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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溪田野紀要—社會參與式課程的操作經驗 

文、圖∥陳文學(暨南大學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加入暨大人社實踐團隊讓我有許多收穫，其中之一

就是學習如何在課程中融入「社會參與」的概念。本期

電子報我就來分享近一年來的課程經驗。 

關於開課，於 102 學年下學期，我與力亞合開「非

營利組織及社區參與」； 103 學年上學期，則單獨開設

「地方公共事務調查」。這兩門課都獲得通識中心「社

會參與式課程」補助，使得課程進行時，我們有一筆經

費可供教學活動使用。回顧這兩門社會參與式課程，都

期待透過課程授予同學基本課程理論觀念後，進一步

讓同學結合在地公共團體，實際參與在地事務，協助發

掘在地資產、或解決在地問題，或是累積在地資料。 

「非營利組織及社區參與」課程內容與成果 

「非營利組織及社區參與」課程方面，我們以期中

考週為界，期中之前，我們先提供非營利組織、社區營

造、公民參與的基本概念與理論，同時輔以日本古川町

與桃米生態村的案例，讓同學了解如何凝聚在地意識

與草根力量提升在地的生活品質。 

於此同時，為了讓同學能實地參與，我們也數度走

訪較具有動能的里或社區，探詢並確認他們的合作意

願。在期中考週左右，我們選定「清新里」（都市計畫

區內）與「虎山社區」（非都市計畫區）作為實作場域，

讓同學們組成團隊，分別進行「鄰里街區環境與特色資

產調查」，調查內容包括自然生態、歷史文化、在地產

業、技藝達人與社區髒亂點等。在進行調查前，我們以

一個講次的時間，向同學說明本次的調查架構、相關注

意事項，以及調查成果的呈現方式。 

過了期中考週後，開始讓同學分別與清新里里長和

虎山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進行聯繫，並確認社區調查

的行程。經過兩次以上的實地走訪後，同學們彙整文字

與照片記錄，再回到課堂上，進行成果分享與討論。 

之後，我們又進到實作場域，舉辦兩次「調查成果

分享居民討論會」，第一次討論會的目的在讓同學有機

會認識居民，並使居民了解我們的意圖，同時協助我們

充實社區特色資產的調查內容，補充前次調查之不足。

第二次討論會的目的除了請同學再次向居民分享補充

調查的內容外，我們也依據實作場域的需求，分別設定

主題，邀請講者分享環境改造的經驗，聚焦未來社區環

境的改造方向。譬如清新里邀請黃世明老師分享如何

讓廢棄資源再利用；虎山社區則邀請顏新珠執行長分

享蝴蝶棲地營造的經驗。 

學期末，同學彙整完整個學期的成果報告，也分別

提供給清新里與虎山社區，作為這兩個實作場域後續

向政府相關部門提案的基礎資料。額外一提的是，這門

課因為有「山里好巷獨立書房」負責人林佳穎擔任課程

業師，在她的悉心協助下，讓社區調查的生態環境層面

更具豐富性與趣味性。 

 

 

圖 1 「非營利組織及社區參與」的課程進度 

圖 2 同學的實作成果：清新

里環境髒亂點與居民討論會 

圖 3 同學的實作成果：虎山

社區在地產業與居民討論會 



4  

 

「地方公共事務調查」課程內容與成果 

「地方公共事務調查」課程方面，主要著眼於這幾

年來，在「循證公共政策」或「循證管理」(evidence

-based management)的思維下，強調公共事務的探

討應站在理性論辯的基礎上，以證據(evidence)為基礎

來發展或檢討公共事務變革方案。是之，學習如何進行

調查以及判斷調查資料之優劣，是關心公共事務發展

的同學們所應具備的知識與技能。 

這門課原本預計以埔里鎮作為學生實習調查的場

域，探究埔里鎮民對於在地公共議題的看法（譬如十字

街區規劃、第三市場二樓空間活化、家樂福進駐後對在

地零售業的影響…等）。不過因為 2014 年 7 月底個人

駐點眉溪部落的關係，為了集中教學能量，改以眉溪部

落作為課程的實作場域。 

有別於上學期「非營利組織及社區參與」課程的「鄰

里街區環境與特色資產調查」，這門課的調查方法著重

於封閉式問卷與統計方法的使用。期待藉由這門課，促

使同學具備從事民意調查的工作能力。 

為了讓同學能第一時間掌握課程資訊，我們在

facebook 建立社團，作為課程討論與資料上傳的平台。

在課程進度安排上，同樣以期中考週為界，在期中之前，

課程分為兩個軸線：第一，以講授的方式讓同學了解

民意調查的意義、調查研究設計，以及不同的調查類型，

建立同學們進行調查前的基本觀念。 

第二，若想要對一個特定的主題或場域進行有品質

的調查，必須對其有一定程度的熟悉與了解。因此，我

們除了請同學上網蒐集眉溪部落的資料外，也邀請眉

溪部落的王嘉勳執行長分享部落營造經驗，以及依婉

貝林老師分享眉溪部落生命史的調查歷程。此外，我們

也安排同學前往眉溪部落，實地瞭解眉溪部落的傳統

建築，並且體驗手環編織。透過這些方式，讓同學對眉

溪部落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學期中，我們請同學以 PPT 分享： 1.實地進到眉溪

