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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大學課程發展研討會 

社大「課程觀」的深度思辯與對話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 

■協辦單位：新北市新店崇光社區大學 

■會議時間：2014 年 12 月 19 日（五）9:15-17:30 

■會議地點：新北市崇光女中文萃樓 502 教室(地址：新北市新店區三民路 19 號) 

■活動議程 

時間 內容 地點 

09：15-09：45 報到  

09：45-10：00 

【開幕式】 

主席致詞：謝國清/社大全促會理事長、台北市北投社

大校長 

文萃樓 502 教室

10：00-12：00 

【論壇】從各校課程發展時間軸談課程觀 

主持（5分鐘）：詹志禹/政治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引言（各 30 分鐘）： 

1、蘆荻社大課程觀：李易昆/新北市蘆荻社大主任 

2、旗美社大課程觀：張正揚/高雄市旗美社大主任 

3、屏南區社大課程觀：黃蘭卿/屏東縣屏南區社大主

任 

Q & A（25 分鐘） 

文萃樓 502 教室

12：00-13：00 蔬食午餐 文萃樓 502 教室

13：00-15：00 

【分組論壇一】課程觀與課程架構 

主持（10 分鐘）： 

李易昆/ 社大全促會常務理事、新北市蘆荻社大主任 

案例分享（各 20 分鐘）： 

1、屏北區社大：吳孟如/屏東縣屏北區社大主任 

2、永和社大：張素真/新北市永和社大主秘 

與談（各 20 分鐘）： 

1、張德永/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2、王維旎/中正大學成教系副教授 

Q & A（30 分鐘） 

 

【分組論壇二】課程觀與學校經營 

主持（10 分鐘）： 

張正揚/全促會常務理事、高雄市旗美社大主任 

文萃樓 502 教室

 

 

 

 

 

 

 

 

 

 

文萃樓 501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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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享（各 15 分鐘）： 

1、羅東社大：吳國維/羅東社大校長 

2、苗栗縣社大：戴文祥/苗栗縣社大主秘 

3、南投縣社大：陳若嵐/南投縣社大埔里分校秘書 

與談（各 20 分鐘）： 

1、鄭秀娟/臺北市文山社區大學校長  

2、楊志彬/社大全促會秘書長 

Q & A（30 分鐘） 

 

【分組論壇三】課程觀與師資培訓 

主持（10 分鐘）： 

蔡素貞/社大全促會副理事長、台北市松山社大校長 

案例分享（各 15 分鐘）： 

1、新莊社大：曾美慧/新北市新莊社大社大主秘 

2、科學城社大：李世英/新竹市科學城社大校長 

3、北投社大：謝國清/社大全促會理事長、台北市北

投社大校長 

與談（各 20 分鐘）： 

1、徐敏雄/暨南大學成教所副教授 

2、黃錦峰/宜蘭社大課程審查委員會副召集人 

Q & A（30 分鐘） 

 

 

 

 

 

 

 

 

 

文萃樓 201 教室

15：00-15：30 茶敘休息 文萃樓 502 教室

15：30-17：30 

【綜合座談】社大課程觀的實踐反思與課程發展 
主持（5分鐘）： 

周聖心/社大全促會理事 

引言（30 分鐘）： 

陳君山/聯合大學資訊與社會研究所助理教授 

與談（各 15 分鐘）： 

1、洪馨蘭/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專任助理教

授 

2、楊志彬/社大全促會秘書長 

3、馮朝霖/政大教育系教授 

Q & A（30 分鐘） 

總結（10 分鐘）： 

周聖心/社大全促會理事 

文萃樓 502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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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社大課程在地化的思考 
文︱張正揚（高雄縣旗美社大主任） 

《旗美社大通訊》42 期（2009.06.15） 

 

社區大學在農村和城市，因為面對不同的環境和居民，所以在實際經營上，產生了

迥然相異的作法。農村幅員廣闊，每一個村落都有其形成的獨特背景，村落與村落之間

的交通聯繫，大部分必須透過自力的方式，一個村落往往就是一個世界。因此農村社大

在思索課程的規劃與經營時，必須納入以上現實，也就是具備農村在地的思考。 

 

兩條軸線：學程與區域 

旗美社大自 2001 年創校以來，在課程的規劃與經營上，主要依循兩條軸線而建構，

即「學程」以及「區域」。 

學程的部分，在試行三大類課程架構「學術、生活藝能、社團」一段時間後，為因

應旗美地區多元的自然和社會環境，我們開始規劃能夠呈現在地特色的學程架構，歷經

一年多的討論後，在 2002 年秋季班確立了四大學程的架構，即農村與農業、環境與健

康、社區與成長、族群與文化，各學程底下再細分成四個項目，所有的課程均納入此 16

區塊當中。每個學程由一到兩名工作人員擔任學程秘書，負責該學程的課程邀集與探課。 

區域的部分，由於聚落眾多而分散，各社區各有不同的學習需求，且課程多半安排

於夜間，因此，旗美社大在立校之初，即意識到必須「將學習送到村落中」。2003 年，

鳳山區和岡山區社大成立，旗美社大將鳳山和岡山分班移交給兩所社大後，成立「課程

委員會」，針對旗美各鄉鎮的學習需求，進行細緻討論，然後自杉林鄉開始，逐步進行

於旗山美濃以外鄉鎮，設置社區分班的計畫，並於 2005 年秋季班，完成於每個鄉鎮開

課的任務。 

為使社區數量眾多的社區分班，能夠和社大以及其他班級，維持交流和互動，各學

程秘書同時要擔任若干班級的的探課員，負責該班學習上的行政支援，並撰寫課程日

誌，將班級狀況分享予其他，以及接手的工作伙伴。 

此外，旗美社大觀察到農村居民，許多生活上的學習並非發生於教室內，而是發生

於現場以及和人的互動過程中，於是從 2002 年秋季班開始，創設了觀摩課程，由工作

人員負責組織相關行程，讓學員參訪全台各地社區，進行現場的觀摩學習。 

 

三大挑戰：經營團隊、講師來源、社區支援 

農村地區聚落分散而多元的特色，對旗美社大的課程開設，在三個面向上，帶來了

可觀的挑戰：經營團隊、講師尋求、社區支援。分述如下： 

（1）經營團隊：由於社大團隊成員，多半為二、三十歲，對農村感到陌生的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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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論在地與否，均缺乏對於在地開課所需要的社區瞭解。緣

此，旗美社大於立校隔年的 2002 年秋季班，即開始進行工作人員

的進修課程，內容包含理論與實務，兼顧知識體系與社會網絡，

出入教室與社區之中，藉此彌補不足之處，如今已形成旗美社大

團隊的一項傳統。2003 年秋季班，更正式將此作法化為「向農村

學習 讓農村學習」的口號。 

（2）講師來源：農村的學習需求，呈現出小量而多元的面貌，小量的學習需求，

使得長期以來，難以於農村建構一個穩定而長期的學習體系。在

多元需求上，農村許多非傳統的需求上，往往必須自外部尋求講

師，但城鄉之間的距離，卻常常將講師阻絕在外；以致空有學習

需求，卻無適當講師的情況，屢見不鮮。另方面，農村內部雖然

在某些領域，存在著許多優秀的專業者，但是要成為課程講師，

卻需要經過適當的轉化和組織。 

（3）社區支援：有許多的學習行動，必須在社區的實踐中，達到其學習的完整性。

從現實面來說，社區分班的數量廣而多，工作人員在行政支援之

外，在社區實踐中的角色擔負，有其經歷和網絡上的侷限。此外，

農村的社區裡，也充滿著學習資源。在課程的組織和經營，包括

學員的招收、社區的互動，以及納入地方素材為學習材料，社區

居民在這些方面，都比工作人員更具優勢。然而，農村的社區組

織成員，卻經常忙於自身生計，而無太多力量可協助社區分班的

經營。 

 

五項因素：需求、形式、講師、應用、後續經營 

依據多年的摸索經驗，旗美社大整理出五項因素，作為課程規劃與經營的思索參

考，說明如下。 

（1） 需求：課程的開設必須符合社區的需求，包括個人的與集體的；獲得需求的

方式包括團隊保持開放反省的心靈，進入社區參訪與聆聽，透過委員

會徵詢和討論等。 

（2） 形式：農村社區居民如農民，有其生產季節的作息，往往不能與社大的開課

期程相符，例如五、六月的學期中可能正是作物採收的季節。因此，

必須設計出能回應居民作息的靈活學習機制。 

（3） 講師：一方面積極尋求外部講師，針對交通和時間上的阻礙，設計出講師能

配的上課機制；另方面，農村內部不乏適當講師，透過若干培訓或和

交流，鼓勵這些潛在講師成為社大課程的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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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應用：讓個人的學習意義和成果，不只侷限在個人而已，而有更多的社區互

動和公共參與，讓個人學習的成果，透過適當的機制，成為社區的學

習成果。 

（5） 後續經營：即使有一天，社大無法繼續辦理，社區仍能自力經營社區分班；

即使有一天，社區分班不再繼續開設，種子已經灑下，而能於社

區繼續產生作用。 

 

結語 

 課程在地化的意思是，在課程的規劃與經營上，必須充分而細緻地考量在地：（1）

需求必須滿足在地（2）形式必須配合在地（3）培力在地講師，發掘在地素料（4）學

習成果回饋社區（5）社區經營社區分班。同時，不能將旗美農村視為一個單一的同質

體，必須能夠細緻地區分而廣開分班。在旗美社大即將邁入第十年的前夕，我們意識到，

「課程在地化」將會是我們下個階段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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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個階段的課程挑戰 
文∣張正揚（高雄市旗美社大主任） 

《旗美社大通訊》53 期（2011.02.28） 

 

 旗美社大在明年即將屆滿第一個十年，在十年經營的回顧中，課程無疑是 受到矚

目的內容之一。無獨有偶的是，旗美社大這兩年的課程經營，獲得了許多外部的肯定，

包括由政大社區學習研究發展中心所主辦的「社區大學優質課程徵選」。 

 

學習的跫音 

 10 月 24 日，我參加了由政大社區學習研究發展中心，在高師大舉辦的「2010 社區

大學【學術類】優質課程評選暨觀摩工作坊」，旗美社大在學術類別中，也有一門課入

圍 後評選，那是由郭憲彰律師所教授的「生活與法律」。 

 「生活與法律」班別出心裁地，以行動短劇的方式展演他們一年來的學習成果，雖

然班員沒有一個是專業演員，但憑著學習的熱情，以及多年來共學所凝聚出的集體默

契，硬是以一種生動詼諧，並且將若干法律的深義轉化成一般人可以理解的方式，呈現

他們對於法律的掌握於眾人眼前。 

 郭律師則在短劇結束後，利用幾分鐘扼要地敘述了他對上這門課程的一種「期待」，

那是一種超乎距離和鐘點費的心情，因為學員們在學習中展現了一種高昂的學習興致，

和老師反覆推演和討論，以致於老師也在這個過程中意外地發現，原來自己對於法律掌

握也不是那麼面面俱到。於是離開教室之後，一種學習的跫音便盤旋在心中，昇華成對

於下一次上課的期待。 

 「生活與法律」班代溫錦秋，利用課程展演結束之後的開放討論時段，說明了他的

學習故事，他的生命，如何在參與「生活與法律」班的過程中，跌宕又攀昇。溫班代原

是一名在工廠上班的工人，卻透過在社大所習得的法律知識，加上自習以及和老師討

論，自己寫訴狀，成功地爭取自己作為一名工人的權益。溫班代沒有嘹亮的嗓音，也沒

有跌宕起伏的演說技巧，有的只是實在的態度，質樸的內容和口氣，這種說話的方式，

正是絕大多數學員說話的方式，但也是這種方式，成為那天迴繞在工作坊會場中，動人

的學習的跫音。 

 

三門特優，四重挑戰 

 評選的結果是，「生活與法律」和另外九門其他社大的課程，共同獲得了「2010 社

區大學優質課程徵選」【學術類】特優課程。不讓「生活與法律」專美於前，「葫蘆雕刻」

也獲得了【生活藝能類】特優課程，「喜悅山水社」則獲得了【社團類】特優課程，成

績更超越去年的「兩門特優一門優質」；這樣的結果，是對課程講師、學員以及社大團

隊在課程經營上一種極大的肯定。 

然而，更重要的是，透過參與課程評選的準備，講師、學員和社大團隊共同整理了

學習的心得，讓課程的發展能夠讓更多人，更容易知曉；透過「評選暨觀摩工作坊」的



論壇-從各校課程發展時間軸談課程觀 

 

13 
 

參與，講師、學員和社大團隊，見識到其他社大經營課程的創意和用心，彼此激盪砥礪，

為各自社大課程的發展，提供了更多元的參考。幾乎每一所社大的既有課程，都各自面

臨了如何深化發展的挑戰。是往知識解放？或是往社區參與？還是往生命活化或其他的

方向？該如何進行呢？ 

如何深化原有的課程，是旗美社大未來課程發展的第一重挑戰。 

 

旗美社大服務學區廣大，涵蓋九個鄉鎮（區），經過十年來的摸索，逐漸建立起一

套回應本地地理現實的課程規劃和經營方式，即「把學習送到家門口」。 近二、三年

來，旗美社大不在校本部旗美高中的社區分班，基本上都維持在百分八十以上。但因為

社區分班的規劃和經營的困難度，更甚於在校本部的課程，因此也發展出「地區探課員」

的作法。然而，即使如此，在旗美社大的學區中，仍然存在許多社區，未能和旗美社大

產生直接聯繫，或者是缺乏當地的社區分班，或者是當地的學員無法克服交通等障礙，

或者是社大的團隊，仍然無法握當地的學習需求。這些社區，大多數是位於地形崎嶇，

交通不便，在地理上，處於更弱勢的地區。 

如何推廣課程至弱勢地區，是旗美社大未來課程發展的第二重挑戰。  

 

去年（2009）的莫拉克颱風，對旗美社大的學區，帶來嚴重的創傷，硬體、軟體還

有人心，都在過程中遭受了極大的傷害。這些的傷害，有部分可以依原方式復原，但絕

大多數的重建，卻是一種創造，在新的自然和社會環境中，發展新的產業生計，建立新

的社會網絡，體認新的環境倫理，這是一種全新的生命經驗，也就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而學習的提供，正是旗美社大存在的 重要的任務之一。災難過後，旗美社大一路伴隨，

2010 年四月一日，更成立「旗美社大莫拉克社區重建站」，專門負責重建人力和組織的

培力和陪伴。重建之路漫長，災難的面對和回應，對旗美社大也是一門新的功課。 

如何回應災區重建的課題，是旗美社大未來課程發展的第三重挑戰。 

 

立校之初，旗美社大即提出「向農村學習，讓農村學習」的辦學方法，主張瞭解社

區應當在提供課程與社區之先。旗美學區海拔落差超過三千米，乾濕季分明，多層次的

地理條件和多元的族群，造就出豐富的農業生計與農村作息，不同地區的不同作物，各

有其獨特的生長和採收季節，許多作物在採收的季節，往往需要傾全家之力投入採收而

無暇他顧。農村居民長久居住農村，和自然與土地互動，也發展出一套在地的認知和溝

通語言。課程的規劃與教授，能否回應農村的需求，作息以及語言？ 

如何發展具有農村特色的課程，是旗美社大未來課程發展的第四重挑戰。 

 

結語 

站在第十年的時間點上，我們需要回顧與前瞻，在回顧中總結十年來的辦學經驗，

在前瞻中拉出未來的辦學藍圖。上面的四重挑戰，正是我們眺望下一個十年的課程發展

藍圖。我們期待，旗美社大能夠在面對挑戰的過程中，更深入農村而成為旗美農村的一

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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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回顧】 

在地學程的建立與發展 
文｜張正揚（旗美社大主任） 

《旗美社大通訊》71 期（2014.04.30） 

 

社區大學 主要的任務就是開課，課程的規劃必須建立在一種，具有在地意義的課

程觀和架構的基礎上。 

旗美社大在成立之初，如同其他的社大，也設計了代表創校精神的 LOGO。然而不

同於其他社大的是，許多社大的 LOGO 採用象徵學習或社群的符號，表達該校的精神意

涵；而旗美社大的 LOGO 則由三個具象圖案組成：右邊是陶壺和百步蛇圖騰，象徵了

偏遠山村的原住民社群；中間是客家藍衫和美濃東門樓，代表了大美濃地區的客家社

群；左邊是香蕉葉和巴洛克建築老街，呈現了旗山等福佬社群。三組圖案，涵蓋不同族

群，包含文化與產業等元素，共同說明了旗美社大所面對的旗美學區，生活與生命的多

元樣貌。 

地方性在辦學之初，就進入旗美社大的問題視野，也表現於旗美社大的課程規劃上。 

 旗美社大在辦學第一年，即開始嘗試建立屬於旗美社大的在地學程。當時的辦學團

隊以每兩個星期討論一次的頻率，用了一年多的時間，逐漸建構出今日的學程內涵。在

建構之初，設想著這一份學程面應當要能完整涵蓋，旗美社大針對地方需求所規劃出的

所有課程。對於初辦社大的團隊而言，這是一個具有相當難度的挑戰。也因此，旗美社

大學程的規劃，事實上是一個在摸索中逐步擴充和完整的過程，自立校的第一個學期開

始，我們可以看到以下的推進軌跡： 

 
表格整理如下：  

 
學期 學  程（子題） 

901  農業與農村 環境教育 多元族群  

902  農村 環境 族群 社區 

911  農村與農業 環境與生態 族群與文化 社區與生活  

912  農村與農業（社經歷史‧生產行銷‧價值生活‧探索挑戰） 

環境與健康（自然探索‧綠色思潮‧科技反省‧健康生活） 

族群與文化（語言傳承‧風俗信仰‧藝術文學‧歷史智慧）  

社區與成長（社區營造‧精緻生活‧教育改革‧巧手工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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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學程之外，各社大普遍存在一種三類課程的分類，即學術、生活藝能和社團性

