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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全球公民教育與其教學實踐

以大學生的學習為例

陳淑敏*

摘要

全球化引發激烈的社會變遷、風險與危機等影響，並進而使個體生活經

驗連結至全球層次之事件上。考量此趨勢，本研究考察全球公民屬性的變遷與

探討全球公民之學習構面，且聚焦於全球公民教育之教學實踐的相關面向，並

以大學生的學習為例加以探討。主要探討重點為:一、全球化脈絡下以全球公

民做為個體行動之參照架構的因由;二、建構全球公民之學習構面與相關理

念;三、闡述全球公民教育之教學實踐的論述依據與內涵;四、就探討結果提

出結論與後續深入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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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and Its
Pedagogical Practices: An Example of

Undergraduates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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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lobalization has contributed a strong influence on social movements, risks

and crisis and further embeds individual life experiences in global events. Regarding

current trend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features transformation of global

citizenship and analyzes the learning dimensions of global citizenship. This study

focuses on pedagogical practices which refer to the related aspects in 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and gives an example of undergraduates learning. The article

examines the following: (1) Illustrating the backgrounds of global citizenship as a

framework of individual action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2) Constructing the

learning dimensions and related concepts of global citizenship. (3) Discussing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contents of pedagogical practices toward 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4) The paper also gives conclusions and suggestions for

扣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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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傳播科技和資本主義快速發展下，人與人之間接觸頻繁，利益關係休戚

與共，致使無論國際社會或個別國家均處於時間和空間壓縮的狀態(Giddens,

2003) ，在全球層次上展現不同以往的現象，特別是呈現出生活樣貌的跨域和

跨界風貌，步入全球化的時代(Appadurai， 1990; Featherstone, 1995; Pieterse,

1995; Robertson , 1995) 。

德國學者Beck ( 1999) 特別關注全球化後的風險困境並描繪衍生的挑

戰，首先是不平等的狀態，其中，生態問題是最嚴重的全球不平等表徵'這個

衝突的運作在於經濟進展所引起的生態危害係某種生產成本的外部化，致使生

態破壞直接地衝擊窮國生活。其次，由於全球發展連動引發諸多跨國之間的失

控情勢愈加激烈化，如恐怖主義、基因改造、全球疾病流行、族群衝突等，衝

擊傳統民族國家所穩定運作的政治、社會及文化結構。第三，大量毀滅性武器

不僅是個別國家的軍事防衛，也可能淪為黨私之器而引發潛在危險，甚至形成

全球層次的政治威脅與難以拔除的風險根源。

上述全球風險所引發的系列性衝擊，究竟應該如何加以回應呢?

Tomlinson (1999) 分析全球化的變遷後認為，在世界制度與個人行動之間的

高度複雜關聯下，若要實現全球治理此政治策略，其基礎在於個體能有所反思

和參與。而這種以增進個體對全球環境有所意識、認知和行動的現況，讓各國

在面對全球化社會種種困境和衝突之際，將期待置諸於社會行動者的知識、德

行、技能和態度之進展 (Burbules & Torrey, 2000; Giddens, 1991; Peters, 2005;

Walters, 2000; Welton, 1995) 。例如:英美學者Peters 、 Britton與Blee (2008) 特

別編輯〈全球公民教育的哲學、理論和教學論> (Global Citizensh伊 Education

Philosophy, Themγ and Pedagogy) ， 該書旨揭便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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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民社會 (global civil society) 對於各國內部和跨國之間產生諸

多街擊，教育決葉和政軍規Jl 應該更清楚地看到此趨勢益積極有效

地 i§) 應之。

Denny (2005) 在《風險社會> (Risk and Society ) 一書中警示，做為全球

社會參與成員，公眾對全球風險本身之認知足夠嗎?真有公共屬性的教育機構

是否覺察到風險存在的事實，已經是個體無法迴避的生活情境?這些提間，把

球化所可能引發的諸般危機挑戰與風險意識，延伸至公民教育層次(Spri峙，

2001; Stromquist & Mo叫∞an ， 2000) 。事質上，國內相關研究中，對於「理想

公民資質教育」之分析架構、內涵與實徵研究，已經具有相當的探討成果(陳

麗華、彭增龍， 2007 ;董秀蘭， 2006 ;劉美慧、董秀蘭， 2009) 。然而，目前

研究對於公民教育的探討或調查，一方面，大多以個別國家為範疇進行考量;

另一方面則是較為闡述公民教育之理想類型，尚未將視野置諸於全球化社會變

遷脈絡加以考察。

由於種種全球化造成的人類境遇的改變，傳統的公民教育模式有其相應

調整的必要性，才足以培養願意承擔責任和具備覺醒意識的新公民(Callan,

1997)。面對此一衝擊對教育機構的挑戰，本研究試圖指出，全球化脈絡下個

體的生活轉變及挑戰，其行動參照架構漸漸對應至全球公民此一角色;而對於

教育進展和議程而言，正視公民屬性的變遷與建構全球公民教育的學習面向，

實為必要;接著，本研究釐清全球公民教育的教學實踐，並以大學生的學習為

對象，探討全球公民之教學實踐與思維的範例。值得特別說明的是，本研究的

教學論 (pedagogy )係指以教育途徑進行有關知識的選擇、傳遞、生產與再生

產的系列性安排，藉由此規劃的過程，使學習者獲得相關的認知、態度、德行

或技能，與廣義用 pedagogy指涉教育論之用法有所區別。基於前述動機和關

懷，本研究目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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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闡釋全球化脈絡下以全球公民做為個體行動參照架構的依據，以說

明公民教育對此變遷趨勢的回應。

二、解析全球化脈絡下公民屬性的變遷與全球公民的學習構面，以掌握

全球公民教育的發展方向。

三、以經驗學習為參照依據，探討全球公民教育之教學實踐與相關內

容，並以大學生的學習為例，呈現教學實踐之範例。

四、依據探討結果提出結論及後續研究的可能方向。

貳、以全球公民做為個體行動之參照架構

早在1980年左右，美國教育學者AndersonWRivin (1980) 於《全球化時

代的公民教育}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 a Global Age) 一書中便指出，近年來

