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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民族誌作為方法，透過在教學現場的研究以反思當前高等教育中

的人文社會學科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教育作為社會性基礎設施的意義。面臨

當代社會的各種變化與困境，教育應該具有什麼樣的內涵？甚至，教育如何

成為改善困境的方式？在市場化、財團化、貧窮化、官少子女化的危機下，

教育成為在學術公共財與學術資本主義之間的拉扯。然而，教育之於一個社

會，具有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的意涵，教育系統對於維持國家的文化

和社會水準具有重要性。過去十年來在大學進行的各種具有社會實踐性質的

計畫，嘗試在既有的困境中尋找新的可能性，計畫執行的過程中經常期待藉

由課程帶學生進入真實社會中學習，同時強化大學與在地社會的關係，以及

強調大學的社會責任。本文主張，教育固然需要因應時代做出調整，然而不

同的教育目標，對應的是不同的基礎設施的建置。當大學的教育目標改變，

從追求知識的場所轉為與社會緊密連結的機構時，所需要搭建起來以供學習

的系統也將有所差異，忽略該差異會使得轉向的教育系統面臨困境而無法達

成設定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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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1

全球與台灣當前的高等教育現場同樣正在經歷快速且劇烈的改變。高教

面臨各項挑戰與難題：教育市場化、大學治理與鬆綁、轉型與創新、學用合

一與落差、全球化、少子女化、知識經濟時代等，甚至是教學現場的翻轉、

產業創新的需求、國際化的挑戰、公共化的訴求、在地連結的期待、大學同

質化的隱憂等等。也因此，尤其是過去五年間，政府頻頻以各種競爭型計畫

來引導高等教育的轉型，特別是朝向社會實踐的方向發展，包括科技部「人

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教育部「SHS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

「智慧生活創新創業育成平臺試辦計畫」、「特色大學試辦計畫」、「大學

學習生態系統創新計畫」、「再造人文社會科學發展計畫」、「大學在地實

踐社會責任計畫」、2「高等教育深耕計畫」3等。

前述各項大型國家計畫，可以視為是高等教育版的「翻轉教育」。4大

1　 本文得以完成，要感謝匿名審查者給予的修改意見。同時感謝林文玲、呂欣怡、許 文、楊弘

任、林靖修在論文寫作過程中給予的諸多建議。並感謝接受訪談的課程學生和助教，和參與課

程和實踐行動的學生們，以及參與計畫的在地居民和所有計畫成員的支持與協助。

2　 教育部推動「大學在地實踐社會責任（USR）計畫」（以下簡稱USR計畫），2017年3月間在全
台各地巡迴座談，於此同時，大學社會責任支持系統計畫系列論壇以「大學的遠見與魄力」為

主題，也在三月底於北、中、南台灣密集舉行。USR計畫是教育部為強化大專校院與區域城鄉
發展（包含社區、產業、文化、智慧城市等）的連結合作，以「在地連結」為核心，鼓勵大學

師生參與社會創新實踐，聚焦於區域或在地特色發展所需或未來願景，帶動各地區的繁榮與發

展，協助解決區域問題。以上參考「教育部辦理補助大學在地實踐社會責任（USR）計畫徵件
須知」。

3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有兩成經費投注在「善盡社會責任」、「提升高教公共性」及「落實教學

創新」等目標，八成經費用來發展「學校多元特色」，另外還有經費提供「國際競爭」及「研

究中心」計畫。為發展「高教公共化」，各大學須提升弱勢生比例，尤其是在國立大學。

4　 「翻轉教室」（flipped classroom）的概念起源於2007年，美國科羅拉多州洛磯山林地公園高中

（Woodland Park High School）兩位化學老師Jonathan Bergmann與Aaron Sams，為解決學生缺
課問題並進行補救教學，於是先錄製影片上傳至YouTube，讓學生自己上網自學，課堂上則增加

與學生的互動，或解惑、或實驗。在狹義的「翻轉教室」定義中，影片是個重要元素，但隨著

「翻轉」的概念不斷延伸，討論也從「教學流程」進展到「教育價值觀」層面。此外，天下雜

誌在2013年出版《翻轉教育：未來的學習・未來的學校・未來的孩子》，嘗試帶領大眾思考關

於教育的重要問題：現在的困難是什麼？未來該往哪裡去？教育體系該如何轉變，才能培育能

創造出未來的下一代？家庭和父母該在何處著力，才能幫助我們的孩子自我實現，擁有成功幸

福的人生？在《翻轉教育2.0。從美國到台灣：動手做，開啟真學習》（2014）中，繼續探尋教

育創新的方法，並匯集改革者「角色典範」（role model）的成功故事，企圖串連改變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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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從過去作為追求知識的場所，轉向成為強調學用合一和社會實踐的機構。5

在翻轉的思維下，老師的角色也被期待有所調整與轉換，必須從知識的傳遞

者，轉型為教學的製作人。6當各界都在思考當前教育的方向，尋求所謂的

「明日教育」、7「未來教育」，8以讓學習者能具有迎向快速變動時代的能力

時，近期台灣社會兩個重要的討論或學習對象為Stanford 20259以及芬蘭新課

綱。10此外，跨領域的人才培育也成為教育的目標，傳統上大學教育培養的是

擁有單一專長的「I型人」，然而時代需求的是兼具專業素養與通才知識「T

型人」，甚至是具雙重專長能力的「π型人」。

在整體性的高教困境下，人文社會科學的處境似乎又格外艱難，因為

在強調當前高等教育往學用連結、產學合作方面的發展下，人文社會學科並

非提供直通職場的教育形式，在強調彌平學用落差的思維下，並不具有「實

用性」的知識探索因而不是被鼓勵追求的對象。然而，該如何定義所謂的

「用」？高等教育應該扮演的角色是培養人成為社會上「有用的人」，還是

啟發學生以「無用之用」11為基礎、思考自己要成為什麼樣的人？若人文社會

學科的價值是在於博雅教育，教育的目的是讓人擁有思辨的能力，那麼博雅

教育對於一個社會的意義雖是影響深遠而重要，卻是並非立即可見和可以量

化。當我們不斷思考如何教育學生能夠面對未來必然的變動、擁有迎向改變

5　 在此指涉的對象比較是一般型大學的狀況，而非技職體系大專院校的狀況。因為後者的教育目

標是學用合一，一直以來沒有太大的改變。

6　引自「翻轉教育」網站「認識翻轉教育」一文，https://flipedu.parenting.com.tw/knowledge。
7　 《明日教育》（2016）一書探問，今日的教育系統要如何改變，才能因應不可預期的明日世

界？藉由探索世界各國嘗試改變的歷程，提供台灣教育改革的多元素材。

8　 台大教授葉丙成，著有《為未來而教：葉丙成的BTS教育新思維》（2015）一書，闡述他的創新

教學脈絡。

9　 美國Stanford大學校內的d.school，是世界最具前瞻性的創意中心，在2014年提出Stanford 2025
的大學前景的想像藍圖：從線性到開放環形的大學、有彈性的教育歷程、翻轉軸心、有意義感

的學習。http://www.stanford2025.com/#intro。
10　 芬蘭在2014年12月完成7至16歲義務教育的全國核心課程改革規劃，這份新課綱的總目標是培

養學生的橫向能力（transversal competence），橫向能力由七種能力組成：（1）思考與學習
的能力，（2）文化識讀、互動與表述能力，（3）自我照顧、日常生活技能與保護自身安全的

能力，（4）多元識讀（multi-literacy），（5）數位能力，（6）工作生活能力與創業精神，

（7）參與、影響，並為可持續的未來負責。

11　此為義大利文學學者Nuccio Ordine的用語，其詳細的意涵將在後文中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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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高等教育中的人文社會學科能夠扮演何種關鍵性的角色？

本文以人類學的民族誌作為方法，在高等教育現場進行觀察與研究，筆

者以大學教師的身份，在課堂教授關於人文藝術的社會參與、地方公民社會

形成、文化多樣性等議題與領域。在2014年10月至2016年6月間，四個學期的

時間，筆者嘗試以課程結合社會實踐計畫，帶領學生進入在地社會，深入的

認識當地的人群與文化，並與居民一起工作。以此作為途徑，構成以下民族

誌描述的內容。後文將以教學現場的案例來說明，在大學生參與社會實踐的

現場，教師、學生、計畫成員及在地的組織與居民等，大家共同做了哪些嘗

試，在過程中我們所遭遇的困難和發現的問題，以及未能做到的是什麼，並

探究為何未能做到。最終反思「做中學」和「社會實踐」的內涵與意義。

從基礎設施的概念出發，結合教育人類學和學習人類學的觀點，本文

檢視近年來高等教育的轉變，許多以社會實踐為目標的計畫促成新型態的教

學與實作，其內涵為何？教育之於社會具有「社會性基礎設施」的意涵，因

此，不同的教育目標，對應的是不同的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的建置。

若回到高等教育機構存在的意義與價值、以及在此意義下欲達成的目標來思

考，當大學的教育目標改變，從追求知識的場所轉為與社會緊密連結的機構

時，所需要搭建起來以供學習的系統是如何不同？又可能面臨何種困境？面

對該困境有哪些可能的策略和方法？

二、大學的改變

大學教育的現場正在快速的改變，改變的力量來自於外部的資源主導與

各大學之間的資源競爭，也來自於教學現場的創新與困境。以下將大學的轉

變分為三個面向來討論：（一）新自由主義影響下所帶來的教育市場化，以

致於形成強調產學合作、學用合一的趨勢，以此對於人文社會學科所造成的

威脅。（二）教育創新，及其所面對的無動力世代、迷惘世代。（三）社會

創新與社會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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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市場化、產學、學用