課程，此種分類方式在旗美社大初期階段，主要應用於各類的相關統計表中，例如各種

評鑑；後來社大辦學團隊對此三類課程概念有一種新的理解，即與其說三類課程是一種

分類方式，不如說是社大課程的基本課程觀，學術性指向一種理性的思辯，生活藝能性

代表一種感性的陶冶，社團性說的則是一種社區和社會的公共參與；亦即，社大的每一

門課程事實上是同時具備了此三種課程觀，只是比例有不同；同一門課程在動態發展的

過程中，也會使三種課程觀前後的比例產生變化。 

四大學程建構起來後，後來成為旗美社大課程規劃主要的參考架構，當時的課程分

工方式，也採行學程經理人制，亦即每人負責一項學程；並且為了避免讓每一位工作人

員，對於旗美社大的課程理念流於片面而破碎，因此學程經理人還以半年至一年為單

位，採行輪替制，在 2 至 3 年的期間，透過工作人員負責該學程規劃時，所進行的各種

閱讀、思索和討論，可以對社大學程所對應的地方性內涵，擁有全觀的理解。 

然而四大學程規劃之初，畢竟缺乏相關經驗，因此四大學程制度在規劃和採行之

後，逐漸顯現若干問題，這些問題大抵可以歸納成以下幾個方面： 

（1） 劃分不夠清晰：理想的學程和子題分類，各項目之間，應當採用相同屬性，

但卻各自獨立的方式進行劃分，然而規劃之始，並未有此概念，以至於【社

區與成長】學程經常引起不同解讀，環境與健康程中的綠色思潮和科技反省，

也令人難以區分。 

（2） 人員異動衝擊:：人員異動在社大是常態，但對旗美社大四大學程的做法，卻

造成若干衝擊，一方面是四大學程的完整歷練被打斷，二方面是對於四大學

程精神與內涵理解的歧異度，亦隨著時間拉長而擴大。 

（3） 課程雙軌經營：旗美社大在 2009 年起，為因應逐漸吃重的社區經營，開始採

行【學程社區】雙軌制，工作人員的分工亦從「學程制」改為「社區制」，

此種調整擴大了上述原本即存在的學程經營問題。 

為因應此學程經營的問題，旗美社大團隊自今年開始進行了「學程檢視和調整」的

工程。辦公室人員分成 2 組，在每次的學程討論前，先就學程的適用性和未來性進行小

組討論，再分別討論四個學程， 後進行整體綜和討論，此種討論強度可比擬當初建立

學程的討論：

 
學程是社大課程規劃的主要依據，當初規劃的學程原本即有所不足，即使不論當初

規劃之完善與否，當初建構自有其脈絡，在社大進入第二個十年時，正可重新檢視其發

展，必要時進行調整；學程討論的另外一層意義是，工作人員正可透過此檢視和調整的

過程，建立屬於自己對於四大學程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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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南區社區大學課程觀 
黃蘭卿/屏東縣屏南區社區大學主任 

 

藉社區教育力發展”人”、深耕”在地力”的課程核心觀點出發，為極南的偏鄉打造一

條永續發展路。自 89 年的屏東社區大學恆春分班、93 年的恆春分校到 96 年的屏南社區

大學至今，我們粹化出以「綠色山海在地發展、多元學習意識成長、凝聚共識重啟活力、

組織平台社區連結、區域整合永續發展」的辦學理念，進行開拓『人』的發展無限性與

永續在地力的學習深耕課程，並藉公民參與學習方案，形塑人與人、人與環境、人與文

化之間全民的總體在地發展行動。以人為本，協力工作為過程的總體學習，符應在地特

色及學習需求出發的學程分類方式實踐屏南社大對於終身學習教育結合社大自身對於

『公行動』的想像與堅持。由參與學習的個人能力成長至社區磐石的經營到區域的連結

過程，人的素養得以提升、社區能被點亮、土地終能被守護、被滋養，建構催生著屏南

自信自力自在共榮生活圈的現在與未來。 

 

課程規劃的架構 

    屏南社大課程規劃如上所述，以符應在地特色及學習需求出發，因此本校整體課程

原區分為：『公民素養』、『文化特色』、『生活專業』、『健康永續』及『社區營造』五大

類別，自 102 年度開始，為更強化屏南社大以教育推動在地發展與公共關心之核心價值

導向，雖仍以五大類別為主，但將『公民意識』、『文化特色』、『社區營造』統合為『公

民參與』，整體規劃如下表所示： 

 

原規劃架構： 

      課程觀 

學程別 
核心基礎 進階目標 

公民素養 
認識自我價值、生命意義與土

地環境連結認同 

以學習能量服務他人、守護土地，共同

創造幸福環境 

文化特色 

發現在地文化之美、創造在地

認同感、推動在地永續產業的

能力培養 

學習成果連結在地文化推展行動、打造

具在地意識永續環境基礎的經濟產業 

生活專業 
個人技藝增能、提升生活的精

彩與豐富，營造快樂學習環境

提升人的品格與素養，引發人與人、與

環境之間良善互動的循環增進居民參

與公共事務之能量 

健康永續 
樂活、健康概念養成，營造快

樂學習環境 

成果連結在地關懷與在地服務行動建

構一個有能力符合公平正義的社會 

社區營造 
由關心社區土地出發，建構自

我能力，發現社區與自我價值

落實自我能力結合社區發展推動，架構

永續性在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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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分類： 

學程

別 

公民參與 
生活專業 健康永續 

公民素養 文化特色 社區營造 

核心 認識與創造自我價值、生命意義與土

地環境連結認同 

個人技藝增能、提升

生活的精彩與豐富，

營造快樂學習環境 

樂活、健康概念養成，

營造快樂學習環境、建

構生命服務生命的體系 

進階 居民培能的學程、在地發展共識的凝

聚、導入資源協力，產生地方自信的

發展行動，由單點的社區工作至線與

面之聯結，推動具在地自信自力共榮

生活的永續家園 

個人增能的公共服

務，連結在地相關文

化、社造發展與弱勢

關懷參與，在協助自

我生活性的需求外，

亦發展生命價值增進

參與公共事務之能量

讓快樂學習能夠成為服

務在地、服務他人的能

量基礎，連結各項在地

活動、弱勢關心行動，

推展學員的生命價值

觀，並創造其服務平台

與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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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南區社區大學學程 

公民

意識 

文化

特色 

生活

專業 

健康

永續 

草創期：96~97 

1.穩固基礎 

2.符應在地需求與

協會發展理念 

公民

意識 

文化

特色 

生活

專業 

健康

永續 

共沏一壺

社區好茶 

拓展期：97~99 

1.擴大學習參與(分

班、分校、社區) 

2.在地人才培育/社

區擾動 

公民

意識 

文化

特色 

生活

專業 

健康

永續 

社區

營造 

發展期：99~102 

1.核心價值發展 

2.公共參與提升 

3.社造工作推動 

公民

意識 

文化

特色 

生活

專業 

健康

永續 

進階期：102~迄今 

1.公民素質提升 

2.學習能量公共服務推

動 

3.社區/團隊/課程/師生

串聯~~區域發展展力 
社區

營造 

公民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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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案

例

介

紹 

 

 

 

 

 

 

 

 

 

 

 

 

 

 

 

 

 

 

 

 

 

 

恆春民謠傳習課程 
在地文化的保存與傳承種子培能 

台語之美-民謠詩詞班 

文化傳承內涵與精神的提升，形塑文化

靈魂與在地文化認同和地方自信 

校園教學/社區文化傳習班

/社區亮點營造/半島之美

解說班/在地工藝班 

1.偏鄉居民的自信、地方認同與成就的提升 

2.在地文化教育的向下扎根 

3.在地文化活動打造在地根經濟與深化解說 

4.學習推動→文化傳承→文創產業→社造發展

5.區域性的共同參與文化生活圈的建構 

國際民謠節/民謠駐點/千

人發聲/民謠大賽/恆春民

謠館/文創產業/歌謠文化

結合社區旅遊 

1.在地發展的展力導引公部門的認同與協力 

2.在地文化活動打造在地魅力觀光 

3.由傳承/深耕/生根→活化/創新/對外發聲 

4.學習推動→文化傳承→文創產業→社造發展 

5.文化生活圈的擴展與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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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分組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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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思維 在地行動 
屏北區社區大學  周芬姿校長 

          103/12/19 

 

屏東縣社區大學是把整個屏東當作博物館，當作整個教室來學習。社區大學

很多觀念是這樣來設計課程，所以安排了有向大自然學習的課程，例如有機

農業社，台灣的農業使用了太多化肥及農藥…… 

課程的設計環繞在開始關心我們的社區，由社區出發來向夢想前進，這個夢

想就是每個人以我們的故鄉為榮，將生存的命脈─土地─可以傳承給我們的

子孫。（曹啟鴻董事長，2000 年） 

 

一、 從南方學到屏東學 

    屏北社大的前身「屏東縣社區大學」承辦創立之初，即是由一群關心環境保育運

動的核心成員所組成。 初始是以『南方學』的構想出發，承繼了南部幾個環保運動(尤

其是水資源)當時所萌發的南方區域之意識。社大從創立之初的「南方學」學程就已蘊

涵「屏東學」的概念，並以此做為核心發展目標，這也是屏東社大(屏北社大前身)與其

他社大 大的不同之處。 

 覺得其實過去中央在做很多政治決策，或是一些決策的時候，都是站在台北

觀點在看南部。所以我們那時候民間開始醞釀非常多在地知識，這種在地知

識可能是結合學界，還有我們長期在地經營的角度，跟當地一些需要的各種

資訊陸續蒐集進來。之後發現在南部地區，我們有我們自己對於區域發展的

一些想法，我們自己出來的想法跟論述是跟中央在做很多政策決策就是不一

樣。因此，我們才去討論南方學這件事情。（黃啟訓論文，黃麗霞訪問稿） 

 在 2000 年即由大武山基金會與台灣藍色東港溪保育協會發起辦理第一屆屏東研

究研討會，主題以「屏東平原地區的多元族群文化開發拓墾」及 2001 年第二屆以「屏

東平原產業、生態、建築與人文」為主題的研討會。讓在屏東從事研究的同好得以相

識並交換心得，使屏東研究的累積加速形成。屏東研究研討會是大武山文教基金會成

立的第一件事，雖然不是由屏東社大主導，卻開啟了屏東研究的大門，並為日後社大

的屏東學學程鋪路。 

 第一屆至第三屆屏東研究研討會都是由大武山文教基金會承辦，但因為李國明的

努力，才讓屏東研究的成果不致於散落各地，同時開啟了社大和屏東研究延續至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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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分。時任副主任的李國銘在《屏東縣社區大學自評報告書》正式提出「屏東學學程」

的構想，成為該學程召集人。次年，2002 年第 2 學期開設「屏東學」課程，規劃核心

課程凡 36 門，他講授其中「屏東歷史導讀」一門，採取「參與式」，整合實際經驗及

學員反映意見。其目標為「試圖從教與學的過程中，尋求建構屏東在地知識體系與在

地論述的可能性。」他生前積極擘畫及開設的「屏東歷史導讀」、「屏東產業與人文」、

「認識屏東六堆客家文化」等屏東學學程相關課程。 

    當時屏東學範圍包括屏東的森林資源、海洋資源、植物、魚類….等課程。「屏東

學學程」在 2003 年開始規劃學程制時即被提出，但是在這一年我們痛失推動屏東在地

研究的重要推手李國銘副主任，陳秋坤肯定他是「屏東研究的先驅者」。   

 李國銘把社區總體營造的概念帶進去社大，強調社大必須要講求社區性，促成社

大第一批兩個分班在林邊及新埤建功開設。李國銘在《90 年度第二學期學員暨選課手

冊》中提出對屏東學學程的完整構想。當時預設要開的課程，涵蓋地理、生態、產業、

資源、生物、歷史、政治、文化、建築、族群、宗教、觀光、公共政策、語言、飲食

等，課程多元而豐富，接下來幾個學期開的課程雖有做調整，但都因為課程學術性高，

缺乏相關師資又沒有學生選課，以致於成功開課的僅佔少數。他在〈期待一座屏東檔

案館〉文章中，即指出缺乏師資的問題。 

屏東目前最缺乏的是：在地研究社群。所謂的「在地學者」是指願意長期在

屏東做研究、耕耘、對話的學者。他們未必是屏東縣籍出身或住在屏東的人，

因為屏東出身的「本地學者」，未必對研屏東有興趣，而讓研究成果「在地化」。

（李國銘） 

 王御風的研究指出，屏東縣是唯一由社區大學、地方民間團體發起地方學研究的

縣市，而強調由地方人民生活出發，與地方行動結合，與地方發展關聯的「地方學」，

也成為屏東學研究的一大特色。但他也認為，以社大的力量來推廣地方學，其實較地

方政府及大學、民間團體都還要辛苦， 主要是除了地方知識的累積外，還得面對社

大學術性課程開設不易的大環境挑戰，而非像地方政府只要能開研討會、大學只要能

找到專業師資開設課程即可。當然，除此之外，經費來源更是一個社大的問題。 

 「屏東學」的推廣， 基本的土壤還是社大的課程，除了「屏東學」學程相關課

程外，實際上，各生活技藝課程也可以與屏東學結合，攝影課的取材可以是屏東的家

園、陶藝也可以捏出屬於屏東的特色，從自己家園茁壯成長的課程，才會是屏北社大

具特色，也是旁人無可取代的課程，這也是屏東學努力的目標。一部分是為突破社

大課程分類方式（學術、藝能、社團）的限制，因其就地理學而言，不跟行動連結; 就

歷史學，歷史詮釋權常常被某些專業掌握…相對於「在地化」「（在地）行動（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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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民社會的過程」來說，都沒有辦法被這些研究所囊括。我們對「地方學」的想

像，它必然是要形成一套能夠結合在地的風土、文化，又要是跟我們過去所做的改變、

希望能夠改變的歷史相結合。 

 2007 年屏東縣社區大學承辦第 8 屆社區大學全國研討會─就將主題定位於「在地

深耕─社區大學與地方學的實踐」。是次研討會是社大全國研討會第一次以「地方學」

為主題，其 大特色在於屏東社大特別規畫的 6 場地方學工作坊，地方學不是以高深

的理論出現，而是將會場延伸到社區現場，藉由實際的體驗與對話，來理解地方學的

意義和成果。 

 體驗主題包括了農業／有機農業、海洋／城市美學、社造／產業、原住民／多元

文化、客家、文化園區的議題的辯證與論述，讓高雄縣市、台東縣、屏東縣、台南市

的社區大學來籌畫並執行，企圖展現屏東的多元文化、社區營造和創業產業的努力成

果，讓更多人可深度體驗在地魅力、發掘更多的在地潛質。全促會理事長張捷隆認為，

「這是一次南台灣社區大學與縣市政府的大結合，也是地方學實踐的里程碑」。 

 2008 年，屏東社大一分為二(屏北和屏南兩所社大)，屏北區社區大學的重點工作

也將建構「屏東學」的研究學習網絡與建立公民發聲之「公民論壇」做為課程發展之

軸線。當年起「屏東研究研討會」由屏北社區大學主辦後，也在社區大學中發行一年

四期的《屏東研究通訊》電子報，並整合設立「屏東學學程」，以及採協同教學模式開

設「屏東學專題講座」。 

 除了推動屏東學學程的經驗基礎與延伸研究網絡外，第四屆屏東研究研討會以

「尋找屏東流域」為題，探索「屏東流域」此一文化／文明內容實體的社會意涵。該

研討會主題有：「族群之旅：平埔、客家到外省」、「原鄉之旅：排灣」、「信仰之旅：屏

東的宗教」、「生命之旅：屏東的文學」、「尋根之旅：屏東的移墾」五大議題，共發表

十八篇論文，與兩個論壇。呈現屏東多族群的文化，與來自草根生活的融合關懷。 

  也是在這一年，曹啟鴻縣長履新縣長職之後即提出重修屏東縣志的計畫。許多歷

屆的論文發表者、參與者也成為重修屏東縣志的撰述成員，一個在地的長期研究團隊，

更進一步的組織起來為一知識形成網絡，也延續屏東人對所居住鄉土之地方認同的探

究興趣。 

  屏東學研究成果也藉由屏東教育大學李錦旭教授舉辦的屏東縣國中小教師鄉土教

育計畫，普及到縣內的小學、中學。歷次研討會中，也有多位中小學教師以任教學校

所處的村落為核心，發展出墾拓、產業、生活變遷的研究結果，成果斐然。 

  2009 年莫拉克風災在屏東造成重大影響，2010 年第六屆屏東學研究研討會，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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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力量─－八八水災一年後」為主軸，探討「災後重建及社區再生」、「社區重建經

驗」、「遷村與部落重建」、「社區產業深耕」、「自然災害、人為破壞與重建」等議題，

並邀請災區生活重建中心、社區工作者等第一線人員，與民眾分享重建面對的困境與

挑戰，進一步指出屏東發展的未來方向與趨向；議題並延伸至屏東平原面對未來極端

氣候的應有準備與措施。另有其他主題的地方研究論文八篇。2011 年第七屆屏東研究

研討會『食在族群脈絡中』；2013 年台灣學暨第八屆屏東研究研討會『台灣學、地方

永續治理與新行動典範』；2014 年社大團隊共同完成『重修屏東縣志社會篇』的修訂(屏

東縣政府出版)。 

  屏東學自推動以來迄今 10 年，除了提供地方研究者發表舞臺，也累積一些學術研

究成果（例如由語言分析探討平埔、閩、客、排灣、魯凱融合的趨向也漸趨成形）。期

間地方上的大學增加設立多個研究所也有關聯，以 2005 至 2008 年間為例，各校有關

屏東地區文化歷史、地理產業的碩士論文多達 120 篇，關於屏東的研究領域也寬廣許

多。屏東學研究的下一個十年，期許在重修訂的屏東縣志篇章一一完成後，有更細緻

化、更深化的發展。 

  