學校的課程改革已朝向世界觀的方向發展，其主要趨勢包括:從區域為中心的

觀點朝向世界整體的觀點、從國家為中心朝向世界為中心、從人類為中心朝向

重視所有生物的觀點、從探討人類的過去朝向未來的研究、從儲存資訊的觀點

朝向以全球的立場運用資訊等，對公民的認知與實踐，逐漸產生調整與因應之

E居

而7 。

對於世界情勢變化下的公民界定， Heater ( 1999)則指出，公民係處於平

行與多重層次的架構中。前者可用來指具有不同地域、國家的公民，如雙重國

籍者;後者則指無論國內外公民都有不同的實踐層次，以歐盟為例，從個人而

地方、由地方至國家、國家至歐盟公民;從全球層次而言，個體的公民連結係

由個人而國家、由國家而全球，漸次分層擴散至全球體系。後續 Heater

(2002)將地理劃分、公民特質和相關教育內容加以整合，提出X軸為地理層

次的世界、洲際/區域、民族國家、地區，y軸是公民特質，包括認同、美

德、法律/市民、政治、社會福利安全等，而Z軸則是公民教育內容，包括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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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態度、能力等。此全球公民的分析架構，將公民的關照視野由傳統的一國

之民延伸至全球脈絡，也強化公民的德行與能力。

對應上述的分析架構， Peters等人 (2008 )則透過考察Rousseau 、 Kant 、

Rawls與Habem1as等人的理論之後，提出全球公民應包括的三個向度，分別

是:一、以人權為核心的道德世界公民，關切全球普世價值的落實;二、政治

世界公民，關注多重國籍之政治認同和身分的轉換;三、經濟的世界公民，主

要根植於新自由主義所宣揚的國際自由貿易。這個討論比較關注全球公民的生

活經驗如何進一步與全球社會變遷連結的歷程，進而開展出道德、民主和經濟

三個維度並重的全球公民範疇，而這些面向在日常生活實踐上，則透過諸般生

活、工作、旅遊及參與等途徑，例如:跨國婚姻或職業的流動、商務交通與跨

國業務的展開、個人飲食與碳足跡的計量或對於特定議題的跨國社會運動予以

聲援等，將個體的公民實踐與全球屬性的組織、議題、機制和抗爭相結合，藉

以呼應全球範疇對於公民生活所構成之影響或效應。

雖然政治和經濟公民能夠聚焦在國家民族、跨國協商和經濟生活等事務

上，但卻無法涵蓋整體社會所存在許多群體受到壓抑、邊緣化或抑制的情況，

且隨著社會對文化群體的平等、尊重和多元有更深刻的瞭解後，社會中要求容

納、承認及包容不同文化群體的期待更加明顯。1976年，聯合國公告的《經

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International Coν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中極度強調此精神，此公約將參與文化生活視為基本權

利，展現其對維護文化權益的高度主張，肯認公民對於自身歸屬的文化和認同

差異，並使其期待的吐會上獲得平等發聲的對待。其次，社會生活的組成須正

視不同的族群、階級和性別之間的差異，故而，訴求不同的群體之間相互承認

和尊重的可能性，以補充政治公民所忽略的文化承認層面，是文化公民的要旨

(林火旺， 1998 ;蕭高彥， 1998) 。亦即，面對複雜族群、背景和文化接觸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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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個體的認同由對於單一國家政府符碼的支持轉進至涵攝不同觀點和立場文

化的認同上( Delan旬， 2000) ，因而個體的文化理解亦顯重要。換言之，在

Peters等人 (2008)所主張的三種公民向度之餘，允當增進文化公民向度，對

於表述全球環境下個體的公民構成面向才能有更完整的圖譜。

在這些情境之下，個體所採取的公民行動，不僅為其日常生活的諸多選

擇或調整，且由於全球層次事物或議題的複雜性，使得個體在進行選擇或採取

行動時，往往需要具備相應的能力(competence) ，才得以讓個體生活順利運

作，並與集體社會有所調節(Biesta， Kwi吭， Lock, Martins, Papatsi恤， Simons， &

Zgaga, 2009) 。因此， Schattle (2008) 在間釋全球公民的實踐時，便將意識

( awareness) 、責任( responsibility)和參與(participation) 視為全球公民所

應該涵蓋的基本素養;而進階素養則為跨文化理解 (cross-cultural empathy) 、

跨國流動 (international mobility) 和個人成就 (personal achievement) 。這些主

張已經跨越了公民權利和義務等形式意義，而進一步訴求公民的實質能力，回

歸至教育場域及教學歷程的職能之際，該如何掌握全球公民培育的內涵與途

徑，的確亟待釐清 (Spring， 2001; Stromquist & Monkm阻， 2000 )。

全球公民與傳統國家公民的表徵上，展現不同的樣貌，其特徵包括連

結、行動、地緣和實踐等面向。在連結方面，對個體而言，全球公民保留其在

跨國規範及身分中生活、工作和旅遊的自由，並藉此滅緩了國家政權的限制，

因此，全球公民較少以法律約束，相對是以連結狀態存在;在行動者的特質方

面，由於其行動目標的差異而有著多元的背景，如全球改革者、全球菁英商業

人士、全球環境管理者、政治意識的宗教人士和跨國行動者等，此雖皆屬於不

同典型的全球公民，但皆可透過草根行動主義 (grassroots activism) 的思維，

自由地傳達出其意志和採取實質行動;在地緣方面，資訊科技的連作使不同群

體和背景者得以突破時間和空間之限制，構成跨國氣結和聯繫網絡，在全球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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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參與和地緣關係之重組下，不同以往的民主參與機制逐漸成形;在公民的

