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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社區大學自1998年成立以來，已經為台灣社會的公民社會、知識解
放建立了良好的基礎，對台灣地區地方學的知識建構與社區行動也
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然而，社區大學在地方學學程建構方面仍然存
在一些從行動到知識面的困境，需要關切成人教育與社區大學發展
的理論與實務工作者一起努力尋求解決。
本研究擬深入探討社區大學地方學之發展基礎與歷程，以及地方學
學程建構之理論架構與實踐內涵。首先檢視社區大學與地方學發展
之歷史脈絡及其發展現況，其次則從地方知識型塑與地方學建構之
理論架構，分析地方學之知識內涵與社區大學地方學學程之可行模
式與具體可行之實踐層面。綜合言之，本研究期盼達成以下研究目
的：
一、探究地方學之相關理論及其內涵。
二、分析社區大學地方學發展的歷史脈絡與內部歷程。
    三、分析地方學與社區大學之相互影響與互動關係。
    四、從地方知識和地方學理論探討社區大學地方學學程之架構
與內涵。
    五、提出社區大學地方學學程建構的實施策略或可行模式。
    為達成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分成三個階段進行資料蒐集與分
析，研究方法包括文件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 method）、焦
點團體訪談法（focus group method），以及個案研究法（case
study method）。最後，本研究結果提出以下幾個重點：一、提出
地方學的理論與內涵；二、提出地方學學程的理論與架構；三、說
明各主要社大地方學學程的背景與內涵、推動策略、困境及改善之
道。根據研究結果，本研究亦針對政府、社區大學和未來研究提出
相關建議。

中文關鍵詞： 社區大學、地方學、地方學學程

英 文 摘 要 ： Taiwanese community universities’ advocacy of citizen
society and the emancipation of knowledge has led to a huge
impact on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construction and
community movement regarding Taiwanese localogy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munity universities in 1998.
Nevertheless, obstacles concer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ogy programs via community universities exist while
examin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or actions.
Therefore, it requires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orists
and practitioners who are willing to show their concern for
adult educ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universities.
         This research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al
foundation and process of localogy via community
universities; also, it examines the theoretic framework and
the intrinsic value of practice through the explor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ogy programs. First of all, it
scrutinizes the historical context and current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universities and localogy; secondly, it
analyzes the knowledge context of localogy and its



feasibility and practice via community universities. In
conclusion, the purposes of this research are as follows:
   1. An exploration of relevant theories and intrinsic
values of localogy.
   2. An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context and interior
progress of localogy via community universities.
   3. An analysis of the mutual influences and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localogy and community universities.
   4. An exploration of the structure and intrinsic value
of localogy programs via
community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cal
knowledge and theories
of localogy.
5. A suggestion for the strategies of practice or feasible
pattern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ogy programs via community universities.
To reach the research purpose, the research sets a three-
stage plan inclusive of document analysis method, focus
group method, and case study method. At last, this research
will provide in-depth analysis and relevant suggestion
based on the result of the research.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we proposed as follows: (1) theories and intrinsic
values of localogy ; (2) Structures of  localogy programs
in the community university ; (3)Contexts and procedures of
the programs of localogy in the community universities ;
(4)The strategies, difficulties and solutions of  localogy
program in the community universities.

英文關鍵詞： community university, localogy, localogy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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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社區大學自 1998 年成立以來，已經為台灣社會的公民社會、知識解放建立了良好的基礎，對

台灣地區地方學的知識建構與社區行動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然而，社區大學在地方學學程建

構方面仍然存在一些從行動到知識面的困境，需要關切成人教育與社區大學發展的理論與實務

工作者一起努力尋求解決。 

本研究擬深入探討社區大學地方學之發展基礎與歷程，以及地方學學程建構之理論架構與

實踐內涵。首先檢視社區大學與地方學發展之歷史脈絡及其發展現況，其次則從地方知識型塑

與地方學建構之理論架構，分析地方學之知識內涵與社區大學地方學學程之可行模式與具體可

行之實踐層面。綜合言之，本研究期盼達成以下研究目的： 

一、探究地方學之相關理論及其內涵。 

二、分析社區大學地方學發展的歷史脈絡與內部歷程。 

    三、分析地方學與社區大學之相互影響與互動關係。 

    四、從地方知識和地方學理論探討社區大學地方學學程之架構與內涵。 

    五、提出社區大學地方學學程建構的實施策略或可行模式。 

    為達成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分成三個階段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研究方法包括文件分析

