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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其實這個題目對我來說是困難的，因為我需要去整理很多

片片段段的記憶，也需要從我自己的學習模式裡頭去反思。為

什麼？因為我自己的學習模式影響現在的教學，或者是影響到

我協助生命教育學程發展的過程，這些都是息息相關的。所以

在還沒有開始講這個題目之前，我想先說自己的學習風格。  

 

一、 我的學習風格 

 

我二十幾歲到美國念碩士的時候，我的指導教授曾帶過不

少亞洲學生，他在幾次上課之後給了我一個 comment。他說：

「你是我帶過不少亞洲學生裡面，非常少數的，自我導向學習

非常強的人。」。因為我大學念的不是教育相關的學科，所以

不是很明白「自我導向學習」，我就問老師說：什麼叫做「自

我導向學習？」他告訴我：「你的學習是掌握在你自己手裡的，

別人都拿你沒辦法。」。 

這話不知道是褒、是貶？但是自從他給我這個標籤之後，

對我的影響非常大。於是，開始整理自己的學習歷程。過去被

我認為很負面的，所謂負面不是成績不好之類，而是我需要在

這個教育體制裡面去找到一個雙贏的生存方式。這件事情對我

來講是好玩，可是也是辛苦的事情。  

記得大概是在念大學的時候，我就有一個結論：今天你只

要是一個成績好的學生，你做什麼狗屁倒灶的事情都沒有關

係。為什麼呢？因為老師只認你的成績，只要是成績好的學生

都不會做壞事。可能很多人都有類似的經驗，也因為這樣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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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我覺得在整個求學的經驗裡面，學習與生存會變得好像活

在兩個軌道上。腦子裡面常常會問我自己，為什麼會這樣、為

什麼會那樣？但是，自從那位老師給了我「自我導向學習」特

強的標籤後，我終於有很好的自我肯定。那個自我肯定就是，

原來我不是一個異類，原來我的學習是掌握在我自己手裡頭。

這個時候會反過來，變得開始去感恩身邊所有曾經教過我的

人。我發現他們對我的容忍、包容，有的時候允許我天馬行空、

有的時候給我一些我能接受的規範。在這個裡面，我就會自然

而然地走出我自己的路來。 

 

二、 我對教育的堅持看法 

 

在自我學習歷程上，我對於「教育是怎麼一回事」這件事

情，一直有自己骨子裡頭很堅持的看法。你會發現，這整個教

育體制的框架永遠在那裡，即便我們不停地在做教育改革，可

是那個框架永遠都在那個地方。  

在臺灣，我有很多的好朋友都是教育改革的高手。與他們

接觸的過程當中，漸漸地我嘴巴就閉起來了。為什麼呢？因為

我發現「教育」其實是一個社會控制的手段，而這個社會控制

的手段是必須的。因為如果你不這樣做，這個人間不曉得會亂

成什麼樣子。所以當我漸漸將嘴閉起來後，其實心裡頭一直有

一些哀傷；我很明白在這樣的教育制度下，像我這樣的學習者

就會死掉。 

早期聖嚴法師在教禪修的時候，以現在的角度來看，他的

方法其實是簡單、粗略的，沒有一個步驟、一個步驟這樣子的

東西；他教的步驟只有一個大方向──我們現在開始放鬆，至

於怎麼放鬆不太教。在整個禪修的教育上，他就是以原則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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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導向，學習者必須要用自己的方式去揣摩，漸漸找出自己

的方法。可是，一旦禪修教育開始普及化，並讓大多數人都可

以接受的時候，就必然要結構化、制度化。  

記得當年法鼓山其他的法師開始投入禪修教學工作的時

候，就出現了不同階段的教學方式，把禪修教育分成：初階、

中階、高階，有監香培訓、總護培訓等種種的培訓。甚至更進

一步教你怎麼做身體掃描，你的肌肉在哪裡放鬆、它跟你的意

念之間的關係……，種種的教學內容漸漸產生。 

可是，當年要產生這樣的結構化教學過程中，我是持反對

意見的。我的反對理由是，結構化會扼殺了每一個禪修者自己

對自己瞭解的過程。這就又回到了我們現在的教育方式：老師

教你什麼，你就做什麼，簡單來講就是這個樣子。那所謂的「自

我導向學習者」是什麼呢？就是他對這些東西都不太理會，他

一定要自己摸索、自己走過後，才能夠知道怎麼樣的方法是有

效，這是兩條完全不同的思考路線。  

為了這個事情我們在一次會議當中爭辯很久，我當時講了

一句氣話：你們不要把禪眾都當笨蛋、這樣子會把禪眾越教越

笨！而贊成讓它結構化、制度化的人則說：這樣子才能夠讓人

入門，讓人知道他在摸索的東西到底是什麼，然後一階一階的

往前走。不然的話，就會像很多禪修的人都在原地打轉。你們

覺不覺得都有道理呢？其實都有道理。  

只是我並沒有因此被說服，我就是不管了，我覺得我不能

再講了。原因是我有一個很根本的理念：教育教的是人，而人

要怎麼樣成為一個人，自我要負大部分的責任。今天作為老師，

包括禪師，也只能夠告訴你方法與方向。可是你的階段是不是

真的照這個方向走呢？不一定。其實這兩條路線並沒有互相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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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也不是要二擇一，而是必須要並存的概念。  

