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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aiwan, a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under capitalist western influence, when children 

are not doing well performing academically, they often are viewed as "bad students", in contrast 

with "good students" who perform well academically. Knowing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education in 

Taiwan, the founder of the Taipei Kai-Ping Culinary School Principal Hsia Whei Wun is committed 

to creating a different kind of school that will allow both students and parents to get a life-

transforming experience. In this article, Principal Hsia introduces the history of how collaborative 

practice has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school and how it is designed and applied in multiple 

ways in relationships with the staff and in projects in the school system. An important factor is that 

learning resources are co-constructed by students and teachers; there are no formal textbooks. 

Principal Hsia is committed to creating dialogical spaces in the school context, so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can both be conversational partners in a collaborative way in all projects, with students'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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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ory Reflection by Shi-Jiuan Wu 

 

I have consulted with the Taipei Kai-Ping Culinary School since the fall of 2005. The students learn 

a range of styles of cooking and all aspects of running a restaurant from preparing food, serving, 

menu designing, managing, budgeting, building good peer and customer relationships and so forth. 

My role has been to support teachers and chef coaches on how they can work with the students in a 

way that can maximize the students' potential, especially on building students’ confidence in their 

life journey within a choice of a nontraditional career. In Taiwan, a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under the capitalist western influence, when children are not doing well performing academically, 

they often are viewed as “bad students” – in contrast to the “good students” who perform well 

academically. This traditional but brutal ideology populated in the Chinese culture seriously affects 

students’ confidence and self identity, not to mention the destructive impact on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Poor grades have become the major factor influenc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Knowing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education in Taiwan, the founder of the Kai-Ping 

Culinary School Principal Dr. Hsia Whei Wun is committed to creating a different kind of school 

with a nonconformist approach that allows both students and parents, as well as teachers, to have a 

life-transforming experience. The intention of the school is to create a learning environment in 

which every student can build confidence through a learning-by-doing curriculum. The successful 

learning experience of students then changes how parents view their children and improves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In this school all teachers are committed to creating relationships with students and learning 

processes that allow the students to learn and grow with ample opportunities. All learning resources 

are co-constructed by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ere are no standard textbooks. The curriculum is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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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ed approach that is uniquely designed to fit the particular culinary style. Students are 

encouraged to learn actively and to follow their interests. For instance, when learning to prepare 

French cuisine, the study of history, geography, culture, language, etc. is related to the particular 

country or region. In addition, students learn computer, communication, relationship, social and 

leadership skills. Many parents reflect that their children become happier, more confident, and 

begin to view themselves more positively; all these experiences become life-long resources for the 

student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Principal Hsia is committed to is creating dialogical spaces in the 

school context, so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can be conversational partners in a collaborative way in 

all projects. In this article, Principal Hsia shares his commitment toward the students, his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and most importantly, how he applies collaborative practice in the school 

setting. 

 

As a consultant, I am often touched by the total commitment of teachers on how to work and talk to 

the students that will create a more hopeful way to move forward. There are no labeling and 

pathologizing practices in the school. Both the students and parents experience themselves in a way 

totally different to what they encountered in the traditional mainstream society. Parents often 

appreciate how the school has transformed their children even many years after they have graduated 

from Kai-Ping. I hope this article can open up more reflections and possibilities on how 

collaborative practice might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education system.   

  

前言 
 

“一聲尖銳刺耳的麥克風回受(feedback)聲響劃破了一處寬闊禮堂空間的寂靜，主

持人趕緊將手上的麥克風話筒轉向相反的方向，在尖銳的回音中，現場則逐漸回復

了寧靜。一個學生在數十人聚集的螺旋式座位中接著與對象表達被噪音切斷前的發

言，字句中流露着具邏輯、帶條理的自我觀點，但沒有任何情緒性與攻擊性的內容

裡也聽不出有任何想要去解決問題的動機，只是單純的在表達因事件或某種原因造

成的情緒。座位中的數十位成員安靜地聆聽著，有些人以紙筆、手機或筆電做著筆

記，有些則目光失焦的發呆，有些則在臉上透露出倍感無聊的倦意...眼皮子壓睫

毛，睫毛蓋眼睛。當發言者稍稍開始有些理性之外的語調，現場的督導便巧妙的作

些介入，將其導回理性，並從中點出話語內的真意，實際也是在促進彼此認識差

異，以及讓彼此對話恢復繼續的動力。一旁的觀察員則聚精會神的看著，同時仔細

做著記錄，以備結束後的觀察報告，該報告的主旨則是以「觀察團體動力」為主。

而學員發言的聲音伴著其他學員筆記的書寫聲依舊持續着”...  

 

這個場景描述是在我所創辦的「開平餐飲學校」中，「師生對話平台」現場的一

幕，這其中發生的現象很有趣，因為除了發言的成員(學生或老師)外，其他人看似

靜坐不動，但其實，每個人都在感受團體的氣氛，也在內心產生自我對話，當然督

導員也是，主持人也是，觀察員亦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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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平師生對話平台以上述的螺旋式座位安排，每一個座位的視野以可看到全場其他

座位為準。其設計原理源自英國「塔菲史塔克大團體動力實驗課程」的一種操作方

式(夏林清，2010)；而該座位安排的哲學基礎，在於讓參與成員感受到「團體」，

以及個人可能對團體產生的影響。而在團體中呈現，在大家都能看到、聽到的情況

下則可以當眾釐清始末原委，在團體中緩解、消除彼此摩擦帶來的傷害，以及避免

日後因情緒等問題而產生脫離團體的念頭。 

將「合作式對話」引進到開平的念頭，有一部份是出於我自身在學齡階段的痛苦經

驗，曾經我的聲音沒有人願意聽，沒有人相信，就編織了一個自己很可憐的故事，

而這個故事就影響也引導了我的生活，我的生活讓我支持了自己編織的故事，而它

又繼續引導我的生活，就在這樣的循環困境中，我度過了大學的生活。 

 

跳脫出來是之後在澳洲的經驗，澳洲對生命的尊重是超越一切的，無論法令規章到

生活細節，處處都扣緊著尊重生命的軸線，就像在實踐老莊順其自然、順性發展的

思想。在我仍舊是痛苦煎熬掙脫困境的歷程中，這樣的經驗讓我發現人的背後都有

好多故事，但要是不處在被主流認同的環境中就沒有人願意聆聽，例如成績不好的

孩子，說什麼都沒有份量，這樣的社會價值觀依舊持續在現今的台灣教育環境中，

其中也包括家庭。而當我有機會參與教育工作，我當然就想打破這樣的框架，去允

許多元呈現、多重觀點；並盡力去聆聽、尊重非主流及被邊緣化的聲音，與關係中

的每一個人建立合作關係，並透過對話產生相互的理解和知識，創造繼續合作的任

何可能。啊！原來這就是後現代的思潮！ 

 

而過去總是擔心自己是否是教育界的異類，做了一些不合於主流教育文化習慣的措

施，當接觸了熙琄老師的｢敘事對話｣以及賀琳老師的｢合作式對話工作坊｣，讓我增

加了信心，更安心不少，並意會到原來開平走的就是後現代的教育路線。這樣的體

悟讓我更應證了這個世界的同時性(synchroneticity)是隨時都可能發生的，也加

深了我對合作式對話的學習熱誠。 

 

關鍵字：開平餐飲學校 Kai-Ping Culinary School、合作式對話 Collaborative 

Dialogue、超學科統整課程 trans-disciplinary integrated curriculum、後現

代教育 Postmorden Education 

 

 

合作式對話 

 

要用簡單的言語描繪出「合作式對話」的細緻樣貌還真不容易，我就先試

著寫寫看，讀者們在看我寫的解釋文本，可以產生自己的想法，也可與我的解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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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或與自己作些對話，但我的文字也只是我的詮釋觀點，讀者也當然能用自己的觀

點創造自己的詮釋文本。 

 

「合作式對話」源自於賀琳創辦的德州休士頓‧加維斯頓中心(Houston 

Galveston Institute, HGI)，她說：「我的取向通稱為合作語言系統取向

(collaborative language systems approach)，簡稱合作取向…。人們所參與的

語言系統和語言事件(linguistic event)是存在於合作的關係與交談中，共同努力

朝可能性邁進」，其最早是用在家族治療上，逐漸擴展到教育、社會、學術研討等

各類助人成長的工作上(周和君譯，2008)。 

 

開平引進「合作式對話」是 2008 年暑假的事。熙琄老師推薦我參加賀琳大

師本人帶領的三天工作坊，其中見識到大師如何營造「對話的空間」，如何抱著明

明知道卻「放空」的好奇心態，接受各種回應的聲音，不加任何自己的觀點和詮

釋，任由不確定發生，所以便很自然的與發話者建立了合作關係，讓對話得以繼續

「發生」，讓發話者體悟新的發現來從中學習，並往前邁進產生新的可能，接著再

由所有聽者(局外見證人)分享自己的觀點，讓同樣的主題可以聽到多重聲音，更讓

發話者以及所有的局外見證人心中都因此而發生作用，在過程中不斷的自我對話。

而在整個過程中，真正能感受到我們對「發生」的認定或理解，是由對話行為創造

出來的。透過對話聽到不同的聲音，發現其他版本的詮釋，因而增加了新的選項，

也許就因此選擇新的版本，並對原來苦不堪言的困境就有了新的理解和認定。轉念

之間，就不再困擾了！ 

 