法（document analysis method）、焦點團體訪談法（focus group method），以及個案研究法

（case study method）。最後，本研究結果提出以下幾個重點：一、提出地方學的理論與內涵；

二、提出地方學學程的理論與架構；三、說明各主要社大地方學學程的背景與內涵、推動策略、

困境及改善之道。根據研究結果，本研究亦針對政府、社區大學和未來研究提出相關建議。 

 

中文關鍵詞：社區大學、地方學、地方學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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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Taiwanese community universities’ advocacy of citizen society and the emancipation of 

knowledge has led to a huge impact on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construction and community 

movement regarding Taiwanese localogy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munity universities in 

1998. Nevertheless, obstacles concer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ogy programs via community 

universities exist while examin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or actions. Therefore, it 

requires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orists and practitioners who are willing to show their 

concern for adult educ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universities. 

         This research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al foundation and process of localogy via 

community universities; also, it examines the theoretic framework and the intrinsic value of 

practice through the explor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ogy programs. First of all, it 

scrutinizes the historical context and current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universities and 

localogy; secondly, it analyzes the knowledge context of localogy and its feasibility and practice 

via community universities. In conclusion, the purposes of this research are as follows: 

   1. An exploration of relevant theories and intrinsic values of localogy. 

   2. An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context and interior progress of localogy via community 

universities. 

   3. An analysis of the mutual influences and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localogy and 

community universities. 

   4. An exploration of the structure and intrinsic value of localogy programs via  

community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cal knowledge and theories  

of localogy. 

5. A suggestion for the strategies of practice or feasible pattern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ogy programs via community universities. 

 To reach the research purpose, the research sets a three-stage plan inclusive of document 

analysis method, focus group method, and case study method. At last, this research will prov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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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pth analysis and relevant suggestion based on the result of the research.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we proposed as follows: (1) theories and intrinsic values of localogy ; (2) Structures of  localogy 

programs in the community university ; (3)Contexts and procedures of the programs of localogy in 

the community universities ; (4)The strategies, difficulties and solutions of  localogy program in the 

community universities.   

 

英文關鍵詞：community university, localogy, localogy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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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問題背景與重要性 

社區大學運動自 1998 年開始以來，已經席捲了台灣社會，對台灣的政治、社會與文化氛

圍，甚至在教育方面從正規教育體制改革的政策影響到非正規之終身學習風氣的引動，可以說

是徹頭徹尾的引發了教育與社會改革雙重的翻轉，此種翻轉表面上看似一瞬間的「社會運動」，

事實上，若仔細加以審視，卻可發現此乃是一種日積月累的漸進式「社會改革及地方社區知識」

的建構過程。 

    在台大黃武雄教授的理念啟發之下，社區大學揭櫫以人為本的終身學習改革理想，致力於

以建構公民社會與推動知識解放的核心理念，進而開展出學術、社團和生活藝能等三大類課

程，作為社區大學在啟發人類知識，推動社區行動與培力，以及激發批判思考和生活創意之課

程內涵，十八年來，社區大學在正規與非正規教育、社區營造與文化紮根、環境保護與生態行

動，以及社會各類弱勢團體的喚醒及培力等方面，均產生很大的影響力，對台灣社會中的生活、

生態和生產環境，產生了非常重要的改變。 

    地方學原本乃是一種地方政府與文史學者共同致力於方志或地方研究的一個專業領域，許

雪姬（2011）指出，台灣地方學的產生背景受到四大因素的影響，分別是台灣政治的解嚴、地

方歷史的認同度提升、地方的自主性增加，以及科技資訊發達等。的確，王御風（2011）也認

為，1990 年以後的社區大學運動和「地方學」的產生有著深厚的淵源，在教育改革運動、社

區營造運動，以及本土化運動的推波助瀾之下，宜蘭學、屏東學、高雄學等所謂的「地方學」

在 1992 年以後陸續成為社區大學發展過程中，充分結合課程規劃、知識學習與社區實踐運動

的地方知識累積性特色，甚至逐漸成為社區大學的「顯學」。 

    研究者長期投入社區大學課程規劃審查、成人教育師資培訓，以及評鑑輔導等相關領域，

非常關切社區大學在轉型發展的過程中所面對的「主體」性問題，換言之，從十幾年來所發現

的社區大學發展問題，主要在於從行動培力之後，應該轉而成為知識的模式或框架，或者說是

將社大的發展經驗提升到精緻或更高層次的知識管理層次，否則，社區大學可能只會持續的成

為社區活動的「過動兒」，彰顯的只不過是結合社區資源，發展成很多社區活動的「活動辦理

者」，其在課程規劃、終身學習核心素養、地方知識累積，以及建構一套「地方學」的可能性

在哪裡？這些似乎是需要加以深思並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有鑑於此，研究者認為有必要進一步深究社區大學在地方知識建構中的角色，藉由地方學

