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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學生中不乏培養出熱愛登山活動的年輕人

「我是凱伊，今年國二，我來全人三年了，所

為何有一所中學會將「登山」列為必修課程，

以跟學校攀登過三座大山，但因為自己也喜歡上登

並且初入校就讀的小六學生就可參與？三年前，以

山，所以另外會跟同學去爬山。我覺得山上的風景

一個家長身分，我也投出了以上的疑問，與家人陪

實在太美了，那種感動會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一起

同原本在家自學，但被一所有登山與自主學習教育

欣賞。三年前，我剛來全人，第一次登山的時候還

的學校深深吸引的兒子，前往全人中學一探究竟。

邊走邊哭，但是現在我可以背著20幾公斤的行李縱

未料，一踏入桃花源般遺世獨立的隱蔽森林校區，

走南二段七天，我感覺到自己成長了好多。」

直至今日，那份牽引與感動猶然，因為我們的家庭

2009年5月2日下午，在台北誠品書局地下二
樓視聽室，有一場完全由學生主辦的「全人實驗高

已變成了全人家族的一分子，凱伊就是我的兒子，
年紀與全人中學相同，十四歲了。

級中學招生說明會（該校資深老師周鄭州稱之為
「辦學說明會」）」。講台下有近百個位子，座無
虛席，連兩旁走道也有人或站或坐，包括主動前來

沒有圍牆的學校 ─ 在森林裡

護航的全人師生、校友、家長，和一群正熱切尋求
與探問台灣中學生教育是否有另類出路的來賓。國

當年，我們第一次要到全人中學參加招生說

二學生張凱伊是其中一位發言者，他上台之後從容

明會，山清水秀的卓蘭對我們而言，是一個全然

不迫地分享了他的登山經驗與心得。「登山」是全

陌生的苗栗縣小鎮。一開始我們就無知地被GPS誤

人中學獨樹一幟的課程，自創校實施至今，不曾間

導，將車子開進一望無際的葡萄園，情況大約跟野

斷，已然成為該校的重要特色與傳統。

牛群誤闖入都市叢林一般令人感到錯愕又突兀吧！

森林中的全人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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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不容易將車子導回正確方向之後，不久就得一路