後，跟原本的想像有何差別？ 2.進到眉溪後，你觀察到

哪些現象？又有和收穫或啟發？ 3.若有機會跟居民聊

天，你會想要問什麼問題？基本上，此一過程主要在引

導同學提出調查主題，並與同學進行對話，討論同學想

要進行的調查主題是否適切、可行。這些主題包括觀光

發展對部落生活的影響、部落青年外流與就業狀況、部

落居民對部落祭典的看法等等。 

學期中之後，由於部落振興基金會都會請來訪眉溪

的遊客填答「眉溪部落文化體驗遊程意見調查」，但是

這份問卷，對於後續實務的改進上，僅能提供有限的資

訊。因此，在與振興基金會討論後，決定讓同學重新幫

他們設計問卷。此時，課堂上先講授問卷設計與抽樣方

法，再讓同學以組為單位直接進行問卷設計實作。經過

討論後，同學們擬訂問卷初稿，分為「旅遊動機」、「導

覽」、「環境與交通」、「旅遊收穫」、「價格」、「重

遊意願與遊程推薦」、「基本資料」等七大構面，共 36

題。 

問卷初稿完成後，我們請同學回到眉溪與導覽解說

員秀萍討論問卷初稿，進行第一次的修訂；之後，再將

問卷交給振興基金會，進行第二次修訂。問卷修訂完成

後，再以十二月份參訪眉溪部落的兩組暨大觀光餐旅

系同學為對象，請同學對他們進行面訪。面訪完後，回

到課堂上討論面訪的經驗，再講授 SPSS 操作與資料分

析方法，直接讓同學進行問卷編碼、匯入 SPSS，並且

嘗試構思有實務意義的雙變數分析問題。我們預計在

於期末考週時，讓同學回到眉溪部落，在暨大據點向部

落解說員分享同學的分析結果。 

 

 

 

 

圖 4 透過演講與參訪了解眉溪部落 

圖 5 於眉溪的暨大據點，與秀

萍進行第一次問卷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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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這兩門社參式課程的操作，我確實獲得許多有

別於過去校內講授式的教學經驗，尤其是來自以「解決

問題為導向」公共行政學科背景的我，在教學上更具啟

發性。另一方面，對社區或部落而言，我們發掘他們也

在學習如何與課程搭配，透過課程與同學，具體協助在

地累積資料。 

社參式課程是異例(anomaly)？還是典範？ 

社參式課程是有趣的，但也沒有想像中的容易，

尤其在地事務存在相當的動態性，使得在操作時，難

免與原先的課程規劃有些許變化與落差。再者，為了

於讓社區與同學皆有所收穫，老師就必須費盡心思，

居中串連，設定目標，建立雙方對這個過程的意義

感。持平而論，這對以往習慣採以「校內講授」的老

師來說，缺乏在地經驗與繁重教研要求下，能否有意

願投入，乃至於投入之後能否持續，都會是一大挑

戰。 

然而，延續「大學引導型的地方治理」思維，社

參式課程是長期連結學校與在地的重要介面。但若要

整體性推動，就不能仔細思考一些問題，包括哪些類

型的課程能採用社參模式？老師、TA 與同學應具備

哪些條件？課程結束後，如何讓同學持續參與社區？

學校在制度上應該如何修正或配套（如學分計算公平

性、課程時間認定、課程經費資源、教學評量方

式…）？社區又該提供哪些資訊與資源？社參式課程

對個別老師研究發展的利弊？囿於本期篇幅，或許下

一期可以進一步分享我對這些問題的看法。 

 

圖 6 「地方公共事務調查」的課程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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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艦計畫怎麼合作？ 

文、圖∥林冠惟(埔里旗艦計畫專案經理 )；蔡嘉信(暨南大學人社中心助理) 