球進展方面，全球化脈絡下之公民權利和義務，愈加形成相似的價值和規

範，例如:對「普遍權利J (universal rights) 的支持、尊重移民者的認同與權

益、正視女性角色的帽起等，使得當探討全球公民的進展時，不同國家、地域

之間具有相互參照之基準。

綜言之，伴隨全球進展與政治變遷並存的複雜現象，如同Held ( 1991 )

所指政治體系的運作不再是以特定民族國家宰制為單一範疇，而是逐漸過渡為

多中心的政治現象。對於各國公民的思想與行動而言，已難固守原有的距離和

疆界，此形成全球層次事務與個體生活有所連結的現質，也引發個體、群體、

社會及國家無從迴避的課題。進一步由教育發展或實施而言，由於全球公民的

養成和資質，直接攸關個別國家之公民素質成熟與否的表現。職是之故，當探

究全球化個體生活實踐的參照架構時，全球公民的論述及其相關教育便提供了

具有前瞻價值的可行選項 (Beck， 1999; Spring, 2001; Stromqusit & Monkman ,

2000; Zgaga, 2009) ，以能夠針對全球化脈絡中公民屬性的變遷做回應，進而

培育足以審度時勢且行止得宜的公民。

參、全球公民屬性與其學習構面

全球公民和相關教育需要在傳統國家公民的養成範疇外，重新考量培育

全球公民所應置諸的視野與架構，以及探索有利於增進全球公民之認知、意識

與質踐等能力的養成途徑和方法。首先，面對全球化所衍生的各種變動、風險

與正義之議題，究竟應如何審視公民屬性的變遷?其次，在相關變動'I育境下，

有關培育全球公民的規劃所指涉的學習構面與相對應的宗旨該如何建構，才足

以掌握培育全球公民的架構和相關理念?此皆有待釐清。鑑此，以下分由公民

屬性之轉變與全球公民教育之學習構面加以闡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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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民屬性之轉變:兼真國家與全球雙重屬性

由前述解析中可以清楚地瞭解，因全球化脈絡下個體生活境況與全球事

務之連結的現象，傳統環繞於民族國家運作並在特定國家領域內履行其權利和

義務的公民界定，有了不同的面貌。Heater (1990) 明確指出，追求世界/普

同主義的實現，是全球化脈絡下的政治公民的嶄新任務;而Held (2003) 則呼

應地主張，固有的民族國家形式已失去其權力構成，因此，當有全球層次的議

題或事件發生時，片面透過民族國家來承擔或釐清其政治後果和責任歸屬，有

其困難之處。回應於此，Beck 、 GiddensWLash (1994) 指出，全球化引發諸

種激烈的 (radical) 、風險的(的ky) 變動情境下，愈來愈多行動者能透過公

民參與或民主行動的途徑，在全球層次針對公共議題表達訴求或採取行動。

對於個別政府或國家決策而言，對外發展上，各國一方面必須促進公民

的國際合作，但同時叉必須穩固其國家與個別公民之間的關係;另一方面，對

內政策施為上，個別國家正處於政治與公共事務的複雜挑戰中，舉凡有關環境

保護、社會福利、教育參與、資訊科技溝通等各項決策，皆暴露在高度風險與

不確定性的情境下，使得國家決策不易，甚至效果不彰。而對於個別公民而言，

則處於龐雜且快速之知識轉變現實，當面對知識傳遞之混雜(hybirdization )

與混合( amalgamation) 現象時 (Popkewi眩， 2000) ，重新強化公民做判斷、調

整或付諸行動以面對各項變遷之能力，愈加重要。相對而言，在公共參與層次

上，各國卻普遍存在公民意識變得薄弱或冷漠的威脅(Ell可dice， 2004; Galston,

1991; Klaassen, 1994; Kym1icka, 2001; Putnam, 1993; Tomey-Pw-ta, 2001) 。

可見，在公民兼具國家與全球雙重屬性的架構下，個別政府或國家提供

給公民的依賴有其侷限，且個別公民面對變動與突發事件之知能亟待提升，此

趨勢使得無論之於集體或個人的發展上，在國家機器運作之餘，更加冀望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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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因應全球層次之風險、危機和衝突之公民 (Zgaga ， 2009) ，因而以培育人

才為職責的教育機構，如何發展具有意識、覺察和實踐等知能的全球公民，便

成為新興且核心的教育課題。

諸多挑戰的確對於公民養成形成相關的難題和不足之處，因而亟待有嶄

新的思考框架來因應。對此，我們可以由國內外公民教育相關規劃與研究中，

看到重新審視公民養成的思維和策略。2002年，英國啟動貫時，性的公民教育研

究 (longitudinal s仙dy in citizenship education) ，對於二十一世紀的公民養成政

策，英國的公民身分審議小組(Advisory Group on Citizenship) 主張公民應該

擁有知識與理解力，且能層次性地對於地方、國家、歐盟、國際層級的當代議

題和社會事件等有所掌握與洞察 (Crick， 1998) 0 2007年，歐洲高等教育領袖

共同簽署《倫敦公報} (London Communique) ， 在公報破題處便指出，高等教

育應具有宏觀目的，包括培養學生做為民主社會的主動公民、職涯發展、個人

發展、具有創建與維持深厚知識的條件和研究與創新，亦即，無論何種背景之

學生，不但可享有公民之權利，也應負起公民之責任何gaga， 2009) 。加拿大

政府之環境部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Canada) 也倡議環境的維護應該成為

公民的構成之一，以避免成為資本主義經濟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附庸，甚至應願

意為生態或環境的做出某種程度的犧牲，以實現全球之環境正義 (Ba句， 2006;

Luque, 2005; Madin, Bowers, Schildhauer, & Jones, 2008; Melo-Escrihuela, 2008;

