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衝突社會與和平願景 

陳建甫 

開課單位：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 

（一） 課程摘要 

「衝突社會與和平願景」是淡江大學通識教育「未來學」學門課程之一。在面對

朝向娛樂化、功利與實用價值的通識教育課程裡，本課程一直秉持著關心社會底層與

強調社會行動責任。台灣是一個民主國家，卻長期受到來自對岸的武力威脅，在特殊

環境背景下，對於戰爭與和平，在價值順位和國家利益的考慮上，民主社會的公民都

應該有自己的獨立思考和表達。國際間強烈的反戰聲浪，並不只是一邊一派的立場，

其所堅持維護的是人類歷經數千年的戰爭殺戮後所終於到達的一組普世價值。這組共

識包含生命尊嚴和平的無上價值，人權、人道與和平的國際規範，以及多邊協商的原

則。這組普世的共識雖然因為諸多強權不願受其約束而不能充分發揮作用，但是這個

共識的繼續存在與否，以及其堅持與加強，卻是人類社會是否會重歸暴虐關係的關鍵，

也是人類是否還可以對世界和平懷抱希望的分水嶺。 

以上所言，是整個大環境的相關論述，為能讓大學生更關心人類和平以及學習觀

察、分析族群意識的整合與衝突之思維能力。本課程特別從「在地」與「全球」兩觀

點來幫助學生去了解族群動態變遷中的不穩定性。例如：從「美伊戰爭的新聞詮釋」

去觀看國際間不同陣營的新聞報導態度中所隱含的戰爭觀點與和平價值，並藉此觀察

在社會建構之中，整體公共論述對於衝突議題的探討；以校園中的訪談進行，探測台

灣族群議題的可能未來。另外，透過校外的參訪作業培養年輕學子經由對社會環境的

拓殖，與歷史脈絡的接觸，更關心台灣社會中關於人權、和平與衝突的歷史意義與社

會現狀，激發在未來投入改變社會的行動能量。例如：參觀 NGO 讓學生了解維護社

會公平正義、多樣性、以及永續性的正向意義，以及需要更多關心和平的志工加入的

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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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們運用「未來學工作坊」的討論模式，除帶領小組進行討論，並以角色

扮演與深度會議的途徑，討論【核電廠，我的鄰居!】，此一環境永續與區域發展的兩

難處境。本方法為解決衝突的另類選擇（alternatives）：從衝突管理到轉化衝突的可行

性方法。透過新型態的發展意涵與公民社會的充權參與，跨越溝通的限制與擴延知能

疆域，運用非暴力哲學理念增加或預防社會衝突，並冀希在討論的過程中促成超越衝

突的多元化解決方案。 

 

（二） 課程大綱 

1.課程名稱與編號 

在九十三學年度第一學期淡江大學通識核心課程未來學學門--「衝突社會與和平

願景」課程，時間暫訂在星期一，選修人數為 70名。  

 

2.課程特色及其與通識教育核心精神的關連性 

「未來學學門」是本校通識核心課程中極具特色的課程之一。未來學學門分別從

社會、科技、經濟、環境、政治、性別、教育等方面的課程，來分別針對社會、科技、

經濟、環境與政治現狀作一廣泛的討論，希望藉由對於現狀的分析關心，讓學生對社

會制度、群體現象，人心調適等有充分的認識，進而培養從容面對未來社會快速變遷

的能力。 

而本人所開設的「衝突社會與和平願景」是未來學學門中關於社會觀察與行動反

省的課程，希望培育學生具備多元文化價值觀，能觀察、批判、反省現行社會的單一

價值、文化霸權與一元化的思考論述；並透過廣泛的閱讀、親身活動體驗，以及校外

專家學者演講與協同教學等活動，來啟發學生從多元文化的觀點，去面對充滿不確定

的未來社會；同時，透過小組討論活動，從團體討論與報告寫作等團體合作的訓練，

讓同學學習到如何凝聚團體的能量，並採取適當的行動與策略來面對社會中的衝突困

境與和平企圖。 

 

