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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是不同社會記憶的擁有者

而有權利在搜尋學習及自我決定中

說出及再現他們自身。

一- Giroux, 1994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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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隨著新移民之于人數的增加，

台灣校園中里現出了更多元的面貌，學校與

教師必須面對來自更多不同族裔混血的子女

及其文化的挑戰，如何透過教育協助他們成

長，也成為近年來教育改革的重要議題。

2006年由兩屆奧斯卡影后Hilary Swank 

領銜主演的《街頭日記)) (Freedom 

Writers) • 提出了一些多元文化教育的觀

點與省思，或許也可供教育實施之參考。

不間於《春風化雨》、《天之驕子》及

《蒙娜麗莎的微笑》等片有著美美的校園與

黨焦於菁英階級的教育問題. ((街頭日記》

忠實地單現了吾吾立學校與中下階層的教育問

題，並揭露其後要大的家廳、社會、經濟、

文化、種族與階級的脈絡興背景。本片改編

自真人實事，一名調任教職的菜烏老師Erin

Gruwell '秉持教育愛的精神，面對充斥著

家躍問題、幫派問題、種族問題的學生，以

超越→般禪堂教科書教學的獨特方式，透過

日詣的書寫典人權民生命教育的實施，協助

街頭日記( Freedom Writers ) 

導演: Richard LaGravenese 

演員:希拉蕊史汪( Hllary Swank )、

伊美黛史丹頓( Imelda Staunton )、

派翠克丹契( Patrick Dempsey ) 
類型劇情片

發行派拉蒙電影公司

出品時間 2006年

英文官方網站: www.fre剖omwr的s.com/

他們重新認識自己、肯定自己，並尊重他人

與包容他人，進而能擁有改變的力量，重新

審視、計畫並開展出自己的未來。

《街頭日記》原名為Freedom Writers 

Daily' 原意為「自由作家的日記 J 取名

自 1961年黑人民權連動中民抗當時種族隔

離政策的「自由乘客 J (Freedom Ride) 