Szerszynsk:i, 2006 )。

國內學者劉阿榮 (2002 )以臺灣的威權轉型為案例，在剖析公民教育與

公民社會關係時，特別提及思考臺灣公民教育與公民社會時，不可忽視了全球

化( globalization) 與地方化( localization) 相互激盪下，對國家公民意識的衝

擊或解構。另一方面，面對過度分化的地方意識，應在全球化的架構下，檢視

我國公民養成是否能夠回應全球化變遷的需求(陳雪雲， 1999 ;蓋秀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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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顧忠華， 2005) ?藉由上述觀點可以發現，當個別公民同時真有國家與

全球之雙重屬性時，公民教育不應僅止於教導個體認識個別政府制度或憲政原

理等公民權利義務的基本事質(Cogan， 1997; Hicks, 2003; Kubow, Grossman , &

momJ抖， 1998) ，個體尚且需要進一步意識到且能夠回應於全球化脈絡所引發

的爭議和衝突。

職是之故，透過教育機構和教育規劃之途徑，培養真有全球公民之認

知、意識和實踐等知能，增進公民採取現代性反思所秉持的懷疑原則，於各種

突發事件和情況時，重新吸收、組織或修正並做成判斷，以使個體在時空抽離

或社會制度的變動和風險趨勢下，能持續妥切地運作各種生活選擇與歸屬，成

為政治或社會哲學相關學者探求因應全球變動情勢的期待所在( Giddens,

1991; Habermas, 1996; Pieterse, 2004) 。那麼，面對雜然紛陳的各式各樣全球議

題時，全球公民之學習構面應該如何掌握，方能有較為整全的思維來涵蓋全球

化脈絡下個別公民的處境呢?以下由培育全球公民的學習構面與理念等，加以

討論。

二、全球公民教育之學習構面

有關全球化對於型塑健全公民的衝擊上， Falk (1994) 曾明確指出數項全

球公民之意識、認知與實踐能否發展得當的考量依據，包括怎樣引導公民心靈

素質轉變至對於全球永續、和平、正義發展的關切上，以能期待美好的生活世

界;叉如，處於全球化現象的高速進展中，如何力求邁向全球可能的整合，以

開展各國公民具有全球之視野與觀點;叉或，面對地球資源和環境永續發展的

變遷，應如何建立公民具有從整體環境生態的關係網絡，探討自身責任與道德

的素養;而且，在諸多觀念的型塑之後，能否增進個體實踐全球公民並實際採

取行動參與全球事務，亦為關鍵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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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麗華與彭增龍 (2007 )的研究，進一步提出全球觀之課程設計架構，

其學習的面向包括人類價值、全球體系、全球議題與問題、全球歷史、跨文化

的理解、人類抉擇的認識、分析與評價技巧的發展、參與及融入的策略等。此

外，劉秀饅、張秀雄與張佩雯 (2006)亦指出，發展具有公民行動取向的課程

規劃，應該包含四個面向: (一)培育學生具有積極能動的全球公民資質

(active global citizenship) ; (二)能以全球架構 (global scale) 來關懷、思考

與探究各種全球議題; (三)將關懷的潛在能力轉化為具體的全球公民行動，

落實到生活周遭的鄰里、學校、社區，甚至擴及國家或跨國界的範疇; (四)

為解決全球問題盡一份世界公民的心力，增進「世界乃一體、四海皆兄弟」的

人性力量與公民效能感。最終在引導學生於全球化的聲浪中，勇於做積極的全

球公民 (active global citizenship) ，並能在反全球化的歷程裡，成為兼具人道

關懷與慎思的全球公民(陳麗華、彭增龍，2007) 。

Oxfam ( 1997)在規劃全球公民之課程時，認為培育全球公民需兼顧知識

理解、能力、價值觀點，其分別指涉的內涵包括:

(一)知識理解方面:對於社會內外的不公平、不正義有所理解，對於

做為全球公民的相關知識有所掌握，如人類基本需求、權利和責任等;對於全

球化及世界事務彼此之間互賴有所瞭解，如國家權利和政治系統之差異;瞭解

歷史及當前之衝突，以及對衝突的調整和防範;瞭解地球資源是有限的、珍貴

的且非公平地被運用，理解永續發展對全球的重要;瞭解文化和其他社會的多

樣性，能理解偏見的本質與超越偏見的方式。

(二)能力方面:合作和解決衝突的能力、基於理性提出有實效的主

張、能夠對各種資訊和觀點加以評估並做出判斷;能夠挑戰不公平、不正義並

採取適當的行動。

(三)價值觀點方面:看重並尊重多樣性，同情理解他人，能適當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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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具有認同和自尊的感受;相信人類改變的力量;關懷環境和奉行永續發

展;對於社會正義和平等的堅持等，其培育全球公民之內涵廣及公平與正義、

政治差異、歷史衝突、資源永績和多元文化等主題。

從上述國內外學者所陳述之培育全球公民的實施重點，以及Oxfam

(1 997)由學習者能力本位 (learner competence-based) 角度詮釋培養個體成

為全球公民時，就其知識、能力與價值的規劃而言，皆可以看到全球公民養成

所涵蓋的學習子題有其繁複面貌。

而回應本研究在前兩節所指出，全球公民做為個體行動參與，以及公民

屬性兼其全球與國家雙重屬性之現實下，建構同時涵蓋不同層面且能考量在

地、國家與跨國等不同層次之全球公民學習架構，實屬必要。由於全球公民本

身所包含的面向與層面雜陳，若仍以認知、情意或技能做為學習構面，則仍有

侷限於教學原理的範疇而忽略公民的構成面向，叉恐或忽略了全球公民的兼具

國家與全球層次之屬性。因此，為了回應於全球化脈絡下公民的變遷，並能涵

蓋上述國內外對於全球公民養成分析的各種子題，本研究擬由法律面向

(legal) 、政治面向 (cultural) 、文化面向 (political) 及行動參與面向( civic)