與社區大學課程建構的歷程之檢視，重新找到社區大學在發展過程中所凝結的社區行動與社區

知識力，一方面為社區大學的課程教學內涵找到更完整的課程知識地圖；一方面讓地方學在發

展與建構過程中充分吸收社區大學地方行動與實踐的養分，使社區大學在發展公民社會、促進

知識解放之外，能更具體的建構社區大學地方學學程之架構與內涵。以下乃將本研究的動機與

背景分別加以陳述和深入分析之。 

 

貳、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一、研究動機 

    基於以上研究問題背景之說明，研究者對社區大學與地方學建構之研究動機可以歸納為以

下三項： 

（一）社區大學發展過程中關於「地方學」的醞釀與激發：研究者自 1998 年以來及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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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社區大學相關領域的理論與實務，除發表超過十幾篇以上的社區大學相關論文與專書論著

之外，亦在社區大學的實務上多所投入，包括曾經開設過兩所社區大學，近年來則持續在社區

大學課程規劃與審查、社區大學課程認證、社區大學成人教育師資培育，以及社區大學評鑑與

輔導實務上多所參與，因此，研究者經常在與社區大學行政人員、教師等互動的過程中跟他們

討論很多社區大學課程規劃、教學與招生等相關議題，瞭解社區大學長期致力於與社區和地方

各類資源建立夥伴和合作的關係。由於社區大學的草根運動特質，加上充分結合社區師資所推

動的「以生活經驗知識為中心」的學習課程之規劃和執行，幾乎已經使社區大學成為與地方社

區共存共榮的「生死夥伴」，因此，社區大學的很多課程已經發展成為「在地的花蕊」，在社區

大學教師與行政人員的用心規劃和經營下，社區大學很多課程都頗具有「在地性」，因此，「地

方學」或「地方學學群」的說法，已經在他們的口耳相傳過程中，逐漸成為社區大學發展特色

和建立地方知識的醞釀過程，雖然他們在規劃和執行課程以及各種討論社大和地方學的論述

中，賦予了社大「OO 學」（以縣市或鄉鎮社區或社大的名稱）的知識論述，可是，實際上其

內涵卻是缺乏系統性、組織性，或者具有穩定性的課程發展歷程，因此，社區大學的地方學始

終是社大一方面引以為傲的地方特色，卻又是個矛盾而無法說清楚的知識內涵或課程架構，甚

為可惜，研究者因此覺得有必要透過學術理論的探究和分析，協助社區大學發展地方學的知識

系統、理論架構，甚至檢視或重新建構其課程教學內涵。 

    （二）研究者長期關切社區大學之課程規劃與學習內涵：社區大學的學習長期以來被歸類

在正規教育體制之外，屬於一種非正規教育的學習課程，或者說是具有終身學習和社區學習的

基本特質，因此，社區大學的課程規劃和學習有別於傳統的「教育學」知識，而是一種以問題

為中心，以生活經驗為主軸，連結社區與在地特色的地方知識型態，展現出符應成人生涯發展

歷程的「成人教育學」知識，因此，社區大學的學習具有情境學習的本質，重視經驗學習的反

思，更強調批判思考的建構，以及批判性與創造性之社會行動的實踐，有鑑於此，社區大學之

課程規劃除以成人心理學為基礎之外，也有其獨特的哲學和社會學背景，發展出以人為中心的

學習，擴展到「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等人與環境的互動、對話、溝通和學習。

因此，社區大學的課程儘管目前看來絕大多數是基於學習者休閒或社交互動的學習目的，但

是，對於社區大學的課程設計和方案規劃者而言，社區大學的課程仍需要有系統性、組織性、

一貫性，以及知識的深度與廣度，不能只是讓學習者完全自由而沒有紀律的學習，因此，透過

成人終身學習理論的引導，讓社區大學的課程規劃更具有廣度和深度，並進一步改善其教學內

涵與成效，乃是關切社區大學發展非常重要的策略之一。 

    （三）地方學之相關文獻甚多，然缺乏理論廣度與深度：地方學的研究學者以歷史或地理

學領域之學者專家和實務工作者較多，如地方政府通常以「縣志」或「文獻專刊」開啟地方學

的相關論述與知識建構，因此，地方學多是以「縣史」或「鄉鎮史」的型態出現，且重視的是