事件· Erin老師跟他的學生們希望可以效法

這些人權門士，縱使落得遍體鱗傷亦要堅持

做對的事情。之後他們更出版了這些日記，

並成立了「自由作家基金會 J 致力於將他

們成功改變的典範推廣至各地。

本片為求真實呈現，除了採用了當年真

正《街頭日記》的原本日記外，並找尋了許

多非專業演員的青少年，飾演那群成天在街

頭討生活、不同族裔的學生，岡時也請真正

的Erin Gruwell老師擔任顧問，讓本片更具

生活化與真實性，更能引起觀眾的共鳴，也

再現Erin老師帶領這群不同族裔背景的學生

走出生命幽谷，重新規劃生命願景的教育過

帆， 2008 Secondlry EdJc蜘至191~至



看守所等幾乎是家常便飯。而如同片中的拉

丁裔女孩Eva所言 r 學校如同城市，城市

就像監獄，各方勢力各有地盤。那個自目誤

闖地盤，一場街頭混戰就免不了的一觸即發

了。」拉丁裔、非裔、亞裔、白人等分別根

據膚色與語言盤據校園一方，這種現象也顯

現在203教室中，學生的座位有默契似的壁壘

分明，不同人種自成一個小圈圈且絕不比鄰

而坐，校園與教室儼然成為大城市/社會的

縮影。然而，這些看來架呦不馴的青少年幾

乎都有著悲慘的過去與問題，每個人多少都

有親人或好友死於街頭、正在坐牢、等待審

判;他們對未來沒有任何期待，只認為要忠

於團體，不可背叛自己人;他們也認為自己

若不是在18歲前橫屍路邊，可能也會流落街

頭、居無定所、靠販毒或賈春了此餘生。

虜。情概要

故事發生在 1992年洛杉磯暴動後的兩

年，正是種族衝突最激烈、黑幫成員肆虐街

頭、相互殘殺的動亂時期。洛城地方教育當

局為了促進族群的融合，在一些學校成立了

「種族融合實驗班」。在這個班級內聚集

了各色人種與族群的學生，有拉丁裔、黑

人、亞裔、白人等。菜鳥教師Erin Gruwe l1 

(Hilary Swank飾)滿懷熱情的到了威爾遜

高中 (Wilson school) 任教，他所要面對

的正是種族融合實驗班中錯綜複雜的家庭、

幫派與種族問題。在Erin的203班中集結了

各路英雄好漢，幾乎每個學生背後都有複雜

的成長背景，導致他們為了自保而加入幫

派，鬥毆群架、拳腳相向、街頭槍戰、出入

jitjs 



Erin老師知道，要拯救這些不同族裔的

孩子們，首先就要打破與跨越他們之間的邊

界，無論是有形的種族膚色、或是無形的文

化及心理疆界，因此他開始進行了諸多「改

變」的計畫與措施。首先，他要求學生換座

位打破原來以種族小圈圈為主的自選座位

方式，要求不同膚色的學生坐在一起。這一

開始當然會引發學生的抗拒與衝突，但因為

Erin老師的用心，改變座位的確收到了一些

成效。接著，他從學生的次文化著手，拉近

師生與同儕的距離，引起學生學習動機，再

進一步導入正式課堂教學。透過青少年次文

化， Erin老師讓學生發現到，許多次文化其

實是屬於「所有青少年」的，而不是專屬某

些種族、階級或性別的。

極為關鍵的改變計畫則是Erin老師帶領

學生們進行「直線遊戲」。她在教室地板

上貼了條直線，然後開始問問題:有沒有聽

過史奴比狗狗的專輯?有沒有看過鄰家少年

殺人事件?是否住過政府國宅?是否有朋友

或親戚進過看守所或監獄?知不知道哪裡買

得到毒品?有沒有認識幫派的朋友?身旁是

否有三個、四個以上的朋友因幫派暴力而喪

命?以上的問題若答案是 r yes J 的人，就

站到紅線前。透過這樣的方式， Erin老師讓

學生們卸下心防，進一步看到彼此之間的共

同點比差異點要來的多，因此產生了同理

心，也拉近了彼此的心靈距離。

然而，歧視仍難免存在。例如，非裔

美人Jamal被拉丁裔的Tito畫了張有黑人大

嘴唇特徵的圖畫加以嘲笑。這使得Erin非常

生氣，他舉納粹大屠殺為例，說明希特勒及

納粹如何透過種族的刻板印象，以差異/認

同的二元對立方式，對內鞏固其政權，對外

進行猶太大屠殺，形成了人類最黑暗的一段

歷史。學生對這段歷史原本不理解，只覺得

納粹這「超大幫派」挺酷的，因而起了好奇

心。好奇正是教育的起點， Erin老師開始以

此為主軸進行她的教學計畫，即透過超越

種族、膚色、語言、文化的普世價值一人

權，來教化這些不知或誤解自身與其他種族

歷史的青少年學生。

為了幫助這些青少年學生，並實現她的

人權教育計畫， Erin尋求學校協助，然而過

程並不順利。但他並不氣餒，堅持做的對事

情，多兼了兩份差事以幫學生購買新書及進

行校外教學參觀。猶太大屠殺紀念館的校外

教學參觀使學生們重新認識了種族仇恨的歷

史與其可↑白，並逐漸理解到自己的逞兇鬥狠

是多麼的幼稚無知。 Erin老師還請了當時遭

迫害的猶太人來現身說法，他們的親身經歷

打開了這群孩子們的視野，也深刻地感動了

他們心靈，激發了最基本的人性，而體悟到

了暴行是種毫無人性的罪惡。接著Erin老師

給學生閱讀《安妮的日記> '同理心與側隱

之心已被喚起的學生們很快的就進入了安妮

的生命世界，也看到了在絕望的處境中繼續

保有希望的人性光明面，進而開始反省自己

自暴自棄的生活態度。 Erin老師用人類悲慘

的歷史逐步地開展了這群青少年的生命教育

與人權教育的課程。

與此同時， Erin老師透過書寫日記的方

式，要學生們寫下任何想寫的文字。透過日

記的敘寫，學生的心靈獲得了抒發的管道，

也讓Erin老師直接碰觸到這些青少年的生命

世界。日記成為他與學生們心靈溝通最重要

帥. 2008 Secondary E帥甘on ~193E頁



的管道，透過這些日記. Erin老師接觸到了

一個個令人同情、不捨與惋惜的成長生命。

在日記敘寫的過程中，學生們也不斷地在反

省自我的生命，發現了成長過程中的生命重

點。透過對於過往生命的反省，瞭解現在的