營 造福利化社區補助原則中

提到，計畫需具有創新、跨

社區(至少五個社區)、跨局處(至少兩個

單位)或延續性(期程以三年為限)之計畫

(衛生福利部 103 年推展社會福利補助作業手冊)。這樣

的補助原則中闡明了旗艦計畫的精神，即除了建立社

區自主的能力之外，更重要的是朝向社區之間互助合

作的機制。旗艦計畫強調能發揮母雞帶小雞的精神，由

經驗豐富的社區帶領，彼此分享資源，相互培力，旗艦

計畫的成功與否，更攸關社區間的團隊合作，而非個體

獨立運作(吳明儒、林欣蓓，2011 ；蔡宗翰，2012)。 

社區常常會承接政府計畫來推動社區福利，過去的

主要計畫如農村再生計畫、衛生局健康促進計畫、社區

關懷照顧據點等，都是針對社區自己的需求來提供服

務，也因此要能突破過去傳統的工作方式和單一視野，

進行資源的分享與整合，對旗艦社區的成員來說都是

一個挑戰。 

根據研究整理出來的重點，認為社區的協力應該建

立在資源共享與平等的網絡關係上，在此一基礎中進

行資訊交換、利益共享與資源分享的運作關係。就埔里

旗艦計畫實行近一年的經驗中，所謂的合作仍是以其

中一個社區主辦，其他社區派人提供表演或參與為主。

例如在 T 社區主辦的大型活動中，L 社區帶來婦女韻律

舞、N 社區則有歌仔戲曲、舞蹈和小提琴演奏的表演支

援。然而這樣的運作模式也尚未達到旗艦計畫預期的

合作目標。 

在實際與 N 社區接觸之後，發現有社區對於 L 社區

擁有的豐沛資源感到不解，因為自己連要向暨南大學

申請學生志工都無人理睬，何以 L 社區不僅有豐富資

源，還有多位專業人員的進駐與輔導團隊的長期關

注？就我的了解，社區的資源狀況與人力配置有其過

去的發展脈絡，專業人員的駐點和輔導大部分也是主

動的配合，因此不在這裡進行討論。從上面這段話裡也

可以感受到社區與社區之間資源配置似乎存在著很大

的不均。T 社區則認為 L 社區在帶領其他社區方面，投

入的還不夠多，讓其他社區感到疑惑與不安。我的觀察

中看到目前現在的合作模式大多僅是人力的支援，或

是協辦的工作方式，對於真正資源的分享與經驗的傳

承，還有努力的空間。  

社區間無法達到真正的合作可能有很多種原因，從

相關的經驗中有以下的提醒： 

1. 北投旗艦計畫的經驗中發現，團體之間可能還是

有所顧忌，較難以把最真實的優缺點讓讓其他社

區看到，因此儘管經過了三年計畫的洗禮，社區彼

此之間仍是各自為政，鮮少有合作計畫(蔡宗翰，

2012)。 

2. 台南旗艦計畫經驗中也發現到社區之間彼此爭奪

資源，在意活動誰是主角、活動成果是風光到誰(吳

明儒、林欣蓓，2011)。 

3. 桃園旗艦計畫的經驗中提到社區間雖然多少存有

競爭關係，在觀摩的過程中私下產生「輸人不輸

陣」、有一較高下的心態(賴兩陽，2012)。 

從我個人的觀察與思考，以及透過旗艦計畫聯繫會

報的討論之後，以下幾點可能是我們未來可以努力的

方向： 

1. 依社區擁有的資源進行合作：如 L 社區在老人廚

房送餐服務有多年經驗，就以社區廚房的資源來

分享，與相鄰的幾個社區來合作，或是分享相關的

計畫經驗進行傳承。或 N 社區在綠地美化上有豐

富的能力，便可介紹相關資源或觀點與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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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社區缺乏的資源進行合作：如 N 社區沒有志工

