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我的社大教學路 
 

為自己的健康負責-身心調和瑜伽     講師：林桂秋 

 

 

進入社大，快樂的學習 

 

         1999 年 9 月，永和社區大學在熱鬧滾滾的踩街活動廣為宣傳之後正式開辦，

我也在校務義工夥伴熱誠解說各種課程屬性之後進入社大，開啟了我的終身學

習之路。本來還「許自己一個未來」，預計利用 10 年的時間修滿通識課程的

128 個學分拿到「畢業證書」，一圓自己的「大學夢」，無奈自己還有瑜伽教室，

無法隨心所欲的安排選課，於是，再一個 10 年也過去了，我依然沒能一償宿願，

話說回來，因為時間的限制，我就只能選擇自己最愛的自然與環境保育相關課

程，也順理成章的加入 2002 年社大在中正橋下建構的生態濕地農場工作隊，以

及 2004 年搬遷到福和橋下的福和濕地生態志工隊，除了快樂的學習累積生態知

識，參與棲地維護並分享學習成果，成為濕地生態解說導覽志工，就這樣，一

轉眼過了 20 年！ 

 

 

角色轉換－成功救援   

 

         2010 年初，永和社大的第 22 學期，開學前大約 2 個禮拜，社大工作人員

「英帆」給我電話，問我能不能代一個「瑜伽班」的課，由於多年來在「生態

濕地志工隊」的熟稔，他們知道我從事瑜伽教學十多年，面對老師臨時有事無

法上課的突發狀況首先就想到我，臨危受命我當然義不容辭，於是開啟了我在

社大另一個完全不同於學員和志工的面向，正式加入社大講師的行列。 

 

        講師當然要對學員和社大負責；儘管我教學已經有十幾年的經驗，專業上

絕對沒有問題，只是自己的教室，會跟著學習超過十年的學生跟老師的感情早

就不同於一般，整個學習的氛圍也相對輕鬆自在，而進入社大不但是一個新的

學期開始，重點是「接下」原本的老師無法來上的課，不只學生需要適應，我

更需要花很大的心力去自我調整；因為瑜伽有很多派別，我的師承「哈達瑜

伽」顯然與原來的老師上課方式大不相同，當然我還是依著自己的教案上課，

有的學生可以慢慢跟上，也有學生反應「真的不習慣」，於是一個學期下來的

最後一堂課心得分享，原本人數就不多的學期末剩下 7 個學生，雖然信心有點

受挫，也算是「幸運」的結局吧！ 

 



     
永和社大 22 期-身心靈瑜伽 
 

      
永和社大 24 期-為自己的健康負責 身心調和瑜伽 
 

 

調整與磨合  

 

        永和社大的辦學態度當然是很嚴謹的，第 23 學期開始，我經由「講師聘選

委員會」遴選通過正式受聘為講師，並以我自己的課程名稱「為自己的健康負

責-身心調和瑜伽」招生，首波就達到額滿，甚至還有候補的招生成績，給了自

己莫大的信心和鼓勵，當然也是重大責任的開始。 

 

       畢竟社大的上課環境和方式都不同於一般，坊間的瑜伽教室，一堂課通常 1

個小時（我的啟蒙老師即是），最多 70分鐘，我自己的教室調整為 90分鐘（每

週一、三、五共有 3 堂課），為的是讓學生有更充分的時間伸展、放鬆、調息，

而社大的時間是 140 分鐘（每週 1 堂課），晚間 7：00 直到 9：50，中間有 30 分

鐘（8：10～8：40）的文化夜市作為公共參與或藝文展演，對於肢體課程，這

樣的上課方式對講師和學員都是一大考驗。在一次講師共學的場域，就有老師

私下問我這個問題怎麼處理。 

 