二、 從五大學程到農學校和萬年溪學堂 

 社大在成立不久，就有學程制度的設計，希望引導學員做有系統且連續性的學

習，但直到 2003 年 9 月，小兒麻痺又罹患癌症的陳美雲修完 32 個學分，社大趕在她

去世之前，向縣政府爭取頒發社大第一張學程證書。學程制度可以說是邊做邊學，也

是社大理想性的彰顯，我們希望學員能從理論到實務，進而能夠進入實做，這才是一

個完整的學程，但學員選課很隨性，加上有的老師開的課始終在入門初階打轉，無法

進階，導致學程制度不易落實，因此我們就放空，讓課程去 run 一陣子。 

 王御風當主任時，又遇到有學員申請學程證書，於是把學程制度重新拿出來討

論，2009 年初持續去推動，對於學運出身的人，要把課程設計與社區發展結合在一起，

很不容易，也不去預測課程會發生何種作用，許多老師學有專精，在教學上也很在行，

但講師的極限僅止於教會學員去做，卻無法親自帶著學員走進社區。因此社大開辦講

師工作坊，希望從知識轉化為行動，進而投入公共參與，落實社大培養公民意識的精

神。未來也將朝著引導講師形成專業領域講師學群的方向去思考。 

為了強調社區大學以建構「公民社會」為建校的願景，並與其他成人教育機構有

所區隔，本年度開設課程的方向，以降低生活藝能類課程為方針，並且邀請新舊講師

針對五大學程（屏東學、藝術、生命健康、農業、社區成長）以及屏東縣市民眾教育

背景與生活形態開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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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社大開課類型多元，不僅有學術、農業、藝術、音樂、養生、DIY 等課程，還

培養 30 個以上的社團課程，每學期師生共同至社區和弱勢團體進行社區回饋；平時亦

透過校務會議、班代會議及各式委員會的辦理，師生成為委員之一，以培養師生共同

關心校務運作：同時，帶領師生參與研討會、公共論壇、工作坊、社區觀摩及知能研

習，提升其人文及公民素養。 

針對學術與社團類課程，設置十二到十五門有學分費全免、半價或 75 折優惠之推

廣課程，以及每班潛力學員選修(農業、屏東學、社區成長、藝術等)專業學程半價或全

免。透過極為誘人的減免措施，鼓勵一般學員認同社大辦學理念、提升公民素養，也

以補助一門講師鐘點費方式支持分班在社區的課程經營。 

校本部與分班之開課從量的增加逐漸進入對質的追求上。除了鼓勵生活藝能課程

公共化、社區化，對於學術性課程，我們採取以學程為主要推廣對象，試推保證金免

費課程，推廣無毒農業、特色農業社造、屏東環境變遷與永續發展專題、社區劇場、

戲曲身段表演、綠建築、走讀屏東文學、故事創造遊戲場等。將近十門免費課程鼓勵

學員深化學習。同時在分班也推行學分費優惠的推廣課程，一方面鼓勵分班辦學、一

方面建立分班師生對社大學習的認同感。 

校本部及各分班開課及選課狀況一覽表(991 學期至 1032 學期)  
班別 991 992 1001 1002 1011 1012 1021 1022 1031 1032

校本
部 

課程數 94 98 89 102 84 74 65 

開課數 58 55 56 60 57 58 62 59 51 57 

選課人數 1054 962 1008 1013 993 967

選課人次 1312 1160 1228 1203 1164 1278 1283 1180 1157 1180

里港 課程數 11 13 12 7 9 7 

分班 開課數 8 8 7 6 7 7 6 5 7 6 

選課人數 137 113 110 100 122 122

選課人次 144 129 113 107 137 132 108 84 142 126

九如 課程數 

 

3 6 5 6 6 

分班 開課數 2 3 4 6 5 5 7 7 2 

選課人數 21 34 44 77 85 

選課人次 27 38 47 81 88 72 118 102 49 

長治 課程數 

   

6 5 6 

分班 開課數 5 5 6 8 8 8 9 

選課人數 63 63 83 

選課人次 65 67 90 116 131 137 136

高樹 課程數 2 11 9 8 6 7 

分班 開課數 2 6 4 3 2 2 2 0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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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課人數 26 33 39 34 23 21 

選課人次 27 49 50 37 27 27 21 0 13 19 

土庫 課程數 5 4 4 6 3 3 

分班 開課數 4 3 3 3 3 1 1 0 0 0 

選課人數 62 42 38 44 36 21 

選課人次 74 51 49 52 43 29 44 0 0 0 

鹽埔 課程數 

 

3 4 3 4 3 

分班 開課數 1 1 2 2 2 1 0 1 2 

選課人數 16 13 25 37 25 

選課人次 16 13 25 40 26 14 0 14 33 

萬丹 課程數 8 8 9 7 6 8 

分班 開課數 7 6 6 5 6 6 7 5 6 6 

選課人數 119 119 116 130 115 109

選課人次 150 138 133 139 137 127 143 132 155 172

內埔 課程數 2 6 7 8 6 8 

分班 開課數 1 2 4 3 5 6 4 5 6 8 

選課人數 21 29 40 45 87 89 

選課人次 21 31 48 47 108 107 86 98 126 188

竹田 課程數 16 15 15 12 12 12 

分班 開課數 11 9 10 8 10 9 9 8 12 10 

選課人數 202 174 176 157 184 170

 
選課人次 221 183 188 166 203 188 144 未繳

交 185 242

萬巒 課程數 

 

2 5 7 7 8 

分班 開課數 2 3 5 5 8 9 8 10 7 

選課人數 34 38 76 70 118

選課人次 43 43 82 103 166 162 174 209 142

潮州 課程數 12 18 19 17 13 17 

分班 開課數 9 11 12 9 11 13 21 21 20 21 

選課人數 163 209 254 209 210 271

選課人次 173 231 290 229 239 309 501 409 457 449

課程總數 150 181 179 188 161 159

開課總數 100 105 109 113 119 125 129 119

選課總人數 1784 1752 1870 1891 2017 2081 2205 2008 2225 2292

選課總人次 2122 2058 2193 2199 2349 2505 2700 2437 2697 2542

 目前本校之課程規劃以屏東學和農學校為推廣主軸；審查機制設立課程審聘委員

會，進行邀課和新課程發表會。執行層面則以亮點新課程為輔導重點，每學期檢驗五

大學程的執行成效，透過講師連誼周、班代會議及非正式的師生溝通交誼等機制，了

解相關課程實際開設狀況，在工作會議和學程委員會中討論，作為下學期開課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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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於校本部特別增設『陪課員制度』，以推廣課程、農業課程、新課程、新

社團等為優先陪課課程。辦公室藉由陪課員的協助，協助社大進行講義蒐集與課程紀

錄，透過陪課員擔任講師與辦公室之間的聯繫橋梁，讓社大更了解與掌握講師上課情

形與學員學習狀況。 

 

(一)、 新課程審聘與亮點課程 

為因應社區民眾的學習需求，以及社大短中長期目標，每學期設置由講師、學員、

協會和專家代表共同組成課程審聘委員會，進行新課程發表會的審查。本校訂有「新課

程開設流程」並依此機制審查課程及審聘講師，每學期也會配合課程主軸進行課程邀約。 

本著師生共治的理念，新課程發表會的委員包括協會代表，以及講師、學員和分班

負責人代表，如此可以兼顧不同身份及立場的看法及需求，委員給予的意見也將列入下

學期聘請新講師的重要依據。 

 

表、新課程審聘流程 

時間 程序 備註 

第 3 週 

1.尋找新講師： 

根據學員反應、本校相關人士推薦，以及由

校長及主任主動接洽合適人選。 

2.新講師開始送件 

 

第 6～7 週 
1.新課程送件截止 

2.第 1 階段審查 
審評者：社大主任 

第 8～9 週 

1.第一階段審查結果出爐 

2.通知新講師與分班負責人審查結果 

3.準備新課程發表會 

 

第 10 週 新課程發表會 
審評者：新課程發表

會委員 

第 11 週 
1.通知新講師與分班負責人發表會結果 

2.將錄取之新課程列入下學期招生課程中 
 

下學期 

第 3 週 
根據人數確定是否開課  

 

103 年度的新課程多以辦公室邀課及師生推薦課程為多，邀課對象也以五大學程為

主要開設方向。尤其以屏東學和農學校課程為優先。開設成功的新課程，其課程亮點分

述如下， 

(1). 『屏東市文化導覽』、『屏東市老建築』：將地方學和屏東學中的文史精隨，透過室

內課的知識傳遞和室外課的導覽解說，將嚴肅的文史景點和常民故事，用生活化的

影像和感官體驗方式，啟發學員對老屏東的記憶和感情。再進一步帶領學員發問和

紀錄，重新認識屏東在地文化歷史，建構一套社大的地方學知識。 

(2). 『家庭水電 DIY』：以安全為前提，透過簡易的家庭水電知識和技能的教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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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校外教學的名義，帶領學生走入社區和學校，義務幫弱勢家庭檢查和維修水電設

施設備，協助社大敦親睦鄰維修學校教室走廊。因為受到水電班和社團的學員的感

召，社大代為接受外界給水電社的物資捐獻，未來將擴大應用到更多有需要的社區

身上。 

(3). 『居家木工王』(潮州班)：今年共開設兩學期，以居家木工設計和製作為主。本課

程校外教學辦理台灣木工傳藝學習活動，安排學員參訪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

(官田)營建館、總爺糖廠舊日式建築群以及孔廟周邊古蹟建築導覽。培訓台灣木工

傳藝學習有興趣的學員成為志工，從認識地方文化課程及學習導覽技巧，結合人

文、歷史景觀、產業文化，將台灣木工傳藝文化導入民眾生活，讓人文在潮州紮根。

藉由講解及實際操作，用簡單方便的工具親自動手 DIY 做出自己滿意的家具及維修

與設計。希望引導學員與社區居民建立 佳的互動模式，一起為文化與在地產業共

盡一份心力。 

(4). 『智慧型手機與平板快樂學』：這是一門相當適合中老年人上的課程，不僅可用來

縮短城鄉數位落差，也能促進親子之間的代間溝通，相當實用又有趣。授課老師也

以其專業的網路技術，應用雲端技術和部落格，將授課講義網路化，提供給學員回

家後還能隨時上網學習的貼心服務。 

(5). 『作物常見之病蟲害種類及其防治(萬巒分班)』、『作物之土壤及肥培管理與肥料簡

易製作(萬丹分班)』、『作物常見之病蟲害種類及其防治(萬丹分班)』、『園藝嫁接、壓

條、扦插與栽培管理技術(里港和竹田分班)』：本校今年開始推廣一系列農校課程，

並在屏北各鄉鎮開設相關農業課程，服務一般民眾。透過十八周課程的持續性授

課，讓學員長期接受專業老師的指導，逐漸形成以班級為單位的學習社群。來自農

改場和農會的老師也傾其所能、不藏私的傳授經驗，滿足多元化耕種的學員需求。

師資群並以『友善大地、安全用藥』理念出發，引導學員改變慣行農法中重度倚賴

農藥行的陋習，幫助學員建立正確用藥和土壤、肥料農藥等相關知識。 

表、新課程一覽表 

1031 學期 1032 學期 

課程名稱 講師姓

名 

課程名稱 講師姓名 

背包客旅行練習曲 郭明旭 田園樂-有機家園 DIY 王乾坤 

威力導演 10 孫光裕 用雲端快樂學英文 鄧世昌 

埃及風格肚皮舞 李恒慧 屏東市老建築 郭義良 

家庭水電 DIY 黃世昇 日語會話(一) 神谷博 

電腦基礎班 孫光裕 咖啡創業-成功經營咖啡館 荊啟運 

屏東市文化導覽 郭義良 
作物之土壤及肥培管理與

肥料簡易製作(萬丹分班) 
林永鴻 

今生金飾基礎金工班 
謝宜蓉 

曾昱詅 
家庭水電 DIY(潮州分班) 黃世昇 

作物常見之病蟲害種類及 陳明昭 玩皮影戲-台語說與演 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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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防治(萬丹分班) (潮州分班) 劉道訓 

棉紙撕畫(潮州分班) 陳秋敏 
有機蔬菜栽培及美食加工

實作班(潮州分班) 
李恭祿 

易經生活化(潮州分班) 吳茂昌 
文史工作者養成基礎班 

(竹田分班) 
蔡森泰 

居家木工王(潮州分班) 周建昇 
園藝嫁接、壓條、扦插與栽

培管理技術(竹田分班) 
邱正儀 

懷念日本歌謠(竹田分班) 黃和琴 創意/天然/手工皂(內埔班) 劉佳孟 

養生瑜珈(竹田分班) 陳雯婷 
留住聲音-西滴灌錄班 

(內埔分班) 
蔡森泰 

日本語文化與演歌 

(基礎班)(內埔分班) 

芹澤幸

吉 
果樹修剪學(內埔分班) 王乾坤 

懷念歌曲歌謠班 

(萬巒分班) 
黃和琴 胡琴初階(萬巒分班) 方英才 

智慧型手機與平板快樂學 

(萬巒分班) 
鄧世昌 

作物常見之病蟲害種類及

其防治(萬巒分班) 
陳明昭 

台灣一把皂(長治分班) 周嘉蘋 青草藥解說班(長治分班) 蔡森泰 

園藝嫁接、壓條、扦插與栽

培管理技術(里港分班) 
邱正儀 玩藝拼布(里港分班) 白雯琳 

生活陶藝創作(里港分班) 莊竣惟 青草藥應用初階班(鹽埔) 蔡崑贊 

懷念歌曲歌謠(鹽埔分班) 黃和琴 
 

戀戀電子書(鹽埔分班) 郭芳綾 

安全無毒農業(鹽埔分班) 龔泰文 

 健康生機飲食~24 節氣養

生食療(高樹分班) 
但漢蓉 

 

(二)、 五大學程開設狀況 

本年度在課程規畫部分，「屏東學」、「藝術」、「生命健康」、「農業」、「社區成長」五

大學程作為基底，進行開課。除學期內開設之常態課程外，也舉辦了短期主題性課程、

相關講座及活動，希望不只是社大學員可以參與其中，也可對外吸引民眾參與，以服務

更多地區的縣民。 

1. 屏東學學程 

屏東縣包含多元的地理環境和複雜的族群文化，對於屏東，我們除了有感性的情

感認同之外，同時也會產生理性的求知慾望。本學程之課程除針對一般民眾之外，也適

合各級學校從事鄉土教育之教師進修。本學程引導學員有組織、有系統地認識屏東，從

教與學的過程中尋求建構屏東在地知識體系與在地論述的可能性。 

屏東學課程著重於瞭解屏東之特殊性，從環境、產業的物質層面了解，到歷史背

景沿革的探討，乃至心靈層面的宗教信仰；從生物生態再到社區營造，相關課程接會搭

配校外教學及實作學習，讓學員不僅從作中學，還能挖掘更多屬於屏東的人、文、地、

景、產。 

表、屏東學學程(開設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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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第一學期 103 年第二學期  

屏東釀造的藝術 屏東釀造的藝術 

歌仔戲表演 歌仔戲表演 

屏東藥用植物 屏東藥用植物 

屏東蘭花與香草研習社 屏東蘭花與香草研習社 

屏東生活美學南島茶藝 屏東市老建築 

屏東市文化導覽 屏東生物生態(上） 

故事創造遊戲場 故事創造遊戲坊 

屏東藥用植物(萬丹) 屏東藥用植物(萬丹) 

屏東釀造的藝術進階班(萬丹) 屏東釀造的藝術進階班(萬丹) 

屏東藥用植物(潮州) 屏東自然環境與生態(上)(內埔) 

屏東藥用植物(竹田)  

屏東藥用植物(長治) 

屏東生物生態(下)(內埔) 

 

2. 農業學程 

屏東位於台灣海島南部，氣候屬於亞熱帶暖濕環境，兼具高山、平地與海洋各類

不同環境，產業發展屬於農、林、漁、牧業兼具的農業大縣，天然環境使然，使得屏東

各式各樣農漁產品皆執牛耳地位，社區大學因勢利導，提供各式各樣農業課程給有心從

事農業創作的鄉親一個愉快的學習環境。 

本學程著重於瞭解屏東栽種之農作物種類、種植方法和病蟲害種類及其防治方

法。為因應政府環境生態的落實，更融合有機栽培管理課程，而合乎現代養生、保健及

環保的觀念，使其能正職從是農業或閒暇兼職農業的必修課程。同時，鼓勵學員選修生

態領域課程，讓自己更瞭解屏東平原生物之生態習性，體會屏東生態之美。 

表、農業學程(開設成功) 

103 年第一學期 103 年第二學期  

屏東釀造的藝術 田園樂-有機家園 DIY 

屏東藥用植物 屏東釀造的藝術 

特色農業社區營造 屏東藥用植物 

園藝嫁接、壓條、扦插與栽培管理

技術 

園藝嫁接、壓條、扦插與栽培管理技

術 

作物常見之病蟲害種類及其防治 特色農業社區營造 

屏東藥用植物（萬丹分班） 屏東藥用植物（萬丹分班） 

作物常見之病蟲害種類及其防治 

(萬丹) 

作物之土讓及肥培管理與肥料簡易製

作(萬丹) 

屏東釀酒的藝術進階班(萬丹) 屏東釀造的藝術進階班(萬丹) 

屏東藥用植物（潮州分班） 屏東藥用植物(竹田) 

屏東藥用植物（竹田分班） 
園藝嫁接、壓條、扦插與栽培管理技

術(竹田) 

田園樂-有機家園（竹田分班） 果樹修剪學(內埔) 

假日農夫-有機蔬菜栽培及美食加 假日農夫-有機蔬菜栽培及美食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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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班(內埔) 班(內埔) 

作物之栽培、肥培管理與病蟲害防

治（萬巒） 

作物常見之病蟲害種類及其防治 

(萬巒) 

安全無毒農業初階(九如) 安全無毒農業(九如) 

屏東藥用植物（長治） 屏東藥用植物(長治) 

園藝嫁接、壓條、扦插與栽培管理

技術(里港) 
安全無毒農業(鹽埔) 

安全無毒農業(鹽埔) 青草藥應用初階班(鹽埔) 

 

3. 藝術學程 

透過廣泛而全面的藝術學程，使學員在參與音樂、舞蹈、戲劇演出、視覺藝術等活

動中，學習創作和表達其觀念與情感，分析、了解、批評、反省作品所涵蓋的感受與經

驗所象徵的意義，進而認識藝術作品的相關文化背景與意涵。使藝術學習能夠促進、聯

結與整合其他領域的學習。 

現今的藝術教育已逐漸脫離技術本位及精緻藝術所主導的教學模式與限制，而邁入

以更自主、開放、彈性的全方位人文素養為內容的藝術學習。跨世紀教育改革的精神，

在於重視人的生命自身，並以生活為中心，建立人我之間與環境之諧和發展，此正是均

衡科技文明與藝術人文的全面、多元及統整的肇始。「藝術與人文」學習領域，能建立

學生基本藝文素養，傳承與創新藝術，培養文明且有素養的國民，重視並發展值得尊敬

的文明。 

 