從我自身的經歷來說，當我離開校長的職位，主持「尋找成功幸福基因工

作坊」時，在幫助來訪者跳脫困境的的過程中，例如婆媳關係或親子關係，尤其是

孩子打電動不睡覺的事件，當團體成員聽到其他夥伴分享她們的面對類似處境的處

理方式，也許就會產生靈感找到屬於自己值得嘗試的處理方式，”對原來苦不堪言

的困境就有了新的理解和認定”，也就有跳脫困境的可能。 

 

因此，我發現不將自己的學術理論硬套用在各位來訪者的困境上，也不以

專家的姿態(我也不是專家)告知他們應該如何如何，只管放空自己積極傾聽他們的

故事，並用關心與好奇去詢問， 以此在對話中互相建立合作關係，許多來訪者就

會因透過對話的「發生」，而找到解套的靈感或產生解決自己問題的知識和理解。

原來我們就是活在我們自己說的故事裡面，當故事重寫，我們的生活態度也就改變

了。 

 

我們也可以這樣說，「合作式對話」的本質其實就是尊重團體成員中任何

的聲音，當不同觀點的多重聲音出現而被聽見接收，就會讓人產生認同或懷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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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的想知道同樣的觀點為什麼有相同或不同的看法，不同又在哪裡？任何論述，不

見得大家都會同意，也有各自的觀點，但那就是後現代的核心精神，允許不同，允

許批判性或支持性的對話，而透過對話可以找到知識、找到意義，各位也可作自我

對話，根據自己認知再發展出自己的觀點和看法。 

 

至於「合作式對話」的操作方式在開平運用的層面很廣，而我們深刻體會

到的則是它的效用及其延續性，其在有限時間中的「結束」也只是個「暫停」，而

並非「完成」。所有的對話都還會持續發生，也讓我們在家庭及教學現場中，不知

不覺看到了自己改變的可能。 

 

於此，我想先簡單介紹一下我實行教育理念的平台「開平餐飲學校」，再

慢慢解析開平是如何將「合作式對話」的氛圍從校內師生交流的空氣中，擴散到各

個關係者的週遭。 

台灣教育現況與開平餐飲學校 

    

“斜陽透著淡淡的輕雲普照，在教學大樓的麗影下蔭著一份份的專題報

告，並陳列在各式各樣的食材前展出，熱鬧的中庭牆上懸幅著琳瑯滿目的海報，人

來人往中，學生們拉開嗓門傾全力向參觀的老師、同學及家長一一對內容詳細解

說，帶有青少活力的音浪穿透了人海在起伏的同時，另一頭還有中餐組與烘焙組學

生正在現場表演蝦仁豆腐及蛋糕裝飾，原創才華與青春朝氣展露無遺。” 

 

這是開平餐飲科師生在「創意主題展」上的一幕，更是開平餐飲「主題式

活動教學」中的一次課程。作為入門的教學活動設計，其目的是為催化學生在初探

餐飲專業領域的同時，能形成普遍性認識並引發特定專題興趣。除了「工具能力」

和「專業能力」的開拓外，我們的教育主要著重在培養「關係能力」。有別於一般

職業技術學校，開平全力發展餐飲人文教育，強調「順性發展」，主張人文素養才

是專業技術的厚實根基。 

 

在台灣傳統社會強調升學至上的體制環境中，大多數的學生是被歸類為低

學業成就或是不愛讀書的群體，也在傳統教育「分數至上、升學為高」的學習歷程

中受過許多傷害。他們在缺乏自信的狀態下，許多父母親送他們來的主要期望，是

在於他們能夠學得一技之長，未來才能有獨立自主的謀生能力。但也有很多在一般

學業表現頂尖的孩子，為了圓夢接觸餐飲廚藝或嚮往開平的｢開放教育｣校風，透過

各樣的家庭革命與抗爭才被支持就讀本校。無論是哪一種背景的家庭或孩子，他們

當中有一個共通的特質，就是這些孩子與家庭，都渴望轉變，且較勇於接受挑戰，

傾向讓孩子「順性發展」，以便能在未來透過自我挑戰追求與實現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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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平是一所創立近 60 年的中等學校，自 1991 年創辦餐飲科來，至 2007 年

逐漸發展為全台灣第一、也是唯一的一所三年制餐飲廚藝(Culinary Art)專業學校

(高級中等職業學校)。畢業生任職於國內外世界知名飯店、餐館，根據報導，開平

也是臺灣最具知名度的餐飲學校之一，而報考開平餐飲學校的學生也逐年遞增，現

階段每年約有來自全國各地約一千五百名對餐飲感興趣的國中畢業生申請就讀，但

只有約四百五十名學生能如願進入這所被視為全國唯一的餐飲聖地。 

 

那開平除了在學科上的專業以及獨特性外，又是如何培養「關係能力」，

或是如何強調「順性發展」的呢？ 

 

校規簡單清楚：三個堅持，兩個習慣 

 

在大陸法系地區，習慣大小事都要依法執行，所以生活中訂定了很多限制

和法條以約束學生及其校園生活行為。但生活面向與內容與日俱進，每天都有新的

情況發生，不容易事前能周詳規劃訂定。開平打破以條約箝制學生的方法，取代的

是「保護生命」的基本原則。在生活管理上，開平沒有眾多的校規，只有簡單清楚

而嚴謹規定。 

 

第一，「三個堅持」：不侵犯他人身體、不吸毒販毒、不侵占他人財務及

隱私。 

 

第二，「兩個不被接受的習慣」：抽菸、曠課超過 42節。 

 

三個堅持，是對生命的保護，並從中學會對「界限」及「隱私」的尊重；

兩個不被允許的習慣，是基於餐飲從業人員的專業尊重，以及務必到學校體會群體

生活薰陶的思路為依歸。 

 

沒有訓導處亦沒有導師 自由開放尊重人我界限 

 

台灣的教育，早期絕大多數依照過去「軍事化管理的」建置，學校設有訓

導處 Disciplinary office (學生事務處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以領導指

揮所有班級導師(homeroom teacher)去全權處理班上學生情緒或衝突事件等等班級

事物。當碰到情緒或衝突事件，就依照老師的經驗法則主觀的裁決與處理，看起來

事情就化解了，但其隱藏在學生心中的情緒，並不見得因此消除。老師的裁決介

入，剝削了孩子學習如何「長出力量」，也剝削了學習與人或與自己相處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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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平營造一個自由開放、尊重人我界限的校園環境。取消一般學校的訓導(學務)

處、導師制，在校園生活上，以「關懷老師」(care counselors)成為學生生活上

的陪伴者及關懷者，替代一般如同校園保姆的導師制度，讓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

可以選擇自己信任的老師，與自己信任的老師討論問題解決方式，幫助孩子長出力

量、面對困境的能力。關懷老師對學生沒有成績的管轄權，學生可以在無壓力的氛

圍中與老師分享心情。 

 

放手，背後有大愛  順性發展讓愛流動 

 

開平強調人文涵養和專業技術同等重要，我多次對學校同仁強調「放

手」，並說「放手背後有大愛」。對生命的尊重我們從放手開始，我們相信，每一

個生命都圓融具足，每一個人都是他自己生命的主人。所以，我們放手讓學員們自

由展現；老師在放手的同時，需更費心力的去陪伴關注，但不干預的分寸，需要付

出更大的耐心和愛心。 

  

放手不是放縱，其背後是更大的愛。當學生想成為自在、獨立的人，我們

從中輔助他們學習承擔自己的責任，並讓學生從中看到生命的價值和意義。如果我

們不相信每一個學生都能做自己的主人，大人(包含老師家長)就會對孩子產生過多

要求，而管得越多，師生越累。所以，開平努力實踐的，是帶著大愛，拉出最大彈

性空間的界線，在範圍內就給予全然的信任，讓生命的能量流動，愛的不累。 

 

談了這麼多，相信大部份的人都能看出，若開平能以上述的後現代方式落

實教育理念，師資比傳統教育者多出的辛勞不談，其後現代的思維以及相對應的能

力是如何生成的呢？面對這樣的疑問，以下我將進一步分享我們是如何在這個環境

中，從校內的教職員，到學生學員，甚至延伸至校外的學生家長，以運用合作式對

話的核心精神來構築這個讓愛流動的對話空間與教育環境。首先，教師是面對學生

的第一線人物，首先要與學生建立信任關係逐步進入「合作」，而這些過程都需要

不斷的對話交流，增進相互瞭解，當信任關係建構完成，教與學得合作就能順利進

行。 

 

為了增進老師們對話的能力，我們邀請前哈佛大學後現代敘事家族治療專

家吳熙琄博士每一個月到校二至三次陪伴老師，並督導老師們處理困境，也陪伴校

內教職員及廚藝師傅們發展敘事的專業能力。另外，也邀請老師在電子平台蝦米網

上學習與自己對話，用六個段落得寫法反思自己的經驗，這六個段落的寫法在學校

成為「六步模式」 (詳參附錄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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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教師｢對話｣及｢反思｣能力 

 

生命經驗要自己面對，自己創造，自己感受；我們拋開統一的教科書，要

老師和孩子一起面對真實的世界，以真實的感官認識，發展累積自己的理性認識，

不斷的刷新紀錄，讓自己有彈性，落實後現代師長的角色扮演，與時俱進。 

 