當年法鼓大學尚在籌備、我當時還沒有進籌備處，還在教

那個很死板的社工教育。對於做助人工作的教育非常非常地失

望，所以我就真的離開了。現在來到這個學校，又讓我燃起一

些希望，所以你們等著，未來我會開一些助人工作的課。  

那個時候，我為什麼教書教得很無力呢？因為我知道我教

出去的學生，到了職場上會像炮灰一樣。每一個畢業的學生大

概在兩年之內就會轉換跑道；會留下來的那些奇葩，要不有他

自己的本事，要不就是行屍走肉般等著將來生病。  

當時為了聖嚴教育基金會的籌備、成立、擴展和拓展，常

常有機會跟師父討論的時候，師父總會跟我形容他對法鼓大學

的理念。而我自己就在教學的場域裡，每次聽到師父講這些東

西的時候，就會跟他說：「師父，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

都忘記跟師父說過多少次「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師父總

是鍥而不捨的每次灌輸我。事實上，聽到師父講這些東西的時

候，心裡頭的那種自我導向學習的細胞，就開始活起來了。  

過去因為我一直處在被打敗的狀態下，所以我都會告訴師

父：「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後來到籌備處與辜老師

一起工作，我們開始規劃人文社會學群，特別是生命教育，很

有趣的是我們不知不覺地就朝向了師父──諸多我們認為是不

可能的事情；必須漸漸地把這些東西落實下來。 

記得我跟師父講過：「師父，你講的這個東西，在我們教

育系裡頭講的，就是自我導向學習。」，自我導向學習必須是

這個人真的有足夠的能力，或者是足夠的韌力往這個方向走。

可是我們的學生，從小學開始一直在一個被控制的狀況下，身

上的反骨沒有長好，所以當他要進入到這樣的一個教育氛圍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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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去的時候，常常會不知所措。」事實上，這個不知所措在我

過去的教學場域不曉得碰過多少次了，可是我始終堅持。  

在籌備處時，雖然感覺上好像很多東西被打亂了，可是再

回到山上，回到法鼓文理學院的時候，發現我們又不知不覺的

往那個方向走。我來這邊一年後，心裡就非常確認、肯定我們

是一所「不一樣的學校」，是一個「市場非常大」的學校。  

過去學校的市場，高等教育大概就是十八、九歲學生，然

後一直到二十五、六歲。我們的學校說難聽一點，是「收容」

一些老人家。剛開始的時候的確有「收容」的感覺，可是漸漸

地覺得我們在做老人福利工作。隨之而來的想法是，我們其實

是在重整，或者是統整教育裡面最缺的那一環──生命教育。

而這個生命教育跟其他學校所聽到的、所看到的生命教育，是

不一樣的。在籌備處的時候，有一次我與辜老師兩個人去參加

「生命教育學會」的種子教師會議。會後我跟辜老師說：「我

們的生命教育絕對不是這個樣子。」，我今天要講的內容就是

延續以上這樣的背景。 

 

貳、 由 2017 年李維倫教授所寫〈學生正在拋棄大
學，大學老師正在拋棄自己〉一文說起 

最近教育界有一件大事情：臺大兩個禮拜裡有三個學生跳

樓。這件事情引起了教育界不同領域的老師的關注：「假設考

取臺大的都是菁英分子，為什麼這樣的菁英不想活了？」  

我的朋友──李維倫老師，本來在東華大學教書，現在政

大哲學系，他在 2017 年寫了一篇文章：〈學生正在拋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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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老師正在拋棄自己〉。臺大的事情發生後，他把這篇老文

章重新 po 在網路上，我們教師的群組裡也開始對於這樣的現象

有一些討論。 

 

一、 背景 

（一）2006～2016 年教育部致力提昇高等教育 

 

教育部致力提昇高等教育，於今中止邁向頂尖大學計畫，

我想從這篇文章的部分內容開始說起。  

教育部當初為了要讓臺灣的高等教育可以邁向頂尖大學，

編列了兩次五年五百億，也就是十年一千億的預算，希望可以

有更多的學校進入世界頂尖大學的排名。這些錢都用完了，可

是我們的排行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動，所以這個計畫就停止了。  

那個計劃是從 2006 到 2016 年。2006 年之前，我們有大學

系所評鑑。因為臺灣過去的高等教育有很多的五專、二專；學

生畢業要再深造的話，可以插班進大學部回到一般正規教育的

系統，而不是在技職教育的系統。我對於參與評鑑的這件事情，

一直感到很後悔。那一、兩年我們跑遍了全臺灣好幾百所五專

學校，從裡面去選哪一所可以升格為科技大學的，但能夠真正

升格的並不多；結果沒想到教育部的政策一改，大部分的專科

學校全部升格成科技大學，這是我們始料未及的。  

科技大學為了生存，大量的生產可以吸引學生的不同科

系。什麼叫做吸引學生的科系呢？一種是可以找到工作的，另

外一種是可以展現他自己的；所以出現了大量的美髮、觀光、

影視和演藝相關科系。大學畢業生的自我價值感來自於哪裡

呢？他不必做黑手也可以變成白領階級，於是我們就沒有高明

的黑手。這件事情不僅對於臺灣的整個高等教育，對整個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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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影響非常大。 

 

（二）2006～2017 年大學系所評鑑喊停 

 

