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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會議緣起

現今台灣所面臨的問題，不論是國內政黨衝突、或是族群
關係對立問題、以及外在台海關係緊張，讓台灣有著內外不平

和的狀態產生，也因此讓國人對於化解歧視、衝突、對立與追
求和平願景的需求日益提升。有鑑於此，從 2000 年開始，台灣
促進和平基金會便開始邀約多位關心和平教育的學者撰寫和平

相關的論文，並舉辦第一屆「為台灣和平學催生」國際學術學
術研討會，此研討會獲得諸多迴響，讓和平實踐多了份參考的

依據。為了延續和平教育紮根工作， 2 00 2 年基金會更與東吳大
學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共同合作，持續舉辦第二屆和平學研討
會，主題為「社會科學與和平學的對話 J '分別從和平的定義、

國內和平 、 國際和平、和平與安全等面向進行探討，希望從更
多元的面向來理解和平。 2 003 年，基金會再度與張佛泉人權研

究中心合作，並與人權和平教育發展聯盟共同舉辦第三屆和平
學研討會，探討的重點即是從台灣觀點來看待和平議題，亦讓

和平的討論更加落實於本土關 1囊。

為了持續推動台灣和平學的研究， 20 04 年台灣促進和平基

金會與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輔仁大學和平研究中心共同舉
辦第四屆和平學研討會，希望透過和平願景與超越衝突的未來

實踐，來進一步深化台灣和平價值，推動整個社會的和諧與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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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本次會議以「和平願景與超越衝突的未來實踐」為主題，

括「維持和平 J r 營造和平」、「建構和平 J '以及「衝突管理」、

討論的議題涵蓋「人類安全與未來願景」、「和平教育在台灣」、

「衝突轉換」、「衝突化解 J '在這些概念下，關於和平與衝突的

及「族群、認同衝突與和平策略」等，會議除了相關研究報告
的提出外，亦有專題演講與座談會，時間與地點最後選定為 2004

年 10 月 3 0 、 31 日兩日假淡 江大學台北校園校友聯誼會館舉行，
另有關詳細會議議程可見書後附件。

建構則有著不同性質的形塑過程。因此接下來在文章中更從結

構、行為、以及態度三個面向，來解析衝突的內涵。本文希望

除了嘗試著去了解衝突化解階段、以及路徑之外，並能夠考察
在面對衝突之際，其所可能採取的選項，包含規避、讓步 、競

爭、妥協、以及和解。另外，施正鋒說明在「雙輸」、「輸贏」 、
「贏輸」、「雙贏」之間的權力關係將左右著和解是否能達成;

本書論文介紹

這也就是說，唯有經過啟蒙、以及挑戰，才有可能透過協商來
獲得和解。

本書所載文章是從第四屆和平學研討會發表的相關論文所

編輯而成，安排的順序是從會議當初的所排定的發表議程依序
刊出，會議中除了論文發表的場次有提供文章之外，其他如座
談會或專題演講亦有些學者專家提供相關的文件資料，由於本

書篇幅有限，因 此無法一一收錄，在此向未能刊載於本 書、且
有提供文稿者的學者專家致歉，也感謝所有蒞臨會議的諸位來

賓所提供的相關資料，正因為諸位對於台灣和平學所提供持續
關懷，讓和平學能夠實踐於本土並能開花結果。
本書的論文依照會議發表的主題排列可分為三個部分 : r 人

類安全與未來願景」、「和平教育在台灣」、及「族群、認同衝突

與和平策略 J '三個部分中共計有九篇相關的研究報告，在「人
類安全與未來願景」這部分中收錄有施正鋒的「由衝突管理到

和平建構」、紀舜傑的「衝突、和平之未來意象建構」及謝若蘭
的「和平權的基礎與實踐」。在施正鋒的文章裡'首先建構了一
個由暴力到和平的概念架構，並且釐清了相關的幾個概念，包

而在紀舜傑的「衝突、和平之未來意象建構」一文中，提
出由於和平的追求和維護是人類的普世價值，特別是在 20 世紀

經歷過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戰爭和傷亡最大的殺戮之後，和平
與衝突便成了國際關係的主軸之一，所謂的超級強國也必須在
此重要議題上盡心盡力以維持其國際主導地位。而在冷戰結束