住校生活與登山教育，獨立精神與毅力的試煉

爬升，直到海拔五、六百公尺的高地。沿途盡是當
地農民賴以為生的園地，種植著葡萄、水梨、甜柿

全人中學的全體師生都是住校，學校生活的基

和柑橘類的果樹。過了內灣里的大坪頂農場之後，

地很大，而且廚房、教室、宿舍與運動場散落校區

驟見一塊風化的木造指標，引導我們迴轉並改而向

各個角落，相隔各有距離，日常作息得要上坡下坡

下尋覓。路徑變得狹隘又隱密，兩側雜林的枝條緊

來來回回許多趟，平時就是腳力與耐力的最佳鍛鍊

迫盯人地往車窗內刺探，讓人更加惴惴不安、半信

場。此外，學校的地理位置遠離市囂，生活機能不

半疑。然後，就在下坡變得平緩之處，被稱為「社

便利，步行下山到卓蘭鎮上要花上一、二個小時，

區」的集體式住宅區倏然出現眼前，那傳說中的

更讓學生將走路當成了家常便飯。當年投入教改風

「沒有圍牆的學校」，終於活生生地被我們看見與

潮，起而建校的老師家長，義無反顧將學生帶離資

相信了。

本主義與都市消費文化情境，一方面希望這地處偏

瞧！全人中學的四周，環繞著林相豐富自然的

僻的中部山區環境，有利青少年發展自我價值與主

原始樹林，校區是占地17977平方公尺的山坡地，由

體建構能力；另一方面也藉此讓台灣的孩子親近山

一小段幽徑連通兩大區塊：一邊是被稱為「社區」

林，認識自然之美，並培養其堅忍不拔的毅力。

的集體式住宅，包含老師住處、籃球場、女舍及餐

我兒凱伊國一時，曾經在某一個大週回家時，

廳。另一邊是男舍與教室區，有社團空間、學科教

無法聯絡上爸爸或我到中壢火車站接他，孩子竟然

室、視聽室、木地板教室、辦公室、圖書室等，

絲毫不懊惱，乾脆從車站直接走路回家。走了將近

「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後者是學習活動進行的

一小時，事後也未有一句抱怨委屈，令為人母親的

主要場域，依傍坡地高架木平台，可面對成片修竹

我既感恩又敬佩，自嘆不如。現在他若假期中安排

與層峰翠巒，視野拉遠之後，自然美景顯得詩意滿

了要出城找同學，或自個兒想到中原大學運動，碰

盈，與堅持貫徹自由與寬容價值而辦學的人文精神

巧我們分身乏術，他更是主動地自力救濟 ─ 充分利

互相輝映，引人入勝。

用他自己的腳力和體能！其實，凱伊能夠自由自在

學生在平台上課討論

在住校教師家中上課

地享受「獨立」的成就感，關鍵來自他內在已經具

大週，每個大週固定召開一次全校師生共同參與的

足的自主性。這位發展良好的春風少年郎，一方面

「生活自治會」，大家共同討論或議決生活事務及

展現了充足的自信活力，另一方面，也展現了他對

規範。同時考慮到有些學生無法一開始就能在眾人

我們的體貼和尊重。

面前表達自如，所以全校學生又分組並搭配專任老

當然，真正的挑戰，來自每年秋冬之交必辦的
登大山活動 ─ 師生集體由歐陽台生老師領隊，一起

師，另外建立了生活小組與生活小組時間，有些自
主規律，就是師生共同研商或互相調整出來的。

登上一座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秋季開學不久，全

生活自治會在期初，要由全校學生中推選出

校師生就被分組，各自在組長督導之下，展開長達

「九人小組」，負責對被提出的校內與社會議題，

兩個月的漸進式體能訓練：到高低起伏的社區丘陵

事先進行較為深入的討論。此外，一方面要學習議

地晨跑，由隔天到每天，每趟至少跑2000公尺（理

事規則，主持自治會的議事進行（主席團）；另一

想是6000公尺）。全人的登山傳統，不僅溯自創校

方面要審理判決「告單」，仲裁校園爭議事件或人

之初，後來也連結了探險教育和生態教育，延伸發

際衝突問題（法官團）。 換言之，這個學校意圖以

展出PA攀岩、野外求生、雪訓、暑訓、生態觀察、

「溝通」和「討論」代替管理。 宿舍不設舍監，

環境永續發展等相關課程。近三年的戶外教學，也

而由學生自己選拔正副舍長，負責召開宿舍生活會

朝向腳踏車環島、海上活動（浮潛、衝浪）等具自

議，並排班維持環境清潔。生活老師和值星老師，

我挑戰性的活動規劃。

負責熄燈關宿舍，並待命處理突發狀況。同樣地，
行政工作未設置訓導主任或訓育組長，且不論是導
師或學科老師，工作角色中都不包括「管教」。在

全國唯一沒有體罰、未設訓導主任的中學

全人校園，體罰與訓話是沒有存在根據的。
然而，輔導與教學工作其實是合而為一，甚至

生活化的平台吧台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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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接棒擔任校長的羅志誠，也是全人的資

是無所不在的。師生如此緊密生活在一起的狀況，

深老師之一，面對遠道前來招生說明會的家長，探

包括老師自己，都得要去發展自處及與別人相處的

問全人是一所甚麼樣的中學生學校，他簡要地歸納

能力。全人師生關係比較像朋友，雙方都要學習能

出三個特點：民主生活、自主學習和寬容。全人全

夠互相聆聽與辯證。但是師長較為成熟深邃的知識

校師生都住在學校，上課時間以雙週為一「大週」

論述能力，以及是否言行一致的高尚品格，仍是青

單元：即上課十天，放假四天。每學期有九點五個

少年學習與生命成長中的重要典範。全人中學的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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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學生（屬12-18歲的青少年階段），與十位專職

對未來永遠保持真誠、熱情與好奇心

老師、十餘位兼任老師，師生比為1：7。每個課程
多則十數人，少則二、三人，採小班、混齡教學。
學生雖然有年級區別，但基本必修科目（國、英、
數）按能力分級，自主學習課程則完全開放選修。