大學系所評鑑喊停，教師「限期升等條款」各校陸續廢止。 

在這樣的情形下，下一波要做的事情就是系所評鑒。但評

鑑這件事情，它是白紙黑字很具體可見的東西，而學生是不是

真的學到了、或者是學到了什麼，仍然是個問號。於是這個評

鑑弄了兩輪之後，在 2017 年也喊停了。 

還有另外一個東西，大學老師的「限期升等」條款。即一

位老師進到大學教書後，大部分的學校限定老師六年之內要升

等，如果不升等就解約、解聘。於是老師們進到學校拚命地做

研究、發表，教學則放在腦後了。當初這個條款的目的，是為

了要讓老師們可以升等升快一點、研究可以多做一點；研究多

一點，進入頂尖大學的機會就多一點，這其實是一連串的策略。

當老師們被逼迫後，有很多教學認真的老師就離開學校，或者

因為他們的學門本身不容易產生期刊論文的也離開學校。2017

年評鑑停了，有這個升等條款的學校也漸漸減少了。因為大家

發現這件事情，反而讓我們整個正規教育的品質變得更差。  

這兩個例子告訴我們，目前一些教育的政策並不是在真的

明白「什麼叫做教育」之後，我們才去做努力的。 

 

（三）高等教育政策的結果是大學體系中的「人」受傷了  

 

我們的高等教育政策是為了解除少子化的焦慮嗎？我們不

停的評鑑，然後讓這些學校一個一個關門。雖然有些學校想要

轉型或想要幹什麼，其實都做不了。為什麼？因為教育部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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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希望「合併」，我們學校就是一個合併的結果。  

這樣的教育政策，原來是預計要產生頂尖大學的。但頂尖

大學出現了嗎？聽說臺大的排行已經往後退了，反而是臺灣科

大往前進了。李維倫教授說：「大學體系中的『人』受傷了。」

大學教育體系裡面的「人」是誰呢？老師與學生。 

因此你會發現，我們的大學教育一直是以「就業」為取向，

如果對「就業取向」沒有用的科系，它就會變成冷門。「冷門」

其實已經存在很久，冷門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它還有空間；在

還有空間的情況下，我們還是會產生很多的文學家，中文系還

在；我們會產生很多的佛學研究者，哲學系、佛教學系都還在。

有空間，它就會在那邊小小的自己一個人，慢慢地把它的學問

壯大起來；可是在那樣的教育政策底下的時候，連這樣的科系，

其實要生存下去都不容易。 

當我看到這句話時，覺得不只是「人」受傷，而是我們整

個高等教育都受傷了；特別是文史哲或者社會科學等以「人」

為研究、服務對象的科系，我們常常培養出來的學問是淺薄的，

沒有足夠的時間、空間去醞釀與進行比較深刻的學習。 

 

二、 大學自我保護的防衛機制 

（一）學生拋棄大學：工具化、顧客化  

 

整體而言，所謂的「學生拋棄大學」是指學生進入大學好

像顧客一樣，要拿文憑、希望學到什麼。如果老師沒有教好，

學生就去客訴，像這樣的事情到處都有。學生到學校他學到了

什麼呢？他把「學問」的內容當做一個「工具」，可是我們常

常連「工具」都沒有學好。 

我前幾天還為家暴系統的社工上了一堂課，我問他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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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現在學校有沒有讀過『會談技巧』？」，學生回答說：「有，

『會談』是一個工具。」。我再問：「你們有看過老師做『會

談』的示範嗎？」，學生答：「沒有。」。我又問：「那你們

的老師是怎麼樣教你們做『會談』呢？」，學生回答：「就把

書本上的東西拿來告訴我們，然後考試就考這些。」。 

從這裡會發現，即便是工具化，它並不是一個真正可用的

工具，只是知道有那個工具。 

 

（二）大學老師拋棄自己：滿足世俗功能放棄對價值與理性

的思辨 

 

我們在群組的大學老師討論到「放棄對價值和理性的思辨」

的這件事情，有一些老師說：「沒辦法呀，我們的價值和理性

就是遵從教育部。對於價值與理性的思辨的這件事情，我們不

可有不一樣的言論爭辯，因為如果爭辯過火的時候，會擦槍走

火。」。另外也有一些老師會說：「我鼓勵學生去做價值與理

性的思辨的時候，沒有人理我……」之類的語言。 

我記得有位老師說：「我都不知道現在的學生在幹什麼？」

會這樣發言的老師基本上有自己的想法。只是他有沒有拋棄自

己呢？我們不知道。可是我們可以看到有很多老師在這個過程

中，放棄了他身為一個大學教師該有的一些責任。  

 

三、 面對年輕學子拋棄世界，我們能有多少反省？ 

 

當這些所謂的菁英學生跳樓時，當前的大學教育在社會體

制下，只存在世俗功能了。如果定義高等教育是「引領人類智

性的成就，激發年輕世代產生知識的熱情與社會責任」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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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價值典範與本質在哪裡呢？  

 

（一）一篇論文的例子 

 

