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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脈絡下的師生互動與關係再造：
Paulo Freire 的解放教學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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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摘要
全球化是一種世界互動的現象與過程，在這種動態而複雜的互
動中，生處於全地球的人都難以逃避彼此間的交互影響。在全球化
的作用下，社會和個人所面對的變數愈來愈多，不確定性愈來愈
高，價值的爭議性也愈來愈大，人們似乎也很難用固著而單一的思
維面對這個巨大的潮流。在可預見的未來，全球化的衝擊將會持續
進行而永不停歇，它將帶來危機或是轉機，端看社會與個人如何因
應，並培養足夠的能力來面對。
就教育的歷程來看，教室即是社會的縮影，師生關係即是人與
人關係的建構，師生是共同生活在似曾相識卻又變動不居的地球
村，每天都要面對許多來自社會內部和外部的挑戰。面對全球化帶
來的文化互動與權力競合，教師與學生如何面對全球化與衝擊，發
展跨文化議題的處理能力，破除全球化可能帶來的霸權文化壓迫和
宰制，乃是當前教育的重要課題。本文以 Paulo Freire 批判教學論
的解放教學觀點，探討在全球化脈絡下師生關係應有的轉化，突顯
教師在全球化思潮下，對話互動與民主實踐之重要意義。

關鍵詞：全球化、師生互動、批判教學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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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dagogy Perspective
Ren-Yen Tang
Associate Profes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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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lobalization is a dynamic and complex process and phenomenon
of human interactions, and people in each social context inevitably feel
the impact of such mutual contacts. With the effect of globalization
getting stronger, humans encounter a greater level of uncertainty and
their values are challenged by a greater level of diversity. It is thus
difficult for humans to face the trend of globalization with a fixed and
unitary value system. In the future, it is foreseeable that globalization is
unabating and ceaseless. Whether globalization brings chances or crises
depends on how well individuals and society are able to respond to it.
Since education is a reflection of society, it cannot escape from the
influence of globalization. Teachers and students socialize in the
continually-evolving global village and face the challenges that emerge
from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their own life circle. Confronted wit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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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quency of cultural interactions and the confusion of power
competition, the crucial issues for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focus on
how to face 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how to enhance the capability
of dealing with intercultural issues, and how to dismantle the dominion
of cultural hegemony and oppression. Situated in Paulo Freire’s
dialogic

pedagogy, this

article

address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eacher-pupil relationships in the global era and highlights the
significance of achieving dialogic pedagogy and actualizing democracy
in an educational setting.

Keywords: globalization, teacher-pupil interaction, critical
pedag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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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全球化（globalization）是一種世界互動的現象與過程，在這種
動態而複雜的互動中，生處於全地球的人都難以逃避彼此間的交互
影響。在全球化的作用下，可以看見「距離的消失」與「疆界的毀
壞」，使得人與人之間接觸的機會更加頻繁，利益關係也更加休戚
與共。在全球化思潮與過程的推波助瀾之下，帶動了一種超越國
界、種族、文化的社會關係與文化現象，一個社會的文化價值觀點
再也無法故步自封，也必然會受到世界各國文化的衝擊和挑戰。但
在政治、經濟、文化的交相激盪和影響下，也使得社會和個人所面
對的變數愈來愈多，不確定性愈來愈高，價值的爭議性也愈來愈
大，產生種種的互動型態與樣貌，也可能帶來文化間的連結與交互
傾軋。在可預見的未來，全球化的衝擊將會持續進行而永不停歇，
它將帶來危機或是轉機，端看社會與個人如何因應，並培養足夠的
能力來面對。
就教育的歷程來看，教室即是社會的縮影，師生關係即是人與
人關係的建構，師生是共同生活在似曾相識卻又變動不居的地球
村，每天都要面對許多來自社會內部和社會外部的挑戰與衝擊，面
對全球化帶來的跨界轉換、文化互動與權力競合，教師與學生對於
跨文化經驗的理解，以及處理爭論議題的能力更顯得十分重要。
再深一層思考，當前以資本主義思想為核心而發展出來的全球
化歷程，透過跨國性經濟活動，結合了現代性的啟蒙思維與文化活
動，蘊含全球一體而同質的意識傾向，其更結合了以政經利益為本
的擴張主義，很可能遂行其霸權價值的文化支配，並帶來更為嚴重
的壓迫的問題。面對全球化追求普遍同質化可能帶來的霸權宰制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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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迫，如何在教育歷程中，藉由相互對話與民主互動的實踐中，創
造更理想的師生關係，彰顯社會文化的異質多元與相互辯證，進一
步尋求破除壓迫的解放力量，是當前教育的重要課題。
就此而言，巴西教育思想家 P. Freire 主張以動態辯證的思考理
路，來面對霸權文化可能帶來的壓迫和宰制，重新思考人、世界與
知識關係，建立一種對話的、批判的、創造的教學歷程，相當適合
用以思考全球化脈絡下應有的師生互動與關係再造。因此，本文乃
從 Freire 的解放教學觀點切入，省察其看待教育歷程中各種關係連
結的動態辯證觀點與實踐作為，俾作為發展面對全球化複雜議題能
力之基礎。
本文先從整體面探討全球化的概念意涵與形成動力，分析其面
貌與特色，再深入闡明全球化歷程中的文化互動與權力競合，進而
釐出全球化脈絡下的教育思考應關注的議題焦點，並聚焦於主體意
識與批判能力的展現，最後再從 Freire 批判教學論的解放觀點切
入，探討在全球化脈絡下師生關係應有的轉化，突顯師生對話互動
與民主實踐的重要意義。