在地方文化和地理人文的歷史過程，如宜蘭學，而較少以跨區方式出現，甚至在社區大學地方

學（群）的創設過程中，地方學仍是非常彈性、多元的內涵，在地方與社區環境的知識建構過

程中，地方學始終是一個具有區域特色，卻少見到更多與理論知識搭配建構的「地方學理論」。

後來在社區大學的發展過程中，地理學與環境生態內涵逐漸融入，使得社區大學與環境生態議

題或環境教育有了多對話的機會。然而，探討社區大學地方學的文獻也不多，其中較早且有系

統的是「北投學」和「屏東學」，北投社區大學繼承北投文化基金會的傳統，從 2000 年開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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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北投學相關的書籍，並辦理北投學研討會；而屏東學也在 2006 年之後陸續以專題講座和歷

史導讀，在屏北社區大學逐漸深根。綜合言之，研究者參閱相關文獻（王御風，2011）之後認

為地方學缺乏廣度與深度的原因有三：1.地方學範圍廣泛，縣市政府、大專院校等學術機構、

文史工作者，以及社區大學等機構或組織均投入，其領域廣泛，難以整合；2.地方學從文史和

地理擴及於環境、社會，以及自然等領域，仍有待更多學者進行跨領域的整合性研究；3.社區

大學比較擅長生活經驗的分享、連結與社區行動，換言之，著重於社區營造的在地培力與實踐，

至於在課程規劃、知識理論學術研究，以及課程推廣方面，則仍然缺乏專業人力與相關資源的

投入。 

二、研究目的 

    基於以上研究問題背景與研究動機，本研究擬深入探討社區大學地方學之發展基礎與歷

程，以及地方學學程建構之理論架構與實踐內涵。首先檢視社區大學與地方學發展之歷史脈絡

及其發展現況，其次則從地方知識型塑與地方學建構之理論架構，分析地方學之知識內涵與社

區大學地方學學程之可行模式與具體可行之實踐層面。綜合言之，本研究期盼達成以下研究目

的： 

（一）探究地方學之相關理論及其內涵。 

（二）分析社區大學地方學發展的歷史脈絡與內部歷程。 

    （三）分析地方學與社區大學之相互影響與互動關係。 

    （四）從地方知識和地方學理論探討社區大學地方學學程之架構與內涵。 

    （五）提出社區大學地方學學程建構的實施策略或可行模式。 

     

根據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將研究問題擬訂如下： 

（一） 地方學之理論與內涵為何？ 

（二）社區大學地方學發展之歷史脈絡與內部歷程為何？ 

（三）地方學與社區大學之相互影響與互動關係為何？ 

（四）地方知識建構體下，社區大學地方學學程之理論架構及內涵為何？ 

（五）社區大學地方學學程建構之策略和可行模式為何？ 

 

參、名詞釋義 

    本研究將相關重要名詞解釋如下： 

    一、社區大學(community university)：所謂的社區大學係指由地方政府主辦或委辦之非正

規終身學習機構，其學習之課程內容係以成人教育學理論為基礎，以社區教育內涵為實踐，在

黃武雄教授的知識解放與公民社會理念引導下，社區大學主要是以開設學術、社團和生活藝能

三大類課程為主，因此，社區大學著重的是成人整全思考的訓練、批判能力的養成，以及社區

行動力的培力，各縣市政府在委託民間非營利組織推動社區大學推動終身學習的過程中，也同

時完成了終身學習、社區培力、弱勢關懷與環境教育，以及文化紮根等目標。自 1998 年以來，

全台目前已有八十幾所社區大學，遍佈全台主要縣市和鄉鎮地區，對台灣社會地方知識和社區

能量的提升頗有幫助。 

    二、地方學(localogy)：「地方學」原來係指基於區域的歷史、人文和生態環境等之研究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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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與分析，因此，地方學主要是以歷史學、地理學、人類學和社會學等為基礎所含括的社區或