我想以一個過去在教社會工作時，我學生的一篇論文為

例。他在別的學校大學部畢業後到臺北大學讀研究所。他來之

後百般不適應；他在這百般不適應裡，一直在找到底出了什麼

狀況呢？所以他準備寫一篇論文，題目叫做〈研究生之死──

社工教育中的師生關係〉，結果他找不到老師願意指導他。他

沒有辦法只好跑來找我，他說：「老師，我知道你很忙，本來

不想要來找你，可是沒有人要收我」。我問：「你到底要寫什

麼呢？」，他回說：「我要寫社工教育之死。」。我說：「你

怎麼要寫這種東西呢？你不是在搬磚砸腳嘛！你到國立大學來

要寫這樣的東西，你不是來踢館還是來幹嘛呢？」，可是他堅

定不移，一定要寫。後來我就答應指導他。  

他不但自己寫還訪談別的學校學生、老師，結果論文寫完

後，我也被自己系上的老師盯得滿頭包。我跟這些老師們講：

「這個學生對於社會工作教育有熱情，不然他不會寫這個，他

只是還搞不清楚，他的熱情到底是什麼樣的東西；他今天之所

以說『社工教育之死』，表示他對現在的東西不認同；可是他

認同的是什麼？他得去找啊。他今天先把不認同的東西搞清楚

了，他才能知道他希望的是什麼，對不對？」，後來這個學生

的論文被引用非常非常多次。當然這只是一篇小小的碩士論

文、不具學術的地位，所以他現在在念博士班。  

為什麼會提到這個論文呢？其實是我一開始提到的，教育

是一個社會控制的手段；可是在這個社會控制的手段裡頭，可

不可以有一個「自我導向學習」的空間？那是一個很重要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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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過程。我認為「教育」必須永遠在這樣的思辨過程裡頭；這

個本質才不會離開。 

我想佛教學系的同學應該比我更清楚「擁有知識」這件事

情，在過去是 privilege、一個特權；到了現代「擁有知識」已

經非常平民化了。當人人都可以學習的時候，是不是人人都可

以思辨呢？他可以思辨、有思辨的空間，可是他可能沒有這個

能力，也可能這個空間不夠，所以你會發現我們這個世代產生

不了大師。 

教育的價值、典範和本質，如何隨著時代的變遷過程而交

叉影響，這件事情是我們需要去思辨的；且無論學習者與教學

者都需要思辨。因此教師和學生之間，其實是教學相長的。所

以，李維倫老師在最後提到：「大學師生療傷的歷程，是當前

最重要的『翻轉教育』。」，最重要的一個點就是──回到人

的本質，重新開展學習。 

 

（二）回到人的本質，重新開展學習  

 

教育理念中，所謂回到人的本質就是以「人」為主體。這

個主體不是單以學生，也不是單就教師，它基本上是以「人」

為主體。我記得大概在民國八十、九十年代末期，《大學法》

修法時，李遠哲先生對高等教育最大的貢獻，就是把教育的行

政權拉回到教學者身上，而不是讓教育行政的主導權放在行政

人員的手上。過去學校的一級、二級主管，全部是學校指派的

行政主管，不一定要具備教職的功能。從那一次修法之後的年

代，學校的主任、一級、或二級主管，都必須是由教師來兼任。

教學的人具備教育行政功能，可以讓學校的教學比較能夠有一

致的走向。這個是我認為李遠哲先生對高等教育最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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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我們也在修法讓學校取消教官室，這些過程你們有印

象嗎？那時候我正擔任北區大專院校心理諮商中心的召集人，

在修法的過程中與教育部的訓委會之間有非常、非常大的衝

突。因為教官室要取消的同時，他們想把教官放進心理諮商中

心當心理諮商老師。所以我們抗爭得很凶，結果我們贏了，教

官沒有進到學生諮商中心。他們變成做生活輔導工作，有些學

校把他們列為類似校安中心，由教官來負責。我其實很少對這

種抗爭的事情這麼認真，這件事情我非常認真，我非常著急。

因為心理諮商好不容易有一個比較開放的文化，如果又被緊縮

時，我們的高等教育真的就變成一言堂了。  

 

（三）如何開展「成」「人」的教育  

 

讓「人」可以回到本質的這件事情，我覺得是教育裡面非

常、非常重要的功能。李維倫老師在這篇文章的最後講到：「當

老師成為老師，不再為高教政策的創傷所困，由受傷中超越、

而獲得回到教育本質的自由，學生才得以成為學生，成為邁向

世界、接觸真實、發展行動，並創造理解的學習者。」。 

你可以好好的檢視一下，自己現在是不是走在這條路上。

事實上，被高等教育創傷所困的這件事情，我想所有的老師都

會很同意。為什麼呢？你們斷斷續續都會聽到有一些教授們死

在自己的研究室，有沒有？一年總共有幾個？其實那個背後是

壓力與創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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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如何開展「成」「人」的教育――生命教育
學程的目標 

生命教育就是讓我們都可成為「人」的教育，記得以前在

學校大學教書的時候跟我的學生講：「你把你自己搞好，像個

人一樣。」。我後來覺得自己的言語很粗魯，背後像是在罵「這

個人，不像人」一樣。從一般的理解來講，這句話真的是一句

罵人的話，其實是背後有很大的哀傷；那個哀傷就是，我們現

在的學生沒有辦法活得像人。這樣的一種政策，這樣的一種教

育環境，我們為什麼沒有辦法讓學生活得像人？讓老師活得像

人？我覺得很像禪繞畫，沒完沒了的。它把所有的東西都糾纏

在裡頭，表面上看起來很漂亮，骨子裡頭纏成一團。  

下面講的這三點，其實是我個人的想法，我並沒有和我們

學程的老師們有這方面討論；我想這是我們在未來可以漸漸形

成共識的地方。 

 

一、 建立當代的師徒關係 

 

師徒是怎麼樣的一個關係？這裡面牽涉到師生關係。當從

事敘事工作或者心理治療工作的時候，發現有一些人他的生命

當中，如果出現過很多的貴人，這裡面一定有老師。對不對？

在那位老師的身上，你得到的不是知識，而是一種生命的滋養；

而那種生命的滋養，可以讓你一直活得有力氣。古人講老師有

分人師、經師；我們現在有很多的經師，可是沒有什麼人師。

我有時候非常地佩服有一些教小學的老師，他們真的就是在自

己小時候碰過很棒的小學老師，以至於他立志將來要當小學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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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而這樣的立志之後，當看到小孩子冥頑不靈、調皮搗蛋的