人力辦理活動陪伴長者，就可偕同其他社區的人

脈資源來進行分配。社區可以提出自己的缺乏，徵

求其他社區的協助。 

3. 分小組進行：一開始要能 6 個社區都合作很不容

易，也不太合理，因此在考量可以相容的合作模

式、相鄰的地理位置或可互補的社區資源進行分

組，一組兩三個社區，在之中選出一個有經驗與能

力可以分享的小組長來帶領。 

4. 一同工作：除了以過去傳統上課講授的方式，來

進行經驗的分享與傳承之外，我認為「共同工作」

可以是較深刻的作法。一起工作可以直接了解實

際的操作方式，也可以相互提出做法的建議與修

正。相較於課堂講授是單方面的分享，一起工作不

僅是雙向互動的做法，也可以在工作過程中建立

合作默契與共識。 

從其他社區旗艦計畫的執行經驗可以作為埔里旗

艦計畫未來實施的借鏡與改進的方向，要如何突破各

自分立的獨立社區，以聯合社區的方式辦理；如何跨

越社區間爭奪資源的負面競爭關係，共同分享資源與

成果的榮耀，需要社區間有更多的瞭解與共識。 

回應  

冠惟自九月起接任埔里鎮旗艦計畫的專業經理

人，他有社工師執照，有社工專業的背景，很務實，也

不忘對不合理之事提出質疑。他試著在第一年推動的

困境找出路，他做了研究、讀了旗艦計畫相關論文，整

理出三個社區難以合作的原因，進而綜合他蒐集到的

意見，提出三個增進社區間合作的方式。會不會有人認

真去看待它，進而做一些改變？ 

「需要社區間有更多的瞭解與共識」這句文章的

結尾，似乎也不是結尾，而是另一個問題的開始。這個

問題是：如何讓社區間有更多的瞭解與共識？當然，

回答這問題也不完全是冠惟的責任，也許每個參與旗

艦計畫的夥伴、制定旗艦計畫官員及專家學者們都有

責任，包括我這個旁觀者。當然我們可以再回到冠惟提

出的三點辦法，去修正、去增列，但我覺得還是需要先

回到「究竟是為何要做這計畫」的角度去思考，不然現

在遇到的問題以後還會重複發生。 

我想釐清的問題是：「母雞帶小雞」的旗艦計畫精

神便宜了誰？社區為什麼要合作？針對第一個問題，

我認為社政單位與專家學者在此旗艦計畫下有避責之

嫌。旗艦計畫的精神到底是什麼？冠惟和我曾試著去

找，找了半天，我們只得出「母雞帶小雞」這樣的說詞，

也就是由成熟的社區帶剛起步的社區，但似乎看不到

一個更全觀的政策方向或思想？二十年前，文建會要

推「社區總體營造」的時候，我至少知道政策發動者要

往「公民社會」、「公民國家」的方向走，希望人民具

備「公民意識」，文化產業是走鄉村型的，不是走

Adorno 批判的「文化工業」。儘管現在已經走岔了路，

我還是肯定當初政策發動者的腦筋是清楚的，要回應

的問題也是明確的。 

回到旗艦計畫，我不禁有疑問：它的核心思想是

什麼？要回應什麼問題？若要標舉「母雞帶小雞」的概

念，那這是要對應當前哪個社會或文化問題？或基層

社區的那些問題？由成熟的母雞社區帶領發展中的小

雞社區，而政府就只負責給經費、看成果、看社區有沒

有照著規矩做核銷嗎？看起來政府是這樣的態度。作

為社會良知的專家學者要去挑戰它嗎？還是就接受這

樣的邏輯，幫著政府鼓勵社區、期勉社區努力以對？ 

另外一個問題：社區為什麼要合作？打破社區隔

閡、社區結盟、區域治理…這些都是合適的理由，但這

都還是非常教科書式的說詞，也許我們可追問：為什

麼這些跨社區的合作機制往往無法成功？ 

社會學家楊弘任早就看出這種合作機制的限制 1，

一個實際的例子是幾年前某縣有四個社區嘗試合作，

推動「XX 溪右岸魅力四社」的跨社區行動，此行動的

發動者想要以類似傳統神明會聯庄模式促成四個社區

日常性合作。這樣的構想，隨即證明難以達成。他指出

兩個原因：(1) 四個社區之間相隔其他社區，難以在生

活中自然而然聯繫；(2) 四個社區分屬四種族群，而四

種族群各有其既有的人群連帶，這些連帶強過「溪流流

域」的可能連結感，後者是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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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分析提醒我們幾件事：(1) 刻意創造跨社區

實作事件往往無法突破各自社區內的日常「地理感知」

邊界；(2) 各社區都有其動員的特色，而社區感的邊界

也確實存在；(3) 各社區有不同的人群分類方式，使得

跨社區的協調機制並非預先存在，而須而重新建造，但

這要付出新的制度成本。 

務實一點的態度應該是要去面對社區既有的「不

合作」現狀，先瞭解根著在台灣社會的社會邏輯，知道

它的侷限性，再進行政策及計畫的設計，而不是丟出一

個懸在空中的旗艦計畫，碰不到地，一味請社區配合演

出合作的戲碼，或「母雞帶小雞」的戲碼。換個方式說，

政府部門的官員跟學術部門的專家學者們都有「分派」

了，為什麼社區就要「和諧」？社區可以假裝合作，在

形式上做出合作的樣子，但這有必要嗎？政府部門裡，

橫向縱向聯繫常出問題，這種「合作」的要求不該先從

自己要求起嗎？若自己無法調整，無法突破問題，反而

把教科書式的完美期待交付給社區，那也太便宜自己

了。 

提出上述的質疑並不是否定冠惟和埔里社區的努

力，最主要的用意是希望社區工作者們能取得更多的

自主性，不要被某政策或專家學者們的教科書式理想

牽著走。奪回自主性，才有真正能施展的空間。這篇回

應文寫得很粗糙，還請各位多指教。 

1 參考資料：楊弘任計畫主持（2006）。《社區認同與

公共生活的轉型：屏東縣的個案考察》。行政院國家科

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文獻來源 

● 吳明儒、林欣蓓(2011)。社區結盟、社區培力與社區行動之個案研究－以台南市北區社區旗艦計畫團

隊為例。台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刊，1(1)，45-89。 

● 紀孟君、鄭夙芬、鄭期緯(2011)。當我們「同在一起」：旗艦競爭型計畫之社區組織結盟歷程探討。

台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刊 1(1)，127-168。 

● 蔡宗翰(2012)。北投旗艦社區計畫執行歷程與成果之探討。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 賴兩陽(2012)。聯合社區的推動歷程與功能分析：以桃園縣觀音鄉為例。台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

刊，2(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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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里研究會-青年創業學堂 

文、圖∥洪健鈞(暨南大學中文系大二學生)；洪子鑫(暨南大學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本 
學期嘗試以青年創業的議題來