區域性人文社會條件之分析。地方學小至於以鄉鎮社區為中心的研究（如北投學），大至於以

縣市或更大的州區或城市的研究（如宜蘭學、台灣學、台北學等）近年來，地方學的範疇在社

區大學和社區營造的影響之下，其內涵乃將人、知識與土地合而為一，因此，地方學探討的除

了是理論知識之外，也包含社區的行動與實踐（周姿芬，2006）。此外，地方學的英文名稱原

來是＂The study of local histories＂，經過台灣十幾年來社大的投入實務經驗之後，地方學似乎

也在 2009 年之後，逐漸成為台灣的顯學之一，因此，研究者認為其名稱也可逐漸用＂localogy

＂取代之。 

    三、地方學學程(localogy program)：「地方學學程」顧名思義乃是將地方學應用在整套的

課程規劃和教學設計之中，使之成為一套有組織、有系統的一套課程規劃組合，其理論面向包

括有生活文化、價值觀念、血緣地緣、組織社團、環境資源、產業經濟、人類生態、空間區域

等，進一步而言，可以包括具有時間屬性和空間屬性的課程元素，在時間屬性方面包括有：族

群社會關係、地方人物派系、民間風俗習慣、宗教信仰變遷等；在空間屬性方面包括有：城鄉

關係探討、地方鄉土研究、產業活動發展、環境資源分析等（倪進誠、江天健等，2005）。根

據上述地方學理論架構與議題，社區大學的地方學學程因此可以開設一系列與在地人文、社會

和自然環境結合的相關課程，這些課程則可與社區大學的學術性學習、社團性活動和生活藝能

性實作等教學學習方式作了非常深度的結合，使地方學的知識與社區性的行動成為社區大學地

方學學程的重要特色。 

 

肆、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基於時間、空間和人力、物力、經費等條件限制，研究內容僅限於以下範圍，茲說

明如下： 

一、在研究主題方面：本研究擬針對台灣地區有關地方學的發展背景、歷史脈絡，以及理

論內涵進行分析與探討，當然也納入社區大學的地方學之建構過程，以及地方學學程之架構內

涵和推動策略，研究重點強調從社區大學地方學的理論建構，以及社區大學地方學學程之實踐

面向為焦點。 

二、在研究對象方面：本研究在研究對象方面除地方學相關文獻資料之外，尚包括社區大

學地方學的實際課程資料，以及在資料蒐集過程中將訪談的社區大學學者專家、行政人員、教

師，甚至社區大學學員等等。 

三、在研究方法方面：本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將採用文件分析法、焦點團體訪談法，以及個

案研究法等三種方法。 

本研究基於以上研究範圍與限制，研究結果只針對社區大學地方學之理論與建構提出結論

與建議，至於學術界之跨領域的地方學整體發展與未來規劃方向之探討，則非本研究探討之主

要範圍。 

 

伍、文獻探討 

  一、地方學相關理論：地方、地方知識與地方學之內涵與論述 

    （一）「地方」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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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的文獻中，各種與「地方」(place)相關的名詞通常會交互出現（May, 1970；洪如玉，

2013），如「地區」(area)、「區域」(reign)、「位置」(location)、「社區」(community)、「鄉土」

(hometown)等等。因此，地方（place）是一個非常平凡但是卻意義非常深遠的生活用語，地方

在英文中有很多解釋和意義，在中文中一樣也有著很多相似，但卻又不完全相同的意義，如地

方、場所、所在等等（洪如玉，2013）。地方教育學者 Gruenewald(2003)認為地方概念包括五

個重疊的面向：1.知覺；2.社會學；3.意識型態；4.政治；5.生態，因此，可以分別從現象學、

社會學、人類學（文化研究）、政治學與生態學等角度來探討地方概念與地方經驗的意義。 

    Lukermann(1964)認為地方概念包含六種因素：1.位置(location)；2.包含自然與文化兩種因

素；3.每個地方不同，但有相關，因此不同地方形成某種循環或系統；4.地方具有定位性，地

方從小到大具有涵蓋性；5.地方具有變動性與歷史性，新舊文化的交替會影響地方的意義；6.

人對於特定地方具有特定信念，每個地方均有其特殊意義。的確，正如洪如玉（2013）所指出

的：人的存在、出現與被知覺的關鍵，常是因為人們存在背後的環境脈絡。換言之，人的存在

意義與其存在的地方有重大關聯性，「地方/空間」和「人/社區」有著密切的關係。 

    Relph(1976)指出因為人們經驗到地方的遠近親疏，因此會產生不同層次的空間感：1.實用

與原初空間(pragmatic and primitive space)：可以讓不經反思且本能行為與無意識活動展開與發

揮的空間；2.知覺空間(perceptual space)：個體對空間的身體直接感覺經驗，但屬於被動的；3.