處境，而能改變現狀並展望出自己生命的未

來。

在透過日記書寫逐漸找回自信與自尊的

同時. Erin老師鼓勵每個學生寫信給〈安妮的

日記》中拯救安妮的Miep Gies女士。沒想到

學生們非常熱情地投入，進一步要求找Miep

Gies女士來演講。他們自動白發地辦理各種

募款活動籌措經費，終於突破萬難，邀請到

Miep Gies女士到校演講。學生親炙了她的現

身說法，彷彿親身經歷那段悲痛的歷史，回

過頭來更充實了改變自我的力量。看過這群

改變中青少年書信的Miep Gies女士，更肯定

與讚美他們是擁有不凡勇氣的真正英雄，這

邊194告 中等教育伍拾玖卷草貳期

更激勵了這群青少年持續改變與向上。

由於Eirn老師與這群青少年的共同努

力. 203班成為了像家一樣，提供一個可以

遮風避雨、尋求認同與成就的地方。其中一

位同學就唸出了他的心聲，想到要進這

間教室就好像是回家一樣! J 學生也尊稱

Erin為 'MomJ 。但接下來，他們所要面

對的，是教育體制中因循傳統的保守勢力對

Erin老師所帶來之改變，所產生的質疑與壓

力。這次，換學生作為老師的後盾，他們已

經改變，他們要跟Erin老師一起對抗與改變

不知變通的教育官僚體系。最後的結局是美

好的，他們繼續共同的度過了高三與高四

兩年直到畢業，並在企業家協助下將他們

的日記集結成書. J;J The Freedom Writers 

Diary為名在 1999年出版，之後並成立了

「街頭作家基金會」致力於將Wilson高中

203班的成功典範推廣至各地。



同理寬容，跨越邊界

Erin老師為了要融合這些不同種族的孩

子們，讓他們能自重自愛、寬容尊重且與

他人和平共存，進行了許多的教育活動。首

先就以換座位的方式打破他們種族之間的邊

界。但這僅是治標的將有形藩籬打破，接下

來要能喚起學生的同理心與寬容心，才能真

正由內在的心靈改變學生的偏見與歧視。於

是Erin老師透過「直線遊戲」的方式讓學生

們卸下心防，進一步看到彼此之間的共同點

比差異點多，而能產生同理心去同理其他人

的處境。事實上，這種擴展「同情想像力」

(sympathetic imagination) 的情感教育

有時候比起理性方式的教學要更有功效。畢

竟，教育不僅是理性思維能力的培養與知識

的獲得與創造而己，更是一種「生命與生命

的邂逅與感動」。透過「同情想像力 J 可

以設身處地地參與他人的生命，關切已經疏

離的同胞的生活，因此透過此種情感教育可

以使不同族裔的人們達到充分的相互理解，

而不會將與自己膚色、種族、語言、文化有

差異的人看做是事不關己的人，如此才能進

一步促進人類的團結與共存。

同理心喚起後，接著是要「聆聽」

聽他人內在的聲音，聽他人的生命故事。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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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日記， Erin老師聆聽了學生不同的、獨特

的生命故事，學生也藉由日記的朗誦，聆聽

與分享了其他人的生命故事。聆聽不僅是聽

而已，在聆聽的過程中，除了引發前述「同

情的想像」外，別人的生命故事也會對自己

的生命產生碰觸與撞擊，進而產生自我的反

省，能對自己有更進一步的認識。於是生命

與生命會進行「對話 J ( conversation) 

雙方「對話」的目的並不在於說服對方，而

在於理解與同理對方的處境，同時揭露對話

雙方所偏好的想法，而能彼此寬容地看待雙

方的問題，去包容與信任差異，進而可以跨

越民族國家疆界，超越種族主義的藩籬。

除此之外 r 以禮相待」也是促進多

元文化相互寬容與尊重理解的必要美德，培

養「以禮相待」的態度與精神是教育的重要

任務。透過「以禮相待」的教導與實踐，不

同群體的成員得以友好相待。換句話說，教

育應該要用更高且更具普世價值的「以禮相

待」精神去超越族群藩籬與跨越文化邊界。

即如Erin老師透過許多教育活動，去協助並鼓

勵學生與其他群體友好且禮貌地溝通來往，

以促進學生相互理解與相互合作，進而可以

認同與學習他人的生活方式與文化傳統。



敘寫生命，改變自我

Erin老師透過日記的撰寫，向內讓學生

抒發情感，作為自我治療的方式;對外則是

透過書寫開展學生的未來視野，作為與外界

溝通的橋樑。日記作為「文本 J (text) 

等於是這些學生生命體驗的具體化。從詮釋

學的觀點而言，文本即是作者將其主觀之生

命體驗客觀化的產物，因此每個文本對於作

者而言都是其生命的展現。而透過理解的活

動，讀者可以再體驗作者的生命。日記正是

作為學生的生命體驗與Erin老師生命體驗的

這~196告 中等教育伍拾玖卷草貳期

媒介，而讓兩個生命接近、碰觸、理解與進

一步自我的開展。學生在撰寫日記之時，敘

說的是個人的生命故事，這個過程他必須進

行反省，藉由反省才能將個人生命體驗的多

樣性、雜亂性與複雜性，以一種可被理解的

文字形式表達出來，將複雜多變的經驗轉變

成意義。換句話說，日記書寫之所以有其意

義，就在於其透過反省，運用語言文字在思

想中去「重述」過去的生命體驗，不斷地反

省，不斷地重述，生命體驗中的意義也會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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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越明顯，自我亦透過文本的敘述表現，達