2013年7月至2016年6月間，全台灣共有4所大學執行科技部「人文創新

與社會實踐」計畫，126所大學執行教育部「智慧生活創新創業育成平臺試辦

計畫」，8所大學執行教育部「特色大學試辦計畫」，參與教育部「未來大

學推動計畫」的大學有18所（第一期）和7所（第二期）、「無邊界大學推

動計畫」15所（第一期）和7所（第二期）、「共學夥伴學校推動計畫」4所

（第二期）。2017年3月間，教育部開始大力推動「大學在地實踐社會責任

（USR）計畫」，以及推動「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為何會有這些計畫的出

現？這些計畫要對應與解決的是什麼樣的社會發展現況與問題？執行的結果

具體而言對於社會帶來何種影響與改變？這必須先回到高等教育內部的轉變

來探討。

表1　高等教育轉型發展相關計畫
計畫期程 計畫名稱 計畫主管機關

2012-2015 SHS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 教育部

2013 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第一期2013-2015，第二期2015-
2018） 科技部

2013 智慧生活創新創業育成平臺試辦計畫（第二期2016） 教育部

2014迄今 人文社會科學基礎及跨界應用能力培育計畫（子計畫一至四） 教育部

2015-2017 特色大學（試辦）計畫 教育部

2016-2019 大學學習生態系統創新計畫（4期） 教育部

2016 再造人文社會科學發展計畫 教育部

2017 大學在地實踐社會責任（USR）計畫 教育部

2017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教育部

2017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教育部

（本研究整理）

台灣的高等教育機構包括：公私立大學、獨立學院、專科學校、技術

學院或科技大學等，在培育人才上具有各自的目標：獨立學院、大學及研究

12　這四所大學為：國立政治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國立東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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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學術研究、培育學術專業人才為宗旨，專科學校、技術學院及科技大學

以教授應用科學、養成技術人才為宗旨。回顧台灣高等教育發展的歷程，自

1950年代至1990年代是持續的高教擴張的過程，1950年的大學校院只有7所

（大學1所、獨立學院3所、專科學院3所）。其後由於社會變遷、產業與經濟

發展，各類學術專業人才的需求不斷增加，政府籌設大專校院，並開放私立

大專校院的設立，自1974年起、至2007年止，大專校院的數量已增至164所，

學生人數共計1,326,029人。另一方面，在政治轉型、社會民主化的發展下，

台灣高等教育的本質也隨著時代在改變，由菁英教育轉為大眾化教育。13高等

教育迅速擴展的結果，14固然減輕高中職畢業生進入高等教育就讀的競爭壓

力，但卻也加重政府教育財政負擔，使得原本有限的高教資源分配到更多的

校院，因而引起高等教育品質下降的爭議，15同時導致大學畢業生失業率上

升、薪資水準無法調漲等結果。再加上少子化的浪潮，16高等教育機構面臨整

併、轉型、改制與退場。教育部在2013年9月啟動大學退場機制，預期近五年

內將使公私立大學減少到一百所以內，大學將減少三分之一（李建興 2016：

246-247，256）。

社會學者林宗弘（2015）指出，在過去約20年間全球新自由主義、學術

資本主義的崛起，是整體高等教育環境共同的變化。1970年代之前，全球各

國的大學被當成是一種公共投資，或稱為「知識的公共財體制」，依據公共

13　 讓這個轉變得以發生的相關因素如下：政府鼓勵私人興學、教育部主張暢通三條教育國道

（1996至1998）、教育改革為求暢通升學管道而廣設高中和大學、各縣市爭取一縣市一大學、

政府釋出建校土地等（李建興 2016：251-252）。

14　 比起公立大學，私立大學的擴張更是快速。以103學年度而言，私立校院108所、公立校院51
所。這乃是政府鼓勵與開放的結果，1950至1960年代政府對於私人興學較有所保留，1970至
1980年代逐步開放私立理工學院的增設，到1990年代以後則不再設限，甚至積極鼓勵與協助，

因而各級私立學校增加許多（李建興 2016：249-250）。

15　 研究者指出，1994年，人口2100萬的台灣，有50所大專院校，25萬大學生，其實這樣的規模，

原本十分恰當。然而，急速增多的大學使得原本已拮据的教育資源更遭稀釋，拖累了基礎設施

的建設、教學和研究的發展。再加上，職業學校、技術學院的師資和設備未達到水準，匆匆升

格為普通大學，不僅失去原有利基，也加遽整體教育品質的下降（郭位 2016：40-41）。

16　 根據教育部歷年的《大專院校概況統計》，近十年（95至104學年度）大專校院學生人數

的最高點是在101學年度的1,355,290人，之後逐年遞減。資料來源：http://depart.moe.edu.
tw/ED4500/News_Content.aspx?n=48EBDB3B9D51F2B8&sms=F78B10654B1FDBB5&s=439
6A90696381274，瀏覽日期2016年6月21日。



153

高
等
教
育
轉
型
的
人
類
學
反
思
：
以
社
會
實
踐
課
程
的
經
驗
為
例

財理論，可以由國家（納稅人出資）或由私人合作（例如基金會）建立清楚

的學術社群邊界，以學術自由、就業安全、研究獎金與聲望為激勵機制，來

獎勵學術社群的研究與教育工作。這是1970年代末期以前，全球學術界通行

的規則。1980年代後，某些歐美大學的管理部門引進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觀

點，認為大學學歷是一種個人投資，是一種商品，大學自然應該面對類似市

場機制的競爭，逐漸自負盈虧，並與財團或政府合作生產有利可圖的知識與

技術產品。至於其商品的市場價值高低，應該讓學生與廠商來自由選擇，並

接受這兩群消費者的考驗。「學術資本主義」縮減原先提供給大學的財政補

助，並對其設置競爭性的評鑑制度，大學則開始引進商業資金與企業管理，

並且替財團利益進行研究服務的學術行為。根據經濟學的公共財理論，一旦

本質為公共財的事物變成一種私人的尋租（rent seeking）行為，便會出現

「竭澤而漁」的情況，知識的生產顯然就是如此（林宗弘 2015：3-6）。高等

教育面對大環境快速且劇烈的改變時，相對影響高等教育的方向與內容。

目前高等教育所面臨的困境，學者以「高教崩壞」一詞來指稱（戴伯芬

編 2015）。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學術資本主義、殖民主義、威權主義及學術

官僚主義等，共同形塑了台灣高等教育當今的面貌。所謂的高教崩壞，指的

是高教體系受到市場化（marketization）、或稱為學術資本主義（academic 

capitalism）的穿透，大學市場化的變化對於高教理念造成侵蝕（曾柏文 

2015：XIV），而與前述大學市場化相關的是大學的定位問題。啟蒙運動後發

展出的古典傳統，將大學視為提供「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培育

菁英仕紳的地方。1930年代美國的Flexner，承繼德國19世紀末的大學改革中

對於研究的強調，主張研究與教學並重，成為現代大學典範，但卻堅持反對

大學培育應用人才，反對大學成為社會的服務站，主張大學應為象牙塔，跟

社會保持某種距離。然而，戰後的高教擴張，使得大學與國家社會的距離逐

漸縮小，但大學與社會的銜接，卻並非朝向批判性的社會參與，而是向商業

邏輯傾斜，直到晚近才出現若干學術公共化的呼聲（同上引：XXI-XXIII）。

大學和社會之間應該是什麼樣的關係？這個問題似乎淹沒在當前對於學

用合一和產學合作的強調、致力於彌平學用落差的風潮中。台灣自1990年代

開始複製移植美國大學知識經濟、智慧資本等產業化效益，並由政府大量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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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計畫、法令鬆綁與公共資源投入大學推廣產學合作業務。然而，此種知識