(Delanty, 2000) 來建構全球公民的學習構面。更重要的是，此學習構面乃是

回歸至公民之界定，包括其在法律、政治、文化與行動等所涉及的相關層面，

以在前述國內外研究的基礎上，形成足以統攝各項全球公民的學習構面與理

念，統整如表l並說明於後。

全球公民之法律面向關注世界普同主義( universalism) 的議題，以人權

議題、自由民主和環境保護為核心，冒在促進學習者認知到更廣闊的世界，能

以國際社會成員的立場檢視和處理問題，尊重與捍衛人權，追求共有區域的永

續發展，如《世界人權宣言》或《京都議定書〉中所建立的共同準則。而在全

球公民的政治面向，此不同於國家脈絡下的政府治理，而是全球脈絡下之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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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 全球公民之學習構面與其宗旨

學習構面 理念追求

法律面向

政治面向

文化面向

行動參與面向

難
鬥
U

Z
冷
1

自
貝

動的

義
理
義
次

主
治
正
層

同
球
會
球

普
全
社
全

結構瓦解與重建、世界人口的快速膨脹、女性社會角色掘起等變遷，使得傳統

以個別國家為脈絡的公民養成思維存在侷限 (Ke汀， 2000) ，故而全球層次的治

理日漸浮現(governance) (Held, 2003) ，這也使得全球公民培育之視野和價

值形塑，需要提升於全球情境中加以建構和開展。

而文化面向之全球公民，以社會正義為念，旨在反省文化霸權與殖民主

義的損害，重新檢視跨國之間的人群與文化移動，以及移動過程所存在的排除

( exclusion) 或納入( inclusion) 之現象，強調不同社會、政治及宗教體系之

間的寬容，訴求多元文化論，個體願意以非暴力的方式解決衝突( Winn,

2005)。行動參與面向之全球公民，旨在關切全球層次之公民社會運動形式與

場域的氣結，不同於往，當前公民之社會運動真有引發跨國非政府組織之間聯

合與運作的機會，甚至在全球層次動員主動參與的公民社會運動者促進全球公

民之動員和影響，由地方、國家乃至於延伸至國際層級，如世界八大工業領袖

國聯盟 (Group of 8) 舉辦高峰會時反對者的抗議示威、綠色和平組織(Green

Peace) 對於環境破壞的抵制等，個體認知自身處於全球體系中，且願意主動

參與其公民角色和責任，採取行動維護世界和平與公正。

面對公民兼真圓家與全球雙重屬性，以及指涉公民之法律、政治、文化

及主動參與等學習構面，全球公民教育調整和檢視相關教學實踐理論顯得愈加

迫切。 Beck等人( 1994) 主張，在全球化脈絡下，應增進個體藉由實踐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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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形成某種得以與全球化環境認識、對話、適應和展演的學習機會與能力。

而Usher 、 Bryant與Johnston ( 1997)主張，建立學習者的「自主 J (autonomy)

和「賦能J (empower) ，才能幫助學習者從混淆走向有效、從抽象知識走向經

驗知識、從被動接受走向意識覺醒、從壓迫走向解放等進展。且為了達成各類

學習目標，唯有拋棄傳遞學習者給定(given) 知識的教學取徑，轉而將學習

者視為主體(ontological) 對象，並且立基於社會文化脈絡來建構(socio

culturally constructed) 學習者的學習歷程，才能夠有效地因應社會文化脈絡的

變動。

肆、全球公民教育的教學實踐

透過全球公民教育增進學習者認識與掌握各種議題和爭議，進而具備解

決全球層次衝突能力，則在教學論上應有層次性的思維和實作。此全球公民的

學習涉及兩個層次的課題，其一是如何將全球公民的各項概念傳遞給學習者;

其二是如何從知識型的全球公民提升其能力至行動型的全球公民。承前所述，

全球化脈絡下，公民之養成或學習目標已突破原有的國家公民之侷限，而引導

學習者將自身的覺醒、責任和關懷延伸至全球範疇的視野，進而認識、參與並

反思全球關連的各式思維、現象、議題與價值，有其挑戰;而以套裝知識養成

之公民認知、意識或行動，恐難以培育全球公民此仰賴個體自主判斷與採取行

動的資質。相對於此， Usher等人( 1997)所倡議之經驗學習( experiential

learning) 的教學實踐，因其將學習者的自我(self)視為教學的關鍵起點，並

且強調其主體的實踐 (practice) 歷程，其論述與本研究探討之全球公民屬性

的轉變，以及亟待增進學習者回應全球化變遷與風險之知能的強調，在思維和

實施上具切合和對應之處。以下擬由經驗學習相關論述來解析全球公民教育之

教學實踐的構成與內涵。再者，全球化脈絡下持續的風險與變動，導致個體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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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不確定狀態，個體除了賦予其經驗學習之外，能否突破僵化和固有的思維和

生活決定，重新調適與選擇並採取積極行動，便需要啟動反思學習，以獲得從

後設認知角度洞悉事物和現象之能力。為了能有更可參照的範例，本節將再以

大學生的學習，採「全球貧窮」議題加以舉隅，系列性地呈現經驗學習與反思

學習的教學實施範例。

一、開展經驗學習

前述提及教育部已提議「全球關連」的學習，並且制定能力指標。但依

董秀蘭 (2006 )對我國推動實況之分析指出，在18項「全球關連」能力指標

中，有14項能力指標屬於知識類， 1.5項為能力類， 2.5項為情意類，至於行動

能力的培養則付之闕如。事實上，提供個體在行動、活動和實踐的基礎，更是

培養全球公民之方針。那麼，有關全球化脈絡下學習者如何展開其學習呢?