時候，這些老師會想辦法且樂此不疲。所以我非常的佩服這些

老師。 

在高等教育裡面，我們很簡單的就可以切開來，老師是老

師，老師都會躲在研究室裡面，不用跟學生產生什麼深厚的關

係。特別是大學部或是研究生，你充其量跟論文指導老師之間

會有比較多的互動；其他的老師，你就算修過課的，可能老師

的名字都叫不出來，這種情形很多。等一下我們再來說，我認

為的師徒關係是什麼？ 

 

二、 開展生命學習的行動研究 

 

在生命教育目標裡，真的希望可以成為一個活得有點力氣

的人。成為一個到臨死的時候，覺得自己對得起自己的人，以

我的語言來講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不標榜「成功」，因為成功這件事情，在太多的學校

裡面已經成為一個標竿。在這邊我們標榜「成」「人」，當你

能夠「成」「人」的時候，你才能夠開展生命學習的行動研究。

因為你今天做的任何行動、研究和學習，是為了你自己，為了

你真的可以成為一個人、成為一個讓你自己滿意的人，或者是

成為一個你自己覺得我不辜負我這一生的人。  

 

三、 重構教育目標的學習氛圍 

 

成為這樣一個人，要自己長出來的話，說實話是有點困

難。因此在山上學習的這兩年，希望營造出一個具體可是也很

抽象的學習氛圍。這樣的一個學習氛圍，讓人泡在那個學習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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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裡頭，讓他的呼吸、互動、生活，他的種種都在這樣轉化的

歷程裡頭。這個東西並不是誰來主導，是自己主導。  

來看一看我們學校，我們學校都是中老年人，年輕人是鳳

毛麟角。有一些人問我：我兒子大學畢業之後，去念你們學校

好不好？我說：不急啦，慢慢來，我們學校適合他在外面混個

十年再來。 

有的時候，我在校園裡看到大學部的年輕學生在校園裡面

東闖西撞的，我覺得這些學生好可憐喔！怎麼會被關在山上，

在這個年紀做這種事情呢？所以我常常問的第一個問題就是：

「你爸媽為什麼讓你來念這個學校？」，因為這個學校不太適

合年輕人，這個學校也不適合養老。  

「養老」這兩個字，其實有一點點放棄的味道。比較好的

態度是，我「人」之將老，可是我要活出一個新的人生。在這

樣的情況之下，我想跟大家介紹幾個人格發展理論。你會發現

大部分的人格發展理論都在講年輕人，講老年人、中年人的理

論不多。 

 

肆、 本校師生的人生圖像Ⅰ 

一、 Carl G. Jung 的人格發展理論 

 

榮格 Jung 說：「人二十到四十歲是在面對自己生命當中的

陰影，或者是創造生命當中的陰影。」。我會用「創造」這兩

個字的原因是，有些人在年輕的時候，生命當中真的有很多的

陰影。可是他抓不出來，也沒有辦法面對，於是常常只能兜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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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結果那個模式越來越堅固。這就是「創造陰影」；在原地

打轉並沒有讓陰影越來越淡，反而是越來越多、越來越濃；你

不知道自己是被什麼東西綑住了。  

可是四十歲以後的人，其實就像我一樣充滿希望，舉一個

類似「生命原型」的例子。有些人從小因為遭遇的關係，因此

非常講究公平正義，所以當他去面對這個世界的時候，他就像

一個拯救者。你可以想像得到，他一輩子都在做拯救者，可是

他不自知；他處處助人為樂，並且堅持要人家聽他的。為什麼

呢？因為如果你不聽他的，他這個拯救者就不成型了。有些人

從小在自己的陰影裡面，覺得自己很可憐，於是就裝成像小可

愛一樣的；一直到了五、六十歲還是裝得像小可愛。有的人懷

念年輕時候的公主形象，公主是任性的，在嫁做人婦後，公主

的言行不見、被壓抑下去了。為什麼？因為社會的道德規範，

把公主的任性磨掉了。可是到了中老年之後，公主的任性會死

而復活，不然怎麼來的慈禧太后呢？那都是公主的復活。  

榮格認為四十歲以後是在發展人的生命原型（Archetypes）

和自我（Self）的潛質。不管你是怎樣創造、累積前面的陰影，

或者是壓抑得非常深刻，四十歲以後，有個很大的好處就是，

對自己的生命有一個機會，可以漸漸具備或者擺脫掉所謂「世

俗的成功」框架。是不是一定可以擺脫呢？不一定。至少從整

個生命歷程來看，到了四十歲以後的階段，這個東西已經不再

是這麼重要了。因此當他具備對自己生命歷程透視的能力以

後，才會發現到，原來自己的生命一直在原地打轉。當然，如

果榮格聽到我這樣講，他應該會氣死。因為我認為「生命原型」

就是一個原地打轉的狀態，只是它可能會升級而已；皇后變太

后就是升級。 

四十歲之後，因為你對生命的透視，使得原型 Arche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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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自我 Self 之間有了互動的機會。當這個互動產生之後，你就