經濟化的發展並非全然沒有問題，學者回顧19世紀美國高等教育朝向實用主

義的發展過程，以至於1980年代美國通過拜杜法（Bayh-Dole Act）17對於大

學知識經濟商業化更進一步的推展，所招致的反對包括：（1）產業經濟發展

非大學主要任務，（2）大學知識技術難以完全商業化，（3）過度商業化造

成不適當學術歧視，（4）知識商業化誘導學術偏差行為（蔡達智 2015：19-

34）。

在當前幾乎是全球性的強調學用合一、產學合作的思維下，人文學科是

不具有「實用性」的，因此可以看見日本出現大學廢除人文學系的現象。18

在台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以下簡稱「人創計畫」），筆者認

為，在某個程度上也是回應當前高等教育的人才培育朝向與產業發展連結、

和以理工學科為核心的思維出發所產生的結果，從以下計畫創立初衷的文字

描述中可以看出，將人文社會學科與理工生醫領域比較之後尋求解方的企

圖：

解決老問題，要用新方法！

在全球化競爭下，社會追求經濟發展，但貧富差距加遽、生態環境

破壞、民主發展停滯等現象，卻也接踵而至。較之理工、生醫領域

藉著技術研發、產學合作參與經濟生產的學術實踐模式，人文社會

科學則可透過概念創新與社會實踐，提出回應全球社經發展負面效

應的有效解決方案，甚至從積極面走向更具行動力、更富含社會公

17　 又稱為「小企業專利程序法」（Smaill Business Patent Procedures Act），是在1980年，美國的

兩位參議員（Birch Bayh和Bob Dole）提出並獲國會支持通過專利法修正案，以經濟誘因為出

發點，將公共資源私有化，提升政府補助研發成果的效能，改變過去研發成果歸屬於政府的規

範原則，將研發成果直接歸屬於執行單位或私人（蔡達智 2015：13-14）。

18　 2015年8月間，日本「讀賣新聞」報導，問卷調查顯示，日本設有人文學系的60所國立大學當
中，有26所計畫廢除人文學系或進行轉型。所謂的轉型，指的是轉型為社會較為需要的學習範

疇。這樣做的主要原因為，相較於理科，文科的產業創出成果、技術革新等的成果難以見到。

同時，產業界指出，有些大學無法培育出社會界能立即應戰的人才。資料來源：http://www.
cna.com.tw/news/firstnews/201508250002-1.aspx，瀏覽日期2016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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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價值的創新模式。

2012年，行政院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司（前身國家科學

委員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處）[於]首度公開徵求「人文創新

與社會實踐計畫」，期以人文關懷及學術研究創新的角度，探討當

前臺灣所面臨的社會問題。透過議題研究與社會行動方案設計，彰

顯人文與社會科學對於社會改革的貢獻，以在地實踐、扶弱濟貧、

突顯區域特色的方式，營造更有品質的生活環境。於此同時，也希

冀鼓勵大學履行社會責任，建立多元學術典範，創造大學制度變革

的可能性。

「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的推動，也是在實踐中尋求突破的創

新嘗試。計畫官網以「新作坊」為名，是把「社會創新」想像成需

要挽起袖子努力的創作工藝。19

（二）教育創新與無動力世代

高等教育朝向社會實踐的發展，一方面是以人文社會科學的專業的面對

全球發展的問題，另一方面，也催促大學教師「重回教學現場」。20回到教學

現場，一方面點出長期以來大學教師重研究輕教學的現況，另一方面也指出

學生缺乏學習動機的困境。21這樣的困境出現在高等教育教學現場，是教師與

19　 資料來源：「新作坊」網頁的「計畫緣起」，http://www.hisp.ntu.edu.tw/about/project，瀏覽
日期2016年6月21日。

20　 在《高教崩壞》一書的序言中，社會學者陳東升以〈回歸教學現場的時候到了〉為題，闡述他

在高教現場所看見的困境。他從組織社會學的制度理論切入，認為學校最重要的目的應該是讓

學生培養學習興趣、發展自己的能力、累積有意義的學習成果。他認為台灣高等教育的變革必

須要從制度與教學現場兩路並行，除了建立大學教師安心研究與教學的合理環境之外，更重要

的是以學生為主體的課堂場域創新與教師的教學精進。現在應該是回歸到教學現場的時候，要

讓每一門課的學生都有實質的學習成效（陳東升 2015b：XII-XIII）。

21　 2013年間，在政治大學高等教育評鑑論壇會議上，評鑑主題是學生學習成效，時任台北醫學

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林從一（後來成為大學學習生態系統創新計畫主持人）以「人形墓

碑」來形容大學課堂上的景象，老師感受到的是，學生上課反應少，互動不熱絡，缺少學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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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雙方面的失落與無奈。該現象呈現出所謂「無動力世代」22依然進入了大

學，繼續存在。然而，如果大學課程導向與社會實踐的結合，在某個程度上

是為了拯救前述師生的失落無奈，就顯得十分危險，大學教育應不只於此、

也不只扮演此種消極的角色。這同時也呈現出，大學教育的角色，一方面必

須承接來自中小學仍然很大程度上是升學主義主導的教育，以及與升學主義

並存的、在體制下尋求突破的多元力量（例如實驗教育、另類教育）；另一

方面，大學教育也必須積極面對新世代未來的職涯發展，讓學生在經歷大學

教育之後，準備好面對變化快速的社會，以及讓社會永續發展。因此，大學

教育的發展必須思考如何能銜接中小學的教育革新、從標準化教育出走的種

種努力，從翻轉教育到學習共同體23（佐藤學 2012，2013a，2013b，2013c，

2014）、到蓬勃發展的實驗教育和體制外教育，以及於此同時尚未或不打算

改變的那部分。24

長期致力於教育創新的Ken Robison指出，教育系統的改變已經在世界各

地發生，許多老師正努力且充滿創意的提供學生「更個別化、更有同理心、

和社會緊密結合及更符合需要的教育」。Robison追本溯源的探問，「教育

的目的是什麼？」他也明白指出，教育和民主、正義一樣，都屬於哲學家

Walter Bryce Gallie所說的「高爭議概念」。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它代表

動機與熱情更讓老師不知從何提升學習成效，老師就像對著牆壁講課，在台上感覺十分痛苦，

也深感無奈。而老師所提出來的解方，卻是認為需先改善課程安排的方式和內容，以學生本位

出發，貼進學生的生活經驗並增加互動，引起學生共鳴，有了共通語言後相信能讓教學過程更

加順利。資料來源：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798845，瀏覽日期2017年1
月17日。

22　 「無動力世代」一詞，用以指涉學生成為教室裡的「客人」這樣的現象，學生大多順從聽話，

也努力的表現出一種「專心聽講」的樣子。但如果可以放假、下課，他們更開心。他們雖然沒

有放棄學習，但也沒有樂在學習。被提出來的問題是，究竟是什麼原因讓學生喪失了學習動

機？資料來源：https://www.facebook.com/flipedu/posts/1541469262773468，瀏覽日期2017年1
月17日。

23　 「學習共同體」是日本教育學者佐藤學所提倡的概念。其願景為「保障每一個學生都有高品質

的學習」，他主張，教育者最重要的是，先成為一個會學習的人。打開教室大門，藉由公開課

堂與課堂研究，敞開胸懷與教師同僚相互學習，從觀課、講課中精進自身教的技術，凝視與傾

聽教室裡的每一個微小細節，從學生身上找到課堂改革的契機。在教學相長的過程中，教師透

過不斷的反思與實踐，培養學生多元的思考與探究的興趣，體現學習共同體的真諦。

24　 亦即，並未如同實驗教育或另類教育從標準化教育出走，而是選擇繼續在其中努力（和掙扎）

的家長和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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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義就不一樣，然而，就像每個人對道德、性別、貧困、社會階級的認知

也有很大的差別，這並不表示我們就不能去討論、改變它。只是在這麼做之

前，必須先把前提講清楚。對Robison而言，教育的目的是「讓學生了解周圍

的世界和自身的天份，以幫助他們擁有充實人生，並成為有熱情、有生產力

的公民。」（Robison & Aronica 2015：28-29，31，37）。在高等教育加強與

社會連結的時刻，卻也需要回頭審視自身的定位，「畢竟，大學存在的價值

目的，在於追求高深的知識學問，不在於營利賺錢。」「為追求財務平衡的

產學合作，忘卻大學教學研究的目的，是為本末倒置，或為揠苗助長，難以

成就百年樹人的教育事業。」（蔡達智 2015：I-II）

義大利文學學者Nuccio Ordine在這個講求全球知識經濟的時代裡，提出

「無用之用」的主張。Ordine指出，

一般所謂「實用性」，把人文主義思想—或更廣泛的把所有無利可

圖的知識—視為無用。但[……]事實上，有些知識的目的就是知識

本身，也正因為它們的本質無求於、無利於並自外於一切務實和

商業的考量，才能在人的精神養成、文明與公民素質的提升等方面

扮演一定的角色。然而，講求利益的邏輯，徹底摧毀了各個知識機

構（學校、大學、研究中心、實驗室、博物館、圖書館）以及各個

學科（人文的和科學的），這些機構和學科的價值，原本應是為

了知識而知識，應獨立於任何生產直接效益、實際利潤的能力。

（Ordine 2015：11）

（三）社會創新與社會實踐

與前述無動力世代並存的，卻是令人驚艷的各種青年創新與社會創新的

力量，以及許多深植人心的創新社會經濟、或社會企業的成功案例，25這使

25　 近年來，社企流（http://www.seinsights.asia/）作為平台，收錄許多精彩的案例，也不斷激發

社會創新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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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當前台灣的社會創新蓬勃發展。社會學者陳東升（2013）指出，「社會創