到自我理解與他人理解的可能性，也才能理

解現在的我是如何形成，進一步能計畫與開

展出自我的未來。透過日記的敘寫，這些青

少年們心靈上獲得了解放，進而希望改變命

運。因為敘寫是反省的過程，反省自己的生

命，瞭解與肯定自己的過去，也才能更清楚

地認識現在的自己，而能重新出發，計畫未

來，進而改變命運。

發揚教育愛

Erin老師在用心教導學生的

z 面臨的最大阻力卻是來自於不夠表善呵、因

D 循傳統、保守不知變通的官僚體制 k巳有~

啊三+年教學資歷的教務主任就非常不以為然

嘲批h評Erin的教學方式只是讓少數特例的學\也 .. 

叮咚\生獲益，破壞了長期以來學校教育中的種種

規矩守，反而使大多數學生受害，因此她無法

接受為Erin老師破例。但問題是，教育不是

商業，其利益不應僅以效益主義式要求 r大

多數人的最大利益」為指導方針，而是要有

更多道德上的意涵 r若我知道真理而你不

知道，告訴你是我的道德義務，我沒有那

樣做的話是自私且殘酷的。」教育應該追

求的是「所有學生的最大利益 J 這也才是

r Education for All J 的真諦，也才是真正

的 rNo Child Left Behind J 。基於這樣的

理念 ， Erin老師的力爭是有其道德立場的。

而且，既然是「種族融合實驗班 J 就應該

比起一般制度有更大的彈性。然而，雖然阻

力重重，但是Erin老師沒有看到障礙，他只

看到機會。而能讓Erin老師堅持做對的事，

當然就是「教育愛」的發揚了。她在來到

Wilson高中的第一天，就表現出對於教育

的熱情。 Erin說 r 拯救青少年的聖戰是在

課堂上」、「如果我教得好，他們就會來上

課 J 基於滿腔教育熱情與對學生的熱愛，

她可以堅持對這群孩子不棄不離，並帶領

他們脫離少數群族既定的宿命，進而協助他

們掌握自我發展的自由，開展光明前程。

所以Erin不會像資優班教師認為說學生

喜不喜歡我跟教書有何關係? J 當然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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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沒有讓學生感受到老師的熱情生命與教

育愛，教育活動將窒礙難行，教師也將僅

成為教書匠。即如德國教育家Ed. Spranger 

(1882-1963) 所言，教育應該是一種以

「愛 J (liebe) 為基礎的社會性活動，沒有

愛的精神，就沒有教育。教育是一種意志，

是對於其他心靈負擔所施予之愛，希望從內

部將學生全部的價值融攝性以及價值形成能

力全部開展出來，其內容有三個重點:1.心

靈的發展本身是可被價值影響; 2.真正教育

不是材料的傳遞，而是形式能力的陶冶;

3.教育是心靈和生命導向的，教育家應該要

秉著宗教的精神。 Erin確實地做到了教育愛

的發揚，所以他也贏得了這群築呦不馴的學

生的尊敬，他們稱他為 I MomJ ， 203班的

英文課堂成為學生的家 '1 am home J 

家中問題不斷的學生如此說道。真正的學校

要讓學生有家的感受， NP如Pestalozzi以教

育愛所進行的教育活動，參觀者發出 I 這

哪是學校?這根本是個家呀! J 的讚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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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是給學生希望的人，他不能僅被視

為是或自認為是個專門知識的傳遞者而己，

他還應該是個熱情熱心地獻身於教育志業，

並協助學生回顧生命歷程，以理解現在之自

我，而能開展出生命希望的人。 Erin老師做

到了，當然這個過程並不是完全順利的，

他要挑戰來自僵化體制的束縛，面對保守同

儕的質疑，還有一己之力無法改變的校園之

外的社會、經濟、種族、階級與文化的大環

境。教師能做的就是堅持在他的課堂上做對

的事情，做教育應該做的事情，成效或許僅

限於班級的學生，但隨著這些學生的改變，

影響會隨著小小的點逐漸連成線到面地擴展

出去。教師必須創造條件給學生，讓他們得

到機會，並鼓勵他們去實踐生命中的美好希

望，而這樣的希望是超越種族、階級與文化

邊界與藩籬的。

(本文電影劇照由得利影視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