運作埔里研究會，並以埔里文創

協會與本校創業育成中心合作，

三方達成的共識，共同營造埔里

青年創業的課題與建構認知，11 月 25 日與 12 月 5 日

舉辦的主題分別為塑造第一印象，講師為林怡齡老師，

主要說明印象望造的重要，以及產業行銷的策略，以互

動分享的活潑動態方式，讓人印象深刻與激盪多元空

間的行銷模式。另 12 月 5 日的設計思考，講師為朱逸

恆老師，主要以非設計的脈絡來思考設計以及文化創

意，以系統化的思考，來取代以往設計專業分工及斷

層，以社會議題及責任來詮釋設計的概念，賦予更多社

會企業的責任與能量，顛覆傳統設計與強調使用者的

實用思惟，卻也帶來更人性化與關注邊陲化的設計產

物。以下由中文系洪健鈞同學藉由參與青年學堂的講

座心得分享分別說明。 

青年學堂講座：塑造第一印象 

越過年代悠久的隆生橋，一路往著遠離市區中心

的位置前進，「造紙龍」這間埔里人耳熟能詳的特色樂

園，在車程五分鐘過後的前方，向人招以可愛夢幻的深

刻印象。順著服務站人員的指示，尋遁階梯走上了二

樓，先後看到了紙做的變形金剛、紙做的鯊魚、紙做的

蝴蝶，推開了會場大門，咦，只見林怡齡老師身姿端正

的站在前頭，以不輸外頭諸多紙製偶像的可愛程度，對

著進場的每一個觀眾綻開燦爛而親切的笑容。  

要塑造第一印象，就先讓我們從「簽名」開始。就

在林老師迅速地指揮著在場學員一一分組，並讓組內

學員各自用著寫上簽名的名牌彼此認識，接著相互討

論起她所提出的課程問題。在場焦點很快的就集中在

「印象呈現」這樣的話題分享之中，每組依序發言表達

出各自的觀點，就在這樣熱絡的課程狀態下，林老師不

疾不徐地將各組的結論評析，最後仍不忘分析出埔里

在地產業諸多參考的行銷策略。 

    進入中場階段，投影幕暫停了原有的投影片解

說，改播放起先從引起轟動的日劇《空姐特訓班》。女

星上戶彩在空姐受訓期間所遭遇到的種種職業要求，

都巧妙地化作為林老師講述「第一印象」的元素，更使

在座聽眾簡單有力地感受到，專業形象塑造的諸多條

件與原則；再將目光放回現實生活，同樣是穿著上班

服是的社會男女，其色系要素的選擇還有攜帶配件的

決定，都在在決定了你帶給人「專業」與否的呈現。快

速的工商業社會中，這種「先行條件」的決定性因素，

非但左右了許多我們熟習的景觀面貌，同時也帶來了

生活上人際相處的第一眼判斷要件。  

 進入課程重點，關於「虛擬通路」建置的細節。

林老師先讓在場各組依序發表，聆聽了解各自對於它

和「實體通路」之間的優劣比較。博客來、奇摩拍賣等

等，許許多多現今社會熟悉不已的網路行銷，其內部特

點的理解運用，仍是存在著亟待我們去挖掘的靈感題

材。而造紙龍的行銷策略又是如何呢？這樣仿遊樂園

模式的特色紙廠設計，又是該採取何種姿態，去面對如

火如荼地虛擬網路侵略呢？相信這些是林老師預先的

先備知識，所量身訂做的演講內容規劃。期望這個在夢

幻紙工廠所舉辦的「印象塑造」講說，能夠鼓勵更多勇

於進取的在地青年們，創造出小鎮更美好的未來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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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學堂講座：設計思考 

身職「奇想」公司「知識長」的朱逸恆先生，在這

個寒冷冬夜中回到自己的出生地，開場前還不忘興奮

地講述老家及鎮上的種種記憶。 

「抱歉，這邊只是先介紹我們的公司……。」沒錯，

一切就先從「奇想」企業開始著眼。使用者經驗加上”

Design thinking”風潮，會在工業設計鉅子謝榮雅先生

的宏觀視野下呈現，相對地早期對於專業分工的企業

固化思惟，都將在「思索」此一創造基點下找到消弭的

可能；請想一想，當一個我們所熟悉的公司產品要被

製造出來，模具部分、塑料部分、金屬鑄造部分等，一

大堆細雜繁瑣的生產程序中，關於「設計」這個部分，

是應該被放入這個環節的其一步驟嗎？還是說這種專

業分工，反倒扼殺了一個產品呈現美感的整體性質

呢？一連串令人深思的大哉問，都再再指向了一個重

要的價值核心：究竟是專業先行，還是設計先行？已

經具有二十載完整經驗的「奇想」企業，以他們身經百

戰的市場口碑告訴著人們，面對設計的先行必要。就讓

我們開始思考，該是如何對抗專業分工的思維。 

設計思考＝對抗知識的專業分工化。究竟我們是要

如何地去面對這樣的理念實踐呢？只見朱逸恆輕輕地

滑了幾下電腦，投影幕出現了一個令我們無比陌生的

外國廣告，是來自瑞典垃圾處理設計產業的自我行銷。

巧妙地將全場引入細節的思考裏頭，關於一個集體系

統的出現，要回到脈絡設計本身的精巧構成。在這中間

的一切導向，如果缺乏一個統整性的設計思維，相信影

片中所描述出的許多美好，最終都將無法實現。而其他

的 例 子，譬 如 長 期 存 活 在 電 玩 市 佔 率 慘 敗 於 索 尼

（Sony）的任天堂，在不管是畫質抑或遊戲效能都遜色

於對手的境況下，單以「家庭互動」和「老少咸宜」這

二塊獨有的理念革新，創造出「Wii」系列的成功產品，

徹底轟動並改寫了原有電玩界的族群市場，也從中帶

動起「全家一起玩遊戲」這樣前所未有的家庭風潮！ 

請各位記住：設計不是上菜前的調味料。只見朱逸

恆先生的眼神中，頓時閃出了睿智的光芒。一種關於現

在國內產業體制急需檢討的、固化思維尚待扭轉的種

種誤見，是的確需要所有現代人都該要迫切省思的議

題。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２０００年的蘋果公司，乃至

於 70 年代的詹姆斯‧戴森；一個是關於想要讓人在五

秒鐘短時間內找到音樂的革命突破，而另一個是欲將

吸塵器的「不友善」設計予以捨棄的白日夢。時至今日，

「iPod」以及「戴森（Dyson）」吸塵器，都已經是我

們無須致疑的成功品牌。 

「台灣從來不是創意不足，而是生產過剩！」在演

講結尾中，朱逸恆先生語氣振奮地提到了，時下諸多設

計科系畢業生出路問題的相關討論；在他認為，這一

切最大的主因其實並不是有無「學以致用」，而在於整

個社會對於「設計」這項產業所賦予的價值衡量。設計

師可以是「美學品味的立法者」，更能夠結合必要的脈

絡條件，成為「在地知識的詮釋者」。「設計」從來不

是一個產品賣相好壞的裝飾功能，而是能夠連結諸多

社會元素的意義價值，完整聯繫起人性與工業相融合

的美好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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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服務學習的經驗分享：西雅圖 ID Night Market 設計方案 