新」是面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與代議政治所產生的問題，公民社會對其的一

種積極性回應，以創造公共財與提升社會福祉為目的。社會創新和一般知識

與技術創新的差異在於基本原則和目標，社會創新是建立在社群主義的價值

和倫理學的基礎上，社群主義指出個人和社會成員的共同依存性，公共利益

和個人利益是相輔相成的，個人利益不是在優先的位置。社會創新是建立在

合作、互惠、分享和公民情誼的驅動，社會成員願意負擔成本，分享資源和

想法，以合作的方式來完成創新的工作，但不要求得到利益，更重要的是，

積極的付出和資訊分享，可以透過社會讚許、信任建立等機制來形成一個正

向的社會創新模式（陳東升 2013：208，227）。

儘管前述「人創計畫」似乎是從理工學科的角度、思考人文學科突破困

境的出路，然而人創計畫之於高等教育仍然具有開創性的意義。人創計畫的

規劃，包含以下幾個核心的概念：（1）解決舊問題，要用新方法。期待以

人文社會科學的創新，有效提出解決全球社經發展的負面衝擊（貧富差距擴

大，生態環境破壞，民主發展停滯）的方式。（2）大學能有系統且深入瞭解

在地，以及當地面臨的重要問題與困境。履行大學的社會責任，提供解決問

題的方式。以達成大學在地化。（3）掌握重點議題、在地議題，包括：區域

發展的落差、社會不平等與貧窮、人口老化與少子化、教育改革、居住與世

代正義、環境生態的永續發展、農村發展與糧食安全、犯罪與偏差行為、文

化多樣性與認同、人文藝術的社會參與、婚姻與家庭制度的變遷、健康保險

制度與專業發展、民主的鞏固與深化、經濟變遷的困境、地方公民社會形成

與社會團結等。（4）建立模式，以地區、區域、國際層次的階段方式，逐步

達成目標。（5）研究與實踐的結合（謝易儒 2014；陳東升 2014）。

在前述人創計畫的執行過程中，美國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家E. O. Wright

的《真實烏托邦》（2015）的概念和案例是重要的參照與對話對象。社會學

者陳東升在《真實烏托邦》一書的序言中指出，早在十多年前美國社會學者

Michael Burawoy便倡議公共社會學，試圖將理論與實踐結合在一起，然而公

共社會學是一種原則性的主張，對於真實社會所面對的政治經濟問題鮮少提

出可能的替選方案，以及可能改變的歷史路徑。相較於公共社會學，Wright



159

高
等
教
育
轉
型
的
人
類
學
反
思
：
以
社
會
實
踐
課
程
的
經
驗
為
例

的《真實烏托邦》正好補足這個理論結合實踐的缺口，他蒐集以歐美社會為

主的政治與經濟制度替選模式的案例，並且深入比較分析，以這些經驗為基

礎，發展出一組框架，指引當代社會可能變革的幾個方向（陳東升 2015a：

7）。然而，究竟如何將在地的各場域中的觀察與實作，在學術討論上具體連

結到社會賦權與參與式治理，在實作上連結到政策的層次，以及所謂的跨知

識領域的合作與共創，26大學的團隊都仍然在摸索中。

三、教育和學習：人類學的觀點

長期致力於研究人類社會的學習行為的人類學者Charles  Staf ford

（2002）指出，人類學一直到相當晚近才對於正式教育（education）有所關

注，然而相對於此，人類學者一直以來關心各個社會中廣泛的學習行為，包

含社會化、讀寫能力、認知、知識、童年、身體、學徒制（apprenticeship）

等。之所以如此，乃是因為在所研究對象的社群中，正式教育多半不存在、

或者對於該人群沒有顯著的影響、又或者並非在地所渴望追求的目標。社群

中的學習過程，往往跟西方式的教育系統沒有太大的關連。更重要的是若將

社群中的學習形式不假思索的連結到西方的模式，似乎會是一種扭曲。因

此，從人類學研究者的觀點，教育（education）和學習（learning）之間的差

異，在於前者的目的是在正式教育的範疇，而後者則往往具有文化傳承的目

的。然而，相對於過去正式的學校教育並不一定是特定文化中的一部分，而

教育的影響對於社群也僅有間接的影響，但在20世紀教育系統的擴張中情況

卻已有所改變，當以西方概念為基礎的學校在「傳統的」社區中建立起來時

（通常是透過宗教性、殖民或後殖民的力量），這些學校往往帶來相當程度

的文化變遷。此外，人類學者Maurice Godlier（1986）的研究指出，正式與

26　 學者夏禹九曾指出，推動跨領域或整合的合作計畫一直是學術研究追求的方向，科際整合

由程度上可分為科際合作（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與跨領域合作（cross-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視程度又可分為：（1）多領域合作（multi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2）領域間合作（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3）越領域合作（trans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東華團隊 201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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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教育系統之間可能存在著相互的矛盾衝突。在他所研究的新幾內亞的

Baruya人群，文化變遷發生在殖民與後殖民時期，教會學校在教導當地孩童

的過程中，強調傳統的儀式與信仰（initiations and shamanism）是邪惡的。

在這個例子（以及其他許多案例）中，教育是複雜歷史的一部分，同時造成

原有社會整合模式的中斷或混亂（Stafford 2002：78）。

人類學者對於教育問題的興趣，最早起源於對不同社會、兒童社會化方

法的關切，亦即有關文化建構、工藝技術、及社會價值等現象，是如何代代

相傳的。瞭解知識傳遞的方法，無論其為正式的教導或非正式的方式，是瞭

解社會如何運作的關鍵步驟（謝劍 1989：145）。Margaret Mead在她對於薩

摩亞青年人所做的研究寫成的《薩摩亞人的成年》中指出，「人類學家瞭解

到，即使像愛慕、恐懼和憤怒這類人類的基本情緒，也不能歸咎於種族遺傳

或所謂共同的人性，它們在不同的社會條件下具有不同的表現形式（Mead 

2000：3）。教育人類學（anthropology of education）最主要想瞭解：誰教什

麼給誰、誰從誰學什麼、在哪裡、如何教、如何學、有什麼條件限制、有什

麼結果（周德禎 2009[1999]：159）。

學習人類學（anthropology of learning）關注的議題是，人們如何獲得

特殊的文化知識？是在工作中學？在學校學？兒童時期習得的？是被「教」

還是文化涵化過程中的非正式學習環境中得到的而且是日常生活的一部份？

（Stafford 2004：1，3）更進一步而言，學習並不只靠個人智力與意願而決

定成敗，除了個人因素，它還受制於文化條件。因此一個文化本身的狀態不

同、是完整統合或面臨斷裂紛亂，將會提供給成員不一樣的學習處境、所產

生的結果也相當不同。亦即，當族群失去文化基礎，新一代成員在學習時會

面臨更艱鉅的挑戰（周德禎 2009[1999]：159）。文化中的學習者又可區分為

兒童或成人、以及個人和家庭。加拿大人類學者Scott Simon（2004）在他對

於台灣原住民創業者的學習與認同的研究中，探討的是泰雅族文化中成人的

學習。Simon主張，歷史的情境讓原住民社群失去原有的狩獵與生計活動，並

迫使個人和家庭學習新的經濟行為模式。他以兩位泰雅族女性創業者的生命

史為例，說明原住民創業者所學習的除了有新的經濟技能之外，也同時學習

如何以特殊的實踐慣性（idioms of practice）來突顯其原住民身分。當不同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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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社群間的界限成為焦點時，學習的慣性更強化了族群的界限。

