力同流合污的。因此我們於 2001年成立「臺灣醫療改革

基金會」，以有效監督政府機構，來推動台灣建立具品質與正

義的醫療環境，期望回歸以人為本的醫療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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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2000年至今，公民社會持續茁壯 

臺灣目前正處於 NGO 與社區逐漸緊密結合，和政府互動

關係頻繁、從上下關係變為夥伴關係，溝通情形也較為平等的

階段，這種現象有利於公民社會的成長。  

 

（一）內政部 2003年社會發展趨勢調查－「社會參與」項目 

 

從台灣地區社會參與的項目中，約有 28.1%民眾參與民間

團體，相當於每四人中即有一人投入此類活動，由此可知臺灣

民眾參與民間團體的情形活躍，這種情況有助於社區營造。  

以下圖表來說明民眾參與民間團體的比例：  

 

由此可見，開發程度較高的都市並不一定比鄉村類型的縣

市，其民眾參與社團活動的比例高。很多時候地方的社區參與

度比城市高，原因可能在於，位在城市的社區鄰居間的關係比

較疏離，造成社區營造較難以推行。  

 

（二）2010年以來發展趨勢：社會企業、社會創新，方興未艾  

 

臺灣公民社會在 2010年以來發展趨勢：社會企業、社會創

新，這代表臺灣有一個非常好的趨勢，尤其在這種具有宗教背

景的學校，在社會需求的觀察、人性的關懷上，可以說已經比

其他大學來的優秀，如果能結合社區的力量及採用企業的模

式，我相信對於建立一個健全的公民社會，無疑是一個極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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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過去我們對企業經營的模式採較負面批評的態度，但是

企業經營的手法能夠為社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完全取決於決

策者的心態，並不是本身的經營模式出了問題。  

美國哈佛大學商學院從不教學生如何賺錢，而是教導學生

如何行善，不妨可以去看他們的課程，你絕對看不到關於賺錢

的課程。 

還有台灣很多學生已經失去學習的動機了，我常跟很多大

四的學生聊，他們說他們不想再學習了，但他也不想工作。這

到底是什麼樣的教育體制、社會風氣造成學生對於前途茫然，

而失去了對生活的熱誠與動機？  

現在的教育確實提供學生許多的知識，但是從來不關心是

否讓學生感到興趣。其實學生如果沒有熱情，再多的知識也是

假的，因為他不知道這知識、技術要做什麼。  

最近我跟一位學生聊，我問他你對工作的熱情來自於哪

裡？他說：「老師，我對工作的熱情是來自於『權力』！」。

我說：「這麼年輕，你就想要有權力，你要權力幹嘛？」他說：

「我要控制別人！」，這是目前教育培養出來學生的想法，可

能原因在於教育太著重於「技術」了。那位學生說第二是「金

錢」，也是用來控制別人，因為有錢能使鬼推磨。我說：「你

總有些內在的吧？」，學生回答：「有啊！美妻、豪宅、轎車。」

這怎麼叫內在呢？學生是說因為這都是家裡的。  

我們的教育真的出了很多的問題，真的要回到人的價值

來。你想想未來如果要請這些想控制別人的人來支撐社會，你

能想像結果會變成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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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社會創新案例分享 

（一）范特喜 

我個人很欣賞「范特喜」，他們買下數棟老舊住宅，並改

裝成較時尚的空間，供想創業的學生一個開店的空間，幫年輕

人省下不少租金。 

不只提供年輕人創業的空間，也致力於建立臺灣文創的平

台，提升文創的品質，並且提出政府辦的文創為何難以成功？

在於效率較低，負責文創的職員五點半就下班了，因此成效不

彰。因為真正的文創是從五點半開始的。他們不只會提供場地，

還會幫你宣傳，我個人覺得范特喜真的為文創做了很多的貢

獻！ 

以下是范特喜的幾個計畫與成果：  

１. 綠光計畫：形成聚落與社區融合，用社造的方式和內

容，用陪伴的態度，創造一個生態系統。  

２. 新手書店（Bookstore for Beginner）：這是由大學教授

所經營的書店。為了讓文學傳播，他辭去教職並開家書店，因

此臺灣較為冷門的文學作品可以在此找到，許多老顧客也是因

為這些文學作品較稀有，且教授每星期都會在約 40篇新出版的

文章中寫下評語，因此常來光顧。  

 

（二）甘樂文創 

 

１. 推廣家鄉在地文化、創造家鄉新魅力─「甘」之如飴，

「樂」在其中。 

２. 甘樂誌：分享地方大小事的社區雜誌。如說「我回來

了，我想用新的力量，保護舊有的地方傳統與文化，在生長的

家鄉，開發出新的可能。 」─創辦人林俊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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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水色——生活設計 ╳ 關懷 ╳ 愛護地球（style ╳ 

caring ╳ ECO） 

 