文、圖∥張力亞(暨南大學人社中心助理) 

社區與大學之間的夥伴關係（community and 

university partnership），這幾年以來越來越受到重

視，也逐漸變成一種高等教育模式。其中服務學習方案

（service-learning programs）則提供一個重要的途

徑，並且讓學生有機會能從實際且複雜的真實世界中

作反思性的學習。然而，社區與大學建立夥伴關係，對

於兩方有什麼益處呢？ 

首先，就社區而言： 1、透過服務學習課程的操作

過程，可以提供社區培力的機會； 2、大學師生可以為

弱勢社區帶來協助的資源，促進社區的發展。 

其次，社區服務學習對大學教育的意義。Feldman

（2004）主張：與社區共同工作為基礎的設計專業學

習，可以讓同學更清楚理解民主設計實踐（democratic 

design practices）與啟發市民責任的重要性。Forsyth, 

Lu and McGirr（1999）則是認為：學生可以透過社區

服務學習的方式，接觸弱勢的委託者，並且從社會與人

群的需求面向思考問題，繼而解決逐漸升高的多元文

化都市設計問題。Hou 實際運作觀察指出：讓大學的

專業學習學生，透過社會服務學習的課程模式，實際接

觸不同文化社群的人，一方面可以訓練他們的與溝通

對話能力；另一方面，激發他們的多元文化設計想像。 

綜上可以發現，社區與大學之間的夥伴關係建構

對於兩者都有其正向效益，不過有學者也提醒，社區與

大學之間的夥伴關係建構，有幾項問題必須留意，避免

造成雙方的困擾： 

1、社區與大學要如何建立長期性的合作承諾？ 

2、社區學習如何更有效率地融入地方的社會與政

治過程？ 

社區與大學的合作模式 

兩者的合作模式一般存在：諮詢顧問導向模式

（consultant-driven  model）與 社 區 導 向 模 式

（community-driven model）兩種類型。 

「諮詢顧問導向模式」是指：不同的專家、計畫工

作者、商業分析師、建築師等，以自己的專業協助社區

領導者評估社區發展的能力與設計策略，較不著重社

區的共同參與；「社區導向模式」：則是由社區組織為

主體聚合相關計畫者，強調協力（collaboration）與

互惠（reciprocal）學習的方式，透過不同的參與式設

計操作，完成社區心目中的發展想像，此具有深刻的培

力（Empowerment）效果。 

就夥伴關係的要旨而言，社區與大學的合作應該

是朝向「社區導向模式」作發展才對。只是此種長期性

的關係建構過程，學校的教學研究資源、老師的觀念轉

型與課程設計、助理的培育，社區組織的開放性、人際

網絡的穩定度…等，其實都扮演關鍵的影響性因素，這

些都值得留意。 

Seattle ID Night Market 設計方案的操作經驗 

2005 年起 UW 景觀建築學系內的文化地景研究

室（Cultural Landscape Studio）與西雅圖國際區

（International  District）內 的 國 際 區 住 宅 聯 盟

（International District Housing Alliance, IDHA）之

Wilderness Inner-City Leadership Development

（WILD）青年方案已開始進行合作，並且辦理幾場次

的工作坊。WILD 青年方案是 IDHA 組織提供給高中學

生參與西雅圖亞洲移民社區活動的方案，探討社會改

善與環境正義實踐的課題。立基於前述基礎，2006 年

兩個團隊更是針對國際區內的 Night Market 空間與

活動設計方案進行共同規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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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釐清的是，國際區內為何需要有亞洲特有

生活文化：「夜市」（Night Market）？西雅圖國際區

又名 China Town，此區是西雅圖亞洲移民與生活的聚

合區域。不過就此區域的發展而言，從早期至今是屬於

西雅圖相對弱勢的區域。為了振興國際區內的社區生

活品質、經濟發展，與文化保存工作，已有不同的組織

開始投入其中，近年來已有許多的改善。 

其次，在雙方合作共同設計的原則上，Night 

Market 空間與活動設計方案強調在永續基礎設施

（sustainable  infrastructure）、生 態 讀 寫 能 力

（ecological literacy）、以文化文基礎的空間設計

（culturally based place-making）、人與環境的健康

（human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等四個面向融

入都市生態設計的原理原則。換句話說，此項合作設計

方案重視人、生態環境與生活文化三者之間的需求設

計。 

2006 年 Night Market 空間與活動設計的方案，

UW 文化地景研究室透過課程與 IDHA 的 WILD 青年方

案，彼此的協力合作過程曾經遭遇幾項挑戰，可提供給

大家做一些思考： 

1、行動規劃者必須克服對國際區內跨國文化的理

解與溝通對話挑戰。由於國際區內居住許多早期亞洲

移民的長者，例如：中國、香港、日本、南韓、越南…

等，這些年長者並非具有良好的英文對話能力。此外，

行動規劃者也要對於亞洲的夜市文化存在的意義與不

同形式加以理解，才能做後續的設計。 

2、行動規劃設計過程中，大學生（Bachelor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BLA）、研究生（Master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MLA）與高中生三個不同社