後的這十幾年間，美國的國際秩序思維一直是以「民主和平性」

(democratic peace) 為主軸，即認定民主具有和平的本質，且
民主政權問不會相互交戰，因此推廣和平便有助於國際和平的
維護。

由於在文中認為民主有助於和平的建立，因為不論在民主

的制度或是文化上，對於和平的達成都較其他制度有利。文章
中更說明民主國家不相互交戰可以用兩種論述來說明，分別是

「文化」和「結構」的因素 :在文化上，由於民 主已經被型塑
一 種深層文化，而文化的模式、價值、和程序則都是以和平為
準則，解決紛爭的手段必定是非暴力的協商談判，因此相互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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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則是民主的主要精神。在結構上，民主國家的制度設計讓戰

5

另外在台大任教的葉德蘭則以大學教師立場來檢視和平教

爭的代價提高，可獲得的利益相對降低，而且政策制定過程也

育融入目前國內大學課程之策略及實踐上可能會遭遇的困難，

可防止一意孤行的決策。而在謝若蘭的「和平權的基礎與實踐」

並由反省自身教學實務經驗著手，與更多有意在高等教育中推

一文中，則從和平權的基礎開始談起，並以集體權為中心價值

動和平理想的人士一起努力。另葉德蘭亦認為，由於國內的和

來探討當今和平權所面臨的相關議題，包括國際人權公約與和

平教育起步很晚，目前仍尚未普及，雖然已有不少學者在大學

平的考量、第三代人權是集體權利的概念中，包括自決權、和

中開授相關課程，系統性規劃之和平學程也在推動盡中，但社

平權、環境權和共同遺產權等，最後則以原住民與女性的觀點

會上負面模範不斷出現，似是而非的價值觀與論述愈來愈多，

零星開設的和平學課程似乎難以力挽狂瀾。她建議在大學中的

提出和平實踐來做結論。

和平教育，除了提倡和平學的研究外，最需要的是立即行動，

在「和平教育在台灣」這部分亦收錄三篇文章，分別是王

現在能做的就先做，才有可能埋下和平運動的種 子 、協助學生

秀津「和平課程發展與教學實例」、葉德蘭「和平教育融入大學

以和平的方式面對未來。而陳建甫的文章則是從「和平種子教

課程之策略初探」、與陳建甫「和平教育理念與實踐:以和平工

師工作坊 」為例， 來說明推動和平教育的行動策略 。

作坊為例 J' 這三篇文章相同處均是由和平學相關教學經驗中所

得到的心得分享。王秀津闡述自己身為一位國小教師，經由多

陳建甫認為儘管推動和平運動存在著「由下往上」或「由

年人權教學經驗轉移到和平課程發展的歷程。她以和平概念延

上往下 J' 由公民社會組織或由教育機構來推動兩不同路線的爭

伸或深化社會學習領域教學，引導學生從閱讀繪本、賞析影片、

議，但是試圖化解衝突 、 追求和平願景的理念是所有和平教育

探討生活事例反省公平、正義的價值和學習運用非暴力處理衝

工作者所積極追求的目標。在陳建甫的文章中，首先整理和平

突策略，來建構學生的「和平」的行動力。在教學實踐與反省

教育相關的理念，並澄清和平教育並非只追求一無戰爭形式的

中她有以下幾項重大發現: ( 1 )六年級學生較關心個人的和平

和平社會。由於和平教育者必須勇敢揭露社會中不同形式、實

層次問題，和平課程規劃上，要考慮、選擇與學生切身生活經驗
相關的題材; (2) 宜從和平教育與融入的學習領域共通概念切

入; (3)和平課程規劃，需與融入的社會學習領域課程，取得
內容的平衡性; (4) 建構學生和平知能，需引發學生有同理心，

體會同為「人」的價值入手;

(5 )使用社會日記易幫助學生反

思和平學習，有利於內化為和平行動 ;(6) 需要組織編輯國隊，
群策群力的規劃和平課程。

質與隱含的暴力與不公平，更需透過正式教育(課程設計)或

非正式訓練活動(工作坊)將和平理念往下紮根。

由於現行的九年一實課程裡雖已經鎮蔽了許多和平相關的
理念，但如何將和平理念轉化成教學內容，以及設計出具跨科
際整合的和平議題與課程，便是當前和平教育工作者急需要克
服的關鍵。為了將和平教育理念落實到社會大眾，陳建甫提出