這主要是幫助失業婦女建立自己的品牌，給予失業婦女就

業的機會。新竹九讚頭文化協會(NPO)是其採用公益創投 (VP)

觀念成立的非營利事業團隊(SE)，將舊的工舍改裝為文創區。  

 

（四）四方報，我們的燦爛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 

 

「燦爛時光」是以東南亞文學作品為主的書店，他特別的

地方在於二手書有相同的買賣價，今天你在這邊買 600元的書

籍，就算回去有塗鴉或筆記，賣回書店還是算你 600元成交，

有時會讓人懷疑他是怎麼賺錢的。書店對於外籍配偶、外籍移

民者或勞動者給予必要的資訊與協助，以期望他們能習慣臺灣

的生活及文化，這裡的資訊都是用當地原文寫成，讓外籍人士

有親切感。 

「書店只是一個幌子，我希望有一個空間，可以號召並提

醒大眾我們是一個多元公平的社會。不管怎麼樣的語言、種族

背景，都應該有權獲得資訊。之前在四方報，也是一樣的概念。」

─創辦人張正 

張正也創辦了「移民工文學獎」，是專為東南亞裔在台新

住民（外勞外配）所辦的的文學獎，給了新住民的聲音被台灣

主流社會聽到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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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公民社會研究——公民社會指標  
(Civil Society Index, CSI) 

公民社會指標(Civil Society Index, CSI)，是學術上研究公

民社會的一套工具，可作為公民社會發展的借鏡，目前臺北最

高，接續是香港與北京，但在此我先不詳述。  

簡單來說，其研究的方法，是從結構、價值、影響到環境，

用這四個面向來鑑定公民社會發展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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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結論 

１.「根」為本─社會創新，根植傳統：社會創新來自在地

人民自我風格的集體創作。串聯在地力量，自成一格，建立自

我的品牌。 

２.公民社會的實踐——從「我」到「我們」：從「我」到

「我們」之間的一種平衡狀態，重新定義群我關係，讓合作與

共生塑造傳奇，找回失落的信任，再現日常生活的感動。  

３.公民社會的漣漪效應：對的事情，只要我們開頭做了，

就能「得道多助」，產生漣漪效應，成為公民社會的永續網絡。

社會創新的每一小步，終究會成為「公民社會」啟動的匯流點。 

４.形塑公民社會：如何形塑公民社會，進而對社會、政府

產生正面的影響，進一步與國家進行互動，透過不斷的資源互

補與相互制衡關係，建立起民主政治發展的良性循環機制，這

將是台灣公民社會未來發展的重要課題。  

５.「直心是道場」：《維摩經》說「直心是道場」：所謂

「直心」就是真心，「直心」即清淨心，「直心」乃是無差別

的平等心、智慧心和慈悲心。有了直心，便能見到「人間淨土」。

(聖嚴法師〈從心出發──第二屆世界佛教論壇大會發言〉）  

６.公民社會與心靈環保：「禪的修行，能使我們主觀的內

心世界和客觀的生活環境合而為一。那不僅僅是心理的想像，

也不是眼不見為淨的自我安慰，是一種現實社會上的實踐。禪

的修行者，一定會將內心所體驗的，表現到外在世界來，自己

體驗到的，必定也勸導他人一同分享，也會影響他人、帶動他

人，來共同達成心靈環保的任務。」(聖嚴法師《禪的世界》) 

學佛就是要啟發自身的善念，藉由將善念轉為公民實踐的

過程，將理想與現實結合，促進社會良性的循環，將心中的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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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與善念傳達給社會大眾，實現佛學中貢獻的精神，即是所謂

的「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必將秉持公益的精神，回饋

於社會，才能讓社會更美好。 

功利主義雖然讓我們社會有了飛快的成長，然而這種「適

者生存、弱肉強食」，過度強調競爭的環境，卻讓人逐漸失去

真心，變得自私、暴躁、貪婪、自大，讓社會出現了如「魏家

四兄弟」般，只管自己名利財產，無視人民健康，毫無公益與

正義感之奸商，著實令人感嘆！這些人擁有他人一生難以追求

的財富與名利，高高在上，卻是藉由多數人無辜的犧牲，因此

我更深刻的認為公益精神對現代的教育而言，絕對重要！  

 

有時人要瞭解到，今天一個人的成就絕不可只歸功於自身

的努力，成功確實要靠自己的毅力與決心，但更不能忘記，背

後及過去自己受了多少無數人的幫助，才能夠有今生這麼亮麗

的成就。人一生隨時都要保持感恩的心與回饋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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