群之間，如何互動並且利用個別的專長進行團隊合

作？例如：三者對於學科專業素養的理解有差異、規

劃設計的工作態度、語言表達的方式…等。 

3、兩種方案對此課程的目標與優先順序反差問

題。文化地景研究室的學生多半期望透過此課程去取

得與練習設計的技巧，是高度目標導向的模式；至於

WILD 青年方案，其目標在於發展與培力青年領導力，

這是一個著重對話溝通的過程。兩種學習的目標與心

態如何調整，勢必影響整個合作方案的推動。 

面對以上三項挑戰，計畫過程也嘗試提出一些策

略加以克服挑戰： 

1、採取分開聚會的方式先做不同團隊之間的內部

意見交流。 

2、讓兩方學生的技能都能獲得平等展現的機會。

不管是大學生或是高中生，都必須利用說、寫，與繪畫

表達自己的意見並做貢獻。 

3、透過訪談或是參與觀察，鼓勵讓兩個社群的學

生都能表達他們對實際社區生活的認知差異。 

4、最後則是設計一個雙邊對話交流的平台，鼓勵

雙方對話相互理解。 

總結此次合作方案的經驗，UW 文化地景研究室

主持人 Jeffrey Hou 觀察指出：此次的過程讓大學生

體 驗 了 一 場 多 層 次 的 跨 文 化 理 解（Cross-Culture 

Understanding）學習之旅。因為過程中，大學生必須

與高中生進行第一階段的世代文化對話，嗣後在個案

場域中更直接面對多元文化的生活者，做面對面的生

活接觸。這不僅可以增加學生的景觀設計之社會關懷

深度，也能協助弱勢的區域振興地方文化之生命力。總

之，這是一場很有趣的社會服務學習課題經驗。 

結語 

社會服務學習的課程，目前正在各個大學專業領

域中興起，然而如何與合作的社會或社區組織建構長

期的夥伴關係，並且有系統的設定每年度可能合作的

具體方案，似乎是我們必須共同思索面對的問題。此外，

在實際運作之餘，如何將其操作經驗紙本化或學理化，

作為標竿經驗學習的參考樣本，也是一項值得未來行

動研究者花時間沉澱且整理的工作。 

★圖片來源 

＊宣傳照：點我 

＊夜市一景(1)：點我 

＊夜市一景(2)：點我 

http://www.cidbia.org/events/2013-night-market/2013-night-market-moon-festival
http://www.yelp.com/biz_photos/night-market-and-moon-festival-seattle#yrkD2bXPbHSxvRW_t2HM7g
http://nightmarketseattle.squarespa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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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米與木屐：宜蘭縣蘇澳鎮白米社區的社會企業願景 

文、圖∥蕭立妤(暨南大學人社中心助理) 

 

 

 

 