根據累積的經驗，在 2008 年的一次教育論壇中，我們整理出「現代主義老

師」與「後現代老師」角色的比較(如表一)，再來分析開平如何發展、落實： 

 

表一 過去的老師(現代主義)和未來的老師(後現代)的角色演變 

    ---從(過去)…到(未來)… 

項

次 

過去的老師(現代主

義)的角色 
未來的老師(後現代)的角色 

1 

一 個 由 科 層 組 織 結

構，角色被界定清楚的教育系

統 

是一個有平等對話機制的系

統和環境 

2 
一個由權利責任關係

組成的系統，主宰班級事務 

由必須對話的關係人所組成

的系統，共同討論如何處理班級事

務 

3 

師生權力結構中，老

師具有主導性，可以組織與安

排教學過程 

老師的哲學立場是鼓勵師生

共學的合作關係與過程 

4 
與家長的關係是，專

家與非專家的二元對立關係 

與家長是合夥關係，透過不

同的觀點與專長的交流，可以看到

不同，創造不同 

5 
老 師 是 一 個 發 現 問

題，收集資訊找到答案的知者 

老師不是唯一知者，是透過

交談對話呈現出所獲得的知(他人

提供的知) 

6 
老師是預先知道別人

該如何生活的專家 

老師是開啟對話空間，並協

助對話發展的專家 

7 

教學的焦點放在由上

而下的知識灌輸，以及其中的

因果關係 

教學聚焦在產生各種學習的

可能性，依靠所有參與者共同創造

和發展 

8 

老師對與自己的知識

深信不疑，認為對學生未來一

定會有幫助 

老師對自己的知識也不確定

能否應付未來的需要，相信知識會

逐漸演化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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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老師從個人所認定的

知識或假設或觀點去思考和介

入以解決學生困惑 

老師願意公開分享自己的知

識、假設、觀點，也分享自己的限

制與不足 

1

0 

老師是具有專業知識

的教育專家，具有相關全盤性

的技巧和方法，可以隨時介入

處理學生困境 

老師與學生是共學關係，共

同探討議題或困境，透過對話找到

脫困的知識和技巧 

 

表一(續) 過去的老師(現代主義)和未來的老師(後現代)的角色演變 

---從(過去)…到(未來)… 

項

次 

過去的老師(現代主

義)的角色 
未來的老師(後現代)的角色 

1

1 

老師想改變學生或者

同事的觀念 

老師不想改變任何人，只想

如何突破困境，透過與相關人士的

對話，創造出跳脫困境的知識和方

法，那是一種自然演變的結果 

1

2 

教學是老師為了班上

同學未來需要所主導的教學活

動 

教學是老師與學生共同討論

發展，一起創造或發現未來的需

要，進而學習以豐富自己的知識能

力及技巧，以滿足所發現的未來需

要 

(研究者整理，2008) 

 

在熙琄老師溫暖的陪伴下，校內夥伴們逐漸學會運用敘事對話技巧與自己

對話，也學會與夥伴對話，進而陸續培養、發展出教師在教學環境中的自我觀照及

與學生或家長們對話的能力。 

 

行動研究 

 

自 2010 年起，以敘事陪伴為主的培訓課程轉型為以教師行動研究為主的研

習課程。我們一起指導校內教職員夥伴，從往年僅寫出一、兩篇行動研究到 2013

年 29 篇的規模。夥伴們將教學現場發生的困境與問題撰寫為行動研究論文，以行

動研究與自己、與學生，以及家長們展開對話。並透過參與教育局的論文競賽獲得

各種獎項,更因由此支持將其發表印製。另自 2012年 9 月起，則發展為全校教職員

參與，展開全面性反思行動研究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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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夥伴見習訓練 

 

每一位新進教師都須透過近兩個月的見習活動來認識開平。見習期間除研

讀校內相關指定書刊論文外，也安排到各行政與教學單位見習。新夥伴們透過逐字

「稿聽打」訓練來學習基本傾聽能力，也透過向全校伙伴簡報的歷程，讓全校伙伴

瞭解到他個人的限制與亮點，我們也透過 PA活動(Project Adventure)，以活動過

程中的對話及事後的經驗整理來讓彼此熟識，並逐漸瞭解如何與不同特質的夥伴團

隊合作。 

 

密集的教師研習課程 

 

此外，我們更透過寒暑假期間帶狀的密集教師研習課程(簡稱 9-11 課程，

每日上午 9時至 11 時)，透過我、羅校長、學群教師、專業師傅及行政夥伴間的對

話，共同討論並釐清每一項教學目標，及場域中的相關議題。 

 

虛擬空間裡的真實對話--六步模式裡的反思與行動 

 

Writing is not only a means of communicating to oneself or others 

but it is also a form of inquiry. It fits very well with the 

collaborative, dialogical approach to systemic inquiry. (Simon, 2012) 

 

寫作不只是與自己或他人溝通的方法，它也是一種探究的形式。並非常適

合作對話取向的系統性探究。(Simon, 2012) 

 

關於六步模式 

 

開平自 2005 年 9 月推動行動研究，全校夥伴包括專業師傅每天都會透過網

路撰寫反思記錄，檢視自己在教學或行政上的發現與困難。以四段式田野筆記(事

件、感覺、判斷、建議)的觀察報告作為系統思考的練習方式，鼓勵夥伴們觀察環

境中讓自己印象深刻的事件，以定型格式忠實的紀錄。這個階段重點在多向度思維

的訓練，其不重主題而重格式內容記錄，實施期間為時三年。 

 

為能幫助大家沉澱思考，讓每個人都與自己的生命經驗連結，進而在觀念

上打下紮實的基本功夫，建構屬於個人自己的信念價值觀，如此才能抓住核心精

神。2008 年 11 月 11 日起，四段式的田野筆記轉換為六步模式，其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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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件(反映現象)～感官反映事物發生(現象)到大腦意識，是一種「感

官認識」。 

二、我認為(比對總結)～大腦資料庫中找到類似的照片或錄影帶，開始比

對，得到一個結論。 

三、感覺(產生感覺)～從這個結論中產生一個感覺。 

四、今後(做出決定)～感覺之後就會作一個決定。 

五、產生行動～決定之後大腦就會指揮身體做出一個行動。 

六、TOTE 原則～測試行動，觀察，再行動，再觀察，滿意就結束，不滿意

就再用行動測試。 

 

憑藉以上格式的寫作訓練，協助伙伴們透過自我經驗整理後，再加以檢

討、反思，希望幫助每位夥伴能開拓大腦新地圖，也透過書寫反思的歷程，透明化

自己的狀態，進而產生對話，並在對話中創造合作，進而提昇整個團隊的教學品

質，讓我們在教學的合作過程中，能實際落實「未來的老師(後現代)」的角色，六

步模式對話範詳見附錄一。 

 

無所不在的對話平台 

 

開平相信，當自己成為自己生命主人的同時，也要尊重他人也是他生命的

主人。開平實踐的方法之一是不斷創造「對話」的機會。 開平『平台對話』(簡稱

『平台』)其「平台」的意思是指，所有的與會者都是平等的，任何人不因在學校

的角色是什麼，在此都是等重，老師可以直接要求與校長對話，表達不舒服的情

緒，不同的意見。 

 

平台分為『全校平台』、『教師平台』、『學群平台』等。其他時候，任

何一個團體或班級，也可以自己約好了就開一場平台，把心中想說的話盡量表達出

來。平台的規則主要是：任何人都可以說任何話，提出任何問題，發洩任何情緒；

其他人能回應就回應，也有權不回應。平台對話時間有言論免責權，任何人不得事

後算帳。 

 

平台不是用來解決實質問題，而是用來處理情緒，產生心理支持。這項設

計有效地克服了傳統學校中意見表達的恐懼。其設計原理主要在於提供心理支持及

提供安全表達的空間，當任何發言不會被秋後算帳時，漸漸的會產生出對這發言空

間的信賴。因之而生的『互信機制』是開平能成功改革的重要關鍵。互信之後，方

能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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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也是『角色切換』。任何人不因在學校為何種角色，在此都是等重。 

 

所以在開平，把衝突拿到平台對話時間亮在檯面上是被鼓勵且安全的，因

為先要敢於面對衝突，才能進行學習真實地跨越差異而團隊合作向前走，成為充滿

活力的學習型組織，平台運作方式詳見附錄二。 

 

全校師生平台(全校師生的合作式對話) 

 

為了培養學生敢說話、會說話，進而說得有效的溝通能力，每周三早上設

有「平台對話」時間，全校師生對校園事務有任何意見，都可以在平台對話時間公

開表達出來。平台對話的設計，能引發同學們對校園議題的關心、對溝通方式的討

論，讓同學們學會情緒的表達，將非理性的不滿與謾罵，學會用理性的態度、善意

的溝通表達出來，而且還要能懂得積極思考、解決問題。 

 

所以我常極為認真的提醒那些想要送孩子進開平就讀的父母，請他們做好

心理準備，因為開平的學生常常是「一言九『頂』」(與說到必定做到的一言九鼎

成語同音，但其意指我們大人說一句，開平的孩子往往可以回頂九句)，我們要培

養的是能夠全心待客、有能力、受歡迎的學生，並希望他健康學習、平衡、愉快，

若父母親們沒能認同這樣的教育理念以及可能伴隨發生的“痛苦歷程”，對孩子跟

父母都將是辛苦的挑戰。 

 