存在空間(existential space)：是指個體主動建構與創造意義的能力，也是集體經驗的空間；4.

建築與規劃空間(architectural and planning space)：透過有意識、精心設計的思慮所建造的空間；

5.認知空間(cognitive space)：是指具有長寬高等三個向度的概念化空間；6.抽象空間(abstract 

space)：透過理論、數學或邏輯關係所掌握的空間。由此可知，人與地方空間所產生的知識與

論述並非僅止於單一的面向、靜態的面向、有形的面向，它們甚至是跨越時空的。 

    此外，Relph 也從現象學存在主義哲學中得到靈感，提出地方的「屬真性」(authenticity)

與「非屬真性」(inauthenticity)兩種意義層次或地方感。前者指的是對地方態度的深度地真實、

純粹、不虛偽，以及自我坦誠等特質，是指對地方的全然覺知，換言之，乃是對複雜的地方認

同有一種完整、直接且真實的經驗，此種經驗不會被扭曲，也不會受其他刻板印象所影響，洪

如玉（2013）認為此種真誠的地方態度可以稱之為對地方之「共同體」(the commons)的認同，

也就是兼具具體環境與精神環境的認同；後者指的是對地方態度的疏離、無感或斷裂感，它的

極致就是「乏地性」(placelessness)，包括一些無聊單調、嘩眾取寵，以及浮誇虛偽的景致。此

論述非常清楚的點出一個深度的省思，亦即社區意識、社區共同體的產生乃是基於傳統社會的

自然凝聚力的形成，是一種「內發性、主動性的地方社區感」，並非完全透過現代性的文化節

慶、社區營造等框架式的「外塑性、被動性社區感」。 

    （二）「地方知識」（local knowledge）的論述 

    地方知識是指在一個社區中的人們歷經數代且持續地發展出來的知識，這些知識具有以下

特質（Warburton & Martin, 1999）：1.奠基於經驗的；2.歷經數世紀的考驗；3.與地方文化和環

境調適融合在一起；4.蘊含於社區實務、機構、人際關係和相關儀式之中；5.在很多個人和社

區中均保有此知識；6.它是動態的，且持續在改變之中。因此，地方知識不僅限於原住民群體

或者在某一區域內的原有住民，甚至也不限定於在郊區的人們，事實上，地方知識包括了所有

社區的知識—都會與郊區的、固定居住與游牧的、原始住民與新移民等都算是。其他密切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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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詞，諸如「傳統知識」(traditional knowledge)、「原住民知識」(indigenous knowledge)等，

與地方知識可說是部分重疊，甚至某種程度上也具有相似意義，因此，若採用「地方知識」的

說法，就其發展源起來說，比較不會產生偏差，因為它是一種較大的「地方知識系統」，可以

涵蓋上述兩種知識（Warburton & Martin, 1999）。換言之，地方知識乃是一種「集合體」，此集

合體與人們所持有的關於周遭世界之整體觀念、信仰和知覺等的整個系統性事實有著密切的關

連，這些有包括人們觀察和衡量其環境的方式，以及人們解決問題和驗證新知的方式，換言之，

地方知識也是人們適應環境的一種策略，因此，地方知識也包括了有關知識的生產、儲存、應

用和傳遞等相關過程(Vandebroek et al., 2011)。 

地理學者 Soja(1996)提出了第三空間的辯證性論述，他認為個體以自身作為行動的主體，

而與社群團體產生互動性，兩者之間是一種互為主體的辯證關係，而此知識的三元關係，乃是

地方知識的基礎架構：1.社會性(sociality)：包括政治司法、宗教、社會、文化、經濟等；2.歷

史性(historicity)：包括個體與群體歷史、歷史神話、主觀時間、生活時間等；3.空間性(spatiality)：

生活空間、主觀空間符號、客觀真實空間等。陳雪雲等(2004)則從文史工作與地方知識的角度

出發，認為族群和文史的融合產生的相關地方知識議題包括有以下七項：1.族群與生活圈；2.