貳、全球化的概念意涵與特質
全球化常用來指稱當代世界的特徵，它其實不是一個新的現
象，全球化也許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黎明時期即已存在，但近年來卻
更加深刻地影響我們的生活方式，使得在地球上生存的每個人都難
免受到全球化論述（discourses）的衝擊（Giddens, 2000; Schirato &
Jen, 2003）
。為了掌握全球化的意義與特質，以下針對其概念意涵、
形成動力與面貌特色分別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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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化的概念與意涵
全球化是一個被廣泛使用的語詞，但其意義卻相當含混，這個
詞彙並沒有一個簡明或廣為接受的定義。有人認為全球化是一種社
會過程，在這種社會過程中，地理因素對於社會與文化安排的限
制，正在逐漸消褪；有人認為全球化是一種疆界的鬆動，使得身處
各地的人們相互依賴性增加（Schirato & Jen, 2003）
。事實上，不同
的學者對於全球化概念的認知有所差異，其所強調的重點與看法也
不盡相同，從武文瑛（2004）所歸納的各家學者對全球化概念的所
置重點與看法，可以一窺全球化概念的核心意涵（參見表 1）。
表1

全球化概念歸納表

代表人物
所置重點
看法
著重在「改變」 全球化是全球資金的移轉、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
T. Brown
M. L.Cattaui 的過程
國際生產與交換服務機會的更新等
全球化包含政治、經濟與文化的大規模轉換，其範
強調大規模的
S. Sassen
疇與面向較全球主義為廣，且兩者是存在著對話的
M. Waters
轉換
關係
除關注「轉換」
全球化是經濟、文化與政治的轉換、再次形塑與再
R. Robertson
外，也重視「全
M. S.Gertle
次運作，藉以產生一個更為整體的世界
球意識」的強化
全球化指的是在跨國行動者及其權利的機會、取
著重於國家主
向、認同和網路運作之下，民族國家及其主權受到
權自主權力的
U. Beck
打壓及穿透的過程。若全球化被認知為經濟上的強
展現
勢入侵時，寧可稱之為「全球主義」
（Globalism）
著重科技革新
全球化可視為是藉由傳播科技快速革新與市場交
所引致時空壓
D. Harvey
易型式的改變，所引發時空間的壓縮現象
縮的過程
D. Held
強調擴展範圍 全球化是各種社會關係與處置措施等空間性組織
A. McGrew
、強度、速度與 的轉變，是跨越洲際或橫跨區域的行為、交流、互
D. Goldblatt
衝擊影響
動網路與權力運作的一種過程
J. Perraton
資料來源：武文瑛（2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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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列各家的重點與論述可以發現，全球化的概念彰顯出一種
大規模改變與轉換的過程，它突顯出全球社會在時空壓縮下的相互
依賴，透過遠距離的快速傳播與交互連結，在跨越洲際或橫跨區域
的互動網絡中，各種社會關係與處置措施有了極大的轉變，其間更
蘊含政治、經濟與文化的權力運作與形塑，在全球化的歷程中，一
個更為整體的世界正逐漸形成。

二、全球化的形成動力
如前所述，全球化並非新的現象，但它在當代世界中表現出來
的形式，在質與量方面均與過去有鮮明的差異，其快速發展的動
因，實與當代社會的特質與變遷息息相關。事實上，全球化的形成，
並非單一事件或因素所致，而是一種多元複雜現象所產生的結果
（廖春文、江鴻鈞，2006）。一般認為，資訊傳播科技的更新、資
本主義的擴張與交通運輸工具的發達，被視為是帶動全球化快速進
展的重要力量。
從 1980 年代開始，隨著網路與通訊科技的進展、交通運輸工
具的進步，再加上冷戰時期結束後，跨國企業紛紛建立，經濟資本
在全球市場中無限制地流動，使得國家與國家、區域與區域、甚至
個人與個人之間，有了更頻繁的交流。當全球成為一個彼此距離接
近、各方資源共享的「大社會」後，全球化的樣貌於焉成形（林海
青，2003）。尤其在資訊與傳播科技和資本主義的推波助瀾之下，
整個世界在時間、空間形成一種壓縮，進一步造成社會關係上的連
結與互相依賴，此種壓縮使得國家疆域界線逐漸變得模糊，導致政
治、經濟、文化等面向逐漸朝向跨國的同質性與聚合趨向，使得全
球一體的意識也受到強化（洪雯柔，2009；Harvey, 1989）。Giddens

8○教育學誌 第三十三期

（2000）更指出，打著啟蒙與進步旗號的西方「現代性」
（modernity）
思維，透過跨國企業的經濟活動，結合相關的文化活動，加速助長
了全球化現象。
據此，我們可以說，全球化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中，透過多種
主客觀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在傳播科技、資本主義與交通運輸工
具發達的驅動下，世界各國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進行大規模
的交流與轉換，使得彼此的影響與依賴加深，全球化思潮透過跨國
性經濟活動，結合了現代性的啟蒙思維與文化活動，加速及助長了
全球一體而同質的意識傾向。