從進入校園那一刻起就已在學習的歷程。以生活經驗為導向，在真實的情

境中，把學習的責任還給孩子，讓學生學習怎麼去面對衝突、處理關係。也在各種

不同的教學活動中，學習選擇也為選擇負責；透過面對各種不同的選擇挑戰，發現

自己的限制與專長，學習與人互動、團隊合作、培養自信、具有熱忱，學習如何學

習、能解決自己碰到的困境，都是學生在職場中最重要的第一線能力。 

 

尋找合夥人的招生活動—理念說明會(與家長的合作式對話) 

 

近年報考開平餐飲學校的學生越來越多，每年約有來自全國各縣市一千兩

百名到一千五百名對餐飲有興趣的國中畢業生，申請就讀開平，但只有約四百五十

名學生如願進入這所全國唯一餐飲專業學校。在台灣少子化的情況與招生日趨競爭

的壓力之下，我們堅持尋找理念相同的教育合夥人，也寧可多花時間與程序來跟未

來的家長與學生們一同釐清。 

 

教育改革過程，除了關注教師的轉化外，也不能忽略在教育工作上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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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家長們。開平除參考基本學力測驗和國中表現，最重要的錄取依據是學生對

餐飲的熱情。我們是一所「順性發展」的學校，作事業要有熱情才能持久，餐飲也

是如此，故我們採取獨立招生。有意報考的學子，要先參加學校舉辦的理念說明

會，讓學生和家長先有機會了解學校的理念和辦學方式，之後參加雙向式晤談充份

溝通，並考量家長對子女進入餐飲學校的支持程度才決定是否錄取。 

 

建立親師生關係的親子補給站 

 

越來越多的家長願意參與下一代的教育環境，這些都是教育的資源。但是

也因為專業的背景，對學生學習的關注不同，在家長望子成龍的心態影響下，和教

師於教育的理念及方式、評量方法，亦或教學的內容上均有歧異。因此若要建立親

師合作的模式，勢必需要有平台對話的機會，有了教師及家長平等對話、及彼此信

認為基礎、家長與教師共同合作才是教育下一代理想的教育形式。 

 

許多研究指出青少年問題行為的發生皆與家庭有關。侯崇文(2001)研究發

現家庭氣氛、親子間的衝突、親子間溝通互動頻率、親子間親密度與彼此間的信賴

與瞭解等皆與青少年偏差行為有關。李仁宏(2003)發現教養態度、家庭功能與青少

年憂鬱有關。侯崇文(1996)指出，父母行為可透過對青少年人的影響，進而誘使偏

差行為產生。陳秀惠(2003)針對高職生的研究中發現，正向的家庭氣氛對學生的學

習生活適應具有正面的影響。學生的困擾與困難有大半是來自於家庭系統的失調，

而通常在家中較為弱勢的學生往往成為家庭系統失功能下的待罪羔羊。在僵化體制

中，諮商輔導往往會強化已經失去功能的系統更緊密的結合，過去只要是不能適應

大環境或出現問題行為的成員便常會被指摘成為系統中的「待罪羔羊」，所以在教

育系統中常被標籤為問題孩子，甚或精神疾患，因此諮商輔導便出現來協助這群不

適應大多數原則環境的奇異分子，系統其他成員便期待這些奇異分子接受完諮商輔

導後能回歸主流。由系統的觀點來看待，這無異是強化原先尚未被檢視的系統運作

──有可能是失功能的系統。 

 

因此，當家長把力氣耗在責怪學校未盡責將其子女帶領好，而學校怪罪家

長不多付出一點教導子女心力的同時，彼此正錯失機會去幫忙需要協助的家庭。因

此從系統來看，學校的輔導工作重點之一，必須要放在強化家長親職的功能上。 

 

開平試圖扮演陪伴家長及家長的參與再教育的機制，規劃親職效能訓練課

程，在教改的潮流中轉化家長動力成為重要的助力。我們的期待是：讓家長能完整

覺察自己在每一個當下的所行、所言、所為，及其對孩子的影響。當家長能夠清楚

覺察自己的當下，則孩子便能在和老師的互動中得到如鏡照般﹝mirroring﹞的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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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reflection﹞──即高層次同理心。我們深深相信家庭是一個系統，孩子就是

父母親的鏡子，當家庭中愛的能量流動了，學生在校的學習才有可能順利進行。 

 

開平為家長提供初階與進階的親職成長工作坊課程及輔導義工訓練，開平

的家長因而互相扶持。我們也邀請家長參與到學生法庭系統，共同維護開放自由的

相對界限，家長會因之發展「易子而教」的觀護系統。此外，學校是學習的大社

群，家長豐富的資源也進入到教學與活動，直接參與校務的運作。 

 

除了每學期例行的學校日、期中檢核、期末檢核等各類型活動外，開平的

家長們在孩子在學三年期間，須接受 64 小時親子補給站的親職教育課程。第一學

期在孩子們正式開學之前，安排了三日(24 小時)的課程，透過分組討論、團體圖

畫創作、團體動能及小組餐飲實作競賽等各類活動，一方面讓家長了解學校實際運

作狀況和子女學習狀況，二方面也體驗子女在開平的學習模式。 

「合作式對話」常被運用到這個課程之中，透過家長們自願上台接受我對

他們創作意念的訪談的同時，時常帶出個別家庭個案的延伸訪談、後續對話，以及

團體討論。活動歷程中，家長會的志工爸媽們扮演小組長的角色，一起參與引導並

帶領新生父母們彼此建立關係，老師在這活動之中的角色，主要是被界定在觀察者

的角色，透過新生父母們的談話與參與狀態，來蒐集並理解新生們的家庭背景、父

母親特質及對孩子們的期待，以作未來教學的參考資訊。每日活動的中午與下午皆

會有經驗整理的對話，我會帶領所有參與的教師及志工家長們一同分享所學習及觀

察到的事物與資訊，大家也會趁此機會來分享及討論彼此的引導策略。 

 

這三天的活動，也歡迎新生們來參與，多數活動是透過大團體一起參與，

部分活動例如討論新生對未來的期待等則先透過分開討論，最後再帶回大團體一起

對話。透過邀請讓父母親們上台分享，我再運用深度訪談來與新生及其父母對談。

其他父母親及孩子們則在台下一起聆聽、學習，在每日課程的末尾，我們再進行合

作式對話，我會邀請想要上台參與的父母、學生、校師及志工家長們針對該日的課

程、討論主題或任何議題一起進行對話及經驗整理。 

 

另外在學期末，也會為次一學期辦理進階的親職課程，透過邀請學生家長

與高二或高三學長姐們、畢業的校友們、志工家長們及校內教師，透過演講、提問

及合作式對話等活動來探討不同學習階段所會面臨到的困境與挑戰。 

 

雖然部分家長未必是自願的來到我們當中，但大多數的父母親們都是非常

開心且期待能更充分了解未來該要如何自己的孩子、校方及教師們合作，一起為教

育他們的子女而努力。 

 



Hs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llaborative Practice 4(1), 2013: 59-91 
 

在合作式對話活動中，尤其是入學前那三天的親子課程裡，我們很常聽到

父母親們說道，他們已經有很多年不曾擁抱過自己的孩子了！也聽過一些父親分

享：打從孩子會走路以來，就再也沒有有抱過他(她)了！甚至也聽到一些家長說：

這是孩子長這麼大，他(她)第一次到孩子的學校參加活動！部分父母親們會從一開

始”被迫”來上親子課程的憤怒不滿情緒，抱怨為何是孩子來開平唸書，但卻要他

(她)放下忙碌的工作或是生意先到學校來上課？透過三天課程的引導與對話，課程

結束時，這些父母親們往往可以轉化到充滿歡笑、眼淚、感動、感激與安心。當

然，能夠促進未來學生與父母及家庭成員間愛的能量流動，正是這個課程的最重要

且深層之目的與意義。如同我們的羅俊彥校長常在課前致詞所喊的一句話：你給開

平三天，開平給你們家幸福的三十年！ 

 

往外延伸的對話場域 

 

除了與校內師生對話外，我也不斷將合作式對話運用在社區親子課程、企

業顧問及培訓課程、大學校院或政府機關演講邀約等場域中，以期將這樣的方法及

我們的教育理念，透過與外界人士不斷對話而產生更豐富、多元的想法與不斷擴展

的能量。 

 

教育論壇及親師生三贏工作坊 

 

開平自 2007 年起，連續五年與天下雜誌社及其他教育團體共同辦理合作式

對話工作坊，透過與其他學校教師、教育行政機關人員及社區家長及關心教育的社

會賢達人是一起探討教育相關議題。探討過的主題包含青少年的獨立與探索、科學

教育、霸凌、公民教育等。在親師生三贏工作坊中，開平的孩子總是能夠面對外界

侃侃而談，大方與大學教授、教育局處長官平等對話，開平的家長們也樂於與社區

的家長及各界人士交換教養子女的意見與心得。 

 

在這類的場域中，參與活動的其他學校老師與各界人士，往往被開平孩子

充滿自信活力、落落大方言之有物的表現所吸引，也對一個場域可以同時傾聽並容

納如此多元聲音而感動不已。辦理這些活動的目的是希望開平的師生可以走出校

園，與社會中不同的聲音有所對話，透過這類活動的連結，不僅讓社會中多元的聲

音可以同時呈現，也豐富了開平校內師生的想法與視野。 

 