教育是文化的傳遞（謝劍 1989：148）。人類學家研究文化，不只研究

文化的內涵，同時也研究一個民族如何把他們的文化傳遞給下一代，以及這

種傳遞方法產生了什麼特別的效果（張雯 2002：46）。教育受到社會變遷的

影響、也必須回應時代變遷，教育的方向與內涵更是深深受到國家政策與計

畫的影響。在此回到前述基礎設施的討論，事實上，基礎設施的建置往往與

國家對於要形塑何種公民（citizenship）有著密切的關係。例如，城市的供水

系統，與作為一個良好的城市公民的邏輯（隨時注意水資源的適當使用、減

少用水浪費的問題等）是連結在一起的（Larkin 2013：331）。高等教育的方

向和內容，和國家欲形塑何種公民、以及認為公民應具有何種內涵和能力，

是連結在一起的，這在以各項大型計畫主導高等教育的發展下，更是如此。

前述新作坊將「社會創新想像成需要挽起袖子努力的創作工藝」，跟當

前人類學者關於「學習」（learning）的討論可以有所對話。英國人類學者

Trevor Marchand曾於2005至2007年間邀集幾位有共同興趣的人類學者討論

關於技藝學習（skill learning）與知識傳遞（the transmission of knowledge）

的議題，他們承繼社會學者Foucault、de Certeau以及Bourdieu關於日常生

活的知識與實踐（everyday knowledge and practice）的討論，甚至是更早的

Mauss關於身體的技藝（techniques of the body）的討論，同時回顧Bloch、

Farnell及Jenkins等學者提出關於實踐理論（practice theory）的侷限，進而檢

視學習（learning）、情境學習（situated practice）、體現認知（embodied 

cognition）等議題。他們提出許多的問題，其中最核心的問題是：學習

（learning）與學習所開展的物理和社會環境之間的關係，是千變萬化的，

我們如何能夠妥善的解釋說明（Marchand 2010a：Siii）？他們探究學習和理

解的過程（learning and knowing），認為知識是在過程中被「製造／創造」

（making）出來的，而不只是單方面的給予。因此他們提出，知識是一個介

於人們之間，以及介於人與物與環境之間的對話性與建構性的參與過程。知

識和實踐不是固定不變的，也不是無意識的再製，而是在每日工作與生活的

活動與協商中經常性的重新配置（同上引：Siv）。

在前述脈絡下，知識和實踐的關係是一種以技藝學習為基礎的知識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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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過程（skill-based knowledge）在此過程中，人的心（mind）、身（body）

與環境之間是相互依賴的，也因此，以學徒的身份學習（apprenticeship）就

成為一種重要的態度與方法。自從Michael Coy所編著的專書Apprenticeship

（1989）問世之後，學徒制（apprenticeship）就成為研究的主題與田野的方

法（Marchand 2010b：S10）。以學徒的身份學習，不只限於過去的時間，它

意謂著將特殊的知識傳授給新世代實踐者的一種方法，它是從新手變專家的

必經過程，特別是針對無法透過傳統手段來溝通事物的學習方式，用於那些

必須透過長時間的觀察和經驗才能獲致的隱含的知識（Coy 1989：xi-xii）。

當前高等教育要朝向社會實踐，其社會實踐的步驟為何？所謂的實踐能力從

何而來？以學徒的身份學習或許是必要的基本功夫。然而當前的高教環境，

是否有前述意義下的學徒制（apprenticeship）存在的空間呢？

四、大學作為社會性基礎設施與社會實踐課程

從基礎設施的觀點，有助於檢視當前高等教育中佔有愈來愈高比例的

社會實踐性質課程的現象，反思其過程及現況。教育和文化，經常被視為

是所謂的社會性基礎設施。人類學者Brian Larkin（2013）指出，基礎設施

（infrastructure）是建造而成的網絡，用以促進貨品、人、想法的流通與交

換。近年來學者對於基礎設施的關注與研究已經呈現出，基礎設施所促成的

跨越距離的交換，使得不同的人群、物品和空間得以互動，並以此形成現代

經濟與社會系統得以運作的基礎。基礎設施要能夠達成流通與交換，重要的

是在於系統的建置（system building）。建置完成的基礎設施系統，會同時在

不同的層次上運作，執行其技術性的功能（例如傳輸交通、水、電力等），

在跨越距離的交換過程中，把人和物同時帶入複雜而異質的多重系統當中，

甚至在其各自脈絡的運作過程中又會進一步形成超越原本功能而具有相對自

主性的形式（Larkin 2013：328，330，335-336）。

因此，基礎設施的概念讓我們理解，首先必須要具有物質的形式

（material  forms），例如道路、水管及電線等，其次要有物質的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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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sical networks），例如道路系統、電力系統、污水處理系統、甚至是金

融系統等，最後跨越空間和距離的流通和交換（exchange over space）才得以

發生。上述概念非常適合用以檢視所謂「社會性基礎設施」之教育的狀況。

以下筆者將基於實際將大學內的正式課程結合社會實踐的目標，描述執行的

過程並反思其內涵。

（一）社會實踐課程

Manias是一位返鄉而後創業的布農族青年。返鄉之初，他的心中有一

些想要做的、與自身文化相關的事情，但並沒有很明確的計畫和準備開創自

己的事業。爾後他因為校友的身份，逐漸與在地的大學發展出相互合作的夥

伴關係，緊接而來的發展，速度快的似乎有些出乎他個人的意料之外，他成

立獨立出版工作室，甚至企圖朝向所謂的社會企業的經營方向，希望以販售

明信片、手工藝品等文創商品，加上部落小旅行、背包客民宿經營等商業模

式，以此一方面作為區域手工製作者產品的銷售平台、增加其連接到消費端

的通路，另一方面以及其營收來支持他的核心事業獨立出版和部落圖書館，

使其能夠持續經營。他也順利申請到幾項政府的計畫案，以支持工作室的營

運。因此，在大學教師的課程引導、和社會實踐計畫人員的居中引介協調之

下，大學生一批批的來到位於部落內的工作室和Manias一起工作。

經過初期的討論與規劃（2014年10月至2015年1月），在我帶著課程學

生前往Manias的部落協力的第一個學期（2015年2月至6月），Manias正值

初返鄉的階段，許多事情仍在摸索與適應中，因此他個人與社區發展協會有

比較多的協力關係，尚未以獨立的組織進行工作。大學部和碩士班的學生前

往Manias的家鄉認識部落、參與小米祭儀和打耳祭，深入瞭解族群文化之

後，便展開各式各樣的協力工作：嘗試幫忙規劃生態旅遊的內容，以供協會

申請農村再生計畫、協助撰寫社區營造計畫、幫忙部落圖書館建置和募書工

作、以及族語明信片的設計和繪製等。接近學期末的時候，Manias找到了一

個部落內的空間，他租下那個空間並著手將之改造為工作室，開始在那裡經

營他自己的事業。幾位學生很有興趣的參與最初的大改造工作，將老房子舊

有隔間打通，還有一位很有熱情的學生在暑假期間持續協助空間從裡到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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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以整理成合用的工作室。開學之後是第二個學期的協作（2015年9月

至2016年1月），落成使用的工作室空間同時也是一間對部落居民開放的圖

書館、以及對外經營的獨立出版／書店，同時規劃成為民宿。學生協作的項

目，是在完成初步的整頓後繼續著手空間內外的美化、在適當的地方加上布

農文化的元素和內涵，以至於持續進行族語書籍的美術與文字編輯工作。於

此同時，我鼓勵課程學生形成團隊，團隊中有學生主導規劃了一場以文學為

主題的部落小旅行，也有學生全程拍攝影片記錄整個過程，剪輯完成的影片

可以作為工作室宣傳的微電影。以此，學生和Manias共同思考和嘗試，工作

室經營背包客旅店的可能方式，並以實際行動作為暖身和試作。

然而在大學與工作室的合作進行一年後（也就是前述密集的共同工作的

兩個學期），Manias決定，將工作室的工作項目大幅縮減，回歸到只做核

心的出版工作。畢竟，Manias真正關心和想要投入的，是非正式教育系統

下，族群文化的內涵及其傳遞。社會實踐課程雖然有機會促成正式和非正式

教育系統的相遇、甚至是相互強化，但是卻也在過程中消耗了Manias許多的

精力，讓他無法在與時間賽跑的情況下、全神貫注的投入文化傳承的工作。

因此，Manias的工作室仍然以一年出版兩本族群語言和文化相關的書籍為目

標，但卻不再有一群一群的大學生和碩士生頻繁出入部落和工作室。

因此，在2016年2月至6月間（也就是我帶著學生與部落協力的最後一

學期），我決定調整作法，但沒有改變的是仍然以部落想要的發展及需求出

發，進行協力。因此所做的是媒合陶藝創作的學生、以及部落食坊的負責

人，部落食坊的負責人也是Manias在部落裡長期的合作夥伴，他們一直希望

能結合民宿、餐飲、旅行作為發展方向，其中餐飲的內容都是來自在地的農

產（包含自己種植的蔬菜、水果，自己養的雞等等），我們將來自部落食坊

的餐飲帶到學生所規劃舉辦的藝術饗宴活動上，使用學生的手作陶食器來盛

裝食物，而這些食器在設計製作的過程中也與部落食坊的負責人討論，因為

她也希望未來這些食器能在她的餐廳中使用，增加旅人用餐的美好感受。

在此之後，我雖然暫時不再帶課程學生進入部落協力，但是事實上，

大學和部落的夥伴關係並沒有改變，雙方的合作也並非從此停止，改變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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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充分理解部落的發展需求之後、不再一直透過大學的正式課程帶學生進入