三、全球化的面貌與特色
在疆界趨向開放的情況下，全球化帶來各層面的改變，廣泛地
顯現在政治、經濟、文化各個面向上，而且各個面向間更有其互動
相 依 的 關係（ Appadurai, 1990; Giddens, 1990; Robertson, 1992;
Waters, 2001）。以跨國性經濟為出發的全球化風潮，不僅使得全球
不同地區人們的經濟生活更緊密連結與互動，它的影響力更延伸到
社會、政治、科技、環保、生態、人權、疾病及廣義的所有人類的
活動，是名符其實的文化全球化；全球化不僅改變了人們對歷史、
地理、時間、空間的傳統認知，更進一步重繪（remapping）世界版
圖（莊坤良，2001）。
在全球化的作用下，一個連結各種空間的巨幅網絡正在形成，
在時間和空間壓縮的狀態下，有人看見地球村逐漸成形，有人感受
到世界是平的，或宣稱無國界世界的來臨；由於資訊和資本的傳輸
速度增快，人與人之間的接觸更加頻繁，利益關係更加休戚與共，
各國社會的臨近感與緊密度大幅增加，生活型態高度呈現跨域和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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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樣貌與特質（譚光鼎，2010；Robertson, 1992, 1995）。
Appadurai（1990, 1996）分析全球文化的跨國流動現象，認為
全球化深入人類生活世界的各個層面交互運作，並展現在五種面貌
上：（一）族裔面貌（ethnoscapes）；（二）媒體面貌（mediascapes）；
（三）科技面貌（technoscapes）；（四）金融面貌（financescapes）；
（五）意識型態面貌（ideoscapes）。依據 Appadurai 的觀點，文化
全球化不僅是透過媒體、訊息和技術的交流來達成，更在價值、觀
念和信仰層次上運作。由於人口的加速流動、科技的跨界分享、資
本的全球轉移，再加上媒體的訊息製造與散播能力，使得想像與現
實的界限愈發模糊，進一步激發人們對跨界流動的渴望。再加上不
同政治觀念意識型態的跨越國界與交互刺激，邊界地域的思維不斷
地被突破和擴展，全球化也更加佔據人類生活的各層面。在族裔、
媒體、科技、金融、意識型態這五種層面的跨國流動下，文化超越
不同國家民族、不同意識形態之間所存在的分歧，打破地域和種族
的限制，多元的世界被全球各地的個人與團體，藉由歷史脈絡下的
想像建構起來，突顯出全球文化的高度流動與複雜面貌。
全球化所彰顯的各式流動現象，不僅打破了傳統地域的邊界觀
念，也開啟人類生活的新紀元。隨著各式高階與低階勞動人力的跨
國移動、平面與立體傳播媒體的全球性影響、電子科技網際網路的
蓬勃發展、國際跨國公司的資本流動、後殖民移民風潮所帶來的文
化雜化與新生、觀光旅遊等不同生活經驗的交融、跨國結盟的環保
意識高漲、高速交通工具的普及使用、與來自世界各地的異文化商
品佈滿百貨架上，這些現象都構成全球化世界的特色（莊坤良，
2001）。
為此，在邁向全球化的過程中，人們的生活空間不論是公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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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私人的，都面臨重大的轉變。如全球市場的形成及經濟政策的同
質化，帶來以全球市場為佈局的經濟發展趨勢，而民族國家因為跨
國組織與企業的形成，導致權力與功能的削減，進而造成國際間「中
心─邊陲」關係的改變，全球化也促使消費文化席捲全世界（洪雯
柔，2009）
。全球化藉由政治、經濟全球化及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
影響文化發展朝向齊一性、 同質化，再加上消費主義的商品邏輯
主導文化發展方向，使得全球消費者幾乎同時消費同類的流行商
品，致使大部分的人民均有類似的文化生活方式與經驗（楊深坑，
2005）。由此可以發現，全球化現象突顯出以利益追求為尚、跨國
化、同質化、相依性的特色，也顯現出國家力量的退縮、全球與地
方的雙元交錯、知識經濟的崛起和更多元的集體認同等特徵（張樹
倫，2008）。
綜合本節所述，全球化是一個用以表達地球村形成的歷程、動
力與作用的複雜抽象概念，全球化突顯出全球社會在時空壓縮下的
相互依賴，全球意識受到強化，促使一個更為整體的世界逐漸形
成。透過傳播科技、資本主義與交通運輸工具發達等多種主客觀因
素的綜合作用，世界各國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進行大規模的
交流與轉換，以經濟為出發的全球化風潮，擴及人類所有的文化活
動中，促使世界版圖與體系的重新形構，高度呈現跨越洲際或區域
的交流互動與權力運作特質。全球文化的跨國流動現象深入人類各
層面的生活世界，展現出消費主義、跨國企業、文化混雜、文化同
質的文化樣貌，影響國際間「中心─邊陲」的關係形構，也激起了
在地全球化與全球在地化的論辯，其間的文化互動與權力競合值得
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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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全球化潮流下的權力競合與互動關係
一、全球化的文化互動與挑戰
全球化歷程確實已對世界各國的社會文化產生深遠的影響，由
於人類獲得前所未有的移動性和遠距溝通的可能性，不論 Beck
（2000）所謂之「距離的消失」，或 Giddens（2000）所指稱之「對
遠方的效應」，其實都意味著「疆界的毀壞」，不論是民族國家或
是文化的界線，都已經越來越不能限制人員、資訊和資金的流動。
當疆界的破除形成一種超越國界、種族、空間和文化的社會關係與
文化現象，使得生活在被稱為地球村的人們，接觸的機會更加頻
繁，利益關係也更加休戚與共。這使得國家、群體與個人愈受到「全
球性的互動體系與網絡」及「權力之關係和網絡」的羈絆，遠方的
事件與發展，可能對本地造成嚴重的衝擊，在某地發生的事情，也
可能在全球引發重大的震盪（游美齡、廖曉晶譯，2009）。
從文化與社群互動的角度來看，全球化的越界、流動、解放力
量，固然創造了全新、多元、雜化的認同，但在另一方面，以經濟
擴張與貿易自由為基調的市場運作，也使得資本主義像出柙猛獸，
威脅傳統社群的生存，人世的公理與正義，也受到空前的挑戰。藉
由經濟的掌控，強國恆強，但也激發弱國的抗拒本能，引發不斷的
紛擾（莊坤良，2001）。全球化不僅瓦解了原有的地區現象，更在
世界各個區域之間產生新的支配規則，使得各國社會普遍面臨嚴峻
的文化挑戰，也產生外來文化與傳統文化迎合與維護之間的疑惑
（譚光鼎，2010）。
就現實來看，全球化歷程是一個已經存在的進行式，任何的社
會與文化都難以置身其外，這種跨國性的流動和轉換，固然促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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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文化之間的互動交流，但在權力不平等的現實條件下，全球性的
跨越交流、互動網路與權力運作中，民族國家及其主權很可能受到
穿透及打壓（Beck, 2000）
。全球化因而很可能將人類文明帶入一個
以西方文化價值為標準的世界，而這種單一價值的霸權將強烈威脅
其他文明與文化的生存（莊坤良，2001）。
然而 ，在全球化所展現的秩序性和系统性的現象之下，我們
也必須關注全球化所具有的混沌與無序的特質，全球化雖然意味國
與國之間的「去疆界化」（deterritorialization），然而這歷程未必
就是不可逆的朝向大同世界或世界文化體系的建立，而是充滿更多
的可能性（Appadurai, 1990, 1996）。這樣的思維也啟發了全球化與
在地化的辯證思考，值得再進一步加以探究。