國外兩種和平工作坊，包括:盛行於高等教育機構的「社會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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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式工作坊 J' 與嘗試由社會底層去思考的「未來學式工作坊」 。

( local-nation memo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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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文中指出，社區運動與民族認同

儘管這兩種工作坊在批判內容、實施形式與後續行動有明顯的

的接合主要是透過人地關係的修補而達成，該人地關係便是「家

差異，但是兩者皆希望參與者能瞭解社會衝突的本質、原因、

鄉感」的概念 。 而由於家鄉感是民族認同的重要元素之一， r 家

並思考如何透過個人、組織去動員社會能量去解決問題。另外，

鄉感」的形成必然凝結到具體的實體之上(如村落、土地) 。 這

文中也觀察以中小學老師為對象的工作坊，透過經驗分享、潛

個以家鄉感為主的民族認同內涵正是台灣的民族主義研究所缺

能激發、衝突體驗、以及設計和平教學教案 等 方式，除期待讓

乏的觀察與分析。由於台灣經驗恰可提供觀察的窗口 :社 區總

和平種子教師能將和平理念與課程帶回到校園;更對未來要舉

體營造政策作為一個民族建構的政治方案，其特殊性在於:國

辦類似和平教育工作坊的教育機關與民問組織，提出後績的研

家並非採取由上而下地單向建構新興認同，而是讓人們自行發

究建議與配套措施。

掘家園週遭的歷史傳說 。

在最後一部分的「族群、認同衝突與和平策略」中收錄有
黃默的“ South

Africa's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 lO n:

Lessons for Taiwan ?" (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及其對台灣轉型

結論

正義的啟示)、蕭亞譚「游移在地域與民族之間一社區論述的再

思考」及鄧建邦的「中國大陸台商的他者處境與認同衝突」。透

從 2 000 年開始，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便開始為和平學尋找

過本土與全球的相互觀察，找出和平學實踐的契機。黃默文章

發聲機會，在台灣屬於尷尬處境更讓人體會到和平的重要性。

主要是針對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初步探討，共可分為

和平學是一門跨領域的學間，正因為這種特性，因此能與其他

兩大部份:第一部份偏重於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源起、

學科發生共鳴的機會也多，在教育、國際安全、政治族群等與

特色、運作、所獲得的成就、以及各界對它不同的評價;第二

外界事物的關注點下，有關於和平的基礎應是從本身做起，與

部份則轉向討論台灣轉型正義的議題，並提出幾點初步的看法。

自己身體與心靈的和平相處，調整好自我的心情與感受，當自
我不衝突地相處時，如此推展於大自然與自我的相處，方能達

另外在蕭亞譚的文章裡'主要討論台灣的社區總體營造政

到與大自然的和睦共存，這即是和平從自身出發最佳實證。

策與新興民族認同之間關聯為何。她認為台灣學界對於投票行
為、鄉土教材、省籍情結、鄉土文學論戰等面向皆有研究，但

綜觀之前的論文集，與今時的國內外狀況相互應對，有些

並未有研究關注地域文化作為民族認同的內涵。因此蕭亞譚試

事務因無法遵循和平的腳步前行而面臨考驗，與和平相對的詞

圖呈現「地域記憶」與「民族記，憶」之間的協商過程:多樣性

語即是「戰爭 J '在兵焚戒戌的世界裡，和平的相關研究則愈顯

的地域記憶如何能建構出一個整體性的「地域一民族」記憶

重要，然而與其已開始面臨破壞才想像到和平的重要 ，不如在

力;: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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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之前先做好相關的準備，讓傷害降至最低，方能為世人帶來

最大的幸福未來。
最後，本書的完成要感謝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
台灣促進和平文教基金會、及輔仁大學若望保路二世和平對話
研究中心，由於這些單位一直長久以來的支持，讓和平學能夠

在台灣重新發芽生根而有了發聲的機會，因此讓更多人重視和
平與在日常生活裡實踐落實。關於本書的編輯等相關工作，除

了對一開始承辦會議業務的淡江大學未來學所講師顏故芸小姐

致上謝意之外，在會議過程與會議之後持續整理文稿淡大中文
系的粘心怡同學亦是付出許多心力，而最後接手未來所的吳裕
勝同學則是完成最後的整理事務，也許還有許多人尚未提及，
但在這些幕後英雄默默的付出下，這本書才會完整地在累人面

前展示。

陳建甫

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