部落的社會實踐。為什麼結合課程帶學生進入地方的社會實踐，以上述的方

式，無法長期的持續下去？筆者認為有以下四個原因。

首先，當高等教育的目標改變了，從校內的知識性的教育方式與內容，

走向與社會結合與尋求實踐，這樣的轉換，事實上需要的是不同系統的建

置。繼而，以社會實踐為目標的教育系統的建置，需要更長的時間，因為需

要被建立起來的是何種物質的形式和網絡，教育者需要用相當長的時間，深

切瞭解在地社會的問題與需求是什麼、以及什麼是適合的合作方式等諸多面

向，才有可能建置起可以運作的系統。再者，系統要能夠持續運作，需要相

當程度的穩定性，然而，在社會實踐的過程中，經常遭遇的情況是，願意

且能夠和大學合作的對象，往往是返鄉的青年、或者是正在經歷自我生活

與生命願景的追尋和重新定位的過程中的人。因此，包含他們的人生與工作

目標、或者所在的居所，都還潛藏著相當高的變動性，在這樣的情況下，教

育的系統要如何建置、如何鋪設、如何持續，就必須面臨變動和不穩定的狀

態。最後，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是雙方的目標並不完全不一致，社會實

踐過程中大學與地方社會、大學生與社區居民的合作，夥伴關係下的雙方協

力必須是朝向共同目標的實踐，合作才得以持續進行，教師也才得以持續帶

學生進入在地社會、展開實踐工作。若無法尋求且獲得共同的目標，則後續

所需要搭建的基礎也無從建立。

回到前述Manias的例子，來說明所謂雙方目標不完全一致的意涵（本

節先說明的是在地社會的需求和目標，大學的目標留待下一節中討論）。作

為一個由外地返回家鄉、想要對自己的族群和部落文化做一些事情的年輕

人，Manias固然從合作的大學方獲得了可以協助自己的、珍貴的人力資源，

然而，在過程中卻也逐漸遠離了原本自己回鄉最想要做的事情。原本是想要

以社會企業的商業模式和文創產品平台的經營作為手段，來支持他的核心工

作。然而以一人工作室的型態，一個人需要處理所有的經營事務卻逐漸影響

他的本業，也就是族群語言和歷史的記載和出版工作。矛盾的是，由於筆者

任教的是非考術科入學的藝術科系，學生的專長是與工藝或藝術的創作或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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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產業經營相關。因此，透過筆者所開設的課程所帶入社區協作的學生，他

們最擅長而能夠發揮專長有效協助的事項，例如繪製明信片以作為工作室可

以販售的文創商品，或是協助規劃部落小旅行等等，初期所有的參與者（甚

至包含Manias在內）都雀躍的投入工作。然而，時間拉長之後，從Manias

的角度而言，前述商業經營（文創商品、小旅行等）對於在地社會現階段的

發展而言，卻是屬於周邊事業的經營，因為在地社會迫切需要的是作為文化

核心的族語出版工作，但卻受限於參與的大學生往往不具有布農語的能力，

因為他們大多並非布農人，也無法在短時間內學會該語言，到達可以溝通、

協助進行耆老訪談的記錄和口述歷史的撰寫、族語書籍編輯出版的工作。因

此，在地社會的核心工作項目是族語出版和文化傳承，但這些難以成為大學

生可以協作的內容。最後只能走訪，但走訪又無法提供實質且深刻的協助，

甚至是成為負擔。

從Manias急迫的以一己之力從事族語出版的工作，在雙方協力之初，筆

者原本期待可以促成正式教育與非正式教育兩個系統之間的對話，然而實際

上卻發現社會實踐課程卻也不一定能夠適切的連結兩者。在地社會中的部落

教育、與高等教育中的正式教育，形成了兩種教育系統，高等教育中的社會

實踐課程，似乎提供了一個機會讓前述兩套教育系統有機會相遇而且互相滋

養；然而，兩者要從相遇到共同成長，卻是有著一段不小的距離。主流社會

的正式教育，不可避免的仍是以競爭力的思維而非文化發展的思維來進行規

劃。

（二）學生的意見

藉由與不同身份參與者的深度訪談，曾經參加筆者社會實踐課程的大學

部學生、碩士班學生、課程助教、計畫兼任助理都分別提供他們的看法。以

下整理成幾個項目來說明。

1. 社會實踐課程：正面的意義與價值

（1） 「當學生從教室走出，思考不再受限於四方空間的路徑邏輯，當討論的

議題是與生活密切相關的社會參與時，離開教學空間適度的活躍了學生

的心智，同時增加參與感，接受新知或引發興趣最佳的方法便是『直



167

高
等
教
育
轉
型
的
人
類
學
反
思
：
以
社
會
實
踐
課
程
的
經
驗
為
例

接』認識，藉由五感的刺激深化印象。」（碩士班學生）

（2）「實境」還是很重要的，學生本人進到場域中去觀看，比案例好很多。

（3） 對於人生意義的思考很有幫助。在協作中，看到別人的生活問題，想想

自己的生活問題，有了比較之後，發現自己的問題其實還好。否則不知

道自己未來的方向。

（4） 對於大學的想像，在社會實踐的工作中達成願望。沒有想到可以用這麼

深入的方式，接觸這些文化，很珍惜這樣的機會。（計畫兼任助理／大

學部課程學生）

（5） 透過學校、透過課程的中介，能夠有機會和部落的人一起工作，是很大

的幫助，是自己一個人無法做到的，個人即便有意願，但是要達成的難

度較高，可能無法成行。

（6）藉由課程的方式可以到訪沒有去過的部落，認識文化、族群。

（7）喜歡在過程中勞動、做事、工作的感覺。

（8） 部落的工作，本來可能進行的很慢，因為有學生前往協力，可以加快速

度完成，也有更多的想法可以參考。

2. 社會實踐課程：可以改進之處

（1） 到現場參訪的時間過於短暫，有掌握到一些關鍵，但仍無法充分瞭解全

貌。無法深入瞭解場域中所面臨的問題，也無法觸發學生的興趣，進而

形成行動。

（2） 學生在與場域的協作中，過度自信，但實際上卻是需要加深知識脈絡。

然而要讓大學生自己主動閱讀、建立知識卻又有點困難。

（3）適合小班制，不超過15個人。

3. 學生想要參與場域中的社會實踐的原因

（1）好奇。新鮮感。好玩。

（2） 不喜歡只是教室內的上課，喜歡有教室外的課程規劃。實際出外與人交

流互動，過程雖然膽戰心驚，但是有收穫且印象深刻。

（3）有互惠關係。

4. 阻礙學生主動參與場域中的社會實踐的因素

（1）覺得到校外上課很麻煩。花費的時間、距離都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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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交通不便。對學生而言，搭火車一個小時，算是一段遠的距離。半小時

以內的車程，比較是可以接受的距離。

（3） 需要花費金錢。到教室以外的學習，若要花費額外的費用，像是保險費

與交通費，有的學生就會遲疑。

（4） 學生的興趣要足夠，才會在場域中深入學習，否則就會只是把事情做完

而已。

（5）被學分綁住，很難有足夠的時間多次到場域中協作。

（6）因為同一時間有其他課程進行，無法配合前往場域的時間。

（7）技術不夠，或沒有信心能完成場域的需求。

（8）不在意。覺得社區中所發生的事情與個人無關。

（9）缺乏活動設計和娛樂性，以致於學生沒有興趣。

（10）覺得自己與部落的人格格不入，無法變得更熟悉。

5. 阻礙社區接納學生到場域中學習的原因

（1） 學生的主動性差。總是需要由社區的人來協助安排學生的吃、住、工作

內容與進度，否則學生不知道在場域中要做些什麼，只是到處亂晃。

（2） 學生到部落做事情，沒有用高標準來看待。因此做事情很隨便、不夠

好，甚至只做到一半，接下來不知道要由誰來完成。

（3）社區中其他人的質疑或反對。看到學生進入場域工作會說閒話。

五、大學與地方的關係，及重新思考大學的角色和定位

若過去的教育受到質疑與批評的問題在於，學院內的學習與真實的社會

脫節（也就是所謂的象牙塔），因而有了後來的教室外學習、或甚至是所謂

的社會實踐。然而如今以社會實踐為基礎的課程導向，卻也招致學生經常向

老師抱怨，每個學期都有許多走出校外、具有實作性質的課程，他們感到非

常疲累、力不從心，即使有的場域中發生的事情他們感到非常有興趣，但是

卻沒有足夠的時間參與，也因此感到遺憾。於此同時，看到（相較於以往）

大量的學生在真實社會中工作，不乏體力勞動工作、技職學習工作等等，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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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對此有褒有貶，褒者將走出社會的高教價值推到極高，貶者視學生的勞動