二、全球化與在地化的辯證互動
考察全球化形塑單一價值標準的歷程可以發現，由於全球化不
僅能被理解為一個過程，或是一套制度與實踐，而且還可能是一種
信念（doxa）
。這個信念指的是──當某個事物的影響看似真實且必
然時，人們就會認為「事情本來就是這樣」。當全球化的語彙普遍
被使用，人人朗朗上口，便會使人不知不覺地接受它，使得日常生
活皆少不了它，則它就可能轉化成為一種霸權的角色，使得人們視
之為必然而應接受的現實或過程。因此，全球化可能是一種虛假的
普遍主義（universalism）
，乃是國族主義（nationalism）欲藉普世之
名，以遂行其志。其實際的歷程將使某一類別的社會議題、觀點和
價值被摒除在外，而將自己或另一類別的觀點視為唯一正確之真實
（游美齡、廖曉晶譯，2009）。
就文化的普遍性邏輯來說，要達致全球化，需要共通的人權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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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體系，但目前的難題是，由於西方與非西方國家對權利價值認知
的差異和實際運作的落差，使得價值體系無法完全交融互動，導致
凡事以西方價值為優越的態度（周桂田，2010）。S. P. Huntington
即指出，如果全球化的基本動力，係由長期掌握國際經濟活動規範
權力的國家所主導，全球化可能加劇全球國家的不平等，它可能是
西方國家為鞏固其世界領導地位的一種策略（引自林海青，2003）。
換言之，全球化若不能源於各地多元差異的在地文化價值，缺乏全
球在地化的實踐，文化全球化則易淪為西方霸權支配的晃子（周桂
田，2010）。對某些人來說，全球化意味著自由；然而對另一些人
來說，全球化卻有如監獄（游美齡、廖曉晶譯，2009）。
從另一個層面來看，文化全球化表面上似乎是一般不可逆轉的
潮流，但其實際上充滿理念上和實際上的弔詭（周桂田，2010）。
就在全世界逐漸變成一個地球村的進程中，這種看似矛盾的現象顯
示：當全球化的趨勢越往前推移，地方性的角色也越明顯；全球化
的論述除了使市場自由主義結合了帝國霸權支配的思想，也同時觸
動了在地化的主體精神與自主反省意義。因此，全球化不是單一面
向的發展趨勢，不光是外界加諸於在地的改變力量，也是在地對外
界改變的回應力量（武文瑛，2004）。
上述探討和分析，凸顯了全球化與在地化之間的複雜互動。在
這種動態而複雜的互動中，身處於全地球的人都難以逃避彼此間的
交互影響。由於全球化對一國文化之影響，有許多可能的變化、混
合、排拒與接受，它可能是一個文化分化的過程，也可能是一個同
質化的過程，它可能將中心帶向邊陲，也可能將邊陲帶往中心（林
海青，2003)。因此，全球化不會是單向的過程，這些過程甚至以
相互矛盾、彼此對立的方式在運作，全球化的結果也絕不會是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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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善的（Giddens, 2000）；全球化看似要使世界社會更趨向整體、
一致和同質化，實際上也可能同時是創造差異的過程（Goodwin,
2010；Robertson, 1992) 。Featherstone（1993）也指出，全球化是
一個弔詭的過程，其使人覺知到人類的侷限性，不僅不會導致同質
性，反而讓人覺察到更大的差異性，發現各地方文化的廣博性。由
此亦可以得知，全球化與在地化之間有其相容緊密的層面，也有許
多不同且甚至是相對的面向。全球化與在地化兩者似乎存在著一種
既緊密又疏離的弔詭關係──既相容又相對，令人難以捉摸其概
念。其實全球化與在地化兩者本身的概念形構均為動態與辯證的過
程，都會隨著時代創新與歷史演遞而隨時賦予新的意涵，這是一種
沒有終點的辯證過程（武文瑛，2004）。
有關全球化與在地化之間的動態辯證關係，Robertson（1992）
以「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說明全球化與在地化的相互依存
關係，並提出「全球場域」
（global field）的模式圖來解釋個體在全
球社會中尋求自我定位的動態辯證過程（參見圖 1）。Robertson 指
出，全球化是由國家社會（national societies）
、社會的世界體系（the
world system of societies）、自我（selves）及全人類（humankind）
四個參照要素構成的互動體系，對於全球性的思考都必須考慮到這
四個參照要素的相對關係，全球場域的每一個參照要素既是其他三
者的參照點，又同時各自擁有其相對的自主性。因此，全球化的發
展是各種參照要素共同參與和互動的結果，它是一種有機的動態過
程，在這個全球場域之中，社會的獨特性和人類的共通性可以同時
存在，全球化歷程固然促成彼此之間的相互依賴，但也賦予自我、
國家社會、社會的世界體系及全人類的相對自主性，可以展現其獨
特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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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soon 的全球場域模式圖