族群與宗教慶典；3.族群與藝術文化；4.族群與自然環境；5.族群與產業景觀；6.族群與文化遺

址；7.市民與都會空間。 

由上可知，地方知識脫離不了人、社區、環境的互動關係，地方知識在人的生活經驗與生

存條件中不斷的累積，可以不斷的儲存起來，也可以繼續應用在實踐領域中，成為人的族群與

社區環境持續生存發展的重要條件之一。 

    （三）「地方學」（localogy）的論述及其發展 

    從前述有關「地方」、「地方知識」的相關學者論述之後，有關「地方學」是否存在的議題

也引發了台灣地區之相關學者與實務工作者的討論，李錦旭(2009)指出，「台灣學」、「地方學」

等相關論述已經十幾二十年了，在學術的相關論文討論不多，但是在社區大學卻努力的要建構

「宜蘭學」、「屏東學」、「台北學」、「高雄學」、「台南學」…..等各種有關地方研究與實踐的「地

方學」。李錦旭進一步指出，相關的「區域研究」、「地方誌」和「社區研究」等三個名詞，倒

是在學術界比較常出現，且有其相關的研究傳統，地方誌通行於地理和歷史學研究中，社區研

究則盛行於人類學和社會學裡，至於區域研究，則是一般學者們共同研究的領域。 

    黃申在（2009）認為地方學在名詞意涵上具有多重意義，它是多層次的，也是不斷變動、

流動與混成的，本身需要不斷地再理解、再詮釋辯證，而與地方有關的知識包括有：事實知識、

概念知識、技能知識與後設知識。他認為地方知識關注的是人與地方和空間的複雜關係，「地

方/空間」乃是人類在過去、現在和未來時間軸中，活動展現與刻畫痕跡的場域。而顧忠華（2009）

則從「台灣學」的角度論述地方學，他指出：台灣學意味著以台灣這個空間作為座標，時間貫

穿過去、現在和未來，主角則是所有住在這個島上的人們，凡是我們思想、行為、遐想、願望

等，都可以成為台灣學觀察分析的對象，並且創造出種種「經驗知識」的內涵。 

    地方志書的修撰主要是以歷史領域為主，廿世紀以後科學的蓬勃發展打破了傳統地方志的

層層規範，因此，打破疆域及學科的「區域研究」成為其他學科較能接受的方式，從 1970 年

代的「濁大計劃」開始，區域研究成為台灣研究的成果之一，「地方學」乃在此脈絡下慢慢萌

芽。1990 年代的本土化運動之後，地方學又加入了社區營造等造產、造景和造人的新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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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宜蘭縣史館設置，「宜蘭學」的出現成為首次有系統的「地方學」論述。此後，由於

「宜蘭學」研討會等各種地方學研討會和討論不斷出現，「高雄學」、「屏東學」等陸續興起，「地

方學」的熱潮乃正式啟動（王御風，2011）。 

    2007 年，「台灣地方學研究發展學會」正式成立，該會的主要任務有以下六項：1.與社區

大學結合，帶動地方學之知識與公民行動；2.推動地方學之研究社群與在地實踐及國際交流；

3.發展地理資訊系統(GIS)平台及地方學研究，並建置地方學研究資料；4.出版地方學相關刊

物、書籍與多媒體作品；5.整合政府、學界與民間團體資源，培力地方學人才；6.其他與地方

學發展相關之事務。 

近年來，台灣地方學的相關研究在各地紛紛展開，從王麒銘、曾令毅（2010）等數十位學

者專家（其餘請參見參考文獻中的書目）所撰寫的台灣各地區地方學發展現況，可說是正在蓬

勃發展之中。由此可見，地方學已經跨越了傳統的文史知識研究，在社區行動、環境資源整合

等方面開始開展出新的領域。地方學似乎不僅止於被動地生產知識，更主動的創造知識。 

    二、社區大學與「社大地方學」的型塑過程  

社區大學在地方學上的參與可以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因為社區大學的參與，讓地方學