        我常常提醒同學們，上課之外，最好每天抽一點時間自己在家練習，當然

一定要暖身並且注意安全，這樣才能讓瑜伽生活化，生活瑜伽化，不僅能維持

肢體的柔軟度和肌耐力，學習的效果也會事半功倍，就像我們吃飯睡覺，你不

可能餓一個星期不吃飯，然後狠狠的吃一頓大餐，這樣不但會消化不良還會搞

壞腸胃。特別是初學者，平時若有運動習慣者就還好，若是體質很弱平常又不

運動的學員，我一定再三提醒：不管做任何動作，你只要覺得累了、到極限了、

甚至覺得不舒服就暫時停下來（有些是個人體質，通常是太晚吃飯造成噁心或

眩暈，因為很多動作會按摩到腸胃），躺下來休息也沒關係，剛開始比較辛苦，



只要你有耐心、有恆心、有毅力堅持下來，練瑜伽就像倒吃甘蔗，而且你的付

出跟收獲絕對成正比！ 

 

        至於社大的課程進行方式，也有學生反應：「我前半堂課暖身操柔軟操做

得全身發熱了，可躺下來休息半個小時身體又冷掉了。（若是冬天確實如此）」

因為社大學員幾乎白天都在上班，願意撥出晚上的時間來運動真的應該給予鼓

勵，經過與社辦的溝通磨合，允許中間休息時間縮短 10 分鐘，學生也大都能接

受，上課前 15 分鐘金剛式靜坐，讓自己在進入教室之後完全的沉澱，接下來一

邊輕鬆拍打一邊做重點提醒，暖身操和柔軟操（拜日式）都盡量把速度放慢，

包括下半堂的放鬆與伸展，這樣的好處是新同學不會太累，熟悉動作的舊生可

以內化提升至心靈的層次，很多瑜伽動作其實速度越慢效果越好，更能強化肌

耐力！下課前大約花 10 分鐘做「收功、輕鬆拍打、大休息」，詢問同學們有沒

有問題，沒有就開心下課！（當然還是會有同學利用下課提出問題，我都會耐

心的一一解答。） 

 

        大約花了兩～三個學期的時間，總算把上課的節奏調整到自認為最接近

「圓滿」的狀態，上起課來也就更加得心應手，學員也都慢慢可以適應，甚至

有學員表示平常都缺乏運動，可以一個禮拜來一次社大「很到位的伸展」感到

非常舒暢，至於社大的「文化夜市」和「公共論壇」我則盡量用鼓勵的方式，

包括社大多年來一直在推的「生態雙和嘉年華」成果展以及「公共參與週」，

大約在每個學期的開學初期，我都會不厭其煩的一再提醒，尤其是首度踏進社

大學習的新生，為的是讓同學們有社大真的不同於其他學習場域的觀念，社大

提供我們這麼優質又親民的學習平台，當然希望大家在學習之外也能關心我們

的公共議題，生態雙和推廣的綠色交通、綠色生活、綠色空間、綠色權益，跟

我們的居住環境生活品質都息息相關，誰也無法置身度外，當然很熱心公共事

務的同學不少，但是有些漠不關心的你也莫可奈何，也有學員來上一個學期的

課從來也沒說過一句話，又能怎樣？畢竟社大是終身學習完全自主的成人團體，

學員是主體，講師扮演的是一個「帶領者」的角色，傳遞專業知識之外我們只

能互相尊重、盡力而為！ 

 

 

人生的功課 

 

         一轉眼我在永和社大教學進入第 13年，雖然社大的學員因為種種因素來來

去去，一路跟著我持續到現在的學員也不少，學習超過 8~10 個學期的大有人在，

所以每個學期的招生狀況大約新舊生各佔一半，這樣我可以在開學的第 6～8 週

（依新同學人數多寡決定）很用心的記住另一半新同學的名字，方便我在上課

過程對同學們的動作提點，學生對此也反應：「被記住的感覺很美好！」整個

上課的節奏可以很順暢，資深的舊生駕輕就熟，比較熱心的還會主動當小助教

指點新同學，整個班級氛圍相當融洽，令人備感欣慰。 

 

        只是，凡事總有例外，也自認為是我在社大教學生涯中的一大挫敗，或者

說～遺憾吧！ 

 