4. 生命健康學程 

   完整的生命健康學程的學習，涵蓋了身體的平衡、心理的協調與性靈的 

提升等三個範，而這三個範疇亦有一定程度的重疊： 

一、 身體的平衡：包含現代醫學對身體的認識與疾病的治療，及傳統醫學對人類

生理病理的認識，與「天、地、人合一」概念所符合的環境醫學、氣象醫學

等廣義的衛生醫學。 

二、 心理的協調：在科技化的生活氛圍下心理狀態的失調將是二十一世紀疾病的

主要項目，如何從不同的腳步來學習維持心理的協調是活得健康的重要智識

技能！ 

三、 性靈的提升：從「身和」到「心平」到「靈明」是整個生命歷程的細緻化，

從人的生、老、病、死的必然過程中，學習在生活中去淬鍊出引領調和身心

的方法及生活智能，終而到臨終關懷的性靈延伸。健康是整個生命協奏曲的

基調，擁有一個內外平衡的身心狀態，人類的生命畫布才得以應著不同的緣

起，呈現出不同的色彩。 

 

5. 社區成長學程 

「全球思維，在地行動」（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是屏北社大的創辦理念，「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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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參與行動」（Care about the culture and join it），也是社大師生的課題與作業，更是

一頁對社會、國家貢獻的成績單；社區大學是學習參與社區，學習營造社區的行動媒介，

所有的課程除了培育人才外，都應該能互通、能結合、能參與社區行動、能營造社區、

能傳承社區文化、能創新社區特色，以造就具世界觀的人才，營造無數具「世界觀的社

區」。 

而一個具「世界觀的社區發展」，應結合屏東阿猴城、大武山、海口等區域的特色課

程設計，並付諸行動，走出教室，結合社區，協助營造社區文化特色，讓學員充分發揮

所學，引導社區居民充分了解當地社區文化，凝聚社區的力量，使社區不斷的更新、成

長、傳承；而學員即是扮演研究員角色，深入社區採集，融入社區群眾，整理社區寶藏，

設計傳承活動，營造社區文化，這些都將用學程核心課程、相關課程連結方式呈現，以

班級與班級互動、社區文史工作室、教育組織、社區民眾等的結合；學習環境保育、復

甦產業生機、迎戰後 ECFA 時代，讓族群文化特色傳承，結合觀光，再現太陽故鄉的魅

力。 

 

(三)、 農學校與有機、無毒農業的運動 

      (圖) 

 

    屏東農業生產的數量與品質一直都享有盛譽。在邁向有機種植、無毒安全農業的路

上，社區大學也曾經起著先導的作用。加上屏東縣內有甘蔗種苗園、香蕉研究所與高雄

農業改良場、屏東農業專科學校等研究與傳授知識的人員，屏東社區大學創校之初，就

將在地農業的發展視為社大的使命之一。呈現在課程主軸中，一直有農業學程。 

    2004 年利用一位社區大學有機種植班學員的家，成立共同組成實體販售店面成立大

武山有機蔬果聯盟。還曾經以此構想由商家申辦經營網路商店。但是此計畫在兩年後因

經營虧損，而中止。2013 年所累積開設的課程數量與課程廣度逐漸周全，經討論「農學

校」的概念於焉產生。 

    日人治台之初，曾在北中南各設置一個農業學校，南部就在屏東。即後來的農業專

科學校。不僅培育許多農業人才，也奠定下屏東農畜產發展的根基。  二十世紀末，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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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專科學校成為「科技大學」、不再專注農業，農地廢耕可領補貼現金，農村也無法

依靠農作生活。民間重返農作的生活技藝正好可以從重新設立農學校開始。 

    結合社區大學教育與傳遞文化的宗旨，屏北社區大學以友善土地、自然農法、無毒

農業的價值觀出發，從土壤、肥料、栽培、嫁接到管理、運銷等環節。並結合屏東縣三

個國家級農業研究中心的技師，重建民間之農業生活與文化體系，不只引入新技術，也

恢復舊基礎。以知識傳遞、技術傳承為使命，促成產官學交流、共學的農業學習運動。 

    農學校之發展概念之前身與基礎，來自五大學程當中的農業學程。屏北地區盛產各

式各樣的農作物，但鑒於一般農民仍以高成本高化學污染的慣行農法進行耕種，在高雄

農改場研究員教師群及九如鄉農會推廣組組長的建議下，社大從農業知識的層面切入，

倡導「安全無毒農業」之訴求。因應屏東農民的高經濟作物耕作習慣和無法負擔高資本

高風險之有機農業，社大在屏北地區，將以安全用藥及正確的耕作知識為主要推行重點。 

    農學校專業師資庫的建立，並延伸至屏北各鄉鎮，輔導更多農民投入新式農法及食

農教育。正在籌畫成立社大產銷平台，師生自己生產製造，由社大行銷。以利推廣本校

技能及農產學員之成果產品，如醬油、工藝品、蘭花種苗、草藥料理茶包及藥膳包等伴

手禮。助於學員課程了解之成效及增加學員之凝聚力與成就感。展售若有營餘，可提供

校本部經費不足或活動之補助。每學期徵求學員及講師有關貨物交流意見，再交由專人

處理並提供資訊 DM 等，大家共襄盛舉，應該是可行的。走入社區，在地化、生活化，

讓產業在學校萌芽、增加特色，有創意、無年精選好產品，讓學員傑出作品成為屏東縣

之伴手禮。 

 

(四)、 萬年溪學堂: 

 屏東市有一萬年溪流經市區，早期是屏東糖廠的主要排放廢水的地方，加上逐漸增

加的居民家庭廢水的排入，在六零年代早已成又稱為「萬年臭」的大型臭水溝。歷經加

蓋與反加蓋的居民動員，在 2007 年重啟拆水溝蓋的計畫並以生態工法重新規畫施工河

岸兩邊的景觀。對於屏東市民，這是一門重要的公民意識覺醒的課程，也教會大家對公

共議題的冷漠 終會成為自己生活的災難。我們覺得這是一門公民養成與河川管理的課

程，於是倡議成立「萬年溪學堂」。 

社區總體營造一直是屏東縣發展的特色重點，只是在屏東市以萬年溪為議題的社造

題材尚處萌芽階段，或許是縣市社造資源整合的效果未見成熟使然。經由本計畫的執行

過程，發現以屏東市為區域範圍的大部分社區組織，其推動社造議題的經驗不多且組織

中的成員大致上仍欠缺完整社造觀念。因此鼓勵各社區積極參與『萬年溪守護家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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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活動，所參與的六場系列活動分別是:兩場次的社區倡議活動(溪畔幸福社區議倡

議、溪畔大廟社造倡議)、二場次的萬年溪主題活動(萬年溪保育民眾參與、萬年溪整治

與都市發展)、萬年溪兒童翠鳥行動首演活動以及萬年溪保育協會溪保育志工表揚晚會

等，期待藉由參與萬年溪相關活動，對萬年溪議題有更多的認識，也累積更多的跨域整

合經驗，作為將來持續推動萬年溪相關社造議題的基礎。 

屏東自古以來即為農業重鎮，萬年溪上游水源多來自早期之灌溉渠道，如海豐圳、

崇蘭新、舊圳等。水圳間散布多處因農業興起之聚落，隨著時代變遷，農業榮景不再，

聚落多有人口老化、外流之情形，亟需適當的策略，裨能重新活化社區，再造經濟榮景。

為使整治過後的萬年溪，能成為沿岸聚落社區營造之推動力量，應當根據各社區特色以

走讀萬年溪的創意概念，進行溪畔社區營造倡議，促使河畔社區居民對所居住之社區景

觀、環境或者生活型態重新省思，呈現萬年溪沿岸盎然新意的生活風貌，促成舊聚落變

身成為溪畔沿岸的粒粒珍珠，讓萬年溪人成為此溪畔社區的高度認同與歸屬的社群。 

萬年溪畔的社區營造架構以上中下游分為三段進行規劃。萬年溪從上游至下游之社

區概況如下略述，結合各社區地方文化特色及居民產業期望，評估可持續倡議亮點議題

如下所述： 

(1) 萬年溪流域上游地區:此區範圍涵蓋自千禧公園以上溪畔社區。 

和興社區毗鄰屏北機場，為傳統農業聚落，崇蘭新圳流經社區北邊；歸來公館圳在

此設有取水閘門，引水穿越忠孝路，並沿著瑞光路進入萬年溪。早期居民大都從事甘蔗

搬運工作，隨著台糖公司轉型，製糖工業沒落，當地居民改種其他農作物，綠竹筍、茄

子、絲瓜遂成為當地重要經濟作物。 

但由於務農工作辛苦且收入不穩，該地區年輕人大都向外地發展，聚落因而多為老

年人口；且該社區西側為台糖早年集貨場，北側則為機場範圍，皆礙於地理條件之限制，

因應工商業發展所需之相關建物築蓋，皆受到相當大的限制發展。相對於其他工商發展

較不受限社區，和興社區的灌溉渠道與糖舊鐵道路基保持情況則相對良好；從城鄉發展

及社區營造角度分析，此地區若能以灌溉渠道及舊有台糖鐵道為主軸，倡議在地住民結

合社區既有產業(如和興社區的絲瓜、綠竹筍、茄子)，凝聚共識一起進行社區營造，應

可活絡社區經濟，帶來社區活力。預期未來不僅可以改善當地居民生活習慣，同時結合

渠道與鐵道，辦理文化、休閒活動，不僅可以吸引年輕人返鄉，更可以引來外地來此參

加活動的遊客，穿巷走弄，領略屏東庶民生活文化之美。 

(2) 萬年溪流域中游地區:此區含蓋豐榮里社區、勝豐里社區以及擇仁里社區。 

豐榮里社區:以勝利東街為區隔，緊鄰屏東市 大綠帶千禧公園。豐榮里周邊道路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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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屏東之重要道路，包括歷史悠久的廣東路，可連結環外重要道路民生路，直達屏東舊

機場，橫向銜接市區所有重要道路，早年夜市攤販雲集於此路，至今許多知名老店皆於

廣東路上。由勝利路、廣東路以及自由路環抱的豐榮社區，為近年甚受矚目的新興高級

社區；區內別墅林立，建商皆以社區住民素質高雅、周邊各級學校、銀行、醫院、公部

門機構、各類型餐廳以及便利購物的生活機制為號召，吸引高社經人士定居此區。整治

後的萬年溪畔，亦屬此段 美麗。早期台糖舊鐵道曾沿著萬年溪畔進入社區，目前僅有

舊鐵橋的殘墩作為見證(今日屏東縣衛生局斜對面的萬年溪水流段)；當初進入屏東市區

與庶民生活休憩與共的舊鐵道如今埋覆在柏油路面下，無人管理，部分鐵軌被私自拆

除，部分路段則被佔用為停車場，違章建築雜亂無章，各憑私人隨興使用。此區域倡議

之主題，將朝向公民參與的方向，藉由社區走讀萬年溪及人文記意營造的方式，邀請當

地居民共同建構具烏趁橋意象的生活美學願景。將原有台糖五分車鐵廢棄鐵道，透過社

區營造轉化成環境優雅的綠廊道以及舊鐵道裝置藝術，不僅可以改變原本雜亂無章的生

活景觀，更可以連結萬年溪河畔步道，形成延伸河畔親水休閒空間。 

勝豐里社區:沿著河岸往下游走，是為勝豐里，屏東市 熱鬧的宗教聖地玉皇宮及坐

落於此社區。玉皇宮奉祀玉皇大帝，又稱天公廟，每年農曆正月初九拜天公儀式為華人

社會中之重要大事；由於社會型態改變，拜天公儀式繁瑣複雜，許多家庭皆將祭拜儀式

轉託寺廟辦理，近年來更因「天公補運」之信仰隆盛，此宮廟所擁有之各地信眾相當龐

大，且廟務組織嚴謹有序，平日亦常結合信徒期待，辦理各項祭祀儀典或其他生活文化

活動，廟前廣場客商雲集，熱鬧非凡。 

日治時期新式糖廠的引進，帶來龐大就業市場後，人口的成長及經濟條件改善，開

始有外地的大戶人家搬進屏東市，例如萬丹首富李仲義的家族晚輩，在萬年溪畔仁愛路

起建豪宅，台灣小提琴之母李淑德即為李家千金；另外內埔忠心崙的曾氏家族也在萬年

溪畔購置大批土地，並於今日玉皇宮後方興建宗聖公祠，作為家族子弟負笈讀書的棲身

之所。此社區地標頗能以結合傳統、日式及現代風格的李淑德舊居、融合客家風格與西

式巴洛克風格的宗聖公祠，作為倡議中心主題。然而周邊民宅巷弄，則因為居住環境老

舊欠缺具特色的開放場域連結，無法與宗聖公祠連成一氣相互輝應。若能透過創意主題

式的社區營造，找尋巷弄特色並加以美化，讓參加玉皇宮各項活動的信徒，在活動結束

前後，願意進入社區停留，將為社區帶來一股豐沛活化的生命力。 

擇仁里(建國里/必信里)社區:玉皇宮沿岸下游，則為擇仁里建華街一帶，此處早期為

外來人口聚集地；1919 年台灣總督預計在屏東興建大型航空機場，需要大量砂石；許多

來自台南嘉義一帶，原本幫曬鹽場運鹽的牛車工，來此謀生；採自隘寮溪的砂石經送至

屏東火車站後，就靠此批鄉親將砂石運送至機場的工事基地。來自台南鄉親集資在此蓋

一座宮廟，名為代天宮，並將家鄉南鯤鯓代天府的神明分靈至此，成為台南同鄉的在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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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地區的信仰中心及聚會所在地；有別於其他一般寺廟宮牆雕畫古老忠孝節義之事，今

日代天宮前四片石牆，雕畫著當年祖先移民於此的辛酸血淚，提醒子孫飲水思源不忘根

本之意。 

該區地理位置接近後火車站，因交通地利之便，早年為屏東第二果菜批發市場，遂

形成熱鬧的街市；除了蔬果的大量批發，此處還有傳統糖果、餅乾的批發買賣，香蕉也

在此集中運銷。然而，象徵移民聚落代表性的台南牛車掛聚落，曾經的風華景象，如今

也成雲煙；在此社區的營造倡議中，操作策略可思考以找回萬春老戲院風華記憶出發，

仿照台北九份的昇平老戲院以社區電影院的形式不定期播放 50、60 年代的懷舊影片引

動在地居民共同記憶，從而凝聚感情與歸屬。同時，打造糖果街市連結往昔風貌，配合

萬年溪畔懷舊街景重現庶民生活懷古之風，繼而結合在地居民對自己未來生活的想像，

發展屬於自己特色的聚落街市並鼓勵以柑仔店型態販售傳統包裝商品及屏東特產品，藉

由產業營造來打造屏東風味獨特之糖果市集，將是一種可以嘗試的創意策略。此外，結

合象徵台南北門郡精神的代天宮，以大廟文化或大廟興學的概念，活化廟宇功能帶動眾

多信眾參與社區，亦是重要的營造策略。 

(3) 萬年溪流域下游地區:此區範圍涵蓋自建國橋以下至和生路段的溪畔社區。 

相對於其它地區而言，自立南路與大武路一帶，形成聚落之時間較晚，因此較無都

市記憶的素材。由於居民大都為外來人口，居民素質參差不齊，對於屏東的認同與歸屬

感稍微低落，因此，擬於此推動學習型社區概念，藉由社區公約的醞釀來提升居民社區

參與的可能，並爭取社區大學的設立據點，以「萬年溪學堂」的架構來發展具特色的學

習活動，鼓勵居民參學習活動，將本區營造成河川都市型態的學習型的社區。 

去年因為配合文化處新故鄉社造計畫，協助萬年溪畔社區和學校完成萬年溪相關社

造活動。其中協助豐榮社區在南清宮辦理『忠義萬年  情牽豐榮』老相片展，並嘗試在

豐榮社區活動中心辦理「萬年溪學堂」，與社區發展協會合作在社區開課。然因協會人

事更迭，學堂計畫沒有再持續。但今年度將與溪畔的建國國小合作，運用其閒置空間，

協助國小以萬年溪學堂及本位課程，朝特色小學努力，並討論夜間及假日開放校區，提

供做為社大開課及活動之可能性。 

A. 協助建國國小建置萬年溪資源教育探索中心 

社大協助建國國小於 1 月 18 日合作舉辦「愛戀屏東萬年溪、萬馬奔騰建國讚」的歲

末迎新年俗活動。善用學校優美環境及萬年溪整治成效，帶動市民守護鄉土，也望促進

民間團體及社區與學校的充分互動。 

本協會理事、也是國仁醫院副院長的李芳斌醫師，以實際行動支持，贈送許多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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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相關攝影作品並裱框後送給學校。活動除了社區團體及學生進行表演外，也請貴賓一

人一字揮毫及多位書法家春聯撰寫分送眾人，節目中特別由家長會長黃正男及前任藍會

長扮演財神爺發放好事會發生（花生）給現場學生及來賓，親子 DIY 有馬年版畫印製、

雅石彩繪及剪紙等，現場也請中醫義診及家長擺設市集攤位，吃、喝、玩、樂皆有。 

受到少子化趨勢影響，屏東市部份小學出現學生人數下降，招生不足,造成學校教育

資源無法充份利用，甚至學校存廢皆成問題，建國國小即為其中之一，為有效運用學校

資源，創造學校特色。校方規劃成立萬年溪資源教室，利用其位於萬年溪畔的地利之便,

使萬年溪成為學校特色之一，提昇招生宣傳的效果。 

建國國小與屏北社大、屏東縣愛鄉協會合作，辦理萬年溪導覽、萬年溪創作歌謠教

唱等活動，活化教育資源，形塑萬年溪溪畔教室，使屏東市的母親河---萬年溪成為該校

的教育特色之一。全校 103 位學生也利用晨間活動 1 小時，走出校園，沿著校前的萬年

溪畔健行，並隨手撿垃圾，美化周遭環境，也為社區服務。各班導師也沿路介紹萬年溪

旁的景點，如玉皇宮、台糖舊鐵路，並講解萬年溪歷史與文化。未來萬年溪守護家族平

台持續運作，持續協助建國國小建置『萬年溪主題探索資源中心』，並以操場中兩棵夫

妻樹為主題，研擬樹屋建構之可能性。 

B. 民和國小美術班『萬年溪上河圖』動畫版呈現 

民和國小位於萬年溪畔,因屏北社大於 101 年辦理「萬年溪整治」系列活動期間，曾

有微電影、歌謠教唱、文史導覽等合作活動。並與本校合辦諸多活動，例如小小解說員

培訓、種子師資培訓和萬年溪全國兒童寫生比賽。透過萬年溪全縣兒童寫生比賽，催生

民和國小美術班師生共同完成萬年溪上河圖。民和國小鼓勵該校美術班小朋友共同創作

「萬年溪上河圖」，作品備受好評。 

此後民和國小一直與屏北社大維持良好關係，且民和國小亦將萬年溪生態與文史作

為該校鄉土教育重要題材，去年開始，大仁科大文創所協助民和國小將「萬年溪上河圖」

進階為動畫版。亦為本校與外部單位合作成果之一。 

 