關係工作坊 

 

自 2008 年 3 月起，我將原本針對校內家長開設的讀書會團體，延伸學校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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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的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研習教室進行，每週三 09:30~12:00 與開平家長、畢業校

友的家長、教職員、學生、社區家長及鄰近學校教師或志工家長等成員一同透過工

作坊的對話來學習關係處理。這個已運作了五年多的團體，由一開始的十數位開平

志工家長開始，到目前已是逾百人的規模。幾乎是全年無休地陪伴在關係中遇到挑

戰或困境的個案，訪談對話過的個案包羅萬象，有處理親子關係、夫妻關係、雇主

與員工關係、婆媳關係、與寵物的關係等，更感謝的是有許多個案，為我們帶來了

與自我關係發展相關對話，每一次的訪談與對話，總讓參與夥伴有著非常不同且深

刻省思與學習。 

 

開平對話平台與合作式對話的融入 

 

    在參加過 2008 年由賀琳老師帶領的合作式對話工作坊後，我們驚喜的

發現到賀琳老師所駕馭的執行方式與內容，是我們在上述的開平對話平台中著實欠

缺也一直期待被啓發的部分，像是在對話的發生中開發了更細膩的環節，以及在多

方對話中，由交互作用而產生更多思維的碰撞與磨合，因此從賀琳老師的三天

workshop 中我們得到了無數寶貴的靈感，更將這些新的方向引入、落實到我們的

對話平台，進而能更加豐富我們開平平台的活性與能量。同時也將合作式對話融入

於我們整個校園的溝通中，不論是教職員之間，或是師生之間，我們也適度的將合

作式對話在其中開啟平台，讓「對話」的能量持續並行於教育道路的根本，衍生出

帶著更豐富的開平教育思想特點。 
 

「超學科課程統整」建構專業與人文的教育內涵 

多樣的學習型態 

 

當親、師、生間的對話開始展開，當對話帶來的能量開始在學習環境中流

竄，學校在學、術科的教程當然也必須搭配這波後現代的思潮，與學生們在其中作

出身、心靈的交流，進而帶動在專業技能(軟、硬實力)上的領悟與創造力更加活

絡。 

 

在台灣， 典型的高中生上課經驗是趴在書桌前聽老師講、啃教科書， 而

開平高中典型的學習經驗是沒有教科書而複雜多樣化的： 

 

學習方式：他們用的是老師自編的教材、包括小組討論、上網找資料、小

組合作寫專題企劃案、分工合力執行企劃案辦活動或展覽，聽講作筆記只是其中一

小部分。 

 

時間：原則上一次上課是三個小時，但學校沒有上下課鐘聲， 由師生依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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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與團體的需要，約定他們的下課休息時間，所以不同班不見得會同時間下課。 

 

空間與同儕團體：他們一學期可能拿到三個階段的課表，有時會在不同階

段按自己興趣的次主題選擇而重新分班分組，也會因而轉換到不同的教室， 所以

學生將有機會認識整個學群四百多位同學。此外還有整個學群及全校性的大團體對

話課程。 

 

師生互動: 師學群裡每一個孩子都被會每一個老師所深刻熟悉，一講起那

個孩子學群每位老師都能提出各人的觀點，因為任何一門課都可能有好幾位老師在

同時或不同時間出現以指導不同的小單元，即使是上課時間外，任何一位老師也可

能成為任何一位學生的諮詢者。 

 

作業：幾乎每一單元完成時，都會有一份學習單或者心得作為作業，有時

這些作業得是小組合力完成。 

 

學習內涵：學生是整個學習過程的主體， 他們在一個學期內預定要通過三

到四個有關餐飲的主題企畫， 他們必需把自己設計的案子做出來， 要實現一個企

劃案， 他們得跨越各種學科領域，:文學、藝術、電腦、科學、人際互動、口語表

達、餐飲專業……學習就發生在自己辦理各種節慶的過程中。 

 

開平打破傳統分科教育，學校教學採主題式活動設計，將各科的教學目

標，統整為 12-13個前後連貫的餐飲相關實境主題企劃，透過實地操作或運用田野

調查、報告、討論等的活動式課程，讓學生團隊合作學習如何設計企劃案並把它做

出來，這是學到帶得走的能力。高一為試探課程，同時修習中餐組、西餐組以及烘

焙組課程，餐飲服務課程則是共同必修，除了理論與實務課程並重，並設有學生實

習餐廳主廚之家中餐廳、西餐廳以及烘焙坊，提供學生採購、備製、烹調、服務等

實境營業的校內實習課程。高二下學期到高三上學期一整年間，學生依志願申請面

談前往國內外各大知名飯店、餐廳、烘焙店等單位進行三明治式校外實境實習，，

體驗業界真實面貌，高三下學期返校作經驗統整並進行成果展主題企劃，將三年所

學成果公開呈現給父母及社群。 

 

我們希望所有開平學生經過三年的洗禮，都能學會經營自己、具有誠信、

勤奮及熱誠的工作態度，而成為有能力、受歡迎的人。我們提供喜歡餐飲的學生一

個學習餐飲專業的環境，除了「工具能力」和「專業能力」外，開平課程特別重視

培養「關係能力」。我們有別於一般職業技術學校，全力開拓餐飲人文教育，強調

「順性發展」，主張人文素養才是專業技術的厚實根基，因此幫助孩子接納自己、

理解人的脈胳，學會與人合作，鼓勵孩子實踐餐飲的夢想、體貼顧客的需要，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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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極致的餐飲專業服務。全校教職員的共同願景是將開平營造為一所實踐人文精

神的國際知名餐飲專業學校，以培育餐飲人才、提升餐飲文化為宗旨。我們的核心

價值在於提供支持關懷的環境，讓夥伴能真誠的面對自己，面對挑戰，在容許犯錯

的氛圍中學習成長，實現夢想，懂得自由與界限、權利與責任，能在現實與理想中

找到平衡。 

 

近 20 年來，開平學生在各項國內外餐飲競賽上屢創佳績，是全國技能競賽

的常勝軍，曾連續多年在北區賽拿下烘焙、餐服、西餐三料冠軍。開平已是北台灣

的最著名的餐飲學校，學生畢業後的就業表現也相當優異，深獲海內外餐飲業界歡

迎。近年陸續榮獲教育部教學卓越獎、臺北市教學卓越獎、餐飲科評鑑優等獎。對

於開平來說，餐飲是孩子、家長與教師們一起學習互動的介面。孩子們若能在當中

發展出終身職業的發展方向當然是我們所追求的方向，但若他們在透過開平的教育

環境陶冶之後，能夠釐清並確立未來自己人生的發展方向，即便完全不是在餐飲相

關領域，也是被期待、祝福且樂觀其成的！ 

 

結語 

 

對話的目的在於尊重生命，而尊重始於放手。 

 

對生命的尊重我們從放手開始，我們相信，每一個生命都圓融俱足，每一

個人都是他自己生命的主人。所以，對於任何一個學生，我們放手讓他自由展現；

老師在放手的同時，需要更費心力去陪伴，抓緊關注但不干預的分寸，這需要付出

更大的耐心和愛心。 

 

放手不是放縱，放手的背後，是更大的愛。當學生想成為自在、獨立的

人，就要學習承擔自己的責任，再幫助他們從中看到生命的價值和意義。如果我們

不相信每一個學生都能做自己的主人，大人(包含老師家長等)就會對孩子有很多要

求，管得越嚴，管得越多，師生越累。 

 

過去父母師長愛的很累，是因為我們常認為只能用一種方法達成目的，因

此要求別人只能用和自己一樣的方法標準去做。想要愛的不累，需營造一個幫助孩

子找到自己潛能、解決自己問題的學習舞臺。不再有標準答案是最令人不安，無法

預知未來的情境，但是那會迫使人們活在當下，與現實環境互動，從中重新找到秩

序。相信只要不堅持自己是唯一，讓自己開放，能量就能刺激交流，在自己反應、

對方回應、自己再反應、對方再回應的過程中，互為主體，親師生間透過對話，共

學共榮，讓愛的能量流動，愛的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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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努力所實踐的，是帶著大愛，拉出最大空間的界線，在界線範

圍內就全然的信任，讓生命的能量流動，讓「愛要流動」。 

 

當自己成為自己生命主人的同時，也要尊重他人也是他生命的主人。對生

命的尊重不但要有想法，也還要有方法，才能落實實踐。開平實踐的方法之一是不

斷創造「對話」的機會、營造一個開放空間，期待大家敞開心胸，讓多元的聲音呈

現，因為聽到不同、看到不同，就能創造不同。總之，開平在實踐人文精神的具體

操作方式，是透過不斷的對話~不論是師生平台、全校平台、班級平台、隨時發生

的對話平台或電子平台書寫六步等，而合作式對話更細緻的將對話的效用往前更推

進一步，成為很有力量的操作工具。讓人看到”問題”背後的脈絡發展，疏理人際

關係之間的迴向糾纏，讓困擾的事件成為增加相互認識以便進一步合作的契機。讓

解構教學方式、學生管理方式、成績評量方式之後，透過不斷的對話，重新建構新

的模式~更貼近學生需要，符合社會需求、追求生命意義價值的新模式。 

 

最後，請容我以一位畢業生家長侯爸爸在蝦米網的貼文作為本文結尾註

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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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平餐飲學校」就是有這個魔力。妻子瑞玲媽媽形容它就像是一所魔法學校。 