        一直以來，社大的學員男女比例大約是 3：7，肢體課程男士更明顯的少於

女性，以我的班額滿 35 名計算，疫情之前，男士從來不會超過 4 名，而那個大

男孩一直跟著我上了 7～8 個學期，之所以對他印象特別深刻，是他總是「故意」

的要引起別人注意，譬如我的課前靜坐，先進來的同學就自己找位子坐下來靜

心沉澱冥想，他總是早早的進教室，坐下來之後根本靜不下來，老是東張西望，

見到其他同學進來就揮揮手，也不管人家有沒有看著他，上課中常常要找左右

同學聊天，後來熟悉的同學根本就故意避開他，他也不太理我的教學進程，我

心想只要他不會干擾到別人也就不太在意，偏偏他時不時的就自己練起倒立來

（大概是看影片的吧），倒立是瑜伽的最高境界，不是不能練，而是因為它有

一定的危險性，需要學習一段時間，有一定的程度，在老師的指導下才開始練

習比較安全，看到他突然的舉動難免把我嚇一跳，擔心新同學會想要模仿（是

會有這樣「拼命三郎」型的同學），心一急情緒上來口氣就不太好，說了他幾

句，想不到下課之後他竟回嗆我，說：「沒有哪個學生不可以自己做動作，籃

球隊比賽能贏就好，沒有規定一定要用什麼方式！（是這樣嗎？）有學生才有

老師！（是沒錯啦！）」 

 

        隨著時間的推移，慢慢的摸清楚他的好惡，也請教過社大的心理學林忠尉

老師，他應該是患有亞茲伯格症候群，高頭大馬，沒有上班，只在某個宗教團

體當清潔志工，並參加他們的合唱團，不會上網，不會用智慧型手機，沒事會

一個人走 7～8 個小時的路到處晃，常常參加馬拉松比賽，來上課時脖子上常掛

滿獎牌要求我帶大家跟他合照，講話很跳躍，有時候跟我說：「老師我好喜歡

上妳的課，讓我好放鬆！」有時候告訴我：「老師妳上課不要一直講『輕輕』，

我的弟妹叫『青青』，妳一直講『輕輕』我感覺妳是在說她！（我怎麼會認識

你弟妹！）」又或者：「老師我都全勤，妳要送我禮物！（我還真不知道要送

他什麼？）」然後：「老師妳送的那是什麼東西，我不喜歡，妳以後不要再送

我禮物了！」諸如此類，教人啼笑皆非的事層出不窮，默默的我只好把他當作

上天給我的功課，考驗著我的個人修養吧！就在那一次的課程快結束時，他說：

「老師我每次上完課回家就火氣很大！」已經是「身經百戰」的我對他的無俚

頭早就習以為常，我心平氣和的回答：「火氣很大是想喝點涼的嗎？」他說：

「不是，我是一直想生氣！」我答：「怎麼會呢，練瑜伽會調整我們的心性，

讓我們心情平和安詳，沒聽過練完瑜伽會生氣的，我的教室一個禮拜上 3 天課，

如果上完課會生氣那不就天天在生氣，誰還會來練瑜伽呢？！」 

 

       聽我說完，他悻悻然沒再說什麼，下課回家。就這樣，距離學期結束還有 3 

堂課，但是他從此沒再出現，我再也沒有見過他，心理倒是很複雜說不出什麼

滋味，這道題考完了嗎？我也不知道，有時候自己靜心反思，一個家庭出了這

樣的孩子也是很無奈吧，不知道家人對他的態度如何？他每次來上課都 6 點鐘

就先進辦公室要找人聊天或炫耀他的獎牌（校務義工的夥伴說的），是極度的

缺乏信心需要得到肯定吧！若是平常時候大家沒那麼忙就還好，若是碰到剛開

學的選課註冊或期末籌備生態雙和嘉年華活動，大家忙得不可開交無暇理會，

據說常會被他「盧」得不知如何是好，而這是他的家人每天都要面對的境遇？

真是辛苦的家庭阿！ 

 

        所以他會早早的「離家出走」來到社大，沒事時會一個人在外遊蕩 7～8 個



小時？社大是一個注重公民正義的團體和場域，如果連社大都容不下他，真不

知道他還能去哪裡？可是，應該怎麼做，我真的不知道！ 

 

 
 

 

新中和社大的誕生 

 