資料來源：取自Robertson（1992: 27）

綜而言之，全球化並非是事實現狀的靜態描述，它是持續變動
和不確定的狀態和歷程，我們不應用固定而單一的思維去面對這個
世界潮流。全球化與在地化的相互辯證所突顯的，正是一種複雜、
動態的辯證關係，全球化未必是一種風行草偃單向發展，其間充滿
各種認同的衝突、交錯與相互參照，更可能充斥相互傾軋的權力爭
鬥，也可能隱含相互助長的動力來源，在相容又相對的弔詭關係
中，要走向哪一個方向，端看我們如何來因應。據此，身處全球化
的互動場域中，如何透過教育歷程，找到自我的定位與認同，展現
主體意識與獨特價值，確實是當前教育亟需面對的重要課題。

肆、全球化脈絡下的教育思考──關注主體意識與
批判能力的展現
全球化正在改變我們的生活！面對全球政治、經濟、文化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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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激盪和影響，使得社會和個人所面對的變數愈來愈多，不確定性
愈來愈高，價值的爭議性也愈來愈大。尤其是在全球化的脈絡下，
各國文化必須面對文化間的轉換、混雜、排拒與接受，而教育作為
文化價值的生產、保存、傳遞與創新的角色，其功能必然面臨衝擊，
亦須進行新的調整（Zakeya, 2001）
。學校教育歷程要如何面對這個
巨大的潮流呢？教師要如何在教學實施與師生互動中因應這樣的
變局呢？
首先，我們應知學校並非封閉的真空世界，每一間教室都無法
自外於全球化的潮流與影響。Merryfield（1998，2008）認為，在
全球化脈絡下的教育應有別於傳統教育，除了認識文化的共通性，
更要透過跨文化的理解，培養開闊的胸襟，去除先入為主的偏見，
能認識、了解文化的差異，欣賞他人不同的觀點。為此，學生需要
給予工具來參與全球的論述和做決定。他們需要新的技能來組織、
爭論、學習，並投入全球所面對議題和行動。
而面對全球化的跨界流動與轉換，Calder 與 Smith（1996）認
為學校教育應協助學生發展全球的關懷，關心爭論性議題，強化學
生文化覺察的能力，並從事積極參與的行動。教師除了要使學生意
識到人類世界的相互依存關係，更要關注社會、經濟、政治上的衝
突、冷漠和不公平現象，理解其形成原因，進而探索種族或性別上
所存在的偏見、歧視等爭論性議題，思考它是如何發生的？誰具有
主導和決定的權力？教師也要帶領學生覺察不同社會和文化的多
樣面貌，認識不同社會文化的複雜觀點和差異經驗，發展其創造更
公平正義的社會所需要的態度、價值和技能。
其次，在全球化的情境下，人與人的互動與影響層面擴大，再
加上個人或不同群體之間的觀點與思考充滿差異性，使得全球化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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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下的學校場域，更可能成為不同群體勢力的政治角力場，並作為
公共辯論與權力鬥爭的所在（Schukar, 1993）
。因此，面對全球化的
後殖民可能帶來的霸權壓迫，教師不能只是關注如何設計精緻的教
學流程以吸引學生和達成教學效果，更要思考：如何透過批判思
考，減少後殖民所帶來的霸權壓迫？如何協助學生在行動上為弱勢
族群爭取發聲，以追求公平正義的社會？如何透過師生雙方的互
動，以建立多元文化的價值理念（簡紅珠、蔡宗河，2006）？
面對全球化帶來的文化互動與權力競合，教師與學生對於跨文
化經驗的理解，以及處理爭論議題的能力變得十分重要，也必須在
課程與教學中佔有重要地位（Merryfield, 1998; Merryfield & Kasai,
2004）。Schukar（1993）認為，要協助學生發展對爭論性議題處理
的能力，教師首先要能尊重不同立場所引發的對話或辯論；教師也
要明瞭學校作為政治角力的所在，各種背景的個人或群體，都企求
強化其連帶關係，而教師同樣有權表達其聲音；教師更要明白任何
課程教材的選擇都蘊藏某種價值立場，教師要能評估自己的觀點，
辨明自己的價值立場或偏見，在相互競逐的不同立場中，探求整體
觀點的平衡與呈現。
綜言之，學校教育處於全球化的潮流下，並非要培養出順應與
認同全球化各種優勢的全球公民，而是要能立足於在地文化與觀點
下，理解跨文化的經驗的理解，能以辯證的觀點去面對與處理爭論
性議題，思考其間隱含的權力運作與文化競逐，成為真正能展現主
體意識且尊重多元文化的全球公民。
再者，從前一節的分析中亦發現，全球化蘊含著文化霸權的宰
制與壓迫，以資本主義思想為核心而發展出來的全球化歷程，透過
政經利益為本的擴張主義，若進一步遂行其霸權價值的文化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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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帶來更為嚴重的階級、種族、區域、國家、社會壓迫的問題。
由於全球化歷程作為當代社會的主流論述，其論點常採用整體的邏
輯觀，以全球統整的過程，使世界的風貌變得更均質化與同質化，
這意味新資訊、商品、技術的技術潮流，對全球時間與空間的擠壓
程度正在擴大，使得在地文化與自主感進一步受到腐蝕。儘管在全
球化與在地化的複雜互動中，存在著一種既緊密又疏離的動態辯證
過程，隱含抗拒霸權支配的力量。當全球化歷程導致社會不公義的
危機時，也會同時點燃在地的反省與批判，促成整個社會內在的覺
醒而致力於主體意識的提升（武文瑛，2004）。但值得注意的是，
面對全球化的強大勢力，如果一個社會的內部批判和實踐能量不
足，常常會全盤地接受外來的文化而不自知，尤其是與社會文化發
展密切相關的學校場域，更應謹慎面對全球化所帶來的衝擊與問
題。
這樣的觀點提醒我們，在面對全球化可能出現的霸權宰制與文
化壓迫，必須更積極地透過教育喚醒人們的主體精神與自主意識，
不宜一味地順應全球化潮流的同質化力量，輕忽了在地文化的發
展，並在教學歷程中引導學生省思全球化對自身文化的處境、威脅
和挑戰，提升批判意識與獨立思考的能力，強化主體意識與自主行
動，才能在全球化與在地化的辯證互動中，找到自身出路，更進一
步克服全球化潛藏的霸權文化支配現象。