(五)、 陪課員志工培訓 

培訓志工擔任講師和辦公室之間的橋樑。重點蒐集整理農業和屏東學兩大學程及推

廣課程共十四門課。每周的陪課紀錄表了解班級經營及師生互動，另收集筆記、講義、

部分錄音之翻錄。藉由錄音稿之整理，將口說教材文字化，透過文字紀錄，系統化地方

知識，建立由下而上之教學模式。社大於 103 第一學期開始推動陪課員制度，期盼能夠

詳實紀錄講師的上課內容與班級經營方式，讓陪課員成為講師與社大之間溝通、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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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的橋梁，同時協助課程紀錄。一開始僅由志工團志工於少數幾次課堂時間加入該班

級並協助拍攝上課情形，後來漸漸發現此種紀錄方式有點格格不入，也讓社大原想協助

紀錄上課情形的美意打折扣。 

為營造優良學習品質與協助講師課程教學的流暢進行，於 103 第二學期更加嚴謹規

劃、檢討與制定陪課員制度，亦設計一份陪課記錄表，分為班級學習氣氛、講師授課情

形、上客教室評估、實際上課情形、陪課員心得分享等五個部分，讓社大透過此制度更

能掌握講師的班級經營方式以及教學需求，適時提供必要資源，以下為相關說明： 

a. 課程選擇：以推廣課程、農業課程、新課程、新社團等為優先陪課課程，本學期

共計 13 門(詳下表)。 

b. 施行方式：辦公室選出陪課班級→於志工大會公告並開放志工選課→開學後辦理

陪課說明會→開始陪課→每個月開陪課員會議 

  

c.1032 陪課課程表與陪課員： 

1032 陪課課程表與陪課員名單 

 課程代號 課程名稱 星期 陪課員 備註 

1 HU601 歌仔戲表演 一 王 O 玲  

2 NS701 田園樂-有機家園 DIY 一 戴 O 光  

3 NS703 屏東藥用植物 二 尤 O 敏  

4 HU610 單眼數位相機進階班 二 李 O 仁  

5 CA926 屏東蘭花與香草研習社 二 廖 O 蘭 錄音 

6 HU614 屏東市老建築 三 張 O 賢  

7 NS706 
園藝嫁接、壓條、扦插與栽培管

理技術 
三 李 O 蓉 

錄音 

錄影 

8 SC810 家庭養生按摩社  三 陳 O 卿  

9 CA913 健康生機飲食~24 節氣養生食療 四 李 O 華  

10 NS708 屏東生物生態(上) 四 張 O 泉 錄音 

11 CA914 智慧型手機快樂學 四 蔡 O 隆 錄音 

12 SC820 家庭水電安裝修復 DIY 社 五 傅 O 雄  

13 CA929 基本木工 六 鄭 O 源  

為尊重講師的意願，社大在講師聯誼週時會詳細向講師說明陪課員制度，取得講師

同意於課堂上錄音/錄影，特定課程學期結束時整理一份錄音稿與影音檔給予講師，作為

社大的回饋。以邱正儀老師的「園藝嫁接、壓條、扦插與栽培管理技術」課程為例，雖

開課逾 10 年，每年仍穩定吸引新學員報名，不少外縣市學員也慕名而來，一直以來都

是社大的重點課程。邱正儀老師是社大資深講師，專業知識及相關經驗豐富，惟上課多

採用口頭講授與實地操作方式進行，紙本資料略少，於此門課程安排陪課員，也是協助

老師彙整資料，整理、製作紙本講義重要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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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大學的課程觀與架構-永和社區大學的經驗與思考 

新北市永和社大主秘/張素真

社區大學的課程觀與架構
- - 永和社區大學的經驗與思考

永和社大主秘 張素真

201 4/12/19

• 社團課程 打開並發展人的公共領域

• 生活課程 改造私領域的內涵

• 學術課程 重建世界觀

• 思考根本問題

三大課程分類與作用

• 培養有批判性的現代公民

• 扎根社區、營造社區

• 提供各種機會讓學員接觸多元的課程

• 多元，混雜，交錯的學習

社區大學的課程想達成什麼作用

我們的想法與作法

閱讀電影 21
兒童文學 33
台灣史 22
數學人文與教育 37
台灣史 31
寫作文學欣賞 36
佛學思想的現代探索 36
母姊會性別社會觀察 20
宗教專題討論 10
族群文化 15
詩音樂與哲學 18
社會學與社會問題 30
兒童世界探索 26
近代管理趨勢 37
媒體識讀媒體公民教育 24
大眾傳播專論 24
社會科學特論 18
普通生物學 33
星星月亮太陽 34
台灣地區生物群像 28
現代生物醫學導論 40
園藝作物病蟲害管理 32
行為科學總論 35
植物與生活 34
生命的奧秘基礎生物學 11
自然科學特論 19
科技特論 12
生命科學特論 14
環境生態與保育 9
實用生物學 25

社區新聞 社 37
校務義工 社 140
社區規劃 社 27
環境保護 社 15
生態保育 社 65
社區景觀 社 39
婦女兒童 受虐防治社 32
慈幼社 41
殘障權益 關懷社 17
原住民文 化研究社 31
地方文史 社 35
勞工問題 研究社 27
女性主義 研究社 28
教育問題 研究社 44

河洛語教學 25
表演訓練提升人際關係與心靈成 38
手語教學 31
環保造型藝術中國結紙藤 38
基礎攝影 36
大腳丫的戲劇課 32
本土漫畫習作 32
國樂概論與樂器教學 42
東西方藝術欣賞 38
板刻書法 31
資訊傳播與網際網路 34
律動圖形語彙 31
我與鳥兒共舞 12
休閒藝術創作 28
幼兒階段的偶戲故事讓我們為孩 21
寶石學 38
小說創作 24
聽音樂西洋音樂的風格與演 27
與自然步道有約 25
親職教育和孩子作朋友 30
社會自覺與生活 15
社區建築與藝術 11
台語詩與唸謠 26
陶藝與生活 20
環保造型藝術B 36
傢俱製造與室內裝璜 35
感官之旅口腹之慾 40
感官之旅口腹之慾週四 43
學習型組織 33
法律與生活 38
歌仔戲之美 11
民間藝術 5

學術 30門 社團14門 生活32門

永和社大第1學期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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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進行家族口 述歷史 18
欣賞劇本，閱讀 人生 9
古典建築之美 24
踏查原住民族趣 13
你不知道的西藏 32
認識民族：從電 影看民族 22
台灣文學夜間踏 查 7
西歐鐵道之旅‐日耳曼大道行 33
楊三郎美術館志 工培訓 14
心理學：人際關 係成長團體 16
財務報表簡介與 證券市場分析 30
潛能開發：社區 種籽師資培訓 16
生態雙和社區師 資精進班 13
從投資的角度分 析各種理財商品 32
歷史中的社會‐堂皇古羅馬 13
食在拉丁美洲:歷史與文化 17
突破思考盲點， 釋放潛能 11
十二年國教新住 民語文師資培訓 16
法律與勞工生活 25
從紀錄片觀看台 灣社會 24
多角度看公民社 會 17
心理放映室 18
食物與營養保健 23
健康熟齡與慢性 疾病預防 19
大自然的精靈： 鳥類面面觀 14
園藝與生活 34
探索自然生態之 美暨福和溼地監測 12
農耕都市 26

學術28門 客家文化大觀園 15
中醫體質養生藥膳班 35
陽明山的自然與人文之 美 27
大家來畫蠟筆畫 20
書法藝術賞析與創作‐行草創與現 29
素描及其延伸 16
藝術‧生活‧體現‐油畫篇 23
彩墨生香‐輕鬆畫花鳥 18
書法藝術賞析與創作‐楷、隸、篆 19
繪本同樂會：「綠」的 繪本 7
水彩繪畫：水彩與色鉛 筆 31
西洋長笛教學（進階） 18
OK 學陶笛 27
二胡音樂之美（進階） 23
古典吉他 21
二胡音樂之美 36
快樂的吉他彈與唱 35
複管陶笛輕鬆學 20
葫蘆絲進階 20
中國竹笛入門 19
烏克麗麗‐小吉他遊天下 16
樂活古箏班 14
至簡三十七式太極拳 16
踢踏舞進階 16
養生武學‐古劍術之美 24
身心調和瑜伽 33
佛拉明哥舞初級響板<tanguil> 25
爵士舞蹈組合 27
開發身體原舞力 20
自由自在玩踢踏 21
身心舒活瑜伽 34
探索身心空間‐太極導引 36
勇者瑜伽．身障瑜伽 20
佛拉明哥舞蹈 36
國標舞‐恰恰＆探戈 28
簡易太極拳‐太極導引養生 36
我想學跑步‐長跑技巧入門 15
蔬食調理‐米食 19
木工DI Y進階 17
中西點心班 35

生活75門

校務義工社 37
家庭暴力防治社 10
社會關懷社 14
原住民文化社 19
姊妹成長俱樂部 16
大地關懷社 10
社區資訊社 10
步道行動教室 52
動態影像記錄社 29
生態保育社 61

攝影社 32
人文讀書會 4
踢踏舞社 11
佛學經典研習社 4
寫真社 35

公共社團10

自組社團5

永和社大30學期課程表

木工DIY初 34
居家水電維修DIY 29
順天應時‐低碳蔬 食 24
舊衣改造DIY 19
木工藝術 15
北歐居家手工藝 21
居家節能水電維修DIY 30
生活陶藝 27
居家剪髮實務 20
活用手語班 16
And ro id  手機生活應用 20
實用攝影(單眼VS  數位) 35
電腦與生活(進階 ) 21
專業工程製圖‐2D 進階 29
電腦維修DIY 18
電腦與生活 21
Il lustrato r商業平 面設計 31
Photo shop ＆Lightroom攝影編修班 33
數位攝影入門 26
實用攝影(進階) 33
Veg as 專業影片剪輯實務 18
多媒體與生活 18
美語三 19
歡樂美語俱樂部 25
全方位英語 21
日語一 36
日語二 32
日語三 29
日語四 21
日語五 13
生活日本語(二) 27
進步日語班 26
西班牙語初級5、中 級1 21
西班牙語中6 18
西班牙語入門 13

畢業友素鳳案例

• 人文課 程：兒童 文化、影像人物台灣史、看藝術說故事、

• 從電影看民族、兒童與兒童文學繪本專輯

•

• 社會課 程：公共 論壇、法律與生活、社區工作與社會發展-123社區種籽師資培訓、

• 社區組織與培力-123社區種籽師資精進班、社區組織與社會參與

•

• 自然課 程：學習 與記憶心理學、自然保育、保健營養學、社區生態師資班

• 是科學還是騙術- 你不知道的心理學

•
• 生活藝 能：美語 密集班、美語一、美語二、台語閱讀、電腦與生活初階、

• 電腦與生活、台灣歌謠、身心靈瑜珈、能量瑜珈、養生武學、

• 繪本同樂會、素描及其延伸、太極導引

•
• 社 團：地方文史社、姐妹成長俱樂部

學術課案例 台灣文學夜間踏察

• 第一週 走入台灣文學的世界，導論：台灣文學簡介

• 第二週 台灣小說中的經濟秩序（一）:張大春〈四喜憂國〉

• 第三週 台灣小說中的經濟秩序（二）:林宜澐〈人人愛讀喜劇〉

• 第四週 台灣小說中的經濟秩序（三）:朱天心〈新黨十九日〉

• 第五週 台灣小說中的經濟秩序（四）:朱天文〈帶我去吧，月光〉

• 第六週 文學與社會（一）:宋澤萊《廢墟台灣》選讀

• 第七週 文學與社會（二）:張大春〈 後的先知〉

• 第八週 文學與社會（三）:平路〈台灣奇蹟〉

• 第九週 「公共參與週」，主題：「低碳上學週」

• 第十週 美援時期的文學綜藝頻道（一）：趙滋蕃「文壽的方塊雜文」

• 第十一週 美援時期的文學綜藝頻道（二）：〈噢蘇珊娜〉

• 第十二週 美援時期的文學綜藝頻道（三）：鍾理和〈菸樓〉與客家美濃意識

• 第十三週 美援時期的文學綜藝頻道（四）：郭良蕙〈歲月的輪子〉

• 第十四週 台灣愛情故事（一）：佐藤春夫〈女誡扇綺譚〉

• 第十五週 台灣愛情故事（二）：謝春木〈她將往何處去〉

• 第十六週 台灣愛情故事（三）：翁鬧〈殘雪〉

• 第十七週 台灣愛情故事（四）：呂赫若〈婚約奇譚〉

• 第十八週 總結：課程心得分享

畢業友秀秀案例

• 人文：哲學書房、動物倫理與生命教育、哲學咖啡館、

‧ 精神分析學、精神分析 學文化篇

• 社會：疾病醫療與生命的對話、社會學動動腦、公共論壇、和平與生活、潛能123助教

‧ 培訓、台灣勞動法令政策 分析、社會心理學概論

• 自然：保健營養學、心理學的常理與知識、藥膳與健康、心理學概論、水中植物生態、 走向溼地

• 生活藝能：藥學與生活、疾病與保健、我愛圖畫書做一本自己的書、生命的再看見--樂在書寫

‧ 、化腐朽為神奇、簡易太極拳、身心靈瑜珈、美語1、活用手語班、茶的世界、婚

‧ 姻生活的法律智慧、陶藝與生活

‧ 社團：社區景觀社、地方文史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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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內容分為五個單元。第一單元 人、家庭與社會化、第二單元：我們與社區、第三單元：

人、環境與土地、第四單元：台灣、歷史與族群記憶 、第五單元：公民、人權與專業

• 第一週 9/18 第一週：築巢人 作者：沈可尚 片長：53

• 第二週 9/25 第二週：25歲，國小二年級 作者：李家驊 片長：60分鐘

• 第三週 10/2 第三週：被遺忘的時光 作者：楊力州 片長：106分鐘

• 第四週 10/9 第四週： 李文淑和她的孩子們 作者：吳乙峰 片長：23分鐘

• 第五週 10/16 第五週：爸爸節的禮物 作者：羅興階、王秀齡 片長：90分鐘

• 第六週 10/23 第六週：貢寮，你好嗎 作者：崔愫欣 片長：89分鐘

• 第七週 10/30 第七週：我們只有一個地球-不願面對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 th）

• 第八週 11/6 第八週：河口人 作者：洪淳修 片長60分鐘

• 第九週 11/13 第九週：RCA奇蹟背 後作者：蔡崇隆 片長：26分鐘

• 第十週 11/20 第十週：好國好民 作者：陳麗貴 片長：83分鐘

• 第十一週 11/27 第十一週：春天：許金玉的故事 作者:曾文珍 片長：26分鐘

• 第十二週 12/4 第十二週：把名字找回來 作者：馬躍‧比吼 片長：56

• 第十三週 12/11 第十三週：銀簪子 作者：蕭菊貞 片長：89分鐘

• 第十四週 12/18 第十四週：我們 作者：鍾權 片長：75分鐘

• 第十五週 12/25 第十五週：不能戳的祕密 作者：李惠仁 片長：64分鐘

• 第十六週 1/1 第十六週：病房85033 作者：蔡友月 片長：50分鐘

• 第十七週 1/8 第十七週：島國殺人紀事3：自由的滋味 作者：蔡崇隆 片長：60分鐘

• 第十八週 期末討論分享

學術課案例 從紀錄片看台灣社會

• 第十四週 12/18 第十四週：我們 作者：鍾權 片長：75分鐘

• 《墨西哥國際影展 紀錄片金棕櫚獎》，《洛杉磯影展 紀錄片長片佳作》
《墨西哥瓦哈卡國際電影節 佳紀錄片》 卡神楊蕙如與李昆霖博士領
軍海內外台胞組成的「台灣加油團」，專門在台灣選手進行國際賽事時，
在場邊加油。他們用勇敢與真誠跨越藍綠讓數萬台灣人穿上黃衣共同熱
血；但故事發展卻因為2008年的總統大選，讓他們之間聯繫的愛台灣信
念，產生矛盾衝突。「台灣加油隊」從台北到高雄，而至紐約再到北京，
他們的「熱血愛台灣」到 後變成「恐怖分子」而 這一路就是「我們」
的故事。作者以這部紀錄片挑起兩岸國家認同的敏感神經。

• 建議參考文獻 ?吳叡人 (2006) 臺灣後殖民論綱- - 一個黨派性的觀點。
思想3:93-103。 ?張茂桂、吳忻怡 (2001) 關於民族主義論述中的認同與
情緒：尊重與承認的問題。見林佳龍、鄭永年編，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
哈佛大學東西方學者的對話，頁147-180，台北：新自然主義。 ?蕭阿勤
(2012) 第六章：書寫民族歷史。見蕭阿勤著，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
的文化政治，頁273-322。台北：聯經。

學術課案例 社區工作與社會發展-生態雙和社區種籽師資培訓

‧ 第一週 09/17 1)相見歡-社區種籽師資要做什麼?