 

「開平」最初給我的印象是： 

 

1. 餐飲科辦得很有口碑(媒體上常有正面的新聞)。 

2. 學費很貴，一學期要繳十萬元。(孩子在國中時聽說；後來證明是：學費真的不便宜，但

不是每學期十萬元，只是有不同的繳費方式，才造成誤傳。還好，沒那麼多。) 

3. 孩子開學前，父母親必須先到學校上三天課。(這真是奇怪的規定，從來沒聽過哪所學

校：孩子上學，父母要上課的。) 

 

第一天帶著狐疑到「開平」，心想甚麼學校，需要用三天的時間來介紹。(一般會請新生家長

到校做說明，頂多花上一天。) 没想到三天課程下來，讓我感到訝異的是創辦人夏惠汶博士 (我們暱

稱他：夏杯) 不但要辦學；還要教我們如何讓親子關係更和諧、家庭更圓融、溫馨。這樣的做法在台

灣可說是絕無僅有。 

 

夏杯頂著一頭白髮，一襲中山裝。講話的時候，輕柔細語，有如嬰兒沐浴在母親的懷裡，說

有多舒服，就有多舒服。課堂中，夏杯請有困境的家長自願出來，他會在幫忙個案的過程中，同時以

此為教材，提醒其他人，這也可能是大家會碰到的困境。 

 

夏杯沒有長篇高論的大道理，也不會教你如何解決問題；但他會幫助你長出力量來解決自己

的問題。 

 

上了這些課，讓我的家庭吵架的次數少了、也小了。我們學到「對話是說自己想說的；也要

聽聽別人說的」，也學到在孩子的成長過程做到「陪伴＋問一個好問題」。更學到「少點判斷、少點

批評、多點讚美」則讓親子的關係越來越好。 

 

因著夏杯，瑞玲媽媽除了自家受用，更是熱情的與週邊親友分享。自己媽媽、早餐店客人、

鄰居…等等也帶到週三的「親子工作坊」上課。更有甚者，連早餐店的工作夥伴也深受影響。她分享

說：『聽老闆娘講：「對孩子要多讚美、少責罵」有一天，她看到一歲半的兒子，又拿著掃把在那兒

學大人掃地。若照以前作法，定把掃帚搶走；並痛罵一頓，而孩子絕對哭鬧不止。這次換個方法，對

小孩說：「哇！你掃得好棒喔！其他的等一下再掃喔！」。你知道多神奇嗎？小孩居然很高興的讓我

把掃帚拿走』。聽到這，心想：瑞玲媽媽妳的善念正遍地開花呢！ 

 

最近，朋友碰面，問：小孩讀哪？答：「開平餐飲」。回：現在讀餐飲不錯，「開平」也辦

的不錯，學費很貴喔！我會曰：如果，繳一個人的學費，全家都在開平上課，這樣的學費應該就不貴

了吧… 

2011/08/29 17:23 

資料來源：http://www.drhsia.com/drhsia/modules/newbb/viewtopic.php?topic_id=67620 

http://www.drhsia.com/drhsia/modules/newbb/viewtopic.php?topic_id=67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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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心感激侯爸爸及瑞玲夫妻二人總在在百忙之中，經常地撥冗參與協助帶

領其他家長。也感謝侯爸爸願意在網路上公開分享自己一家人因著兒子進入開平就

讀而過得更加幸福、圓融。這封溫暖的留言，讓全校教職員們知道自己辛苦掙扎著

面對過去經驗的挑戰，以及與家長、學生們一起共同的努力所獲得的果實，是如此

甜蜜而美好，而這也就是開平營造以對話為基礎的教育環境的最好例證。 

 

感謝賀琳的邀稿及熙琄的鼓勵，讓我有機會在此分享開平的經驗，謹以此

文與世界各地努力不懈的教育工作者們一起分享！ 

 

Afterwards Reflection by Shi-Jiuan Wu 

 

In reading this article, I remembered a moment that I have carried with me. Several years ago, in a 

consultation, I stepped into Principal Hsia's office to have a check-in talk with him about how 

things were going in the school, in order to have some contextual information for that evening's 

consultation. The moment I was in his office, he began to share with me that a few students had an 

argument (吵架) with a teacher that morning. He asked me if I could talk to the students and the 

teacher together to facilitate a joint creation of understanding the conflict and what to do to move 

beyond it.   

 

It was a very special moment to engage the students and teacher together, for them to talk about 

what happened, to share their inner thoughts about the situation, to say what they hoped to see from 

our conversation. The students talked about what they did not appreciate about how their teacher 

responded to their process of doing their project. The teacher talked about the challenge of working 

with the students who did not seem interested in doing the project. They were able to communicate 

and understand each other more in this conversation. The teacher apologized to the students for 

some misunderstanding about their work. The students talked about what they could do to make 

things better.  

 

At the end, all the students and the teacher were happy with the conversation. They learned from 

each other how they can better work together. This kind of teacher-student conversation is a very 

unusual event in the educational system in Taiwan. Often if students argue with the teacher, the 

students will be disciplined and penalized, and the teacher would not apologize. In Kai-Ping 

Culinary School, disagreements between the teacher and student are viewed as an opportunity to 

grow and learn through meaningful dialogue. 

 

The word argument in Chinese 吵架 (pronounced "tsau jia") refers to raising your voice out loud. 

Often it is seen as negative conduct from the education point of view. But 吵架 (tsau jia) is viewed 

as an opportunity for both the students and teachers to understand, explore, grow and learn in the 

Kai-Ping school. This experience moved me and has stayed with me for many years.  

Consequently and importantly, teachers and students can learn and grow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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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I 

Six Steps for Teacher Reflections 

 

At the end of each day the teachers blog a reflection on their day. All teachers, chef coaches and 

principals can view the reflections. The reflections encourage an “action-oriented research” process 

of shared inquiry. 

 

附錄一：開平餐飲學校六步模式對話範例 
六步模式_吳珮綺_與學生對話_980820 

步驟一：反映現象 

今天跟著雅雯進入留校班(註：沒有能夠順利出去校外實習或是校外實習因受傷或是其他原因返校的孩子

編為一班)，原本預定要去招生的部份，聽郁淳老師說取消了，於是我就整天都跟班。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I5nGcp/search?q=dp=%22%E8%A1%8C%E7%82%BA%E7%A7%91%E5%AD%B8%E7%A0%94%E7%A9%B6%E6%89%80%E7%A2%A9%E5%A3%AB%E7%8F%AD%22.&searchmode=basic
http://readopac1.ncl.edu.tw/nclserialFront/search/guide/search_result.jsp?dtdId=000075&search_index=JT&search_mode=&search_value=%E7%8A%AF%E7%BD%AA%E5%AD%B8%E6%9C%9F%E5%88%8A$&la=ch&requery=true
http://www.appliedpsyj.org/paper/11/110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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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到教室，雅雯很有條不紊地將今天要做的事都一一說明清楚，也在點名的部份與學生畫好

界線，因為都 11點了學生卻沒幾個在教室，有很多學生都說以前不用這樣，因此，雅雯與

學生拉清楚界線，這點讓我很欣賞，學生們也確實願意遵守。 

當與孩子接近後，發現他們真的有許多點不被了解，得先接受他們的想法.傾聽他們的聲音

，他們才願意跟老師聊心事...當然，也許我還在被孩子測試中! 

 

步驟二：比對總結 

帶著很輕鬆的心情去享受與學生互動，而不是像實習時，每天準備很多知識要跟學生

教授，那種壓力好大.很沉重! 

 

步驟三：產生感覺 

很輕鬆，很開心，也有點慢慢放掉自己傳統的樣貌。 

 

步驟四：做出決定 

要好好跟孩子建立信賴關係，不管是改心得.聊天.觀察，都要很用心，但就是接納個

孩子不同的樣貌。 

 

步驟五：產生行動 

就照著決定去落實。 

 

步驟六：TOTE原則 

還算可以，學生不排斥我。 

2009/08/20 19:08:51 

 

夏杯杯回覆吳珮綺師 

引言:  

 

很棒喔 

帶著"我不知道"(註：not knowing)的心情 

輕鬆的跟學生聊聊，那就是上課 

不需要備課，準備號聊天的心情就是"備課"喔！ 

 

妳有一些成功經驗了喔！ 

 

夏杯杯 

2009/08/21 21:14:21 

 

吳珮綺師回覆夏杯杯 

引言:  

原來帶著輕鬆愉快的心情去接受每個學生.認識每個學生， 

這樣就是上課呀! 

 

但是，對於我們的課程討論只停留在目標釐清，沒有具體的課程設計， 

我還是會擔心和憂慮!  

2009/08/21 22:5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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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杯杯回覆吳珮綺師 

 

只要有方向， 

就跟學生一起討論在這個方向中藥如何進行具體的課程 

那是討論出來的 

不是"單行道"喔 

 

夏杯杯 

2009/08/23 22:54:24 

 

吳珮綺師回覆夏杯杯 

 

哦哦...原來是這樣，那老師要討論課程到底是討論什麼呢? 

我有點不懂?若是這樣，那目標.策略.能力指標...都有了.就是方向嗎? 

還是老師也得有備案呢?若學生討論不出，就該給個明確目標嗎? 

那這樣跟今天的任務導向.結果導向又有何不同呢? 