         2012 年 10 月，新中和社大在倉促中開辦，之所以「倉促」是因為前面承

辦的單位覺得「不好玩」，而轉由當初參與標案第二順位的 123 培力協會接手，

由於學年度的程序直到 9 月才交接，匆匆忙忙中社辦與志工夥伴幾乎搞得人仰

馬翻，幾位有意願的永和社大班級講師也在新中和社大開課，我也是其中之一，

成為新中和社大的創校講師，得以讓新中和社大慢慢紮根茁壯，也開啟了自己

教學生涯的另一片天。  

 

        由於中和國中沒有專屬的韻律教室，剛開始用一間「特教」教室權宜，開

學的第一天，課程額滿，小小一間教室擠了 30 位同學，很多動作學員根本無法

伸展，我只能無奈的頻頻說抱歉，第二堂課，想當然耳，有幾位同學退課了，

但是即使如此，教室依然擁擠，我總是再三提醒大家，可以在同一間教室上課

也是一種緣份，如果不小心碰到手阿，碰到腳阿，大家不要介意，要互相包容

互相體諒，果真沒讓我失望，這個班的學員總是一團和氣，真實能體會到練瑜

伽的深層意涵，雖然場地限制了肢體的伸展，心靈卻是無比寬闊，彼此之間非

常融洽，加上熱心熱誠的班長帶領，一轉眼的 10 年間，不管是社大的公共論壇、

公共參與週，生態雙和嘉年華的參與都很踴躍，包括我們「福和濕地志工隊」

舉辦的活動，例如工作假期、植樹活動、新店溪小旅行等等，私下還會邀約參

加粉紅健走公益活動、登山步道健行，卡拉 OK 歡唱、期末聚餐等等，整個就

像一個大家庭般和樂融融，與這樣的班級學員一起學習，身為講師，備感溫暖。 



      
我們終於有了比較寬敞的空間上課          20201224- 熱心的學員手作蛋糕同樂              
                                   

 

家庭的黏著劑 － 雙人瑜伽 

 

         2019 年 6 月 22 日，社大 20 周年慶，生態雙和成果展首度在市內的永和國

父紀念館大禮堂舉辦，有感於每年的成果展幾乎都被颱風豪雨打得七零八落而

做的調整，誠屬難得，我於是規畫了較少有機會在戶外示範的雙人瑜伽作為展

演，同學們都很喜歡，其實往年每個學期我都會安排一堂雙人瑜伽（疫情之後

就先暫停），旨在培養同學們之間的互動與默契，讓彼此感受到更深層的伸展、

按摩與放鬆，為了因應上台展演有最佳的呈現，在不影響課程進度的原則下，

我會在每堂課都抽出一些時間讓大家搭檔練習，慢慢去體會雙人瑜伽的奧妙，

當然它也可以應用在夫妻和親子間的相互牽引，既可以促進家庭和樂又能達到

很好的運動效果，一舉數得！ 

 

      
社大 20 周年慶-在永和國父紀念館 

        
生態雙和嘉年華-在 823 紀念公園 



接觸瑜伽－我的人生轉捩點    

  

        拜科技發達資訊普及的現代，練瑜伽的族群越來越年輕化，不像我年輕的

時代，甚至對瑜伽產生排斥和恐懼感，30 幾歲應該是年華正盛體力充沛的時期，

我卻因為工作、家庭、孩子幼小等等壓力，內分泌失調、睡眠品質不佳、免疫

力下降，本身又是過敏體質，導致三天兩頭感冒，腰酸背痛百病叢生，注意力

不集中容易恍神，在一次去青年公園學游泳的回程發生車禍，不僅被撞斷一根

肋骨，還留下腦震盪後遺症的眩暈症，只要工作忙碌睡眠不足就會天旋地轉，

跑遍中西醫 2 年，藥石罔效，只要稍微勞累就會發作，對於我原本羸弱的身心

真是雪上加霜，苦不堪言！經過親友的引領排除萬難，克服心理障礙，開始跟

著老師勤練瑜伽，每堂課 1 個小時，每週上課 3 天，自己在家練習 3 天，短短

的 3 個月，我的眩暈症不曾再發作，身體機能也慢慢改善強化，莫大的信心從

此與瑜伽結下不解之緣！ 

 