‧ 2)社區願景：生態雙和的推動

‧ 第二週 09/24 社區師資技巧─報告主題的蒐集

‧ 第三週 10/01 未來學論壇 寧靜街區（淡江大學運研所張勝 雄教授）

‧ 【實作】10/04 綠色假日學校 友善耕種

‧ 第四週 10/08 小組工作─活動企畫（療癒花園）

‧ 第五週 10/15 師資主題報告：綠色 交通

‧ 【加映】10/18瓦窯溝走讀

‧ 第六週 10/22 社區師資技巧─做個好主持人

‧ 第七週 10/29 未來學論壇 人本交通（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 系許添 本副教授）

‧ 第八週 11/05 小組工作－活動企畫（音響饗宴）

‧ 【實作】 11/08 綠色假日學校 療癒花園

‧ 第九週 11/12 公共參與週：低碳上學日

‧ 【加映】11/15瓦窯溝走讀

‧ 第十週 11/19 師資主題報告：都市更新面面觀

‧ 第十一週 11/26未來學論壇 我們要什麼樣的都更（淡江大學建築系黃瑞茂副教授）

‧ 第十二週 12/03 社區師資技巧－帶引討論的方法

‧ 【實作】 12/06 綠色假日學校 銀河洞音樂饗宴

‧ 第十三週 12/10 師資主題報告：面對高齡社會

‧ 第十四週 12/17未來學論壇 高齡友善城市 （淡江大學建築系鄭晃二副教授）

‧ 第十五週 12/24 小組工作－活動企畫（成果展）

‧ 第十六週 12/31有話怎麼說－ 表達與邏輯分析1

‧ 第十七週 01/07有話怎麼說－ 表達與邏輯分析2

‧ 第十八週 01/14 期末檢討與回饋 01/17&01/18（周六/日）

‧ 【實作】成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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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大課程觀與課程架構 
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張德永

社大課程觀與課程架構

張德永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系所主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非正規教育課程認證中心主任

2014.12.19

「課程」（Curriculum）代表社大的知識體系建構與
整合知識的過程與目標

課程是引導社大教師跨領域對話與教學規劃的方向

課程是帶領學員在社大學習的引導軌跡

課程代表社大的產品與產出

課程是學術、社團、生活藝能整全知識的集合體

實作的、經驗的、跨界融合的課程是社大的品牌

社大課程的意義與重要性

2

A學者:
（1）課程即學習方案；（2）課程即科目內容；（3）
課程即規劃的學習經驗；（4）課程即在學校輔導下
所發生的經驗；（5）課程即結構性的一系列意圖學
習結果；（6）課程即一套書面的行動計畫。

B學者:
（1）學科及其包含的內容材料；（2）學生的學習
經驗；（3）一系列目標的組合；（4）學習計畫。

課程的定義

3 Jarvis  成人教育課程計畫模式(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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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區大學承辦機構本身的使命與願景。

二、社區大學所在社區的成人學習者特性與需求。

三、中央政府主管機關（教育部）的政策計畫要求。

四、地方政府（教育局或處）輔導管理法規的要求。

五、評鑑委員等學者專家的專業指導意見與建議。

六、社區大學行政人員的基本理念與實際作法。

七、社區大學各科教師的專業教學理念與設計。

影響社大課程規劃的來源

5

一、學術、社團和生活藝能課程三種分類的混淆和迷 思。

二、行政人員對縣市政府輔導管理辦法的不同認知與因應。

三、行政人員對任課教師相關專業的理解程度不足。

四、社大教師對成人學習課程的設計與教學經驗不足。

五、社區大學本身被市場取向的機制所牽制著。

六、社區大學對各類的評鑑和認證無所適從或者充滿疑惑。

社區大學課程規劃與執行的問題

6

辦學目標

辦學理念

願景

核心價值

社大課程規劃的背景思考

7

願景

目標2

學程3 學程2

目標1

學程1

社大課程規劃的思考步驟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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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OO社區大學願景目標示意圖

9

尋找共通的語言：單元、科目（單一課程）、學群
、學程

打破對學術、社團、藝能三大類課程的僵化觀念

從地方學的知識記錄開始

建立平民、專家與學者的對話場域

在跨領域交流中尋找知識的完整性

社大行政人員與教師的同步成長與溝通

教師專業成長與多元智慧教學策略的引入

整合優良課程、建立認證課程的多元機制

思考建構全國社大通識學程的可能性

目前社大課程改革與統整的建議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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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課程邁向學程 
中正大學成教系副教授/王維旎

王維旎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副教授

從課程
邁向學程

社區大學課程發展研討會 12/19/2014

課程:單一堂課或活動、整個系所、整個學校

教學科目、有計畫的教學活動、預期的學習
結果、學習經驗、社會的再生產、社會改造

課程規劃:課程目標的設定、課程內容的選擇、
教學方法的運用、教學評鑑的實施

規劃取向: 技術 v.s. 自然

線性的、已知的 動態的、未知的

課程概念

解構三大課程架構

層面 學術 生活藝能 社團

核心理念
/目的

?

?

?

一般大學學程興起背景:

傳統學制彈性不足(例如:教育學程)

系所分際過於僵化

新興議題發展快速

跨領域發展的趨勢潮流接軌

學程設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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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程:統整性的系列課程

跨系/所/院專業領域之課程設計及組合，
由各系所院提供授課師資、教學設備空

間等資源

學程目的、參與單位、課程架構、

師資規劃、支援措施、預期效益

學程設計 (2)

沒有學程的話，社大課程
可能有的限制?

1. 每堂課都單打獨鬥
2. 個人學習經驗難長期累積、學力較難表現
3. 缺乏完整學習架構，知識體系不易建立
4. 不見得每堂課都能深入落實社大理念
5. ?

學程設計 (3)

1. 整合性、跨領域

2. 系統性

3. 專業性

4. 進階性

學程規劃原則

1. 重視資源整合，如建立策略聯盟

2. 以在地特色為基礎，確立學程目標與
理念

3. 掌握學程課程內涵，切勿拼湊而成

4. 關注學習進度及學習延續性

5. 依據目標與內涵，建立課程地圖

6. 建立學習成就與能力檢核機制

社大學程規劃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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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單一知識內容

2. 單一領域

3. 跨學群或課群

4. 科際融合

5. ?

社大學程發展的多元實踐

1.學程是方法、手段、過程，不是目的

2.課程規劃與教學方法才是影響教學品質
的關鍵

3.學程的整合性只有「程度」的不同，沒
有「優劣」問題；是互補，不是取代與
對立

4.學程目標與課程目的要能相呼應

5.學程之課程組合與學分配置需具體規劃

結語

教學相長 終身學習

感謝您的聆聽

E-mail: 
weiniwang@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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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在地呼應之特色課程 
羅東社大校長/吳國維

與在地呼應之特色課程

報告人：吳國維（羅東社大校長）
2014、12、19

宜蘭縣

陳定南好山好水

人：社區營造

各項活動走入社區
1、開學活動走入社區
2、班代研習
3、講師研習
4、校務會議

社區的大活動

發現社區特色

課程與社區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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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宜蘭縣社區營造員培訓

環保立縣：環境教育

搶救農田地景連署運動 課程：
植物賞析
宜蘭的自然環境人文與生態保育
友善耕作班
夢想新農培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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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佔六成：性別議題
打破刻板印象與偏見

女性影展宜蘭場

女性影展宜蘭場 課程：
看電影聊是非、說故事
台灣阿媽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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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在地呼應的特色課程

簡報結束.敬請指教!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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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社大案例分享 
苗栗縣社大主秘/戴文祥 

壹、問題

■ 如果改寫「我們要辦什麼樣的社區大學？」
，社大工作者會怎麼書寫？
》社大=社會重建的社會學習？
》社會學習=學位做誘因的純學分制課程？
》課程=學術、社團、生活三大類？
》師資、空間、經費、人力？
》辦學主體=地方政府？

》社大的重新框架(Reframing)、重新脈絡化
(Recontextualizing)？
核心理念：公民社會？知識解放？終身學習社

會？全人教育？社會重建主義？成
人教育？…….

學習形式：課程？方案？……
開辦方式：市場供需式？社區倡議式？……

貳、學校經營概況



分組論壇 

 

55 
 

■ 辦學方針：
永續終身學習；厚植公民社會；落實在地關懷

■ 歷史分期：
1.苗栗社大1.0（1999~2006）：

發韌（辦學雛形的建構）
2.苗栗社大2.0（2007~2013）：

試驗（辦學公共性、進步性、在地性價值強化）
3.苗栗社大3.0（2014~）：

階段性統整（辦學價值的擴大與深化）

推展「學習社會」 推展「公民社會」

目
標

建構人人可學、處處可學、時時可學、
優質學習的全縣社區學習網絡。

提升公民意識 、促進公民參與、發展公民社
群、拓展公共 領域，為地方社會蓄積進步能
量。

作
法

1.校區發展：建構全縣社區學習網絡 (1)固
定開課校區；(2)偏遠地區行動教室

2.課程發展：提供多元優質的學習課程：
(1)課程開辦；(2) 學員服務；(3)講師培力
與教學研究； (4)教材及地方知識整理出
版。

3.弱勢支持：提供弱勢群體學習優惠、開
辦免費學習課程，以照顧弱勢學習人權。

1.針對重要公共議題，辦理課程、講座、工作坊、
論壇、參訪見學、社區活動、刊物。

2.發展社群，扮演公民團體之催生者、培力者、連
結者等多重角色，以建立公民社群及網絡。

3.建構融合進步學習、民主參與、社群發展的「議
題性實踐場域」，使參與者在其中得以 共學、共 商、
共決、共創，成為推動社會共善的自主能量。

■ 實踐場域建構的辦學試驗

》價值與意義動員(VS學位誘因驅動)

》三合一：知識學習＋民主參與＋社群發展
》課程=行動=計畫=方案

講師、學員、志工、工作人員透過共學
、共商、共決、共創，成就社會共善。

》 案例：隘寮下

感謝聆聽
敬請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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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社區大學課程觀與學校經營 
南投縣社大埔里分校秘書/陳若嵐

報告人：陳若嵐

報告單位：南投縣社區大學埔里分校

課程
觀與
經營

2014年之前課程樣貌

2014年開始課程觀

課程規劃的目的（誰的需求？如何達成）

課程永續性（轉化、創新）

優劣勢

「公辦公營」架構下實務工作者的課程觀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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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類課程開設比率及開班執行情形

5

學術 性 7; 

24%

生 活藝能

19; 63%

社團 類 4; 

13%

南投縣社區大學 埔里分校

102-2課程三大分類比 例 學術性 7

生活藝能 19

社團類 4

學 術性

9; 28%

生活藝能

19; 59%

社 團類

4; 13 %

南投縣 社區大學 埔里 分校

103-1課程 三大分類比例 學術性 9

生活藝能19

社團類 4

6

103年度開設課程與學員數

★ 埔里分校共開設71門課程

★ 參與課程學員人數1,585，人次多

達2,036人次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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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

課程結合本縣辦學特色之情形

健康

養生

本縣辦
學特色

活力

社區

行動公

民

11

達到「健康養生」之特色

12

達到「活力社區」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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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達到「行動公民」之特色 生活美學學程、綠農生活學程

14

課程公共化（社區參與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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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入門班成果發表及社
區回饋活動

電腦班級試辦網路填答問卷 電腦班利用網路填答問卷，共108位學員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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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班利用網路填答問卷，共108位學員填答 電腦班利用網路填答問卷，共108位學員填答

電腦班利用網路填答問卷，共108位學員填答 電腦班利用網路填答問卷，滿意度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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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班利用網路填答問卷，滿意度統計分析 電腦班利用網路填答問卷，滿意度統計分析

電腦班利用網路填答問卷，滿意度統計分析 電腦班利用網路填答問卷，滿意度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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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班利用網路填答問卷，滿意度統計分析 課程開設及審查機制

30

師資來源採多元方式進用：

自我推薦、他人 推薦、學員

推薦、至各專業領域尋找師資。

師資來源

31 32

協助縣府各局處政策之推動情形

配合教育處相關規定之
宣導。

設置公佈欄公告及活動
中宣導。

親自製作宣傳單夾至各
班點名簿，請班代協助
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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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參加台灣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中心「非正規教育
課程認證」。

課程名稱：「網路商店經營實務」

指導老師：黃鴻鈞，此課程認證通過。

課程名稱：「數位圖片與影片處理」

指導老師：陳世群，此課程初審通過。

參與非正規學習成就或相關認證之情形

35 36

每學年舉辦一次全縣優質社區回饋課程及
優質特色課程評選

課程名稱：「現代水墨藝術新概
念與創作‐大自然景物」

指導老師：廖信壹

課程名稱：「整體造型養成」

指導老師：涂國男

本年度共有二門課程參與優質社

區回饋徵選



分組論壇 

 

65 
 

師-工-學協力治校 
曾美慧/新北市新莊社區大學主秘 

 

在世紀夾縫中誕生的社區大學，在當年標舉著「知識解放」與「催生公民社會」，獲得

當時台灣社會的肯定與共鳴，儼然蔚為一股成人學習風潮，呼應了「深化民主，發展新

文化」的台灣民心。社大 16 年，台灣人習俗「做十六」轉大人，然而許多社區大學普

遍感受到「社大自明性」的焦慮，發生了什麼事?是因為能夠掌握「社大精神」的師資

和社大工作者可遇不可求？還是社大已被外界認定是健康休閒為主的消費型學習機

構？所謂被社區大學辦學理念感召的成人學習者，早已是鳳毛麟角？於是，我們決定起

身回看社大一路發展的軌跡，尋找繼往開來的契機。 

 

    新莊社區大學創校於 1999 年，是當時台北縣 早的五所社區大學之一。2010 年春

末，因工作人員大換血，新手上任半年來努力辨識社區大學的初始之心及校內教育行動

脈絡與辦學方向，於是，在 2011 年春天提出「老師 x 工作人員 x 學員」三方共造的工

作目標。當新莊社大重申「師/工/學」三方協力治校的主張時，有人質疑，「社區大學」

向來標榜為老師-工作人員-學員三方共造的學習場域，為何還需要刻意提出「師-工-學」

做為社大辦學的行動思考？不為什麼，只是誠實面對新莊社大歷經十多年的發展，校務

經營仍然與「師/工/學」的理想差距甚遠。社大工作者經自我反省並企圖回應一個基本

問題：社區大學的「教育目的」是什麼？她不是少數人獲得專業知識，謀求出路的職業

訓練所；她也不是專為樂齡人士設置的健康娛樂休閒交誼場所；她似乎不滿足於僅僅追

求「個人」生命成長的終身學習場域，她的終極關懷更要求一個「社會人」生成「社大

人」，或者成為一個「完整的人」，一個公民，一個自利也能利他「全人關懷」的人，一

個能在參與世界的過程中，同時也帶來世界改變的人。 

 

    為此，新莊社區大學試圖在大大小小活動、會議、老師與學員組織、社區營造、共

振團……等各種學習場域，展開「師-工-學」三方協作。讓老師-工作人員-學員三方，有

機會跳脫「我就是純粹來教課/工作/上課」的單一思維，喚起人與人「邂逅」的感動，

努力摸索、建構「社大人」的生成途徑。我們頻繁地透過學校/社區多重交織的活動，試

圖創造多元「感動/感通」的點，例如，學校大大小小公共活動－開學典禮、文化夜市、

公民論壇、春季社區服務日、秋季校慶…等，在活動設計上營造這是「大家的事」，是

新莊社大人共同要投入的事。面對社會及地方公共議題，也會透過各種社群組織，例如，

社大茶議館、小小社大教育行動、遶境新莊行動、走讀小旅行、北台第一街保存運動、

新莊願景論壇、穿越新莊三百年散步節、議題現場的社會學習…等，企圖創造學習者在

學習路徑「感動/感通」的觸發點。因為我們相信，當成人的學習經驗與個人與他人的生

命有所感通之時，才會讓個人逐步有力氣從「我」跨越到「我們」，從「個人」位移至

「公民」，印證了黃武雄提出的「互動」、「創造」―人存在的原始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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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學校歷史的回顧與爬梳，新莊社大在 2012 年再度肯認了社區大學即是「成人

的另類教育學校」，並在學校這幾年的發展經驗基礎下，於 2014 年度提出「新莊未來家

園－在都會『預見』成人之美的生態村」，做為下一個十五年的辦學願景：總體營造出

由老師、工作人員與學員共築而成的「師/工/學學習共同體」的學校新文化。在軟硬體

環境上塑造一個共學共工的團體氛圍；在人的組織上，實踐草根民主與追求平權溝通文

化。「師/工/學學習共同體」即強調人與人「合作創造」的可貴價值，不斷地突破自我設

限與專業框架，體認到「自己」可以在社大共學環境裡找到「創發/促發者」的位置，每

一個人都是組織者也是教育工作者。以「師/工/學」三方協力治校的理想，關照個人成

長及社群的培力與轉化，企圖穿越社會人的慣性與習性，裝備翻牆越界的想像與勇氣。

同時，以「整個村莊」－新莊，作為創新教育與學習空間的概念，將成人與小孩再度編

織到社區有機的關係網絡，尋求「村落型都會社大」的教育圖像－「成人小孩跨代共學」、

「人與自然/環境共生」的全人教育理想。 後，從學校的「師-工-學」衍伸至社會的「公

民/公民團體/政府」，克盡公民力量守護、創新在地文化、生態環境永續發展命脈，修復

人與大地的鏈結關係，進一步邁向「地球公民」的教育願景，以「預見」成人之美的生

態村(註)。 

 

2014.12.19 社區大學課程發展研討會分享 

 

 

 

(註)「成人之美」的三重意義：Adult/Becoming a person/ Appreciating the beauty 

of a person。生態村基本哲學及教育文化，與達賴喇嘛的一段話互相契合：這個星球

已經不需要更多成功的人了，而是迫切需要更多以各種方式推動和平的人、療癒傷痛的

人、修復社會的人、吟誦故事的人，以及傳遞愛的人。生態村的理念與社區大學未來想

像的關聯性，請參見馮朝霖教授在《學校在窗外》（2013）的序文—〈學校在窗外—村

中自有讀書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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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觀與師資培訓 
新竹市科學城社大校長/李世英 

課程觀與師資培訓

與談人：李世英

新竹市科學城社區大學 校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碩士

社大講師的社會實踐
學員蛻變的故事─

科學城社大胡琴美學班級的同學聚會1031127

我每天喝酒應酬，學習二胡是我唯一純淨的園地

我已經七十，小時候就喜歡二胡但是現在才能圓夢
是因為太太在救國團學了一年後不學了，我就撿來學，
結果一學就學了五年，現在就成了助教。
我因為喜歡唱客家歌謠，覺得二胡是一個很棒的伴奏音
樂就開始學習。
我是因為練太極時，有一次科學城結業成果展是太極與

二胡團的共同展演，音樂的美帶動了太極的美所以開始
接觸二胡。
我是還沒決定學哪一科，我走過所有教室，
結果發現這個音樂很好聽，我問我的年紀可以學嗎？
老師說你放心！我就來學了。

社大講師的自我培力
?與自己相遇

•Learning to  be
松鼠精神

古云：吾日三省吾身；春夢了無痕20年一覺

自己成長的故事/過去現在家庭

自己的省思過程

What am I?