會越來越明白，原來我是如何活成這個樣子的。當你漸漸有這

個概念的時候，就漸漸地有能力離開這個概念，你就有能力去

創造新的 Archetypes。 

我們在山上很容易看到學佛的人，尤其是認真學佛的人。

認真學佛的人或者打坐的人，我相信你一眼就看出來了，他不

必穿僧服。為什麼呢？因為他面容非常的正經，行為舉止非常

的輕巧、精準、周到，口出的語言一定是佛言佛語。這個是不

是 Archetypes？這是他重新創造的 Archetypes。 

我剛才講得好像很詼諧的樣子，可是你不能小看這個東

西。一個人在這個過程當中，用這種形塑與自我之間一直在交

叉互動。在這交叉互動的過程，如果過去的陰影真的可以融匯

進來，而開始被他自己所覺知時，你會發現他的自我（Self）

就會開始產生質變了。所以塑造形象不是壞事；重點是有沒有

往裡面去；若有他用這些東西來檢視自己的時候，便跟他的自

我（Self）開始有互動。否則一但徒具形式的時候，就只會拿

這個標準來批評別人。 

 

二、 Carol Pearson 的內在英雄理論 

 

再談另一位學者 Carol Pearson。有一本書叫《英雄之旅》，

裡面用了六個生命原型：天真者、孤兒、流浪者、鬥士、殉道

者和魔法師。這個我不多講了，因為這裡面有他自己的邏輯關

係，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去看看，你的生命原型在這個邏輯裡

面走到哪個地方。它主要的意思是你的生命原型是可以改變

的，而這六個原型是一個可以改變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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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ric H. Erikson 的心理社會發展理論 

 

再來談 Eric H. Erikson；這是最 popular 的一個理論。他按

照人生危機性質的不同，把人的一生分為八個階段，每個階段

都有衝突。所謂的成長，便是在這些衝突的過程裡面開展。在

人格發展的歷程中，個體在不同時期，學習適應不同的困難、

化解不同的危機之後，就會逐漸的成長，最後完成一個比較整

體的自我。 

生命整體性不是句號，而是逐漸地趨近於整體；所以這個

整體像是 nonstop 一樣，永遠沒完沒了，這個跟佛法是相應的。 

我快速的介紹一下這八個階段。嬰兒期建立信任感、安全

感。幼兒期，開始漸漸的熟悉社會行為，如果你符合社會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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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會 ok；如果不符合就會開始懷疑，然後會出現害羞、羞愧

等危機。到了學齡前的時候，如果前面階段的一些社會行為是

被贊同的，你的主動性會開始增加。可是如果這個主動性沒有

長出來，前面階段的羞愧、害羞就會變成罪惡感，自覺好像我

有什麼地方不夠好。 

事實上，學齡期六到十一歲小學階段的訓練很重要。為什

麼說訓練呢？因為這個時候，我們學習很多基礎知識、人跟人

之間待人做事的基本能力。當我發現現在小學已經沒有「公民

與道德」課的時候，嚇了一跳，認為以後就會出現一群無法無

天、按照自己的規則來建立的人。如果在這個階段，能夠真的

產生了勝任感，你就會開始有一些很進取的心態。 

Erikson 的理論大概最有名的就是第五階段：青少年階段的

自我認同。因為在青少年階段，生理、心理都會產生很大的變

化，所以他對於周遭環境的融入、不融入之間，有很多的衝突

與矛盾。於是，在裡面開始產生了自我解讀和判斷的機會。這

個時候，如果他的認同危機可以漸漸的得到了一些疏解，他對

於自我的方向就會比較明確。 

到了成年前期，就是建立與人的親密感。這個時候的親密

感，其實不只是狹隘的親密感，而是跟整個社會人群的親密感。

也就是說，你會發現不管你喜歡不喜歡，你是屬於這個社會；

因為周邊有太多過去與你不認識的人，那些人不是你的家人、

同學、不是你的老師，他只是你的工作夥伴或者是路人甲，你

也要跟這些人建立起關係，特別是在職場上。如果在這個階段

能跟人建立好的關係，他就比較不會孤立、孤僻。  

理論上，進入到成年中期時，你的人際關係、自我認同等

都已經相當的穩定。你的所有能力都用在工作、家庭的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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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的貢獻上，所以你的勝任感到了頂峰、高原期。如果在這

個時候面臨到很多的挫折，有些人會停滯下來，有些人如果可

以跨得過去，就可以再爬起來。所以這個時候，最流行的一句

話就是：「在哪裡跌倒，在哪裡爬起來。」。 

最後到了成年晚期，也就是老年期時，人開始統整自己的

生命。在這個統整的過程中，過去的喜怒哀樂、是非成敗，全

部都要照單全收。如果沒有辦法照單全收，就會開始覺得非常

悲觀、對人生沒有希望。因此很多人在這個階段就會退休、進

入法鼓文理學院，這不是笑話，這是事實。所以你會發現進來

不是要來悔恨舊事的，也不是要來安享餘年的，你是要來統整

的，讓自己可以再一次擁有自我榮耀感。  

我們的學生都是處在第六、七或八階段。因此學程會希望

在生命教育裡頭幫學生建立起來的東西是──與人建立親近真

誠的關係，讓他能夠有生產力、再一次創新，而落實生命意義。 

一般學校在很多的學科、學門裡面，都會讓學生有很多的

知識技術，目的是為了讓學生很有生產力。可是法鼓文理學院

要產生的生產力，是為了要讓學生落實他的生命意義。也就是

說，我們過去可能不是在我們的生命意義基礎上去做我們想做

的事情，可是到了這裡，你需要站在落實生命意義的基礎上去

產生再創造的生產力。而自我統整可以說是我們的方法；因為

自我統整，於是你可以認同自己的生命價值。  

所以你會發現，我們其實把很大的力氣放在第七、第八個

階段，可是我們不放棄第六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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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成人發展階段視框下的生命教育 