3.教學目標與內容 

當前台灣社會不管是在經濟、政治、族裔與文化之間充滿了矛盾與不確定的風險，

這些衝突問題已經超越強調人際溝通、或過份簡化的成本效益、或交換原則可以解決，

新一代的台灣菁英應該要有勇氣去面對這些潛在的危機，除瞭解衝突的本質與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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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更需思考究竟要採取個人行動、或組織、或需聯合其他社群（聯盟）等不同的策

略與方法來解決衝突與紛爭。 

本課程主要參考「歐洲和平大學和平研究中心」（European University Center for 

Peace Studies, EPU）與附屬于奧地利「和平與衝突研究中心」所開設的和平與衝突相

關課程內涵所開設。課程除了傳授衝突分析與其內在原因方面的知識、和平構建及相

關領域的實踐技能外，更強調跨文化、跨學科的教學觀點，以及融入日常生活的實踐

經驗與行動。 

除了課程初所介紹的和平與衝突的基礎理論外，我們更強調在邁向全球化的衝突

社會裡，所可能遭遇的族群宗教仇恨、國家與階級利益衝突、性別認同間混淆、殘害

人權體制、以及忽視不同生命社群，例如：生態環境與未來世代之間所產生的衝突困

境，並提出軍事斡旋、非暴力手段、公民社會資本、非政府組織運作、社群認同聯盟、

草根民主化等不同面向的策略討論。 

最後，長久處在東西冷戰與關係緊張的台海情勢下，台灣在進入國際社群時屢遭

封鎖與挫折，因此，本課程希望能夠培育出新一代的菁英，不僅能掌握國際間與國內

衝突關係的原因、瞭解軍事與政治斡旋的限制、以及衝突後社會與創傷重建的困境外，

更能從實際行動中擔負起世界公民的責任。 

 

4.授課方式 

本課程主要以上課講演與小組討論為主，在小組作業或報告設計上，我們要求一

律放在網路上，每組同學原則上必須負責該單元的課前內容導讀與綜合討論。此外，

我們預定參訪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或其他相關組織，或邀請一位對人權或和平教育專

家學者來演講。至於，在小組討論過程裡，我們將使用未來學家常使用的「未來學工

作坊」，來讓與學生仿效工作坊的過程來討論某些問題。 

 

5.課程綱要 

◎  和平、衝突與全球化 

第一週、和平與衝突研究：本質、概念、原理與理論 

第二週、暴力與集體暴力：國際間的軍事衝突與和平行動 

        課後小組討論與電影欣賞：三不管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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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消極的和平行動：軍事聯盟、武力競賽、廢除軍備、與重建行動 

        課後小組討論與電影欣賞：天堂的小孩 

第四週、全球經濟、和平與發展：國際組織與區域聯盟：探討新自由主義下的經

濟不公平與貧窮問題 

第五週、經濟全球化---另類的暴力：全球化下的經濟聯盟與供應練宰制機制 

 

◎  台灣社會的人權圖像 

第六週、全球人權觀察：台灣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課後小組討論與電影欣賞：辛德勒名單 

第七週、（Ⅰ）專題演講---雷敦龢 教授︰戰俘研究，集中營在台灣 

第八週、政黨輪替後的人權視野：草根民主與非暴力政治改革 

 

◎  族裔、多元文化與社群認同 

第九週、衝突社會的潛在危機之一：東、西文化的內在認同或與文明的衝突：西

化？現代化？後現代？或後殖民化（薩伊德與杭廷頓） 

第十週、衝突社會的潛在危機之二：多元族裔的台灣社會：台灣新婦與吳亦樺事

件 

第十一週、（Ⅱ）專題演講---黃默 教授︰談台灣社群認同的機制 

第十二週、衝突社會的潛在危機之三：誰是幫兇？媒體、消費者與國家機器（討

論媒體在推進戰爭或和平進程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及新型媒體如網際網路等，對於新

型衝突的潛力和危險，如資訊戰） 

 