已經決定投考戲劇科系的高三學生多多，在全

上課不一定在學科教室裡，有時在陽光下的木平台

人的高中三年，每學期都選修戲劇課程並參與期末

讀詩作對，有時在社區的老師家裡上音樂賞析，有

公演。他認為戲劇與肢體課很像，每學期都吸引多

時又在銀幕前討論電影。全校約百位師生，共同努

數學生選修，是因為那個過程能幫助自我探索。更

力摸索並創造理想中學教育的樣貌。

重要的是，與登山活動一樣，它們讓大家一起去完

該校標榜給孩子最大的自由、寬容與信任的建
校之路，歷經近十四年的實踐和辯證，對人的信任

學校入口風雨廣場中的裝置藝術

最後，讓我們在全人中學校區舉辦的第二場招
生說明會，聽聽應屆畢業生的心聲吧！

成一件事！許多沒有選修的同學，在期末公演活動
前後，也會主動參與後場或撿場的工作。

與寬容不曾動搖，但後來做了修正：放棄原本「完

講到這裡，另外一位應屆畢業生宇平補充說

全自由」的堅持，縮減了學生的部分生活自由。例

明了他心目中的「全人精神」，宇平說：「全人精

如：主科都排早上，所以強制學生宿舍在早上8:30至

神最重要的，並不是讓學生專注於自己的興趣，而

午餐之間，將全部人員淨空，關閉上鎖，不提供學

是提供機會讓學生多元學習與嘗試，終究，體驗過

生在宿舍安穩賴床或當「早睡族」的自由。不過，

程中的收穫，其實都有回到生命中讓我們受益、成

為學校付出自己的一分力量？反過來思考：是甚麼

在教學上，仍堅持以學習者為主體，維持了學生的

長。」

樣的視野和胸襟，勇於承擔及突破創新，在制式教

唱歌給蟲聽春夜音樂會排演中

最大自由 ─ 不強制進課堂，自主學習課程或社團活

不約而同地，雖然連續選修過肢體與戲劇課，

育沉術中，努力提供鬆軟的沃土，讓下一代的生命

動更是完全開放選修。選修的藝術與人文課程，和

但覺得玩樂團的經驗對自己特別重要的江朋，也和

潛能順利萌芽、自然茁壯？有些畢業的校友，將他

必修的國英數基本課程，受到同等重視，絕不因為

前兩位同學一樣體驗到全人團體生活的價值。他

們在全人中學受教育的記憶比喻為「鄉愁」，也許

台灣主流社會存在著升學主義的壓力，就予以剝奪

說：「關於組團玩音樂，一開始，其實我對自己要

從中可供門外漢如你我者，品味其中透露的發人深

或大打折扣。

與人合在一起是有著惶恐的。但後來，它卻讓我相

省的意趣。

信並喜歡上了團體的力量：在瞬間，大家合力化成
長，揚棄了教鞭與權威性，不必在升學主義的陰影
中行動。漸漸地，從事中學生教育的重心，不免要

了一股能量！與人在一起是會創發東西的！ 」

多元化選修課程設計，學生參與其中

回歸到自己專業上的專注與熱情，以身作則並樂於

孩子一樣，前程未卜，甚至選項還會變卦，但他們

我想，我們學校的核心價值在自由，而自由的第一
步是解放。我認為關於自由所做的種種努力，是全
人最大的價值，或許是唯一的。
─ 鄭皓（目前就讀北藝大舞蹈研究所）

這三個年輕人，畢業在即，與體制學校的同齡

成長。換言之，在此地懷抱著全人教育理想的辦學

全人中學自行發展的「社團性課程制度」，

和其他今年就要離校的同學，一致決定為學校做些

者，終究要營造的是一種真正有生命力、教學相長

讓學生只要達到至少六人連署，學校便主動尋求兼

事，例如：由他們召集學生來籌辦今年的秋季招生

的愛智環境和氛圍，讓青年學子自然投入學習活動

任師資開課，歷年來開設的課程，遍及豐富多元的

說明會。他們不僅用心承接了工作，真誠分享了自

中。

領域。在人文藝術方面，如肢體、戲劇、繪畫、漫

己的全人教育經驗，也帶領著要從他們手中接棒的

畫、陶藝、樂團、歌唱技巧、相聲、雕刻、木工、

學弟妹一起成全（包括我那才國二的兒子）。最有

攝 影 、 社 區 采 風 …… 等 。 另 外 在 運 動 技 擊 課 程 方

價值的部分，是他們立下了一種正向積極又有意義

面，除了各種球類運動，還有游泳、國術、劍道、

的青年典範。

承襲四一○教改理想的興學背景

自由搏擊、滑板、街舞……等，林林總總、不勝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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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這是一所反思主流教育，具有高度理想

舉。此種制度，不僅足以充分反映「全人教育」尊

性，由民間（家長、教師）集資興學的理念學校，

重學生的個別差異性，同時鼓勵學生自由尋找自己

希望創立一個自由開放、沒有恐懼害怕的學習環

的興趣，認真投入（連署課程半途而廢或未認真

境；也希望人人都有快樂、主動與獨立的自主學習

參與而被當者，下學期繳學費時得要補繳二千元學

體驗。這是台灣的第一所體制外中學，招收七十餘

費）。

尾聲

多年以來，我發覺自己對事物能夠隨時抱著客觀的
角度，有一大部分是因為學校裡一直標榜著的寬容
所影響的。
─ 蔡易軒（目前就讀清大社會人類學研究所）

全人對我的影響很深刻，如果它是一百分，我的文
筆能力只能敘述個三十分。全人給我很寶貴的東西
就是「燃燒生命的熱情」和「真誠面對自我的勇
氣」。
─ 白目（本名林政翰，年輕登山家）

是甚麼樣的教育環境，讓學生對生命的領悟如
此單純而強烈，認同學校的精神價值，並自動自發

（本文圖片攝影：詹琪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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