重建私領域的價值觀

• 追求自我超越（五項修練） 改善心智模式（五項修練）

思考問題
•自己有甚麼專長與能力？

•自己想到社區大學教導甚麼？

•自己能教導甚麼？分享甚麼？

•我為何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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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大講師的自我培力

?與自己相遇

•Learning to do
海狸的精神

自己的社區服務力

自己的參與社會議題的能力

自己行動整合能力

自己能建構正向的社會人事物脈絡

以「進行社會內在反省」，

培養「批判思考能力」為實踐

思考問題
•自己怎樣與社區結合

•自己如何進行班級經營？

•自己如何帶動班級進入社區服務

•自己如何形塑未來課程的願景

真正的成人教育

‧ 成人教育是學習者與領導者相
互對話、溝通、討論與回饋！

‧ 每個人因學習服務、服務學習，
達成己立立人，己達達人，
讓生活更美好、家庭更美滿、社
會更美好！ 科學城社區大學

社大講師的自我培力
?與他人相遇

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
雁行千里

自己的見賢思齊

自己與同儕交流/的經驗自己參訪的經驗

自己的尊重人、欣賞人、愛護他人的能力

自己與他人共好的能力

自己進入/帶領學習型組織的能力

以「推己及人」、「修己善群」為實踐
• 建立共同願景（五項修練） 參與團隊學習（五項修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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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問題

•自己是否懂得課程設計？

•自己懂得哪些教學技巧？創意運用。

•自己關心社會議題嗎？

•自己的課程若與現代社會議題結合

能怎麼作？

社大講師的自我培力

?與世界相遇

Learning to know
自己模仿學習歷程/學習成功的故事

自己現代E化能力、蒐群資料的能力

自己進修的規畫－終身學習88的故事

自己學習模仿後的轉化

自己的同整系統能力

• 推動系統思考（五項修練）
• Peter Senge學習是生命生生不息過程中的部分

「透過學習，我們重新創造自我；透過學習，我們能做以往未能做到的事；

透過學習，我們重新認識這個世界和我們跟它的關係；

透過學習，我們擴展我們的創造力。」

思考問題
•從課程設計到課程大綱中的主題與內
容的填寫

•實作修正

•進修

•延續課程，參加研討會去整合充實

•參訪

•寫作、發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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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103年改變的師資培訓

• 103年度新竹縣市成人教學師資專業知能進階研習實

施計畫【附件】

社大講師的社會實踐
?社大是推動學習社會的成人教育機構
?教師是社區大學的共同治理者

‧ 在成人教育改造的實務經驗中，你們是教學的創作者與自身解放
－實踐的反思與反思的實踐者。

1、對學員而言，他們是只跟隨講師的。
2、對社大講師而言，不是你要給在地學員或社區學習甚麼，

而是你要用甚麼方式去促進他們用怎樣的方式學習？
你要促進他們去決定要透過學習改變甚麼？」

3、著重由問題出發的討論
4、您是團體的催化者，催化學員是否關注公共議題，

而能帶動社會進步
5、您是非營利組織的引導者，

引導學員社區參與的行動力，實踐公共利益！

－

感謝聆聽

李世英
lsi6677@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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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投學課程及講師 
社大全促會理事長、台北市北投社大校長/謝國清 

北投學課程及講師

臺北市北投社區大學

謝國清

2014.09.05

1

社大課程分類

• 學術、社團、生活藝能

• 學群？

• 學程？

• 分類的目的為何？

2

是學群？還是學程？

• 學群：同類型課程的集合，作為學員選課
分類的參考。

• 學程：為發展學校特色或針對學員學習目
標，將分屬不同學群之一系列課程加以組

織而成的課群。

3

學程的發展

• 透過學程發展學校課程特色

• 同時引導講師協力發展學校特色

• 並使學員更有系統的學習在地知識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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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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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北投社大2011年以前的六大學群 學群的反省與檢討

• 反思1：『北投學學群』顯然與其他學群的
課程互斥，定義太過狹隘。

• 反思2：社會類課程無從置放。

• 反思3：『樂活學群』涵蓋面過廣，課程愈
來愈多，也使學群發展失衡。

6

2011年重新定義學群
同時開始發展學程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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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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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康
養
生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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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學程概念示意圖

學群課程分佈概況；深紫色之粗體點為可能之北投學課程

¾
Ç³
N

ª
À¹
Î

Ã
À¯

à

社會
文化

自然
生態

美學
藝術

生活
資訊

歌唱
律動

健康
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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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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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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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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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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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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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組論壇 

 

73 
 

9

北投社大第一回合的北投學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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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投文化學程 北投健康學程

學術類 藝能類 社團類

北投美學學程

2011年推出三大北投學學程

‧北投文化學程：以「社會與文化」及「自然與生
態」學群所規劃之課程為基礎課程，期能深入研
習北投文化、生態之知能。

‧北投美學學程：以「美學與藝術」及「生活與資
訊」學群所規劃之課程為基礎課程，期能深入研
習北投藝術、美學之知能。

‧北投健康學程：以「歌唱與律動」及「健康與養
生」學群所規劃之課程為基礎課程，期能深入研
習北投健康與生活態度之知能。

10

北投學學程認證

‧學程 低學分為 18 學分，其中包含學術性
課程至少 3 學分，基礎課程至少 15 學分；
並應參加社區活動、公共服務或公共論壇

等至少 18小時公共參與時數。取得上述學
分及時數者，始得申請學程認證。

11

2011&2012認證成果與反思

• 2011年6人通過認證

• 2012年僅1人通過認證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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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程認證的反省與檢討

• 反思1：學校希望學員的學習能多元，而不
要集中在少數甚至一門課，但滿足此條件
的學員顯然偏少。

• 反思2：學程與學群的設計雖然寬廣，但卻

顯示不出學校的發展特色。

13

北投社大學程認證2.0

‧北投學學程認證（發展學校特色）：學員至少應
修畢不同之『北投學課程』24學分，且至少應具
社區大學認可之社區活動、公共服務或公共論壇
18小時公共參與時數。

‧專業認證（發掘明日之星）：應修習課程滿48學
分，並修習指導老師五門課以上，且經指導講師
推薦且公開發表學習成果，同一講師之課程 多
採計36學分，始得提出申請。

‧終身學習認證（鼓勵終身學習）：應修習滿100學
分，或80歲以上學員連續春秋兩季修習達2年以上
，始得提出申請。 14

北投學課程

‧「北投學學程」課程，係指經本校指定為
北投學之相關課程。

15

特色課程透過北投學學程認證發展

• 建構北投學課程指標

• 投課時由授課講師依指標自行認定

• 經由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確認

• 課發會同時決議邀請漏網之魚

• 簡章標示北投學課程

• 鼓勵學員申請認證

• 期末檢討北投學課程

• 不定期檢視北投學學程認證效果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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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投學指標

• 涉及北投文史、自然生態、環境等教學與
研究

• 突顯北投在地特色

• 北投地區相關議題

17

103-1北投學課程（26門）

• 活力健走人文史蹟

• 認識防災~防災遊學與生活應用

• 北投綠生活-文化篇（三）

• 北投陶藝文化與創作

• 畫卡通-初階

• 寫一首自己的歌(詞曲創作入門)

• 永續景觀的生活應用-台北景觀大冒險

• 認識自己及原生家庭
18

103-1北投學課程（續）

• 打造城鄉野花園

• 原生植物之美，散步看"好"花

• 地質學初探-石話實說

• 與孩子探索自然

• 自然生態觀察與拍攝技巧

• 漫遊岩礦寶石自然世界

• 北投學～動物生態踏查

• 釀罈自己的酒
19

103-1北投學課程（續）

• 牽手唭哩岸合唱團~土地之戀

• 北投社大合唱團~土地之戀

• 玩創意、編影片創新微電影音剪輯 (基礎)

• 北投山水速寫

• 快樂二胡進階

• 向日葵婦女合唱團~土地之戀

• 五燈國標

• 成人芭蕾

• 擁有健康好肌手工皂

• 美味養生廚房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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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更新

• 文化／知識經驗（what)
– 地方認識

– 體驗(分享)

– 創作/產業化(文化再現)

• 要怎樣的生活方式？如何回應「在地性」？(how)
– 公／市民意識

– 回應意識與能力的培養

– 生活實驗概念與行動

• 協助生活實踐的方案（議題取向、行動取向）(do)
– 從課程到社團（自主）

– 行動取向（實踐）

– 工作坊（尋找工作方式）

21

透過教學研討會鼓勵北投學課程

22

103年第1期

【繪聲繪影】

溫淑玲+張舸+吳天予

【生活發想】

陳健一老師引導

【視覺與聽覺的饗宴】

陳健一老師引導

【場次一】美術類分享

張舸老師

【場次二】音樂類分享

103年第2期

【五燈國標與北投文化】

陳美安老師

【開? 胸腔提升生命能量】

蘇梨月老師

【藝能課程如何延展內蘊】

徐敏雄老師

是什麼因素促使社大講師
開設具社大理念的課程？

23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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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大學學程發展與師資培力 
暨南大學成教所副教授/徐敏雄

社區大學學程發展與師資培力

分享人：徐敏雄

（臺灣夢想城鄉營造協會執行長）

「社大學程」該是什麼樣貌？

 意義：透過「知識關聯性」、「生活需求性
」或「專業實踐性」等原則，將每一門課程
加以串連，使課程彼此間形成一套系統性、
完整性、循序漸進性的知識或技能。

 重要性：引導師生從「進階性、深刻性、多
元性、系統性、反思性」等層面，提昇「教
」與「學」的豐富度，進而發展社大特色。

為何需要「社大學程」？

 對講師：許多課程內容週而復始地上，使講
師感到疲乏。

 對學員：許多學員僅跟隨單一講師學習，無
形中視野和價值觀也會受到限制。

 對社大：課程相互間缺乏系統性、延續性、
進階性，導致鬆散而無特色。

如何建構社大學程？

以「社大所在之區域發展」

需要進行連結

（例如：沈芯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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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社大所地區域發展進行連結

 意義：因應社大所在地之特色產業發展，如
青草業、服飾業、餐飲業、茶業等，進行課
程連結。

 特色：由「商圈」或「生活圈」內涵需要來
串連各類課程知識技能，各類課程彼此間無
實質連結。

 缺點：缺乏引發學員修習多樣課程的誘因。

以「青草商圈」為例的學程

青草
商圈

個性

公仔
金工
銀飾

文史
導覽

投資

理財

產品
行銷

志願
服務

因職業或生涯階段進行連結

 職業或證照考試需求：因應廚師、美容師、
空姐、文史工作者等，不同職業類型或證照
考試需求進行課程連結。

 生涯階段需求：因應家庭生活、職場生活、
親密關係、退休生活等需求進行課程連結。

 特色：由學習者自行串連各類課程知識技能
的關連，各類課程彼此間無實質連結。

以「文創達人」為例的學程

文創
達人

產品
行銷

文史
導覽

在地
生態

網路
媒體

金工
技巧



分組論壇 

 

79 
 

以「樂齡生涯」為例的學程

成功

老化

身體
保健

宗教
心靈

休閒
藝術

投資

理財

親密
關係

志願
服務 就「知識技能」本質的

關連性進行連結

教育課程之三大層面

 知識面：包括人文歷史、社會科學、自然科
學、藝術美學等知識。

 能力面：包括日常生活（如溝通和解決問題
等）、職業技術（如電腦和語言等）和工藝
美術（如繪畫、音樂等）

 德行面：包括公共領域（如包容與尊重）、
專業領域（如職業倫理）和私領域（如孝順
）等德行。

成人教育三大內涵

德行

能力

知識



社區大學課程發展研討會	
 

80 
 

課程內部的關聯性

 ì¦ ³ª ¾Ã Ñ 其他課程

社大學程應用實際案例

 在地公仔班：原課程只有教授單純的雕塑公
仔技巧，後來應用到剝皮寮街區主題，形成
在地空間營造與故事敘說的課程。

 金工銀飾班：原課程只有教授一些銀飾加工
的技巧（如修台和拋光等），後來加入萬華
地區地方文化特色，形成文化創意產業。

單一課程深層反思案例

 「中東肚皮舞」、「彼拉提斯」和「MV熱舞
」等「肢體運動類課程」講師一起閱讀「身
體與社會文化」讀物，從中習得從性別、媒
體和市場等社會結構的權力角度，邀請學一
同反思自己對身體的價值預設或偏見。

 重點是閱讀的東西要具有「批判

性」，讓同領域老師們能邀請學

員以「新眼光反省自己與課程」。

跨學科相互批判案例

 「金工與生活美學」和「綠色生活家」等不
同領域講師，各自從「金工技巧、在地文化
」和「節能減碳」兩股軸線相互對話，引發
師生們反思金工藝術的環保問題，以及環保
設備的美學需求。

 統整的重點是「兩門課要有對彰性」，讓不
同領域師生能從「對方的優點」反思「自己
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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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各位耐心聆聽
敬請不吝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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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觀與師資培訓 
                                      2014.12.19 黃錦峰 

/宜蘭社大課程審查委員會副召集人 

 

社區大學的存在價值，應是實踐共同標榜的「知識解放、營造公民社會」、「透過社

區關懷，進行社會改造」宗旨。因此個人認為各社大課程發展背後的「課程觀」討論，

自我定義、述說應根植在不同的在地社區土壤和公民社會進程落差，開展｢多元」和｢差

異」的論述和軌跡。 

宜蘭社區大學也應能不斷的反思，全面性走出｢體制內的校園高牆」迷失，從貼近地

方社區和社會實踐中尋找「課程觀」，從在地社會資源和社區能量裡尋找師資，從公共

議題關懷行動中，打造回歸新社會運動願景的進程裡。 

 宜蘭在地社會系統，長年來以「積極的公共參與中，建構了在地主體認同的新價值，

敢於向主流社會既存體系抵抗，因而走出異於他者的自己路」，也是地方社運能量累積

與運動開展的軌跡。易言之，個人認為社大欲成就為開放的公共領域，走入領頭新社運

之路不可免。僅略提應有的認知和開展建議： 

──正視今日地方社區仍處於前公民社會的半失序期，邁向公民社會的路，只能艱辛的

且戰且走。在公共領域的互動中，相對於掌握資源發放分配的公部門、集結專業人力的

非營利組織，地方社區永遠處於系統權力關係的 底層，力量集結對抗的 弱勢者，每

當涉及利益衝突時，地方社區永遠是系統宰制的祭品。 

──社大必須不斷的反思和檢討，堅持非營利組織角色扮演，秉持以自主性與公共性，

符應地方社區期許的支援、需要與認同的夥伴關係。若只為爭食資源分配失去批判立

場，將淪入公部門急欲的收編納入，成為宰制系統共犯結構，有失其自主性和公共性。 

──社大能結合在地異業複合團隊，組構成為地方社區在地長期社造專業支援，但與社

區組織、居民的參與互動，必須先自行拆解「專業高牆」的迷思，畢竟經驗知識是從地

方智慧創造生出的知識擷取而來，也是社造所要揚升，而非矮化的地方知識。 

──社大要能主導社區公共議題提出，建構開放可參與論述、行動的公領域，才能集結

民間社會力和改革壓力走向社會改造。社大校園的講師、職工、學員和志工是社大一員，

也同時是地方社區的公民身分。應不分教育/學習者､上/下從屬和主/客體的公民互動和對

話關係，彼此透過相互參與、相互學習和相互服務分享。 

──社大可以基於是推動現代公民社會、教育改革，必須是全民參與的公民運動，應長

期開辦因應地方社區特色與需求的課程。在教師培育方面，應主動尋找更多在地社區社

會行動者加入行列，透過關懷和參與社會公共議題的態度培養，感染學員和社區公民。 

──長年來台灣的社區大學，自我定位無不擺盪於：體制內的學校或是體制外的社運團

體！自主的非營利組織或是公部門的一部分！社會改革/運動或社會/成人教育何優先！

出世或是入世的社大與在地社區關係！經歷不斷掙扎和反思後才能抉擇，而一路擺盪的

抉擇基礎是「工具」或是「價值」理性呢！



綜合座談-社大課程觀的實踐反思與課程發展 

 

83 
 

 

 

 

 

 

 

 

 

 

 

 

 

 

 

 

肆、綜合座談 
社大課程觀的實踐反思與課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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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社區大學課程發展美學見微 
馮朝霖(政治大學教授/新北市新莊社區大學主任) 

 

面對偉大的真理 

無盡的未知 

我們嘗試在尊崇與恐懼之外 

輕盈的、豪邁的、親密的 

瘋狂的、溫柔的、義無反顧的 

無以名狀的、放蕩不拘的 

Play with it  
(宜蘭慈心華德福學校 2014 年十二年級專題報告發

表會邀請函) 

 

壹、邀約/invitation 

--所有出於真愛的教育都只是邀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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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育與美學 

--教育澈底徹尾都是美學的範疇… 

 
「我的觀點認為在學生自我成長、自我形成的過程中教師是一個協助者（helper），

這個過程必然的是一個美學的歷程。參與此一個人的自我形成、一種再生（rebirth）

的歷程中而缺乏美學的要素，實在是不可能的。就此觀點來看，教育本質上乃是一

種美學的實踐（education is naturally an aesthetic exercise），即使作為教

育者的我們不自覺這一回事，我們仍然涉身於一個本質地美學的計劃/想像。」

（Freire,1987：118） 

 

叁、邂逅/encounter 

--所有真實的人生都是邂逅 

 

    根據猶太哲學 Buber 的說法，「所有真實的生活都是邂逅」（Alles wirkliche Leben ist 

Begegnung），邂逅總是一個無法預見的事件，但她是一個給人賜福的深刻經驗，因為只

有在邂逅中人才可能自我發現與自我實現，所有的邂逅究竟乃是人偶遇的贈禮/恩典

（Bollnow, 1984：89） 

     沒有真正的邂逅就沒有深刻的學習！真實的教育肇始（happen  to,  ereignet  sich）

於真實的邂逅。Freire 說「我喜歡當人，因為我知道我此生的旅程並非宿命所決定。」

（Freire,1998：54）此話意謂：人成為自己的生命歷程同時包含了「條件性」、「自由」

與「機緣」，也對應了人性本質的「未完成性」、「自我完成性」與「依他起性」。邂逅現

象的揭明更有助於發現教育美學與人之基本存在的微妙關聯。 
 

肆、投契/engagement 

--所有成功的教育都肇始於投契 

 