我們在這樣子的基礎概念下，所開出來的課程是有個地圖

的。我們來看一下總表。 

一、 核心課程 

 

核心課程是我們的必修課，大部分集中在研究方法論上。

研究方法論是進入研究所非常重要的工具，因為沒有這些研究

方法，所有的知識就沒有累積的方式。  

 

二、 生命觀照 

 

包括生死教育、人格統整與生命發展、自我覺察與成長、

心識心性與心理專題、心理健康專題、懺悔法門與生命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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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修與生命反思、老莊思想與生命反思專題等，每一個課程，

都是朝向你自己的。 

 

三、 自他關係 

 

朝向你自己之後，我們會希望你可以跟別人也開始建立良

好的關係。為什麼呢？畢竟我們都活在社會裡，所以希望學生

在家庭關係、社會網絡和人與人之間，可以有一些感同身受。 

 

四、 生命美學 

 

向內之後如何用一個美的視角，來看待這些生命歷程？這

個是我們在這一個模組裡面想要強調的。  

 

五、 實踐能力 

 

前面的這些東西，是培養學生的自我裝備，也就是學生的

內涵；但還需要有能力的裝備，也就是實踐的能力。實踐的能

力包含了很多方法，例如對人、團體的理解、管理等種種，都

是實踐的能力。 

 

六、 關懷專題 

 

有了能力以後，你要去關懷，要真的對這個人間付出。所

以這個課程模組有不同的領域的關懷面向，包括了生命照顧、

安寧、社會關懷、環境和社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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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會通專題 

 

因為我們是一個佛教的宗教團體，希望學生除了關懷之

外，像我們的生命教育學程裡面有心理、哲學和國學的背景，

也有一些其他學程老師的背景。我們會希望這些可以互相融

合，所以會通專題是一個跨領域的課程設計，包括了聖嚴思想

與當代社會專題、中國思想會通專題、儒家心學與心理等。  

以上幾個模組的設計，目的是希望建立人的主體性，提昇

人的品質。 

 

陸、 「成」「人」發展階段視框下的生命教育 

一、 教育目標 

 

我們相信「人成則佛成」，所以「提昇人的品質」這件事

情，希望在生命教育學程裡面變成是一個路徑、學習的地圖。

讓人可以在這裡面漸漸地知道可以如何的去做、去學，真的就

可以提昇我自己的品質。 

 

二、 課程結構 

 

當初在籌備處的時候就架構好，在課程結構上要包含幾個

教育的元素；我們注重脈絡，同時希望培養學生的態度、專業

的能力，讓他可以在他的生命當中產生行動。辜老師把這些當

初規劃的資料都留著，雖然是那麼久的資料，如今再看，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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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並沒有離開這個框架。 

 

三、 課程模組 

 

按照前面總表所呈現出來一層層的課程模組中，可以看到

會通專題是希望這些由內而外的課程學習之後，還能夠擴展你

的學習領域。這樣在「提昇人的品質」上來來說，我們並不是

很狹隘的，而是一個不僅懂佛教、佛法的學生。同時也具備有

跨領域、不同的視野，成為可以容納百川的胸襟的學生。 

我們其實每一年都在修課程模組，包括模組的每一個重點

不斷與老師們在討論、整理。我們生命教育學程已進入第六年，

希望到成立十年的時候，我們這些模組可以漸漸的穩定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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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學程的學生人數一直在增加中，已經是學校最大

的系所。課程新增的原因，一方面是因應學生人數增加，另外

更重要的是這個社會一直在變，所以人的需求、社會的需求也

一直不停的在變。 

碩士班學生在學校的時間，照理講只有兩年；兩年裡面你

能夠修的課其實有限。但是我們覺得教學要站在審時度勢的立

場，學生在變、環境在變，你自己也在變，所以常年修訂這些

東西是重要的。只是課程一直不停的修訂到了一個階段的時

候，應該要維持一種相當的穩定度。譬如，課程裡面大概有八、

九成是穩定的，然後師資也有一定的穩定度。因為教書其實就

像是練功一樣，特別是對年輕的師資來講，要逐漸累積，當累

積到一個階段的時候，才會慢慢的知道，原來我教的一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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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意義的。 

 

四、 科目逐年修改，在行動中貼近目標 

 

在課程裡面，我們的考量不只有對學生，也對老師。我們

希望老師也常常去審查自己現在的教學是不是真的符合學生的

需要，也符合學程的發展。我們要因應學生生命發展任務的需

求，調整學科的內容。 

因此我們教學的風格是內外省察式的體驗與知識交叉融

合，以提昇生命覺知與實踐的力道。因為我們的學生都有點年

紀了，他們身上有太多的能力、知識和經驗。這些東西都是別

的學校沒有的，都是非常珍貴的寶貝；而這些珍貴的東西，我

們要讓它變成知識，所以學生內外省察的過程，其實是他產生

知識的過程。當他產生知識的過程中，又可以跟其他的人、老

師、或者是知識理論有一些對話映照的時候，他的生命經驗會

變得深刻。也就是說過往的這些生命經驗絕對不是白活的，絕

對是可以變成生命當中的意義與價值的。 

當帶著這些東西，再進一步回到社會實踐的時候，這些實

踐就有了力道。就像新手學會了一樣東西，一開始運用會顯得

手忙腳亂，可是如果這些東西是來自你身上，已經有幾十年的

操作經驗，你用起來是得心應手，而且還會產生變化。這個是

我們在面對生命教育發展時，非常重視的一部分。 

 