◎   和平價值扎根與未來學工作坊 

第十三週、（Ⅲ）專題演講---簡錫堦 執行長︰和平運動在台灣。 

第十四週、超越衝突：和平典範的轉移（Peaceful Transformation） 

第十五週、參觀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或其他人權、和平教育相關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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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週、未來學工作坊---【核電廠，我的鄰居!】或其他環境衝突之議題。解決

衝突的另類選擇（alternatives）：從衝突管理到轉化衝突的可行性方法（透

過新型態的發展意涵與公民社會的充權參與，跨越溝通的限制與擴延知

能疆域，運用非暴力哲學理念增加或預防社會衝突） 

 

6.指定閱讀或建議延伸閱讀資料 

指定讀物與相關資料將放置在網路上，並在受邀演講與課程活動前一週，要求學

生分組做相關資料的導讀工作。相關資料如下： 

Salomon, Gavriel and Baruch Nevo(edited), 2002, Peace Education: The Concept,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Around the World,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 

Boulding, Elise, 2000, Cultures of Peace: The Hidden Side of Histor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Falk A. Richard, Robert C. Johansen, and Samuel S. Kim, 1993, The Co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and World Peac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Gioseffi, Daniela (edited), 2003, Woman on War: An International Anthology of Writings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 2nd edition, The Feminist Press. 

 

和平、衝突與全球化 

陳建甫，2001，全球化對我國社會發展政策的啟示，行政院研考會，研考雙月刊，25(5)，

頁 31-42。 

陳建甫，2002，台灣推動和平教育課程之行動策略，人權教育教學研究討論會，6 月

14-15 日 ， 東 吳 大 學 ， 張 佛 泉 人 權 教 育 中 心 ， 詳 細 內 容 請 參 考

http://www.scu.edu.tw/hr/hu_education/20020914/pdf/chencheinfu.pdf 

陳建甫，2003，美國和平教育歷程與課程設計—邁向多元文化主義與具社會批判的觀

點，2003，十月 114期。 

陳建甫譯，讓我們結束恐怖主義與國家恐怖主義---Johan Galtung 和 Dietrich Fischer

著（針對 911事件所發表的文章）收錄在

http://home.kimo.com.tw/chien_fu_chen/files/postfiles/31.doc 

陳建甫整理，組織化武力的擴張（介紹軍事全球化 v.s.全球軍事化、地緣政治學、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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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武器市場、管理戰爭、軍事全球化的歷史型態比較與當代軍事全球化及其政

治後果等重點 ）收錄在

http://home.kimo.com.tw/chien_fu_chen/files/postfiles/11.doc 

 

充權與社會參與 

陳建甫，2002，鄉村權力的解構與再建構-以鄉村社區菁英參與社區重建為例，台灣鄉

村社會學會九十一年年會暨重大災害後鄉村社會問題與重建模式研討會，後收

錄於論文集，2002年 3月 8日，台大思亮館。 

陳建甫，2003，全球化下的新鄉村權力關係：鄉村治理的內涵與行動策略，台灣鄉村

社會學會九十二年年會暨全球衝擊與鄉村調適，2003年 4月 12日，台大思亮

館，後收錄於全球衝擊與鄉村調適論文集。 

 

族裔、多元文化與社群認同 

陳建甫，2003，同化的迷失：邁向多元族裔的未來台灣社會，第二屆台灣和平學研討

會－和平與社會科學的對話研討會，2002年 10月 24-25日，東吳大學，張佛

泉人權教育中心，  

陳建甫，2003，邁向多元族裔社會的教育願景與情節分析—外籍新娘與下一代所面臨

的同化迷失, 教育研究月刊，2003，6月，110期，135-143，詳細內容請參考 

http://www.edujournal.com.tw/menu/110/135.pdf 

陳建甫，2003，震災經驗、重建行動與社群認同：以南投九二一重建區不同世代原住

民為例，台灣鄉村研究，八月，43-72頁。 

 