好像還有很多不懂? 

只要順性發展，那就是花時間陪伴孩子找出他們真正想要的和真正能做的嗎? 

好害怕還是不知不覺落入傳統觀念，要不斷確認再確認! 

2009/08/24 20:05:38 

夏杯杯回覆吳珮綺師 

引言:  

吳珮綺 9825 寫道： 

哦哦...原來是這樣，那老師要討論課程到底是討論什麼呢? 

[夏:討論腹稿吧，除了腹稿，其他討論是沒有意義的] 

我有點不懂?若是這樣，那目標.策略.能力指標...都有了.就是方向嗎? 

[夏:我不很清楚妳們討論的內容，我猜都是腹稿和方向吧！] 

還是老師也得有備案呢?若學生討論不出，就該給個明確目標嗎? 

[夏:跟學生一起討論，因為老師有腹稿，就可以給出一點暗示或提出挑戰性的問題，讓學生

思考。只要學生開始思考，教學的目的就開始落實了] 

那這樣跟今天的任務導向.結果導向又有何不同呢? 

[夏:參與討論但不主導討論，這就是最難的，老師明明知道，卻好像不知道，只是提出問題

，不給答案，假裝自己也不知道，即使知道也謙虛的認為學生可能有更好的答案，於是學生

老師大家一起認真討論，做成決議，如果決議比老師的腹稿還好，當然就全然接受，如果是

天馬行空不切實際，老師就不斷的給出狀況和疑問，讓大家在繼續思考....不斷的循環，不

要嫌煩，這個過程就是"教育"。] 

好像還有很多不懂? 

[夏:要完全融會貫通需要時間，也就不要太急吧！] 

只要順性發展，那就是花時間陪伴孩子找出他們真正想要的和真正能做的嗎? 

[夏:是的，明明知道，也帶著不知道的陪伴和提問，當然於很多的關心和愛在裡面，剛開始

，師生需要磨合，接者學生需要又被信任的感覺，從一片空白中找到不成熟的答案，老師不

要否決，就讓孩子去嘗試，慢慢學生就會找到好的方法。過程很緩慢，一旦啟動，學生的動

力就不可限量了.....] 

好害怕還是不知不覺落入傳統觀念，要不斷確認再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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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先抓大方向， 

只要自己不要陷入焦慮~無法完成任務 

或者，不要陷入挫折和自責 

其他就再慢慢多體會 

 

其本上， 

如果讓學生長出力量，不論怎麼做都是對的 

不能幫助全部學生，就先幫助大部分學生， 

等大部分學生長出力量，自己能夠打理 

再分出時間照顧其他學生，幫助他們長出力量.... 

 

精確的說，剛開始讓孩子順"不合適的"性發展 

似乎是一種縱容，但如果那是讓孩子信任老師的"手段" 

就栓是權宜措施吧 

 

因為過去孩子的經驗，老師(大人)都不可能允許某些發生，例如:說髒話... 

口頭說 OK，一旦某些發生，老師就會抓狂 

那我就建議，剛開始那老師就犧牲一些價值觀的加持，讓孩子打破就有框架 

重新建立師生信任關係 

這些"手段"也就是被自己允許的權宜措施 

這是師生拔河過程中，老師就教熬的部分 

如果學校不支持，家長不理解 

會認為老師怎麼可以允許學生........ 

太不負責任了......之類的羞辱 

其實，這才是"大愛"~承擔羞辱，讓海恢復對"大人"的"信任感" 

 

這些工作不是高中階段的老師該做的 

但是，艾瑞克森的人生八大階段， 

如果前一階段沒有滿足，就會移到下一階段 

我們就是孩子成年之前最後的一個階段 

過去教育的後遺症，就由我們背負承擔.... 

只要對孩子好，我們就"認"了 

這就是開平教育夥伴的辛苦！！！！！！！ 

我們承接了所有的後遺....但我們不做，就會轉移的社會.... 

別人看不懂，不做還可以理直氣壯 

我們看懂了，就幫孩子創造歷史吧 

 

當孩子開始信任老師 

不再把能量放在與老師對抗，或者努力成為悲劇英雄 

能量就願意開始放在思考自己的未來 

當然有可能是透過老師的導引 

接下來就容易了，就進入了"整合期" 

再慢慢的設法"導引"出孩子真正的興趣 

就可以一起討論如何執行，共同建構，甚至希望獨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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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老師們只要欣賞觀望與陪伴了 

 

很難說清楚 

但，謝謝你的提問 

讓我思考如何分解動作，把細節整理出來 

如果不清楚，就在提問 

我就再設法說清楚，那是我的功課啦！ 

 

夏杯杯 

2009/08/24 21:06:34 

吳珮綺師回覆夏杯杯 

引言:  

hsia 寫道： 

 

就先抓大方向， 

只要自己不要陷入焦慮~無法完成任務 

或者，不要陷入挫折和自責 

其他就再慢慢多體會 

[珮綺:嗯嗯...我理解，現階段的我會將暑期所上過的課融會貫通，並掌握大方向大原則，

明白自己的任務是幫助孩子長出自己的力量，所以心中得更堅定有力才行，一旦焦慮或慌亂

，其實就先有不信任孩子跟自己的想法了...謝謝夏杯^^] 

 

其本上， 

如果讓學生長出力量，不論怎麼做都是對的 

[珮綺:前提就是很愛孩子，希望他成長...我可以懂夏杯所說的愛孩子是怎麼一回事了!] 

 

精確的說，剛開始讓孩子順"不合適的"性發展 

似乎是一種縱容，但如果那是讓孩子信任老師的"手段" 

就栓是權宜措施吧 

[珮綺:是因為要先建立信任關係，所以就像母親對孩子的那種包容，不會因為孩子的表現而

感到不開心，反而更想了解孩子背後真正的想法!] 

............................................. 

我們看懂了，就幫孩子創造歷史吧 

[珮綺:開平的教育理念真的好吸引我，這也是我深深認同的地方!] 

............................................. 

如果不清楚，就再提問 

我就再設法說清楚，那是我的功課啦！ 

[珮綺:真的很感謝夏杯這麼用心地回答，甚至還修改回覆，真是太感激了!也謝謝全校夥伴

們這麼用心地為這樣的環境努力，我要努力跟進^^ ^^] 

 

夏杯杯 

 

夏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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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我好像越來越能理解開平是怎麼一回事了! 

好像這些舞台，只是為了幫學生長出自己的力量而去搭設的， 

重點不在舞台是什麼樣式，只要能幫助學生釐清方向，找到目標動力， 

這一切就值得了!所以，我比較不會焦慮和擔憂了，反而好期待去和孩子接觸!建立信任關係

^^ 

 

珮綺敬上 

2009/08/25 20:17:08 

馬嘉延師回覆吳珮綺師 

 

感謝珮綺說出中想法 

 

它代表這環境是信任安全 

也成呈現 珮綺的關注與用心反思 

 

我分享一些想法 

1.時間因素---自己剛來聽很多名詞與概念 

會有與自己價值對話  

這須要在這場域去實踐中驗證 

加入時間 慢慢體會 內化真正了解 

比方 人文 

最後 發展出自己做法 

 

2.層次因素---許多名詞含義不易說清 

有時因為不同場合 詮釋 

會有不同解讀 

但可能是同一中心 

比方 主題活動教學 

 

在我理解 它既是活動 也是教學 

當教學豐富性與嚴僅 最後活動成現也就多元 

所以 歷程兼顧到 最後任務結果是水到渠成 

最後 可能是俱時性 同時發生 

課程設計都已顧到 

 

在團體討論 要清楚界定 縣在是方向 目標 精神 

或是策略 能力指標 因為鉅細靡遺 都要兼顧 

 

3.彈性因素----順性發展 是個方向與精神 

但四個字 包含各種可能 

因為面對 a同學的 在那個場合 

與面對 b同學 在那當下的應對 

也許不同  

但都看脈絡 能讓同學長出力量有幫助 

比方 抽煙 一個老煙槍戒煙中被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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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好奇抽煙被抓  

另一個所索使別人買煙 未抽 

另一個約定後續抽 

處遇不同..... 

 

馬小草 

2009/08/25 16:04:29 

吳珮綺師回覆馬嘉延師 

引言:  

馬嘉延 寫道： 

 

感謝珮綺說出中想法 

[珮綺:我更要感謝小馬老師的用心，讓我更懂得開會大家一起達成共識的意義!還有小馬老

師對新人的關照^^感謝!] 

 

它代表這環境是信任安全 

[珮綺:這真的是一個很安全的環境，讓我可以很安心地漸漸找回我自己，而不是委屈自己一

直忍耐，雖然我還不很熟識每個學群老師，但我會一點一滴地去貢獻自己的一份心力，以更

融入這個團體，雖然很怕自己的無知帶給大家困擾...但有時候時間就是急不得!] 

 

我分享一些想法 

1.時間因素---自己剛來聽很多名詞與概念 

…… 

最後 發展出自己做法 

[珮綺:我還需要時間慢慢去找到自己的作法，在這之前請允許我去了解其他人的多元特性

^^] 

 

2.層次因素---許多名詞含義不易說清 

…… 

3.彈性因素----順性發展 是個方向與精神 

…… 

處遇不同..... 

[珮綺:的確，很多時候彈性可以補許多不足之處，事前規劃再怎麼縝密，都比不上變化速度

，所以我還在摸索自己的彈性，和怎麼安排.怎麼應變才是最恰到好處!] 