伍、師生對話與民主實踐的關係再造─Freire 的
解放教學觀點
全球化所衍生出來的文化衝擊與壓迫問題，使得傳統的教育作
法面臨挑戰，面對文化互動與權力競合的動態轉換，以往單一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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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單向傳輸的師生關係與教學實施已難以應對。由於全球化社會
下的教育歷程，是置於開放系統中的學習活動，以知識傳授為主的
教學實施，將因資訊管道的多元化而失卻優勢與效能（蔡培村，
2001）。
從批判思考的角度來看，由於全球化的論述很可能結合市場自
由主義與帝國霸權的支配思想，國家基於競爭與利潤追求之信念，
很可能將教育過程置於商品化、市場化管理的機制下，使得知識成
為一種經濟資本與利潤追求的主要工具，進而成為社會控制的機制
（Harris, 1994）。在此情況下，教師易於忽略教室中日常生活的運
作實際，不重視學生如何在知識的學習中獲得意義，因而強化了知
識在教師和學生之間的宰制過程。面對這種全球化變遷所導致的師
生與知識之間的衝突與緊張，學校教育必須投注在反霸權與意識型
態的鬥爭上，將批判的重點聚焦於知識的特定意識型態和經濟附
庸，從學校的日常生活中進行各種關聯性及可能性之分析（陳延
興、陳倫晰，2002；Giroux, 1988, 1997)。
批判教學論的解放教育觀點，強調教師應具有文化批判的視
野，藉以脫離文本的束縛，使教學成為一個民主的對話歷程，俾使
學生能積極表達其個別的文化經驗，發展其獨立價值觀，進而建立
民主化的社會型態，相關論點有助於產生更積極的學生參與和師生
互動（姜添輝，2010）。基此，面對全球化追求普遍同質化可能帶
來的霸權宰制與壓迫，更需要從師生對話與民主互動的實踐中，創
造更理想的師生關係，去面對社會文化的異質多元與相互辯證，進
一步尋求破除壓迫的解放力量。就此而言，巴西教育思想家 Paulo
Freire 的解放教學觀點，主張以動態辯證的思考理路，來面對霸權
文化可能帶來的壓迫和宰制，重新思考人、世界與知識關係，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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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批判性和創造性的教學歷程，非常適合用以思考全球化脈絡下
應有的師生互動與關係再造。以下分從相互主體的動態連結與民主
互動、差異對話的共同探究和相互理解，以及意義磋商的批判思考
與集體實踐三部分，呈顯 Freire 的批判解放觀點在全球化脈絡下的
師生互動關係與實踐意涵。

一、相互主體的動態連結與民主互動
Freire 認為，人與人、人與世界及人與知識之間，蘊涵著對話
的辯證關係，而傳統的存積式教育視世界為一種靜態的現實，人只
是被動地接受這個世界實體，教育過程在於促使人們被動地適應這
個世界（Freire, 1970），如此只會助長既存社會支配文化的宰制力
量，忽略存在於政治與文化中各種形式的壓迫關係。傳統的存積式
教學應轉化為提問式的對話教學，讓學習者重拾其發言權，用自己
的聲音和語言，表達屬於自己的真實世界，藉以掙脫既有的文本框
架。對話教學鼓勵創造性，強調論述的不確定性，並激發學習主體
表現各種論述世界的可能性，這樣的學習才不致降格成對世界的技
術性理解（Freire & Macedo, 1987）
。為此，教師和學生必須敢於質
疑當前所認定的知識、文化和權力，把質疑視作是民主社會公民應
有的習慣，教學過程應從上對下的強加、壓迫與文化支配關係，轉
化成為民主互動的師生關係（湯仁燕，2005），如此將能促進更積
極的學生參與，將機械式背誦轉向有意義的參與和學習，產生更具
動態性的學習活動（姜添輝，2010）。
因此，理想的教學應是一種批判對話的求知行動，在動態相
遇、相互探究、互動創造的歷程中，師生藉著對話共同從事求知的
認知行動，以批判的態度去認識現實，重新創造對現實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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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ire, 1970）。在對話的師生互動中，師生都是在從事批判探究
與意義重構的行動主體，是主體與主體間平行而非上下垂直的關
係，透過世界及那些可認知事物作為中介，經由對話而參與教育情
境以共同求知，彼此教導，知識不再是教師的擁有物（Freire,
1970）
。藉著共同探究的互動溝通，師生的矛盾關係因而獲得調和，
在意義解構與重構的批判探究中，思維、語言和現實之間，成為一
種動態辯證的關係。教師和學生是共同面對世界，展現好奇的探
究，在不斷探索、發明和磋商對話中，成為一種互動創造的歷程。
將上述觀點置於全球化的脈絡下來思考，要破除全球化的權力
傾軋所隱藏的宰制意識，也必須以動態辯證的思維，看待教師與學
生的互動關係。在傳統的教學型態中，師生互動往往受制於結構和
體制，教師與學生都易於受到意識型態的蒙蔽，教師甚至藉由合法
化體制來蒙蔽學生而不自覺。如同姜添輝（2010）所指出的，民主
式的對話情境不僅尊重個別文化的獨特意義，並且允許參與者能藉
由日常生活經驗的省思，發展獨立的價值觀。教學應從知識權威轉
變為學生中心的型態，教師需以自我解放的方式超脫文本的束縛，
以建構民主的對話情境，使學生能朝更自由的空間進行自我價值觀
的重建與發展。因此，當師生關係從上對下的權力宰制與強制接受
關係，轉變成為民主互動與相互助長的關係，師生就能共同面對全
球化課題，透過意識型態的批判，共同揭露其間所隱藏的霸權文化
意識型態壓迫；透過對話式的教學，不僅學生方面可以覺察教學歷
程中的意識型態蒙蔽，思考如何突破權力的壓迫狀態，教師也可以
透過意識覺醒，破除自身與制度上所帶給學生的意識型態壓迫與宰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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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而言，Freire 的對話教學彰顯了相互主體的動態連結與民
主互動的師生關係，讓師生都能採取主體的地位，在不斷創造自我
文化和知識的同時，彼此增益其所不能，不斷提升意識覺醒的能
力。透過民主互動的磋商對話，師生都敢於揭露與質疑，發展其創
造更公平正義的社會所需要的態度、價值和技能，如此，將使霸權
支配的意識型態無所遁形，並協助弱勢族群積極爭取發聲機會，以
創造更公平正義的社會。