5.作業或研究報告設計 

我們要求所有作業一律放在網路上，每組同學原則上必須負責一個單元的課前內

容導讀與另一個單元的演講後之綜合討論。通常在課程討論或活動後的綜合討論是由

小組成員共同完成（由助教協助小組討論活動），然後在聽完演講與活動後，在隔週上

課中由小組成員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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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學生學習評量方式與基準 

每一小組選擇一次專題作書面與口頭報告：20％ 

課後討論及觀影心得：20% 

期末考成績：30% 

參觀和平相關組織與聽演講個人心得報告：共計兩次，一次 10%，共 20％ 

平時上課出席與發言：10％ 

 

（三）預定參訪的機構團體 

我們將安排參觀校外民間機構及社運組織，如性別人權協會、婦女新知基金會、

族群平等聯盟、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慈濟功德會等關心社會多元發展與族群議題的

社運團體或組織。 

 

（四）、課程網頁規劃 

為配合網路科技教學的需要，本校已提供 300M 容量的教學平台，可以儲存大量

的訪問與影音資料檔。另外，本學期在教育部經費支持下，我們將聘請一位對電腦網

站架設有經驗的助教，除了原有的討論區與留言版外，我們將增加互動教學與談話的

內容，來加深同學在課後的討論，我們將選擇一次小組討論活動採取遠距教學的方式

或以 MSN Messenger 6進行小組討論，題目暫訂為「科技是否會拉大或降低教育的不

公平？」最後，所有學生的反應與討論將在會後整理提供給專家學者參考。 

 

（五）創意與特殊規劃 

本課程主要以上課講演與小組討論為主，在小組作業或報告設計上，我們要求一

律放在網路上，每組同學原則上必須負責該單元的課前內容導讀與綜合討論。此外，

我們預定參訪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或其他相關組織，以及邀請三位對人權或和平學專

家學者來演講。至於，在小組討論過程裡，我們將使用未來學家常使用的「未來學工

作坊」，來讓與學生仿效工作坊的過程來討論環境永續與地區發展之相關爭議，例如：

【核電廠，我的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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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組討論過程裡，我們將使用未來學家常使用的「未來學工作坊」，來讓 TA與

學生仿效工作坊的過程來討論某些問題。基本上，未來學工作坊是一種參與式的未來

學研究，它是由 Robert Jungk所創並致力推廣的未來學研究方法。他一生致力於推動

「賦權或充權」的工作，去協助那些少數社會底層的人們被隱藏、脆弱或癱瘓的能力，

由於他們缺乏教育與社會剝奪，這些人通常被社會所歧視或欺騙。他認為未來是屬於

每一個人的，因此，應該消除這種未來只存在少數菁英所想像的殖民過程，並且讓所

有民眾皆能夠去思考與改變未來。 

基本上，未來學工作坊可以算是一種互動式理念的實驗法，它允許民眾參與團體

討論以獲得不同的未來可能，降低不切實際與不想要的可能，進而去發掘與執行確實

可行與民眾所需要的計畫。它是一種讓民眾從理念到激發行動的實驗。甚至，這種理

念的實驗能夠運用在小團體或依賴一群少數的人，透過工作坊讓他們彼此之間能夠相

互合作與支持。在工作坊裡，主要包括：批判階段、激發想像的階段、實際執行階段

等三個階段，至於，詳細實施細則請參考（Junk and Mullert 1987，或Wendell Bell的

Foundations of Futures Studies，1995）。 

未來學工作坊想要整合既有知識的方法，並且讓那些原本不被重視的個人想像，

能夠落實為一個具體工作任務，去設計與建構一個較理想的未來，它甚至是一種協助

人們從漠不關心到實際行動的方法。即使在面臨無法解決的難題時，我們也希望能夠

激發他們至少巧妙的處理這些問題。未來工作坊最終的目摽是建立一個新的行政機

構，去發覺更多非暴力的方法來促進社會朝向正面的改變，去思考新的目標與價值，

並且去建構一個具創意與積極參與的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