        瑜伽不同於一般運動，它是藝術，也是哲學，它除了肢體的伸展，更是安

定心靈的導師，可以按摩我們的內臟，提升人體免疫力，更可以調整我們的自

律神經，人體的內分泌均衡，末梢神經血液循環順暢，進而活化腦細胞，自然

延緩老化。現今，「預防醫學」的概念普遍受到全世界先進國家的重視，相較

於龐大的醫療支出，讓國民活得健康，縮短老病的臥床時間，對於政府與家庭

都能節省醫療資源，練習瑜伽老少咸宜，即使是長者甚或輪椅族，都可透過

「靜坐與冥想」來修身養性，也有很多動作可以和緩舒展按摩經絡（所以社大

有「勇者瑜伽」的課程），其實值得大力推廣！ 

 

        自己勤練瑜伽超過 30 年，深刻體會瑜伽應該成為終身志業，需要用畢生的

心血來投入，特別是學理的部分，只是一般學員來社大，最大的目的是運動，

如果上課時間花很大篇幅講解理論，大概沒幾個學生有耐心聽下去，可是這個

部分又很重要，所以我通常在上課之前，靜坐之後的緩衝時間做重點提醒，特

別針對第一次參與瑜伽練習的新同學，「盡自己最大的能力但是絕不勉強」是

我一再強調的，別人的動作可以做參考但是絕對不要「拼命」學習，因為別人

做得再好那是別人的事，每個人的生理狀況不一樣，先天條件與後天生活習慣

都會造成影響，因為體質和生理機能的差異，已經練好幾年的舊生不見得比新

進的同學做得更好（當然這個「好」字可以有不同的解讀），「把意志力放在

自己的身上」是很重要的，「傾聽內在的聲音」，你的身體會給你正確的訊息，

只要把動作做到你的極限，然後「放鬆、停留、呼吸保持順暢」，那就是你的

標準動作，重點是過程而不是結果；類似這樣，把理論融入課程內容，在動作

進行中達到傳遞瑜伽經典的重要性，讓同學們了解哪個動作可以改善，哪個部

位按摩哪個臟腑，因為這些都是我的親身體驗，歷年來不斷自我進修參加瑜伽

師資進階培訓等等，精益求精，務必做到盡善盡美，方為師道！ 

 

 

學員、志工與講師，角色轉換不衝突 

   

        在社大學習幾乎沒有太大的壓力，自己有興趣的領域，甚至會在課堂之外

花很多時間比對整理資料，累積的相關知識得以在濕地生態園區各種活動中解



說導覽，學以致用，戮力分享，如果分享得到認同回饋，甚至吸引同好一起來

關心我們的生態環境，心情是愉悅的！而做為一個瑜伽老師，最開心的，就是

聽到跟隨多年的學員分享學習瑜伽之後，生理與心靈的種種改變，自己的教室

超過 20 年，留下來的學生不用說，大家就像老朋友一樣無話不談，而在社大，

我會告訴學員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利用休息時間提出，每學期我都會利用 1～2 堂

中間休息時間，讓大家自我介紹互相認識，或者期末分享學習心得，當我聽到

比較資深的同學回饋，原來容易腰酸背痛，生理期間不舒服，更年期障礙都已

獲得改善，免疫力增強了很少感冒，睡眠品質變得更好不再容易情緒化，因而

與家人的相處互動更加溫柔體貼，聞之，心情更是愉悅！ 

 

 

感謝盡心盡力的校務義工們 

 

        志工，是一個進步城市的最大資產，長期以來，校務義工隊夥伴是社大舉

足輕重的一股力量，對社大的校務推動與貢獻無法衡量，而自己有能力在福和

濕地志工隊略盡綿薄也差堪告慰！ 

 

        浩瀚宇宙，我只是一粒微沙，而生態志工隊的同儕夥伴彼此相互扶持打氣，

瑜伽班的多年師生情誼，以及社大辦公室的行政團隊和熱心校務志工夥伴的相

互照應，在在扮演著彷如「水、水泥和沙」的角色，依著長久以來不甚確定的

一定比例，形成堅固的黏著劑，一磚一瓦一草一木，慢慢積累成為一座高塔，

屹立在眾多終身學習好學不倦活出精采人生的雙和人們心目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