二、差異對話的共同探究和相互理解
面對社會群體與差異文化的互動與權力傾軋，Freire 也主張藉
由文化的相遇與對話加以調和。Freire 強調，每一個人都能透過工
作詮釋世界、表達世界與自我，進而轉化世界（Freire & Macedo,
1987）
，每一個人都可以創造文化，都是有文化的人（Freire, 1973）
，
所有的人，不管其社會和經濟地位，都得以在自己的情境脈絡中建
構知識，並加以實踐。因此，「差異」是連結世界與學習過程的起
點（Freire & Faundez, 1989）
。在差異文化的相遇與對話中，並不在
於建構出所謂的「共同知識」、「共同文化」，或讓所有的人服膺在
共構的真理知識之下。而是要每個人、每種文化都能在這過程中，
藉由既存的文化知識為媒介，不斷擴展所知，並獲得更深刻的視野
（湯仁燕，2005）。
師生的對話與互動，肯定所有的人都是有文化、能創造知識的
人，更把彼此的差異觀點和文化，看作學習的契機，不斷擴展知識
和文化的深度和視野。這樣的態度和實踐，將有助於全球化脈絡所
需要的跨文化理解能力之增長，建立多元文化的價值理念，覺察不
同社會和文化的多樣面貌，認識不同社會的複雜觀點和差異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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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尊重與欣賞。就如同 Merryfield（2008）
所指出的，學生必須從差異的經驗和觀點中學習，理解到人們如何
知覺事物，察覺人們知覺事物的方式大不相同，這種觀點意識
（perspective consciousness）將能激發學生對不同文化思考模式的
反省，並用以協助學生應用在生活現實和週遭衝突情境的分析。如
此，學生才能從事跨文化工作，參與全球討論和投入全球性議題的
對話。

三、意義磋商的批判思考與集體實踐
Freire 的對話教學本諸對話所內蘊的民主本質與溝通關係，在
於激發教師勇於破除對權力運用的迷思。為了要打破權力支配和權
威依賴的惡性循環，教師應在教室中分享其決定權，使學生在課堂
中有表達意見的機會，以磋商的觀點看待課程，帶領學生對話，和
學生一同學習並從學生處學習。教師是以開放和謙遜的心與學生互
動，在肯定自我又不否定學生之情況下，達成民主互動的微妙平
衡；教師是在權威與自由的持續張力中，導引學生獲得自由，發展
成為自律的公民。因此，解放的教學不是棄學生於不顧，也不是嚴
苛地限制或操控學生，而是藉著共同的探究，從對話的實踐過程中
一起學習，這是一種過程的學習，是從實踐中學習民主。在對話教
學中，教師應率先發展批判的態度，表現言行一致的民主理念與作
為，成為批判思考與民主實踐行動的發動者，如此一來，學生也將
能以這樣的態度與能力去面對知識和社會。Freire 指出，對話態度
的培養，將教學視為一種協同合作的團體歷程，這是最困難達成的
部分，這樣的態度和歷程也是整個養育和教育過程一直都欠缺的
（Freire,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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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 Merryfield（2008）所言，多重觀點和批判思考是面對複
雜問題所需要的核心能力。這種能力有助察覺偏見，評估衝突的訊
息，並培養公民審問資訊的能力以保障個人自由。追求自由的社會
應保障接近資訊的權利，教師需要藉由批判思考能力來教導學生拆
解媒體或學校中套裝的資訊，尋求不同來源的資訊並從多方角度加
以評估。在複雜的全球化社會中，觀點的多元衝突是常態，但欠缺
能力獲取資訊並評估其價值，就無法做出有憑有據的決定。應知全
球社會的問題並無簡易的解決之道，教師必須協助學生理解複雜、
認可含糊、避免尋求唯一的正確答案。當師生在解放教學的過程
中，同時投入批判性的對話教學，其實就是民主素養、批判思考、
協同合作能力增長的過程，而這些正是所有人需要用以參與全球論
述、面對爭論議題最重要的能力和工具。透過這些能力和工具的裝
備，我們將能培養出能跨文化合作的公民，能理性的疏理各種資
訊、觀點所潛藏的意識型態，重新加以組織和建構，在理性討論和
合作學習中，共同對抗各種偏見、刻板印象、和種族主義，進而實
際投入全球所面對的議題和問題，從事轉化的實踐行動。
綜合本節的討論可知，Freire 的解放教學值基於對話辯證的思
考，主張教學過程應從傳統師生授受的封閉關係，轉化為對話的互
動關係。朝向批判和解放的對話教學，是以動態辯證的思維面對他
人、世界、知識，並在教師和學生之間、學生和學習之間、學生和
社會之間，建立一種民主對話、相互轉化的關係。對話教學要求言
行一致的民主實踐，教育的歷程是在人與人之間、文化與文化之
間，開展一種互動關係與溝通形式的再造，師生之間乃是在民主互
動的對話關係中，成為彼此教導、共同求知、相互助長與共同實踐
的關係，教學歷程本身就是一種追求文化平等和民主解放的實踐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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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在這種民主對話與共同實踐的關係下，師生才能在全球化的潮
流脈絡中，積極面對彼此的差異，解構既存體制下的意識型態蒙
蔽，轉化壓迫的現實與社會結構，進而創造更理想的人性化社會。