Usher等人( 1997)分別由批判經驗、自省經驗、職業經驗及生活風格經驗等

揖習向度切入，並架構出全球化脈絡下個體經驗學習的關連圖，如圖l所示。

(一)批判經驗的發展

個體透過系列性的教學歷程，增進個體擺脫特定的或者官方的知識框

加，並能對自身經驗的形成歷程有所瞭解與認同(Giro間， 2003) ，故而批判經

驗期由學習轉化的途徑，增進個體對於社會現象與變遷的體認，也就是運用社

會脈絡知識，以抗拒政治宰制。在批判實踐的實施上，並非僅限於由經驗引導

知識之形成，相對地，學習經驗本身即為知識之建構歷程(Gustavsson ,

2002)。當全球公民面對社會情境的變遷時，其知識學習目的並非為了服從於

官方知識或特定權力，而是回歸至在地脈絡中運用知識、解放知識，進而使得

個體的學習經驗能夠與在地情境或脈絡有所連結，甚至透過學習歷程進而抗拒

傳統的教育控制，力求透過學習歷程以重新尋找自我與他人的社會關連，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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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 l 全球化脈絡下個體經驗學習的關連圖

資料來源:修改自 Usher， Bryant, & Johnston (1997: 106) 。

藉由專業途徑對社會現象發聲，以達成社會改造的作用。

近來，大學校院以服務學習 (service learning) 為途徑，引導學生進入不

同的社會場域中，應用自身專業知能至具體生活情境，此種經驗為本的學習途

徑，對於全球公民之學習和培養，亦有參照價值。以人權課題的學習為例，其

目標並非單純地認識法律條文，而能經由直接接觸及服務弱勢群體的經驗，將

自身所學投注於社會結構的調整或革新。例如:國際志工進入特定國家或區域

內施展所學，反而能夠更深刻認知與體悟不同國家和地區發展之差距，學習者

也能藉此實踐歷程，將對弱勢關懷的態度轉化為社會行動的效益。

(二)自省經驗的內化

自省經驗強調個體自我的改善、發展與調整，並能積極建構主體之認識

及行動歷程 (Ranson ， Rikowsk.i, & Strain, 2001) 。透過自省經驗途徑，形成個

體自我經驗之再現，以持續不斷地進行外在經驗與內在自我之間的檢核，尤其

處於全球衝突和爭議不斷的社會脈絡下，自省經驗更能發揮其調和作用。可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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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我國全球公民教育的賞施上，一般教師甚少在課堂中觸及全球爭議的核

武擴散、難民、世界貧富懸殊、基因倫理等問題，因而學生對全球危機的認

識，反而不如對國際組織的機械式記憶(董秀蘭，2006 ;劉美慧、董秀蘭，

2009) 。

Schattle (2008) 論及全球公民應真備跨文化理解( cross-cultural

empathy) 時認為全球公民的跨界接觸為必然趨勢，跨國、跨種族、跨域和跨

族群的交往等已是普遍的社會面貌。而對於在全球化處境下，差異文化之多樣

性和遺產所遭受的衝擊，全球公民能否從局外人 (outsider) 移轉至局內人

( insider) 的目光來思辨，特別適用於跨文化的衝突化解上。再者，面對不同

群體之間的衝突如何訴諸和平解決的途徑，亦是全球公民不同於傳統國家公民

之處。以巨觀的國際衝突為例，如迦納走廊 (Gaza Strip) 中以色列、巴勒斯

坦和土耳其等國的爭議，或以微觀的個別國家內之差異族群互動經驗為例，如

比利時境內法語區和荷語區之間的權力消長等，皆是全球化脈絡下新興的公民

資質之挑戰。進一步言之，究竟應如何透過教學實施賦予學習者衝突解決的能

力?

大學校院機構對於質踐「全球公民J (global citizenship) 之教學不在於給

島生特定的知識，而是以講座(lecturing) 形式，開啟學習者具公共性的眼

界，強調教學轉化的運用，激發學習者將思考歷程延伸至公共事務上，建構大

學校院做為公共匯聚 (public gathering) 特定議題、事務或價值之場域

(Masschelen & Simons, 2009) 。如 ~Hart ( 1992)所提議之「參與階梯」

( ladder of participatory)的階段性發展，可做為內化自省經驗學習的教學實施

參照，此教學實踐的運作依序為:進行分組、以活動形式(如音樂、舞蹈、)瞭

解議題、模擬公共論壇、扮演提供意見的角色、規劃活動、發展宣傳方案、形

成解決特定問題之方案等，主要實施原則為將課室的主導權，逐步由教師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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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學習者，讓學習者從被動的課堂參與進展為主動選擇學習內容的決定者。

(三)職業經驗的預備

由於增進個體融入社會並獲取生活技能，亦為教育目的之一，因此激發

個體瞭解市場趨向的動機，並持續改變自己以適應於社會經濟環境，亦為全球

公民所需真備的知能。由於經濟和市場環境的變動與教育體系的調整之間具有

相互作用之關係'而全球公民能否在經濟生活真有自主能力，也是重要的指

標，因而以實用技能為本的職業經驗便成為個體經驗學習的第三向度。這個看

法呼應了Habennas (1989) 、 Keane (1 984) 和Welton (1995) 等主張個體在公

共領域生活的參與上，應該仍注重經濟生產(production) 的必要性。

而職業經驗學習對於全球公民立足於全球情境的作用為何呢?事實上，

處於全球資本主義的作用下，公民個體在社會中的經濟生活自主，既是權利也

是義務，且此一責任與義務具有濃烈的公共意義。依據2012年8月 12 日聯合國

公告之《消逝的才智與夢想:失落的一代之危機} (“'Lost Generation" of

Squandered Talent and Dreams) (Ban, 2012) ，特別強調青年在經濟結構中的不

平等與缺乏適才適所的快速擴散，其衝擊程度已經構成了全球層次的高度風

險。叉如，由於個別國家經濟疲弱，青年失業率高居不下的壓力(如西班牙大

學畢業生遷移至德國就業、臺灣所有年齡層的失業率以青年失業比率為最高、

日本社會對「啃老族」的憂慮等)，使得青年跨國尋職的趨勢更加廣泛。此亦

反映在我國 r 102至 105年度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之徵件中(教育部，

2012) ，特別強調「落賞專業課程與實務、產業及社會發展趨勢連結，妥善規

劃實習制度或實務經驗課程，以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J '將學生能否順利地由

教育轉銜至就業視為核心挑戰。此亦可對應於Usher等人(1997)建構全球化

脈絡下的經驗學習時，將職業實踐視為重要環節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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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活風格經驗的選擇