 

馬小草 

 

小馬老師: 

衷心感謝您的回應，我會好好去學習並吸收消化找尋出自己的一套風格的!期盼開學後的實

踐，更期待這些經驗可以讓我與自我.大家有更多的分享和成長!感謝^^ 

 

很不懂事的新人珮綺敬上 

2009/08/25 20:32:55 

夏杯杯回覆吳珮綺師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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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馬老師: 

衷心感謝您的回應，我會好好去學習並吸收消化找尋出自己的一套風格的!期盼開學後的實

踐，更期待這些經驗可以讓我與自我.大家有更多的分享和成長!感謝^^ 

 

很不懂事的新人珮綺敬上 

 

在開平最需要懂得的是"呼吸" 

人就在一呼一吸之間，找到了存活的方式，非常自然... 

面對環境，就像面對生命，呼吸就能存活 

很複雜，但也很自然，就很容易 

 

面對挑戰，就呼吸，就會找到自然容易的方法 

沒有什麼需要生氣，除非妳有預設立場圖像 

沒有什麼需要焦慮，除非妳驕傲的想證明什麼 

 

沒有做好，反思整理一下，下次做好就行了 

開平允許犯錯啊 

 

不知道該怎麼做，就冒險做做看，最多"做錯"， 

何況還有一半機會"做對"呢 

 

資深的老師，每天也都在改變 

每一個人性個不同，帶班方式不同，授課方式不同 

只能參考，不能複製，一定要發展自己的風格路線 

 

所以，就帶著愛心，勇敢冒險， 

從失敗中學習，從錯誤中成長 

創造歷史囉！ 

 

夏杯杯 

2009/08/25 20:48:42 

吳珮綺師回覆夏杯杯 

謝謝夏杯不斷地叮嚀和提醒，我收到了您滿滿的關心，今天收穫很多，希望哪天我能大方地

當面跟您道謝!感謝您^^ 

2009/08/26 21:07:44 

 

從以上六步模式對話範例，我們可以看到開平的師生們藉著一篇篇自我經驗整理，

加以檢討、反思，除了幫助自己與夥伴開拓大腦新地圖外，也透過這些書寫反思的歷程，透

明化自己的狀態，進而從其中的虛擬對話甚至衝突釐清的過程內，創造出新的合作契機與火

花，進而提昇整個團隊的教學品質。 

 
Appendix II 

Platform for Conversation: Concepts on which Appendix I is Based 

 

Teachers and teachers, teachers and students, teachers, parents and students and so forth are 

encouraged to reflect and be in conversation with each other. The Platform describes the princi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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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hilosophical background for the school’s process of inviting multiple voices into conversation 

and respecting each voice. 

 

附錄二：開平餐飲學校平台運作方式 

1.平台分分類與舉行時間： 

平台分為教師平台與師生平台。師生平台每週三上午八點到九點舉行，全校學生和教職

員參加。教師平台每週一下午四點半到五點半舉行，全校教職員參加。全程錄影並做文字記

錄。 

2.平台規則： 

(1) 平台是表達情緒的場域，不解決問題。 

(2) 平台座位採螺旋狀排列，需把中間的位置坐滿才可依序在螺旋末端添加座位。 

(3) 平台發言時請替自己發言、不替別人講話、不做人身攻擊。 

(4) 請遵守一次只能一個人發言的秩序。 

(5) 發言時需有清楚的對話對象，被點名者可回應也可選擇不回應，發言後不可立

即離      開，他人發言時請尊重並傾聽別人的發言。 

(6) 平台未結束前不可中途離開，如需中場離席需經所有夥伴同意。 

(7) 第一次參加平台者，請於平台結束後分享參加心得。 

3.平台工作人員： 

(1) 督導的角色：由受過溝通訓練的專業人員擔任，協助轉化檯面下的衝突為促進    

認識彼此差異及再前進的動力；也具有公共論壇及共同協商的功能。 

(2) 觀察員：需在平台結束後發表觀察報告。報告內容以觀察團體動力為主。 

(3) 主持人：a.主持程序 b.時間控制。 

(4) 老師角色：a.相位鎖定、強制同步 b.關注、陪伴、聆聽、引導（表達） c.專       

注場內發言或不發言狀況，維持現場秩序 d.孩子發言時須在旁陪伴，若孩子需要，可

引導讓他說得更清楚。 e.學生角色：每個人都有發言的權利，一次只能一個人發言，

發言要有對象，替自己講話，不代表別人說話，不作人身攻擊，是抒發情緒的地方，

但不一定能解決問題。 

4.設計原理： 

開平平台對話採螺旋式座位安排，是源自於英國「塔菲史塔克大團體動力實驗課程」

中的一種操作方式。 根據塔菲史塔克大團體動力實驗的研究，當一個團體人數大到超過

30 人以上，彼此又不容易都看到時，團體中的成員很容易表現出自己在大群體中的行為

模式；例如一個平時私下對學校措施抱怨連連的老師，卻總是在例行的全校校務會議中，

保持沉默，可能他相信說了也沒用，或者害怕秋後算帳，也可能是他從不認為自己有打破

團體沉默的責任，你看我，我看你；當持這樣行為模式的人多時，整個團體就會更沒有動

力，而開會的結果往往就更讓他有私下抱怨的題材。而平台式對話的螺旋式座位安排，讓

與會者不容易一眼看到所有的人，總有一些人是被擋住看不到的，目的是刻意強化大團體

的張力，讓全校教職員學習覺察每一個人的習慣模式如何造成團體共有結果，民主時代

中，期待群體中的事物要有所改變，就必須每個人長出自己的力量來，而非期待有個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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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君主來拯救。 

5.平台座位安排： 

教師平台的座位安排是由內而外螺旋式座位，前後座位相錯，左右相鄰兩座位間距約

30 公分，以每一座位可看到全場其他座位為原則。座位坐滿之前不可再加座位。螺旋型

的團體座椅安排，是我參加輔仁大學夏林清教授大團體動力實驗所得到的啟發。而學生平

台則是以大團體環繞操場周邊席地而坐，兩位主持教師站在團體中央，發言者可在自己位

置上起立發言，讓全校師生都可以看得見。 

6.哲學基礎： 

螺旋型的團體座椅安排，是讓參與成員感受到團體是共同組成的，任何人的感受都可

能影響到團體中其他人。若不能在團體中呈現，就會在私下的場合呈現，而相關的對象不

在，會影響聽到的人的情緒和判斷，造成當事人的兩難。若在團體中呈現，可以當眾釐清

始末原委。這學習課題是，人不是單獨存在的，工作不是單獨完成的，即使看起來單獨的

業務，但還是會牽扯到他人。因為任何工作，都是為了滿足人類的需要而存在。我們的教

育只教出個人的優質，那只會教出比較心與差別心。我們在認知上都知道不要有差別心，

但行為上卻是背道而馳的。就是所謂認知理論和行為理論不能統一，這些都要探賾索隱、

鉤深致遠，才能通天下之志。 

 

尊重生命，從近處著手就是尊重人，人不能離群索居，就要在乎團體，看的懂團體，

那建立在看得懂人，又建立在看得懂自己的基礎上，螺旋型的安排就是提供學習這些功課

的真實平台場域。坐在平台中，看似靜坐不動，其實，每一個人都在感受團體的氣氛，內

心不斷的自我對話，即使在嫌無聊，也是內在對話。接著就要考慮如何自處，決定如何自

處。如何呈現自己的決定，看看團體如何回應自己的呈現，即使沒有動作，也是一種動

作。循環往復，內在的念頭川流不息。當一個人能在團體中表裡如一的時候，就是趨向於

成熟。當團體成員都趨向成熟的時候，就是圓潤成熟的團體，所謂公民社會的成員。篤行

實踐人文思想，培養一個全人，就要營造一個配套的環境平台，讓人從中經驗體會，統一

認知理論與行為理論，統整內在聲音與外在環境互動，在交互感通中。呈現生靈活動的氣

息。 而螺旋型的安排，破解特別是科層官僚組織系統使之轉型為學習型組織系統的一個

運輸工具。 

 

若一個人在社會矩陣(socil matrix)中受傷，也必須在矩陣中復原，才能真正的復

原。而這樣的安排正是社會矩陣的縮影。人在其中也許會受傷或獎賞，但也要學會復原和

淡處。人常在團體中抗拒或逃避關係，俗話說--做事容易做人難，意指與人共事之難，特

別是與權威相處。但弔詭的是，人一定要和他人共處，也一定會面對權威。無所逃於天地

之間。鼓勵主動的去面對團體，也負起自己面對團體應負的責任，原始反終--從終點的經

驗中，反思體會自己行為的原始資料，其歷程所產生某種理性意識： 例如：當任何認知

感受意識，拋到團體中時，被成員接受或拒絕都有可能，團體成員各有所思，在無法四下

結盟情況下，只有獨立面對無法逃避。領導者也不用以英明姿態出現，背負解除困境的全

部責任，那是團體共同面對的功課，領導者也只是其中穿著領袖道袍的成員。在這種常常

會帶著投射而情緒被挑動的狀況中，學習就發生了。最後若能懂得享受關係，並在關係中

成長。這就是情境中學習的目的，那是質化的，好像不是科學量化的，但當事人在其中一

定自有所得，這就是自得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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