權益受損、成為無價勞工。由此可見，這是一個極為複雜的議題。然而回到

學習的本身，在校內與校外的學習兩者之間，是否真能找到一個適切的平衡

點？更重要的是，是否形式上走出了校外，大學就必然的「被社會需要」？27

以及，學生要以什麼樣的知識和能力去進行社會實踐？更進一步而言，如果

社會實踐是一種高等教育的創新，創新要以什麼為基礎？

首先需要討論的是，社會實踐課程，在高教轉型的脈絡下，是高等教

育的實然（is）還是應然（ought）？在大學自主的理念下，每一所大學對

於其所應該和適合發展的方向，似乎是有所選擇的。然而，近年來少子化讓

各大學所面臨的財務困境雪上加霜，也因此對於學校外部資源（包含國家各

項計畫與企業資助）的爭取，經常成為不得不的選擇。不論是由於前述資源

的取得（伴隨其所引導的方向），或是由於大學也試圖積極回應社會的期待

（關於大學與社會的連結、及其對於社會發展的責任），當前大學與社會的

關係，是連結而非斷裂，幾乎是毋庸置疑。然而，兩者的連結方式，卻並非

只有一種（產學、學用式的緊密連結），甚至，大學中的人文社會學科，應

該能夠具有批判性的反思力量、前瞻性的預見社會發展可能的問題及提出觀

點。而不只是直接滿足職場上的人力需求，對號入座。因此，本文認為，社

會實踐的課程或行動，應是當前發展的實然、卻非應然，它是一種選擇、與

社會連結的其中一種方式，但卻並非全部和唯一。

以筆者所參與的社會實踐課程而言，其目的在於，藉由課程帶領學生

進入場域，在場域中發展出兼顧在地需求與學生學習的課程內容，在課程中

創造學生與在地居民的互動與彼此學習，進而因應在地需求提出具體行動方

案並成為在地可延續利用的機制。在前一節從基礎設施的角度來檢視，讓我

們得以理解：大學的社會實踐，必須從大學和地方的關係建立開始，且是以

長期永續的關係為目標，以此才得以架設後續教學和協作所需要的系統。因

27　 2016年12月間教育部召開記者會，宣布自2017年開始啟動「大學在地實踐聯盟」，推動「大學

社會責任計畫」，以強化大專校院與區域連結合作，實踐大學社會責任，讓大學和大學生被社

區需要。資料來源：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903605，瀏覽日期2017年
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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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帶有社會實踐性質的高等教育，需要鋪路：認識地方的狀況與需要、帶

進適合的課程與學生、設法讓課程目標（包含教師的教學目標、與學生的學

習期待）和地方需求一致、設法讓學生超越課程延續實踐。

（一）社會實踐課程所面臨的困難與產生的問題

然而，在前述過程中，每一個環節都有其需要克服的困難。首先，認識

地方的狀況與真正的需要，這件事情必須長期深入的觀察相處才得以理解，

若面臨即刻將帶入課程學生的急迫性，則顯得緩不濟急，因此會造成尚未充

分認識理解地方的狀況和需求下就帶入學生，無法達成適當的協作。再者，

即便充分認識地方的狀況和需求，欲帶進適合的課程與學生時，卻會面臨雙

主軸並行如何協調，以及如何找到適合專長的學生等問題。每一個課程設計

都有其欲傳達的主軸內容，而社會實踐又是另一個主軸，因其必須是從地方

需求出發來進行，兩個主軸之間不太可能完全一致而總是需要協調，因此要

讓教師的教學設計、學生的學習期待、和地方需求三者一致，著實是非常不

容易的事情，更不用說一個四十名學生的課堂上，學生的學習期待和能力是

殊異的，而學生擁有的能力卻不一定是地方現階段需要和想要做的事情。最

後，雖然近年有各種努力希望突破大學課程的制度性規範、導向更加彈性的

學制（例如以寒暑期密集課程取代原本一學期18週的課程，或是微學分的構

思規劃等），但事實上制度性的全面突破、大幅更動，在短時間內是不容易

達成的。28設法讓學生超越課程（在沒有選課的學分約束下）延續實踐是個

令人期待的理想，也有不少學生確實有這樣的熱情和心意，但是實際上的修

課學分限制（每學期平均二十至二十四學分左右）往往讓學生的熱情無法實

質延續。因此社會實踐課程導入地方的結果、甚至會造成的問題是，以18週

（一學期）為一個週期，不斷循環，一批一批新的學生進入，重複所有的步

驟，反而不斷消耗地方合作者、計畫人員、大學教師的時間和精力，也讓深

刻的社會實踐無法延續進行。

28　 近期，國立成功大學的學制變革，將「大一全校不分系學位學程」，擴大為「大一至大

四全校不分系學位學程」。其後續發展，值得觀察。資料來源，http://web.ncku.edu.tw/
files/13-1000-168395-1.php?Lang=zh-tw，瀏覽日期2017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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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達成社會實踐的基礎設施建置：具體建議

筆者在過去進行社會實踐課程的過程中，很希望但卻未能做到的是：

大學能有系統且深入瞭解在地，以及當地面臨的重要問題與困境。筆者認

為，實際進行社會實踐課程，是一個理論與實踐不斷往來對話的過程，在這

個過程當中，有數種不同層次的主客體關係並存。首先，從教師作為一個研

究者（和教學者）出發，在地社會起初是作為研究（和教學）的客體，然

而，教師作為研究（和教學）的主體，並非抱持著固定不變的目標前行，在

與當地居民互動和共同工作的過程當中，在地的狀況與需求、居民的想法與

行為等，都時時影響者教師／研究者。而學生的行為與反應，也同樣影響著

教師。教師／研究者的規劃與作為，變動性的回應前述兩者（在地居民、學

生）的狀態。甚至，在前述案例中，Manias的決定（同意或拒絕合作），也

改變在地社會和大學間的工作方式與關係（大量緊密的互動和協作，或僅以

專案的形式協作），這個過程中涉及他如何評估和取用大學所提供的資源、

以及其所帶來的負面影響。由此可見在地居民不只是被動的接受者，而是具

有主體意識的行動者。而學生同樣的也不只是作為學習的客體，個人選擇參

加或不參加、積極參與或消極參與社會實踐行動，都包含其主體意識在其

中。因此，所有的參與者（包含教師、在地居民、學生、計畫成員等），在

社會實踐的行動中，都是互為主體性的關係。

以教師／研究者的立場而言，前述理論與實踐往來對話的過程，必須經

歷以下三個階段：（1）對於在地社會及現象的充分認識與掌握（藉由區域性

的普查和以長時間所獲致的認識理解），進而能區分結構性、個別性問題。

（2）思考個人學科領域與研究專長如何進入，以及如何藉由課程帶學生進

入。進而思考如何與跨領域老師協力。（3）進入場域之後發現的實際問題與

排解（與無法排解）。對於社會問題的解決，思考建立模式的可能性。進而

思考模式的在地性（A地模式B地不必然適用）以及普遍性（具有轉移他地的

可能性）。

由此，再次回到一個學期18週可以做的事情來思考。18週看似很長，

但當學生必須經歷從學習動機和主動性的萌發、到系統性的知識學習、以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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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在地方社會中的知識應用與實踐、甚至是實踐後的反思檢討，這樣的過程

放進18週內，就顯得勉強。如果我們期待，藉由社會實踐課程，學生能夠真

實的認識社會、甚至解決問題，那麼，在短時間內所發展出來的行動方案，

是否真能有效解決社會問題？更進一步的問題是，在現在的發展方向上，我

們如何思考，在社會實踐與系統性知識（包含能針對主題進行批判思考）之

間、在專業養成與跨領域學習之間，大學所培養學生的專業性（expertise）

如何建立？

關於專業性的探問，事實上非常需要在當前社會鼓勵創新創業風潮下進

行深刻的反思。近年來台灣社會興起一股鼓勵創新創業風潮，社會創新29是

需要的、值得肯定的，然而高教崩壞、學歷貶值，不等於離開學校、放棄學

歷的創新創業是唯一的出路。更何況，創新無法憑空而來，創新所需要的能

力又該如何培養？若忽視這些問題，而一昧鼓勵創新，便會落入風潮下的迷

思：學歷通膨是浪費社會成本，應該離開學校停止無用的學習。又或者，在

創新創業競賽（如TiC100、Start-up Taiwan等）中得獎之後，所謂創新的內

容，是否真能連結學生個人職涯的創業，以至有助於社會的永續發展，都還

有待觀察。於此同時，身在高等教育中，必須重新審視的是，這個時代大學

教育要扮演什麼角色，教給什麼能力？

當前高等教育中對於社會實踐課程的強調，連結到的是大學的社會責

任。然而，需要深究的是，大學應該擔負的是什麼樣的社會責任？是對學生

負責或者是對地方負責？是大學的社會責任或者是大學的教育責任？回到根

本而言，高等教育的目標應該是什麼？如果教育責任和社會責任兩者可以一

致則達成雙贏，但又或者兩者有可能互相矛盾，甚或把大學對學生的教育責

任轉嫁到地方、而將之名為社會實踐？大學的公共性是重要的，但並非走進

社會就一定能達到有意義的實踐。回到大學的教育責任，應該考量的是學生

的專業性與能力的培養。

29　 社會創新泛指知識、產品或服務上的改進，其中包括現有業務模式、程序和方法的新應用以對

應社會需要。資料來源：http://www.sie.gov.hk/tc/faqs/about-si-and-se.page，瀏覽日期2017年1
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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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不能放棄其知識追求與探討的定位，創新和實踐必須以堅實的