生活風格的展現係個體表達對身體、衣著、談吐、休閒生活、慶典等自

我風格之決定，或對個人生活規劃的夢想、欲望和想像，並且持續地藉此建構

自我意象和嘗試發展人際互動關係的歷程 (Usher et aI., 1997; Worpole, 2002) 。

這個學習質踐向度的經驗，主要琨繞在個體在日常生活中進行各種決定、回應

或選擇 (Jensen & van der Ve凹， 1996; Johnston , 1999) ，型塑出更清晰的自我形

象和認同，讓個體持續地獲得賦權(empower) 之學習和演練，進而可以在繁

複的全球生活脈絡下做出適當的選擇和判斷。

以全球公民的生活選擇和自我實現而言，生活風格經驗的實踐其學習的

目標，冒在彰顯個體之表達和選擇的能力。舉例而言，當面對全球化脈絡下環

境和氣候變遷的惡化，個體在回應環境保護上，便可能在生活中為了實踐節能

減碳而改搭大農運輸系統，或為了生態維護而選擇旅行哩程數較低的在地食

材，或支持地方小型工藝作品而非跨國壟斷之品牌等，這些事項的決定的累積

作用，營造個體架構出因應全球化變遷之生活樣貌。

質言之，在面對全球化社會變遷下，個體從不同的經驗學習向度開展其

經驗，亦即個體透過批判、自省、職業與生活風格等歷程，既豐富自身的知能

與德行的培養，同時增進個體形成某種面對全球化動態且複雜轉變境況的知

能。值得特別說明的是，在圓l 中， X軸線旨在凸顯經驗學習歷程中，生活風

格實踐與自省實踐以追求表達為目標，在批判實踐與職業實踐方面則以能加以

應用為目標 ;y軸線則旨在凸顯經驗學習歷程中，批判賞踐與生活風格實踐方

面以追求自主為目標，但在職業實踐和自省實踐方面，則某種程度上學習者需

要具有調適的能力。此四個象限之教學實踐的充分整合，開展個體的經驗學

習，進而型塑因應全球化脈絡變遷的認知、意識和行動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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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歐動反思學習

當Beck ( 1999) 考察與評估整個全球化社會脈絡可能誘發的各式危機

後，他將教育個體視為面對全球化的因應政策，主張學習必須使人能掌握自己

的生活，學習者能理解和處理跨文化溝通與衝突的困難，避免落入狹隘的思維

中。亦即，若個體能主動做出覺察、決定、選擇或反思時，那麼，我們較能期

待個體之調適及應變。

從教育目標而言，全球公民之覺察意識的養成，有賴於教學論的途徑切

入，提供學習者直接面對諸般風險爭議，乃至於災難的情境，因此，由強調

「學什麼」的起點進階至瞭解「為何學」愈加根本。換言之，教學論的運作需

具有某種程度的後設認知( meta-cognition) 屬性 (Lewis， 2006) 。如同

Edwards 、 Ranson與Strain (2002) 和Beck等人( 1994) 皆指出，全球化脈絡下

的學習歷程，應以追求啟發學習者的反思性(reflexivity)為目的。透過系列

性的學習發展階段以促進學習個體的具備反思性，包括: (一)認知

(recognition) :初學的/知道的;(二)反省(reflection) :藉由實踐的參與而

分析/理解; (三)反思( reflexivity) :後設認知分析與認知基模轉化等。

由於處於全球性風險之持續性狀態，故而全球化脈絡下反思性的連用日

益重要，因為學習者在認知現實條件之後，尚須從現況中看到結構或外在限

制，並且能從自身行為或態度中做出調整或對抗的決定。特別涉及貧窮、族群

衝突、資源競逐、生態環境、科技危機等風險，其損害的程度與責任的歸咎與

補償難以單純地辨識，公民實踐的場域已經超越了固定的政治和社會範閣。因

此，傳統的專家知識體系已難以全面或有效地提供解決策略，某種程度上，迫

使個體對於全球化脈絡下社會生活的變遷，隨時應有相應的覺察和意識

(Giddens, 1991 , 1992) 。質言之，在全球連動網絡中，個別國家之公民成熟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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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不但是屬於國族政治場域之內的法治與法制意義的實踐，且將連結至全球

層次之判斷或行動 (Kymlicka， 2001; Lister, 2002; Plummer, 2003 )。

針對全球化下公民資質的學習，漸有反省的聲浪，國內學者發現仍有多

數教師將幫助學生複習重點的問答法視為討論教學，亦鮮少實施批判思考教

學、問題解決教學或案例教學，使得社會領域的課程實踐淪為灌輸本位而非協

商本位( deliberation-based) ，因而難以發展具備批判思考及行動能力的世界公

民(董秀蘭， 2006) 。令人憂慮的是，在變動與風險並存的全球化脈絡下，全

球公民教育若不能具有反思性，則對於公民素質之養成，恐為明顯且嚴重之空

缺。

對照於我國全球公民學習的深度不足現象，Pike與Selby (2000) 在《重

新連結:從國家到全球關連> (In the Global Classroom 2) 中主張，全球公民

的養成歷程應增進學習者對全球和在地的公民角色有所覺醒。特別的是，這裡

所指的公民覺醒，不但包括學習者透過後設認知分析和基模的轉化，以重新認

識社會變遷後的各種價值和現象，更強調個體依據個體自主、自決、平等、反

思等原則，進而對於自身所處的生活或人際關係予以重新評價與選擇行動

(Giddens, 1992) 。為了落實此目的，教學歷程必須啟發學習者運用反思學習

之方法論，多方應用嘗試和演練的學習歷程，當面對混雜、變動、風險和不確

定性的生活情境，學習者足以對自然、制度、規範和環境之各種突發或新興事

件等，啟動其懷疑的敏銳度，勇於重新選擇和調整，並有付諸行動的實踐。

三、全球公民教學實施之舉隅

藉由前述各個提供給學習者經驗學習與反思性學習之歷程，幫助學習者

採取行動與反思事件意義之知能，進而型塑個體自我認同和做成自我生活選

擇。為了凸顯不同經驗學習和反思性學習之運用，下述以大學生學習「全球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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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議題為例，呈現各個經驗學習與反思、學習的教學實施上，其學習向度、子