    Freire 認為缺乏適當的教師美德則進步的教育實踐是不可能的：「我們必須了解如果

沒有適切的美德，進步的教育實踐是不可能的，這些美德譬如：寬厚的愛心、尊重、容

忍、謙遜、開朗、熱愛生命、對新事物的好奇、愛好改革、奮鬥的毅力、拒絕宿命論、

希望的精神、對正義的開放。」（Freire,1998：108）其中傾聽似乎是達成「投契」的先

行美德，因為傾聽乃構成教育性對話的必要條件，「在傾聽中我學著與他或她說話」

（Freire,1998：106）。 

 

    在 Freire 整個對話教育學中，實現「投契」的教育美之另一關鍵性因素則在於：苛

護學習者的「自發性好奇」（spontaneous  curiosity），使其提昇轉化為「智識性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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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stemological curiosity）。這當中如無「投契」的教育美，學習者的自發性、自主性、

主體性都將遭受催殘傷害。這就是所謂的「經驗知識」與「套裝知識」之適切性關聯的

奧秘。囤積式/添鴨式教育因忽視學習者主體性的經驗，因此不僅無法喚起學習者的「智

識性好奇」，也同時壓抑了「自發性好奇」。所以，進步的教育實踐的一個 重要任務乃

是促進批判性、勇敢與冒險性的好奇心！（1998：38） 

 

伍、參化/Methexis, co-creation 

--我喜歡當人，因為我與別人一起從可能性中創造歷史 

 
    教師與學生忘情地共同投入於學習活動中必能逐漸體會到「我喜歡當人，因為我與

別人一起從可能性中創造歷史，而非只是順服於僵化的宿命。」（Freire 1998, p. 54）也

就是自覺到自身生命與這個世界本身的未完成性，而同時也體認經由人的參與，將決定

這個世界的形成、變化，每個人都無法置身於創造歷史這樣的呼喚之外。但這個干預世

界與創造歷史的過程更重要的乃是「與他人」的共事及參與；這也是 Freire 一再強調「我

人的存在乃是一個共在‐‐分享的存在。」（Our being is a being with.）的道理（Freire 1998, 
p. 58）。 

「人類永恆的追尋歷程所啟創的學習能力，並不只是為了適應這個世界，而毋寧是

為了干預、再造與轉化世界。這一切都是人類學習能力的明證－－以和其他的動物

或植物大大不同的方式－－完成人類的未完成性。」（Freire, 1998：66） 
 
        但教育上的參化之所以必須作為教育美學必要的一個構成要素，根據 Freire 的論

述，乃植基於一種師生自然而純真的熱情，他說「教育實踐的美存在於意欲使師生團融

為一體的熱切期望，這是一種植基於倫理責任的熱情」（Freire 1998：88）！這種自然的

熱情憧憬著教師與學生能忘情地分享學習、探究、成長、奮鬥與創造；當這種期盼能獲

得實現，師生自然綻放於學習的喜悅之中，所以教育美學上的「參贊化育」也就「超前

顯現」了人性之中的深刻渴望—創造的喜悅。 
「在教學活動的必要因素—喜悅，與希望之間存有一種關聯。希望乃是教師與學生

之間所分享的某些東西，希望我們能一起學習、一起教學、一起致力於好奇地探

求、一起創造某些事物、以及一起對抗綻放我們的希望的阻礙。」（Freire,1998：

69） 

 

陸、教育美學三重奏/Trio of the educational aesthetics 

人類圖像與美學範疇關聯 

當代法國哲學家莫翰（Edgar Morin）認為「所有真正的人類發展都意謂個體自主性、

社群參與、人類歸屬感這三者的統整發展」(All  truly  human  development  means  joint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 autonomies,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a sense of belonging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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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uman species.) (Morin, 2008)  依據莫翰的人類圖像內涵，顯然當代的全人教育任務

不僅應該培育個人體的自主獨立性，也應同時培育個體的社群認同、公民責任意識與社

會參與；而更重要的是喚醒個人對地球公民身分的覺醒，能將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包含

自然界動植物)皆視為生命共同體之部分，即所謂的「民胞物吾」。 

 
      莫翰的元人類圖像是為 UNESCO 推動所謂的「地球永續性發展教育」(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SD) 提系統論述架構基礎，馮朝霖(2012, 83‐116)認為莫翰所提

出的人類圖像不僅對於當今「地球公民」教育之實踐提供富於啟示的理論基礎，也可對

應於三個層面的「教育美學」: 個體存在範疇恰好對應於「存在美學」；「社會」範疇

對應於「公民美學」；「族類」範疇則對應於「生態美學」。簡要地說，存在美學要回

應的是自由個體在「意義世界」中「精神的究極性發展」；公民美學要追尋的是社會人

在「民主社會」中「實踐的正當性可能」；生態美學要開展的則是地球人在「地球社區」

中「共生的永續性價值」。 

    以美學拯救生態、拯救地球與人類文明，此應是當前時代講求美學素養的 迫切性

體認，然首先必須有適切的人類圖像作奠。 

 

表一 : 美學範疇與美感素養之系統構成鳥瞰 

  美感素養 

      範疇 

美學範疇 

 

動力根源 

 

認知 

 

實踐 

 

情意 

 

價值彰顯 

存在美學 

/自發(自

我創化) 

玩興 

Will to 

Playfulness 

邂逅意義 

Encounter 

with meaning

遊戲忘我 

Flow in   

play 

自在自得 

Free & self‐ 

satisfied 

創化之愛 

Love of self‐ 

creation 

公民美學 

/互動(社

會雕塑) 

 

連結 

Will to 

Connection 

同理差異 

Empathy for 

difference 

社會塑形 

Engaging 

Social 

sculpture 

感懷共在 

Sense of 

Being‐with 

社群友愛 

Love of 

community 

生態美學/

靈性美學/

共生(宇宙

參化) 

融合 

Will to 

Fusion/ 

Integration 

轉化意識 

Transforma‐ 

tion of Con‐ 

sciousness 

無我即興 

Selfless 

improvisa‐ 

tion 

贊頌共生 

Celebrating 

symbiosis   

 

宇宙大愛 

Love of 

cosmos 

 

 

一、存在美學—You are what you will! 

人的存有在詩中可以不妥協地保存其完整性，詩所有觸及的就是詩人對自我的忠

實。(簡政珍，1999: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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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美學何以是美學的第一個範疇?馮朝霖(2000)曾提出美學是教育上 容易被疏

忽與遺忘的範疇，但是只要人們同意「教育即是成人之美的藝術」，就會繼而發現對人

類個別主體而言，人的「自我完成」需求本質上既是存有學範疇，更是美學範疇，因為

生命存在意義的尋找與實現乃是人類生命 為深刻的驅力與創造性動源，存在美學也即

是人類主體自我創化(self‐creation)歷程的整體展現。存在美學牽涉的是個人生命歷程的

意義邂逅(encounter)、義意創造(creation)與意義分享(sharing)，三者組成了主體性的形

成。「主體的力量無法如心智或品格般被培育或訓練，唯有在獨立於對象的自由實踐中

才存在。美感的邂逅(aesthetic encounter)無法隨意志徵召，唯有在不費力氣的專注中到

來」（Løvlie, 2002）。 

 

二、公民美學—Together we can change the will! 

我喜歡當人，因為我與別人一起從可能性中創造歷史，而非只是順服於僵化的宿

命。（Freire, 1998, 54） 

 

    西方公民美學論述傳統起源甚早，席勒在《美育書簡》第二封信即明顯主張「現代

政治問題的解決必須假道美學問題，人類只有通過美才能走向自由」(Schiller, 1795)；其

第三封信繼續談論「根源於暴力的強制國家過渡到根源於法則的倫理國家，所需要的乃

是第三性格即美的性格這根支柱」；第四封信則論述「理性要求一體性，自然要求多樣

性，但有教養的人具有性格的全面性，只有在這種條件下，理想中的國家才能成為現實，

國家與個人才能達到和諧統一。」 

    席勒的遊戲具有實現理想文明政治的意義，遊戲因此可以稱為「藝術化的公民行

動」，感性的衝動、理性的衝動都需要透過遊戲的衝動來調合成藝術性，以建構席勒美

育哲學中的「審美的王國」，也就是所謂的「藝術化的作品」。因此就席勒美育哲學觀點

而言，美感素養本身已經無可避免具有公民美學的意涵，全人教育與公民教育互相涵攝。 

 

三、生態美學—We are all in One! 

…人類的任務必須是將自己從此監獄中解放，擴展我人理解與慈悲的範圍，進而

擁抱自然整體的所有生命及其美麗。(Albert Einstein,  引自Harland & Keepin, 2012 ) 

 

本文「生態美學」範疇意義採「生態思維」(ecological thinking)的衍義，馮朝霖(2000)
曾以「生態思維與宗教情懷」為題以詮釋「德國新人文主義」教育哲學之現代意義。換

言之，席勒與歌德等新人文主義時期的宇宙觀就以「機體主義」(Organist Worldview)為
其特徵，視宇宙眾生彼此生死與共、禍福相關，此一思維典範宇宙觀乃是二十世紀生態

學與複雜科學的先驅。生態美學即同時是靈性美學的論斷，皆可在新人文主義與後來的

人智學思潮中得到應證。蓋亞假說（Gaia Hypothesis）則是其 新的版本。 

 
蓋亞假說又稱蓋亞理論(Gaia  Theory)或蓋亞原則，乃英國自然科學家詹姆斯洛夫洛

克(James  Lovelock)在 1972 年提出的一個假說。蓋亞假說指出在生命與環境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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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能使得地球適合生命持續的生存與發展(Lovelock, 2000)。莫翰(1999)呼籲地球人將

地球視為人類唯一的故鄉(the  only  Homeland)，這樣的主張與洛夫洛克將地球整體視為

所有生物共同母親(The earth mother)，實是異曲同工。如果地球試所有生物的母親，重

建與母親的和諧關係，對地球母親的愛慕與歌頌就是生態美學的真意，而在另一層面，

如此的認知與情意關係就是個人靈性(小我)與宇宙靈性(大我)的關係。因此生態美學本質

上也即是靈性美學。 
 

柒、台灣社區大學作為教育美學開顯的場域 

--台灣社區大學是在世紀夾縫中，集眾人心血灌溉成長的教育文化奇葩… 

--十二年國教、實驗教育與社區大學的交會與交響 

--學校在窗外-村中自有讀書聲 

--回教詩人魯米(Rumi) 

萬物有其根源  

在隱蔽的世界。  

形式容或變異  

本質始終如一。  

燦爛景像終將消逝，  

甜蜜話語也會退色，  

卻毋庸傷心，  

它們的根源卻是恆常，  

成長，延展… 

給出新的生命與喜悅。  

你何以悲泣？  

那根源就內在於你  

且宇宙全部  

皆從其中躍現。  

根源滿溢，  

活水長流；  

何必悲泣，  

啜飲滿溢！  

勿思祂終將乾沽，  

      祂是無盡海洋。 

 

從你來到這世界的那一刻起， 

梯子便放置在你前面，因你可能會逃脫。 

從泥土你變成植物， 

從植物你變成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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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你成為人， 

擁有知識、智慧與信仰 

看看這來自塵土的身體，－它變得何其完美啊！ 

你為何要害怕其死亡？ 

你何時曾不計垂死？ 

 

當你超越此人類外在形式， 

無疑地你會變成天使 

穿越天堂遨翔！ 

但不要停留在那裡。 

即使上天的形體老去。 

再次地通過天堂的領域 

投入浩瀚的意識之洋。 

 

讓一滴水，那就是你成為許多巨大的海洋。 

但不要認為這一滴水可單獨地 

成為海洋－ 

這片海洋也會成為一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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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人員名單 
姓名        單   位              

謝國清 社大全促會理事長 

詹志禹 政治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李易昆 新北市蘆荻社大主任 

張正揚 高雄市旗美社大主任 

黃蘭卿 屏東縣屏南區社大主任 

吳孟如 屏東縣屏北區社大主任 

張素真 新北市永和社大主秘 

張德永 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王維旎 中正大學成教系副教授 

吳國維 社大全促會理事、羅東社大校長 

戴文祥 苗栗縣社大主秘 

陳若嵐 南投縣社大埔里分校秘書 

鄭秀娟 臺北市文山社區大學校長  

蔡素貞 社大全促會副理事長 

曾美慧 新北市新莊社大社大主秘 

李世英 新竹市科學城社大校長 

徐敏雄 暨南大學成教所副教授 

黃錦峰 宜蘭社大課程審查委員會副召集人 

周聖心 社大全促會理事 

陳君山 聯合大學資訊與社會研究所助理教授 

洪馨蘭 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專任助理  

       教授 

馮朝霖 政大教育系教授 

錢人琪 新北市新中和社區大學主秘 

張繼元 新北市新莊社區大學成人之美生態村推

動專員 

陳巧倫 中正大學成人、繼續教育學系博士生 

陳卉華 新北市新莊社區大學講師 

鄭志峰 基隆社大大學校長  

蔡越隆 基隆社大大學主任 

黃淑琴 臺北市文山社區大學講師 

 姓名        單   位  

林滄淯 臺北市文山社區大學美術學程召集人 

蘇禎松 臺北市文山社區大學講師 

王正興 臺北市文山社區大學講師 

張秀足 臺北市文山、中正社大講師 

梁蔭民 台北市松山&大安&南港社大講師 

陳淑敏 台北市松山&南港社區大學 講師 

張文斌 台北市松山社區大學講師 

邱文良 台北市松山社區大學學員 

劉妙華 台北市松山社區大學講師 

許輪亁 台北市松山社區大學講師 

李婷姿 台北市松山社區大學教師 

張明驊 新北市大同社區大學主任 

翁義成 台北市萬華社區大學講師 

陳秀菁 台北市萬華社區大學講師 

李昭慧 台北市萬華社區大學兼任教師 

王瀛偉 台北市萬華社區大學講師 

李紹聖 台北市萬華社區大學教師 

林利美 台北市萬華社區大學講師 

官舜弘 台北市萬華社區大學老師 

邱明珠 臺北市南港社區大學主任秘書 

黃麗輝 新北市內湖社區大學藝術蠟燭創作 

楊菀婷 臺北市大安社區大學行政專員 

吳羚禎 新北市蘆荻社區大學講師 

吳秋照 新北市永和社區大學講師 

朱增有 新北市永和社區大學講師 

劉玲玲 新北市永和社大資訊社學員 

張佑維 新北市新莊社區大學工作人員 

鍾菱 新北市新莊社區大學講師 

謝堂樹 新北市新莊社區大學學員 

馬再立 新北市新莊社區大學授課老師 

楊雨青 新北市新莊社區大學企劃美編 

李堃滄 新北市新莊社區大學 學務 

陳泌鍇 新北市全民終身教育發展協會常務理事

張嘉文 新北市三鶯社區大學 總務 

徐芳琴 新北市三鶯社區大學 學務 

林麗華 新北市三鶯社區大學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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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單   位 

林正國 新北市三鶯社區大學講師 

林麗華 新北市三鶯社區大學講師 

陳志榮 新北市林口社區大學主任 

王貞乃 新北市林口社區大學主秘 

黃于珊 新北市林口社區大學教務 

林宗嵩 新店崇光社區大學顧問 

張若梅 新北市新店崇光社大講師 

張芫禎 新店崇光社大巡守隊班長 

呂慧娟 新北市淡水社區大學專員 

江旻樺 新北市淡水社區大學教師 

孫維憲 新北市新中和社區大學學員 

劉耀鴻 桃園縣桃園社區大學主任 

游麗卿 桃園縣新楊平社區大學教師 

鄭雅云 桃園縣新楊平社區大學教師 

鄭芳林 新竹市科學城社區大學教師 

孫郁歆 新竹市科學城社區大學行政助理 

陳羿文 新竹縣竹北社區大學副校長 

陳香安 南投縣社區大學分校秘書 

謝日恆 彰化縣二林社區大學主任秘書 

林玉琴 嘉義市社區大學主任秘書 

柳秀慧 台南市北門社區大學主任 

陳餘鋆 台南市曾文社區大學主任 

許嘉芳 高雄市岡山社區大學主任 

陳俊元 高雄市鳳山社大執行秘書 

李佳蓉 屏東縣屏北區社區大學課務專員 

葉培昱 屏東縣屏南區社區大學主秘 

秦秀蘭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助理教授 

許文英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助理教授 

林芳如 台灣健康社區自主發展協會常務理事 

張淑貞 菩提光雜誌社中英譯者 

李建陵 龍峸工程有限公司工程師 

謝宗翰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學生 

 姓名        單   位 

鄭克昌 快樂陽光教育基金會副執行長 

林川又 台南大學教育學系課程與教學博士班侯 

選人 

王騰謙 中華民國童軍總會環境計畫組主任 

林淑親 克蕾兒彩繪工作室手工藝教師 

吳治香 新北市新店崇光社區大學主秘 

潘怡安 新北市新店崇光社區大學專員 

徐筱君 新北市新店崇光社區大學專員 

王怡靜 新北市新店崇光社區大學志工 

任士冬 新北市新店崇光社區大學志工 

林婕 新北市新店崇光社區大學志工 

丁文華 新北市新店崇光社區大學志工 

余采運 新北市新店崇光社區大學專員 

楊以德 新北市新店崇光社區大學專員 

蓋玉偼 新北市新店崇光社區大學專員 

林鎂絜 新北市新店崇光社區大學專員 

鄭培明 新北市新店崇光社區大學志工 

張娟娟 新北市新店崇光社區大學志工 

孫大安 新北市新店崇光社區大學志工 

鄭育娜 新北市新店崇光社區大學志工 

鐘素貞 新北市新店崇光社區大學志工 

楊志彬 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秘書長 

羅珮菁 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辦公室主任 

張曼瑩 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會計主任 

詹芯佩 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專員 

林秀美 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行政人員 

林吉洋 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資深專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