陸、結論
面對全球化的複雜樣貌與議題，教育上應關注的焦點，除了強
化不同文化間的相互理解，在開放與尊重的教學情境中，帶領學生
探索世界上尚待解決的爭論性議題，協助學生發展文化覺知與文化
跨越的能力，最重要的，應該是要關注學生主體意識與批判能力的
開展，透過教學歷程去揭露與批判全球化所衍生的種族、階級、區
域、社會、國家的壓迫問題，進而致力於破除其間存在的文化宰制
與霸權支配。
省察臺灣當前的學校教育，普遍存在知識傳遞的存積式教學觀
念，以上對下的師生關係面對課程內容，對於「人與人」
、
「人與世
界」
、
「人與知識」的關係，亦多以封閉而靜態的態度看待，難以培
養因應全球化複雜動態歷程所需要的心靈與能力。尤其當前世界的
資訊科技不斷進展，教育領域在資訊化與全球化兩股潮流的彙聚之
下，大規模的網路課程如 MOOCs（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已使知識訊息的提供更為全面和普及，這種大規模的、開放的、免
費的，而且是著名大學教授開設的網路課程，不僅大大降低了學生
對課堂講述的依賴，也為不同文化與意識型態在教育場域中的權力
運作和交互傾軋，開啟了更為廣闊而無形的空間，其必然會給當前
的學校教育帶來更嚴峻的挑戰。因此，如果還是停留在傳統的存積
式教學思維和作為下，如何能擴展學生面對世界的見識與能力？又
如何能在全球化社會中，面對龐大世界體系的資訊內容與課程知
識，從中找到自我的定位與文化認同，展現主體意識與獨特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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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從 Freire 批判教學論的解放教學觀點切入，提示教育歷程
應以對話互動、民主實踐的觀點再造師生關係，重構師生面對世
界、他人與知識的互動連結，希望有助於教育人員理念上的澄清，
更期待師生皆能透過相互對話的實踐歷程，以動態辯證點看待教育
歷程中的各種關係建構，提升主體意識與批判能力，俾以因應全球
化的動態變遷與複雜歷程。
本文認為，Freire 解放教學所彰顯的師生對話與民主互動關
係，其實就是發展全球化的脈絡下所需要的主體意識與批判能力之
根基。由於 Freire 對話教學的基本哲學思考，就在於以辯證的思維
看待教師、學生、知識之間的關係，師生之間從上對下的強加、壓
迫與文化支配關係，轉化成為民主對話的互動關係，讓教師、學生
與課程知識之間轉變成一種辯證的、互動的、創造的歷程。這樣的
解放教學觀點，將當前教師、學生、知識與世界之間的關係重新定
位，藉著主體意識的相互開展與批判能力的相互助長，將能破除現
有的單一價值、單向傳遞、單調記憶的存積式教學的缺失。當教學
過程從上對下的強加、壓迫與文化支配關係，轉化成為民主互動的
關係，教師不以其權力地位強制學生順從，也不以知識的權威壓迫
學生接受，這將使得知識內容霸權支配的意識型態無所遁形，結構
體制下的權力蒙蔽也將獲得解構。
為此，教學歷程應轉化為師生共同求知的行動，教師的角色應
從知識傳授的角色轉變為引導對話的角色，讓師生在對話互動過程
中，都成為獨立自主的行動主體，共同從事批判探究、意識揭露與
意義重構的認知思考行動。當師生在教育場域中與不同群體與差異
文化互動時，是植基於自我的主體定位與價值認同，教師和學生都
肯定所有的人都是有文化、能創造知識的人，因而讓差異的群體與
個人，皆能立足於自身的文化與觀點，省察不同文化的思維模式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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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取向，辯證地發展出獨特的價值與共存共榮之道，這正呼應了
全球在地化中，強調個體能在全球社會中辯證地尋求自我定位的動
態過程。
而值得注意的是，解放教學的對話互動本身就是一種民主對話
的、相互搓商的、集體實踐的歷程。當教師率先發展出批判的態度，
表現言行一致的民主理念與作為，成為批判思考與民主實踐的行動
發動者，學生也將會以這樣的態度與能力去面對知識、社會和文化
群體。解放教學的師生關係是在民主互動的實踐中學習民主，不致
淪為口惠而實不至的民主教條灌輸，更有助於達成民主化與相互解
放的教育實踐。
在全球化的潮流脈絡中，本文深切期待教室裡的教學，能透過
民主對話與共同實踐的師生關係，辯證地面對課程內容與差異的觀
點，解構既存體制下的意識型態蒙蔽，轉化壓迫的現實與社會結
構，創造出更理想而人性化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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