第一次聽說白米社區（白米木屐村），是在大學時

期一門通識課程的課堂。當時授課老師在簡報上呈現

的畫面是一棟連著好幾戶的灰色低矮建物，據說曾是

台肥舊員工宿舍的木屐博物館，牆面被彩色石子排成

的各種圖樣妝點得繽紛，其中一扇門口敞開，牆面上釘

著的幾排木架上，陳列著一雙雙皮面色彩斑斕的木屐，

這是我對這個在臺灣社區總體營造歷程前期，便透過

在地木屐產業形塑出地方特色的村莊的第一印象。這

回為了參與 12 月 12 日至 13 日白米社區舉辦的「白米

社區營造與社會企業實務研討會」，伴著冷冽且飄著細

雨的夜色，我乘著列車來到宜蘭蘇澳鎮，並於車站附近

一間背包客民宿落腳。 

搭上前往會議地點的接駁專車，對於白米社區的

第一印象是灰濛濛的：車子行駛在灰黑色寬敞的柏油

路上，窗外冬日微微飄雨，光線穿透灰白的雲層灑落，

不遠處還矗立著大片灰色外觀的水泥廠建築群，1 據說

是影響本地空汙及落塵量甚鉅的主因。在社區活動中

心外的空地下了車，雨後的空氣還算清新，趁著會議開

始前信步到社區走訪，朝著工作人員指引的木屐館方

向沿途問路，有趣的是遇到的居民們大多曉得我這個

生面孔是來參加「社區」的活動，還有人擔心我弄錯方

向熱心地要指引我走回頭路。 

據本次研習提供的手冊所載，白米社區自民國 82

年起致力於社區總體營造； 86 年全國社區總體營造

博覽會時開始以「文化產業化」的策略帶動社區整體發

展； 87 年起以「為木屐找個家」的目標推動木屐工藝

傳習、人才培訓及建立產業制度；至 88 年木屐館掛牌

營業後，96 年完成新館啟用，而成現今所見之三層樓

建物（社團法人宜蘭縣蘇澳鎮白米社區發展協會 

2014 ： 3）。從小巷弄接 到一條大馬路上，經過一整

排熱情招呼入內的商家後，第一眼看到的木屐館，由於

與記憶中那張圖片的老宿舍模樣有著相當大的差異，

讓我頓時有些踟躕。此時木屐館正準備要開館，站在門

口的工作人員走上前來詢問，確認我是本次研習的與

會者後，便以對講機通報讓我入內參觀。由於會議將要

開始（工作人員也好意提醒），我僅匆匆瀏覽館內空間

佈局，便又返回活動中心。 

行程的開始，先由現任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許瑞

木介紹白米社區社造 20 年來的歷程，包括社區文化產

業如何形成取私為公的合作社制度，以及改善居民生

活環境的社造初衷。白米社區從瀕臨廢村到成為社造

亮點，陳碧琳（2014 ： 44-87）所提到由空間改造形

塑公民意識而產生的文化抵抗效應，我想正是如許瑞

木（同上引： 14）所稱「白米社區還在」的原因之一。

但是，下一步呢？社區舉辦本次研習的目的，就其所述

應是在 20 年的社造推動後，期望能透過分享經濟

（Sharing economy）的模式，由木屐館帶領社區其

他潛力點：穆公祠、碧涵軒鳥園、東方纏、故事館、社

照書房等，並打造青年客棧吸引國際志工和大學生進

駐，提供社區發展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簡稱

社企）2 的可能，故藉此機會邀集各界針對此策略討論

並提供建議。 

 

 

 

1 從日治時期當地開發礦石資源時便開始設置「臺灣化成工業株式

會社」，民國三十五年（1946）由中華民國政府部門所組「水泥監

理委員會」接管後，民國四十三年受到「耕者有其田」政策影響，

股權釋出從國營轉為民營，而成為現今臺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的

蘇澳廠（鄭耀翔 2008 ： 67-68）。 
2 社企流的網頁上對於社會企業的定義是：「一個用商業模式來解

決某一個社會或環境問題的組織」，但其也強調關於社會企業「更

具體的定義應是由在此領域中的實務工作者們所共同且持續塑

造、補充與調整的」（社企流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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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在理事長的分享後，我們便驅車前往鄰近復

育許多瀕臨絕種鳥類並保存各種蛋殼、羽毛標本等的

碧涵軒鳥園、由當地穆公文化發展協會與宜蘭縣立丘

（邱）氏宗親會建立的穆公祠，3 並在該處享用邱秋

金理事長往後希望能在遊程中推出的農家樂菜餚後再

到東方纏工藝館體驗纏絲工藝，此行遊程體驗部分最

後以隔天木屐館的參訪作結。其規劃的社企遊程囊括

生態、文史與工藝，以及社區的木屐產業（木屐

館）。精彩的覽與手作，對遊客而言應為相當豐富的

體驗，但於此或許能夠進一步思考的是：這些各具特

色的遊程串聯及體驗之於社區及遊客的雙向甚至多向

意義。 

「社會企業」一詞作為兩天會議(與遊程)主軸，

一再被提出探討。勞動部的伍衛民督導以中國周朝的

井田制為例，強調「公田水需流入私田，人民才會願

意繼續耕耘公田」；陳其南也指出：「當社區期望將

社會企業的概念運用於社區時，需了解其目的究竟是

『社會』還是『企業』 ？ 社會企業或許能做為一種

社區營造的模式，但『企業精神』常常象徵著無止盡

的擴張，未經過深思熟慮便將其套用於社區是否真的

適合？當地自然（外界）、人之間的互動及辯證關

係，資本進入後會不會造成掠奪？這必須有更多的討

論」。當白米希望以社區為主體，嘗試以木屐產業作

為社會企業擴散的主軸，所形成的凝聚與區隔力量往

往是一體兩面。無論是呂欣怡觀察到社區多處角落出

現的菜園，或是陳其南特別提醒的莫忘（此地進行）

社造（的）初衷，其實都在強調人地關係在社區營造

中被重塑的過程更應受到重視。 

作為走在社造前端的社區，白米與我現階段所駐

點的桃米同樣走過環境議題的抗爭，也面對著社區觀

光的興起而出現的種種挑戰。這場會議回顧了社造

20 年來的白米發展，也意欲為社區的新出路而集思

廣益。由木屐館「帶頭」串連各特色景點而成的遊

程，無論是外部的觀光導覽或內部社區經濟合作的模

式，意圖突顯出的社區「整體」面貌為何？青年志工

或遊客對於社區有什麼樣的責任，社區又能與其「交

換」到什麼？我們可以更進一步思考，將社會企業的

思維帶入社區希望能解決什麼樣的問題？社會企業所

強調的互信基礎如何立基於社區內複雜的人際關係鏈

中？居民又要如何培力自身面對及處理新問題發生時

的能力？ 對於社區來說，新模式的建立並非一蹴可

及，但兩天研習下來，我所觀察到當地的社區發展協

會擁有相當高的動能，其中當然包括各項制度的建

立、環境改善的成效、居民和與會者的互動，以及相

關人員（包括居民、業主等與會者）對此議題主動分

享與討論的積極態度等。走過 20 年仍能保有點燃熱

情的動力並不是件容易的事，白米的社造經驗指的或

許並非其現階段的成果，而更體現於居民對於社區仍

有更多可能性的期待。 

3 據穆公文化發展協會邱秋金理事長所述，穆公為中國商末周初

政治家姜太公的三子，因受封地營丘，其族人遂以丘為姓，為現

丘（邱）姓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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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活動集錦 

資料整理∥陳怡君(暨南大學人社中心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