五、 建構現代師徒關係──mentoring + coaching 

（一） 師生之間的分享互動與回饋反思，以強化自我統整  

 

講到現代師徒關係，要如何形容現代師徒關係比較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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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我想其實就是 mentoring +coaching 的過程。也就是除了有

人在旁邊指導、訓練，還有很多同伴；所以師生之間的分享、

互動、回饋和反思，可以幫助學生在這個過程當中，把他生命

的碎片一點一滴、漸漸的銜接起來。  

銜接的過程像是玩拼圖 Puzzle 的過程。一開始拼圖亂成一

團，需要從當中去尋找它們之間的關聯性。循著關聯性，拼圖

碎片漸漸被一片一片拼起來的時候，它就會成為一幅可以被命

名的畫。這樣的生命教育學習過程中，拼圖的人是學生自己，

老師只會在旁邊告訴你說：「你在這邊看看有沒有你可以放進

去的 Puzzle ；或者你到那邊看看可不可以有放進去的

Puzzle。」。老師其實是一個在旁邊陪伴、提供資源，讓你可

以往前走的角色，當然難免有時候會打幾棒。  

 

（二）同儕之間的鏡映與扶持，友直、友諒、友多聞  

 

在同儕之間的鏡映與扶持，我們希望做到「友直、友諒、

友多聞」，這一點我們還在繼續努力。因為每個有生命歷練的

人都各有其風格，包含過去的職位、角色、行事風格等種種都

會在這個學校凸顯出來。我必須這樣講，有的人受得了、有的

人受不了。可是有一個好處，大家都知道來到這個地方必須要

把這些東西拿掉，因為你是回到學生的狀態。我發現當學生把

這些東西拿掉、回到學生狀態的時候，行為開始退化，好像回

到小時候，所以會爭風吃醋、會計較老師關注誰比較多、會計

較哪一個同學又說了什麼話、傷了我什麼之類的。我會跟我們

的老師說：「有些學生爭風吃醋、說三道四或幹什麼的時候，

我們不要理他就好。那個情形就像在家裡頭孩子吵架，爸爸、

媽媽只會越攪和越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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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這是件好事。因為你的學生身分是你的小時候，當

開始覺察到你把過去的角色丟掉，回到學生的角色即過去生命

當中的角色，你就會漸漸的進入統整階段。所以退化是個開始，

而過程當中「友直、友諒、友多聞」是值得鼓勵的。我帶的論

文寫作的學生裡面，有一些人到後來真的就是「友直、友諒、

友多聞」。 

 

（三）不只一個師父的團體師徒關係 （Group Mentoring） 

 

我們生命教育的老師們就像一個團隊，所以學生不只有一

個師父。在這個團隊的照顧下，學生開始他的學習之旅。老師

們開會的時候，會把一些學生的學習狀況提出來，討論用什麼

樣的方式會比較恰當，這樣學習的團隊叫做 Group Mentoring。 

 

（四） 師父領進門，典範再傳承 

 

師父領進門，典範再傳承很符合學佛的歷程。善才童子參

了五十三參，我們現在沒有五十三參，六個專任老師加上五個

兼任老師，共十一個老師。我們希望將來會更多，這些老師們

的背景都不同，所以真的都值得來參。  

為什麼在這個地方會提出「師父領進門」的原因是，學生

真的太多了，每位老師顧不了這麼多人，所以我們真的需要靠

同儕、需要靠團體來建立信任跟承諾。  

 

（五）建立信任與承諾，邁向互助的社群 

 

承諾就是我進來之後，要將個人的生命加以開展，要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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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學習我的生命。這樣的念頭，會讓人對自己的學習開始

認真。於是不管上哪一位老師的課，那種互助就會漸漸地出現。 

最近有一點感慨，發現德貴學分班學生的學習動機與學習

能力，相較於山上的學生還要認真。山上的學生比較像紈褲子

弟，因為山上比較冷，所以有太多的取暖、風花雪月，相較下

來學習較不認真。而山下學分班的學生，平常忙於工作，所以

他們對於自己要來上學分班真是拚了命的。我在他們身上看到

「用生命學習生命」這件事情，而他們所形成的互助社群，也

變得非常堅強。 

 

柒、 結語：教育，在生命行動中開展 

生命教育在目前這樣的情況下，雖然人數變多，老師教學

的 loading 非常非常地重。可是老師彼此之間都還有一個默契

就是：不管怎麼樣，我們不能讓這些進來的學生覺得被虧待了；

我們希望在一個盡可能的範圍之內，讓我們的課程、師生關係

和教育目標，可以真正的落實。 

說實話，回想當年師父在說他想了一個什麼樣的學校、那

個師生關係應該如何、學生應該學些什麼東西……，這些細節

的時候，我都跟師父說：「不可能、不可能。」。可是現在走

在這條路上，我希望有一天可以到生命園區向師父報告：「那

些不可能，現在都可能了。」要能夠講這句話，不是我一個人

能做得到的，而是我們所有的老師、所有的學生，一起去做才

能做得到。 

我覺得很幸運也問心無愧的一件事情是，自己在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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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學圈子裡有四十多年了。在老年之後能進入到這樣的場所

去重新開創、重組或者統整我自己的生命經驗和我的教學，這

是非常值得感恩的。同時，希望非生命教育的學生也可以與我

們共襄盛舉，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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