知識作為基礎。若欲使大學生前往地方社會進行實踐或協作，在那之前，實

在必須培養充足的知識和思考、分析、判斷的能力。更重要的是，這樣的實

作是建立在地方的需要上而發生的，如何洞察地方的需要，思考有助於其永

續發展的方式，便需要重要的基礎研究。

因此，大學能做和應做的事，就不只是不斷的帶學生進入到地方社會

而已，必須發展出更豐富的社會實踐的層次。此時，教育作為社會性基礎設

施，所流通和交換的，應該仍然有系統性的知識的這一個面向。高等教育在

地方上的角色與責任，不只是把人帶到地方上，更重要的是人們能夠有可以

留下來長久生活的方式，包含個人的核心工作以及支持他的方式與網絡。在

進行社會實踐課程的過程中，曾經失敗、或者成功連結之後卻讓參與者感到

疲乏而無以為繼的主要原因是：在地實踐的美好理念需要一個龐大的網絡來

支持，包含計畫人員作為中介、大學端的老師和學生、在地社會端的在地主

要承接者、以及他的合作者（包含在地與外地）。所謂在地主要承接者，指

的就是和大學端的計畫人員和教師密切接洽討論雙方合作方式的人員，為讓

合作得以順利，過程中有許許多多聯繫協調的工作，這會佔據他原本工作

的時間，這在只有一人工作的情況下更形加劇。因此，在強調大學的社會責

任、發展大學與地方社會的夥伴關係及設計社會實踐課程的同時，不能忽略

的是，地方社會的創新工作，需要社群支持。否則，將會造成過度美化了青

年返鄉、社會創新的力量，而忽略其背後所需要的網絡。返鄉、創新之後，

還有許多有待解決的問題。被各方期待的一個返鄉青年，無法一肩扛起所有

的工作，然而在返鄉初期，他卻很不容易找到適當的工作夥伴，這有可能是

因為他的人際網絡需要重新建立，也有可能是因為地方上原本就因為青壯人

口外流而缺少可以合作的對象。

近年來對於大學的社會責任的提倡，使得大學同時肩負兩個目標：大學

教育的改變（透過具有社會實踐的課程，帶學生進入場域中學習）、以及地

方社會的發展（大學要善盡其社會責任，透過大學與地方建立起能夠協力的

夥伴關係）。然而，原本期待的大學制度的彈性化或鬆綁，並未如預期容易

改變，於此同時，在選課制度尚未改變前，學生的選課意願也影響開課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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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在現行畢業學分的計算方式下，選擇某些課程會讓學生得到「無用」

的學分）。其次，社會實踐實際上需要以對於地方社會深度的認識理解為基

礎，才能知道學生的社會實踐要以解決什麼問題或達成什麼目的為目標，真

正的協力不只是參訪體驗式的到場，而是需要長時間瞭解地方及其問題。淺

碟化的協力對於大學和地方關係建立也不一定有所助益。在此過程中，身為

教師也必須不斷反思與確立在回應具體社會問題時，大學所扮演的角色。

所謂「做中學」、「社會實踐」，學者夏林清（2012）指出，在哲學領

域中，實踐（praxis）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概念。實踐一詞在馬克思主義的

理論中等同於社會實踐一詞，它是指人們改造客觀世界的社會活動，它具有

能動性、客觀性和社會歷史性等特點。作為研究方法，「實踐」是指理論與

實做之間，來回著修正二者的辯證張力（the dialectical tension）；亦即，一

位研究者的研究行動就是他的實踐，因為在他的研究行動中，可以看到他對

特定現象的瞭解分析（理論）與探究（研究策略的實施）。一位教師的教學

活動也是他的實踐，因為在其中有這位老師對學生學習狀態的假設（理論）

與改變學生學習狀態的方法（實做）（夏林清 2012：319）。而本文主張，在

認為我們能夠改造社會之前，我們必須先謙虛的認識和理解它，並且應以知

識作為行動的基礎。

大學身處於社會之中，兩者並非相對獨立的存在，而是有著關連與互

動。然而，大學與社會連結的方式，不必然是（產學、學用式的）緊密的結

合，不必然僅止於培育應用人才、讓大學成為社會的服務站。以人文社會學

科而言，更重要的是朝向學術公共性、批判性的社會參與。在此前提下，對

於大學的社會實踐，提出以下建議：

1.  從基礎設施建置的觀點，在實際透過課程帶學生進入場域之前，教師團隊

必須先針對區域性的場域和議題有以研究為基礎先行盤點，並深入研究以

作為後續實踐的基礎。個別課程內，則必須以知識性的討論（與辯證）和

知識的建立作為基礎。在前述兩項所鋪設的基礎網絡上，才能帶學生進入

到場域之中。

2.  大學和地方關係的建立，進而建造起作為學習和實踐的網絡，需要時間，

並且需要形成情感的連結、彼此瞭解，才有協作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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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實際的社會實踐課程規劃與執行：在現行體制下，由於是在有限的時間

（一學期18週）、陌生的環境中，因此必須為學生設定明確任務與目標，

並且設法讓學生在一學期間多次（期初、期中、期末）進入場域，才可能

有良好品質的協作和實踐。

4.  超越（不受限於）18週的可能方式：教師和正式課程其實只是中介，為學

生開啟進入社會實踐的入門與連結，後續超越課程的持續行動，是被期待

的，但必須來自於學生的自主追尋（或不追尋），才有可能延續實踐的深

度。

5.  必須有意識的是，所建置起來的社會實踐的網絡，是一個複雜而異質的系

統，它的運作有可能超出預期。

六、結語

「需要有多久的時間，才能對原住民族文化掌握充分的認識？需要有多

麼接近，才能獲得生命親切的熟稔？需要何種文類的深描，才能揭露文化動

態的真相？需要何種型態的實踐，才能落實基本的人文關懷？」這是長期關

注台灣原住民社會文化的人類學者王嵩山在其《台灣原住民―人族的文化旅

程》（2010）一書的序言開端所寫下的一段話。這段文字充分展現一個人類

學者認識世界的方式、以及從中所發展出來的實踐。在強調社會實踐的高教

轉型發展方向下，人類學者可以在其中貢獻的觀點和視野，來自於我們所受

到的訓練和理論關懷。在每一個研究中，人類學者都從頭開始作為一個學習

者，嘗試掌握在地觀點（native point of view），若有進一步的應用與倡議

（如應用人類學與公共人類學）也必然是從在地觀點出發。

如果教育是讓人成為某一種人的方式，具有在地文化內涵的教育和部落

教育對於一個人在受到陶養之後所成為的樣貌的期待，與主流教育不同，主

流教育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然反映國家對於其公民所具有的素養的期待。而

大學的社會實踐課程，應該可以是前述兩種教育的相遇、甚至交流。在不忽

視其差異的情況下，為讓前述兩者相遇，需要建置系統，架設起一個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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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甚至行動，可以在其間流通的管道，交流也才有可能發生。

面對快速變化的社會，身在高等教育當中也必須重新思考大學的定位。

教育與社會創新、以及大學的社會責任，都是大學的教師必須努力的方向。

本文反省當前大學的社會實踐課程，在理想和現實之間存在著落差，理想上

要透過社會實踐課程來達成的目標，無法完全對應到實際發生的狀況。藉由

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的概念，來檢視前述落差。同時更進一步回到根

本思考高等教育的意義，是要培養學生成為什麼樣的人，應該具有的是什

麼樣的教育的內涵（對應於高等教育）、以及文化的內涵（對應於地方社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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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s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ontemporary Taiwan:

A Study on the Courses of Social Practice

Yi-fang Chen
Department of Arts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Higher education is going through dramatic transformation globally. 
Education is regarded as social infrastructure which is significant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culture and society of a country. ‘Education’ refers 
to the process of giving and receiving systematic instruction at schools 
or universities, whereas ‘learning’ is informal and usually related to 
cultural transmission. In the past ten years, the government of Taiwan 
set up various projects to forg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their local societies. These projects establish courses with the intention 
of bringing students to engage in practical study within actual society,  
working with people in local communities. However, I argue that, due 
to changes in the goals of education, a new infrastructure needs to be 
established. Without awarenes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system, the 
goal is not likely to be achieved.

Keywords:  higher education, learning, apprenticeship, infrastructure, 
social innov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