題內涵、教學實施與學習目標的系列規劃，詳如圖2所示。而且此教學實施的

操作須避免以單一的講授形式進行知識灌輸之教學實施，乃是運用探案實況、

蒐集資料、找出解決方法、反省思考等學習機會，將遠端的、抽象的全球議題

連結至學習者的生活情境，促成學習者瞭解全球化和自身生活的關連脈絡，並

獲得選擇和行動之依據。

學習向度 子題內涵 教學實施 學習目標

~

t件L 貧窮 呈現個別洲域、地區、國家和地方貧窮影像，將各個地域 意
判 』→ 的面貌

片，
的貧窮現象與自身所處國家、地區和社區進行對照，釐清

.--
識

貧窮與非貧窮者生活狀態的差異現象為何?

一
~

自 貧窮 針對基本人權的落質和不足之處，藉的模擬遊戲和角色扮 內

省 』→ 的持續
片﹒

演的途徑，提供學生演示處於全球化l虹幟下的社會結秘性 化
擴散

之貧窮者，其所遭遇的障礙和突破的困境為何?

一
~

一」

職 貧窮 分別參訪跨國企業和地方小錢工作者，除解不同的職業型 變
業 』→ 狀態的終 f-+ 態者經濟生產模式的差異何在?面對面訪談結構性失業 動 反

結 者，瞭解收入減少的衝擊和再就業的挑戰為何? 思
L....自- 4性

~

生 非貧窮者 發展瓶蓋食衣住行育樂之「生活選擇清單J .去日飲食習慣 選
活

片→
的日常生 -. 和份盔、衣物的真貫價值和炫耀性質、交通運輸的使用習

←一一
擇

風 活選擇 的等，提供學習者思考相對於處在絕對貧窮線以下者，應
格

該有所取捨之處為何?

一
戶--

反 非貧窮者 發展議題研討小組，探究「努力出頭天」此俗諺，對於處 行
，田D、 對於貧窮 於絕對貧窮線者能夠有效用嗎?探討個別群體或閱家的 動

與
-一一.

者處境惡
一... 富裕累積，可能係來自於對某些群體或地區的剝奪或剝削 ←一 ←一一一一問

化的影 現象，分析此現象的肇因和運作機制﹒

題 響，及可 透過系列性學習經驗，由學習者發展解決貧窮者處境的行

解
採取之行 動方案，如移地服務的學習、環境的維護、公共的責任、

決 動選項 正義的質錢、國際奧援的參與等﹒

一

圖 2 全球公民學習之教學實施架構範例

綜而言之，藉由經驗學習與反思學習開展適當的教學主題後，從教學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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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歷程規劃多方的途徑和方法，增進學習者連結自身生活經驗至全球脈絡的學

習機會，而各個經驗學習與反思學習皆有其教學目標，應加以達成;最後，則

由反思學習對全球議題形成整體的認知和意識，並能持續地進行重新評價與行

動。

伍、結論

知識社會學和教育社會學的相關論述皆指陳，教育或知識的變遷，向來

就不是處於真空的社會狀態，因而學習總是不斷地受到社會趨勢、情境的牽引

而有嶄新的面貌。同樣地，當前教育發展亦不能自外於全球化脈絡所帶動的各

種議題、挑戰、風險或責任。如何藉由教育和學習的歷程，讓學習者能夠深切

肯認自己做為全球公民的角色，此係公民教育無可迴避的課題，而在思考未來

變遷時，建構較為清晰可循的教學質踐之可能取徑，亦愈發重要。

全球化此一複雜的社會變遷歷程，影響著全球與地方、衝突與合作、機

會與風險，面對國家權力與全球進展並存的複雜情境，從所引發的個體生活與

全球效應之連結上可以看到，個體主動地(或被迫地)關涉至全球化的發展歷

程，而此乃本研究由全球公民為起點進行探討的關懷所在。藉由教學實踐的分

析，闡釋當培養在全球化脈絡下具備社會能動|生之個體時，應依循經驗學習和

反思學習等向度增進學習者之全球公民的認知意識與實踐之成熟，值得正視此

轉變，並以教學論為取徑，以增進學習個體的知能和價值。

在實務進展上，相較於積極發展全球公民教育施為的國家而言，我國仍

值得努力之處在於，透過教育途徑培養個體成為全球公民時，應漸漸地由認知

和規範導向逐步轉進至關注學習者經驗與反思的能力表現。也就是基於覺察到

這樣的限制，本研究在剖析全球公民的表徵與現象後，特別指出以經驗學習為

基礎的教學實踐，期能酒蓋學習者在批判、自省、職業和生活風格之經驗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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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並且深刻地化為持續檢視和反省的反思學習，藉此讓學習者在全球公民的

學習上具有清晰之層次性與對應至公民屬性的變遷。

最後，由於本研究著重透過理論分析取徑，探討全球公民教育與其教學

實踐，因此，僅以全球貧窮為議題，採大學生的學習為例加以舉隅，尚未更深

刻地探討特定教育層級的發展情形。事實上，國中、小學或大學校院的全球公

民推展，應各有其特殊與著重之處，而且也可以針對特定的議題，如生態、文

化、社會正義等，規劃不同的方案或實施策略。再者，我國此類議題的實徵證

據或研究也亟待更多探究，尤其臺灣能否從根本檢視自身社會情境脈絡中的教

育意義，釐清自身發展經驗並據以建構價值觀點，仍有進展的空間，皆尚待後

續多方延伸探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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