在傳統的學術知識研究、大學以及地方政府之外，也將文史工作者的經驗、能量和社區大學的

教育學習及行動實踐整合在一起。 

除了縣市政府在地方研究和地方志的角色之外，隨著 1990 年代教育改革和社區營造運動

的迅速成長，大學和社區大學也成為地方學推動的主要角色之一，大學開始重視與地方社區的

關係，紛紛成立文史研究工作室，而強調在地學習的社區大學，則更重視地方文史和社會脈動

的整合（王御風， 2011）。 

十幾年來，大部分社區大學都會開設在地特色課程，這些與地方社區結合的課程內容琳瑯

滿目、包羅萬象，從人文歷史、環境生態、產業技藝、傳統民俗等都有，譬如：屏北社大的「屏

東生態旅遊學」、旗美社大的「客家民謠班」、台南社大台江分校的「台江民俗田野文化工作坊」、

新營社大的「新營產業小旅行」、嘉義社大的「環境美學」、雲林縣社大的「雲林農產皂型茶摳」、

基隆社大的「基隆學初探—生態基隆」等（張文彬，2011），各社大課程之數量、類別、教學

內容之深淺程度，以及課程範圍等等，均有所差異，並且至今為止均有不少變動，在各社大的

網站上可以查閱得知，無法在此一一詳列。 

台灣地區的社區大學由於其在地性，以及與社區營造、環境生態教育、終身學習、多元文

化和弱勢議題等諸多的結合，因此，在地方學方面有非常多的著墨與討論，本研究在尚未整體

細部調查研究之前，所得到的資料相當片段，可能不完整，並且隨時可能在更新之中。不過，

北投社區大學的「北投學」和屏北社區大學的「屏東學」算是發跡比較早，且是有比較多地方

學論述的社區大學。 

北投社區大學的「台北學」最早起源於北投文化基金會所辦理的「北投學」，他們在 2000

年開始出版專書並贊助學位論文，自 2002 年開始辦理「北投學研討會」，2003 年北投基金會

承辦北投社區大學，到了 2004 年以後，更擴大辦理為「台北學學術研討會」，自此，台北學和

北投學的論述成為北投社區大學非常重要的地方學基礎（王御風，2011）。 

北投文化基金會成立於 2000 年 4，主要以保存、推展文化、落實生態保育、衛生教育為

宗旨，在回應「全球化」和整合「地方」是成效頗佳的團體；基金會董事長洪德仁醫師專長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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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總體營造，在他帶領下，基金會更展現關心土地、關心人們的溫暖情懷，推動「北投憲章」，

以在地的精神展現真善美家鄉、創造北投的光與熱，進而疼惜台灣、關懷世界。基金會期許自

身成為ㄧ個公共的社區平台，以社區總體營造精神及策略，一起面對多元議題，提供社區挑戰

與發展的可能，歷年推動重點有：社區總體營造、公共議題倡導、環境永續發展、健康福祉促

進、終身教育學習、社區產業經營等面向，並提供獨居老人溫馨服務、建構全人關懷，期望打

造宜居宜遊宜學的健康好所在（洪德揚，2008）。 

北投基金會 2000 年發起「研究北投」開發「北投學」，贊助出版研究北投之學位論文；2001

年「北投憲章」起草和連署；2002 年創辦北投文化生態學院，頒發詹春化暨詹吳献清寒獎

助學金，舉辦第一屆北投學學術研討會；2003 年與教育局簽定委辦「北投社區大學」；2004

年與北投社大合辦第一屆臺北學學術研討會（洪德揚，2008），可見在地非營利組織和社區大

學共同努力所建構的地方學能量已經在北投社區大學的努力下逐漸展現出具體成果。 

北投學展現以文化論述來營造社區企圖，包括人文歷史、自然生態資源、生業經濟、聚落

交通、族群構成、教育文化、信仰祭儀、宗族人物等等，經由省思、發掘資料、研究論述，回

應北投在地生活（戴寶村，2002、2010）。 

此外，屏北社區大學的「屏東學」則是社區大學發展地方學歷史最悠久的，2000 年間，

李國銘博士擔任屏北社大副主任之後，陸續將「屏東歷史導論」、「屏東產業與人文」、「認識屏

東六堆客家文化」等相關課程引入社大，並陸續辦理屏東學研究研討會，到了 2006 年，屏東

學在社區大學全國研討會成為重點討論的主題之一。因此，課程、研討會和電子報等資訊的交

流方式，成為屏東學豐富內涵的呈現方式之一。 

社區大學在其發展演進中與地方學之間有一種自然相結合的脈絡，而建構地方學乃是社區

大學發展地方特色的重要方向。很多社區大學的地方學發展是從在地社區的接觸、認識和瞭解

作為開端，至於其表現在課程規劃上的部分包括有（徐順利，2012）：邀請在地團體或在地人

士擔任師資、以在地人文與自然景觀作為課程場域、課程進行與成果呈現與在地資源做結合、

由課程工作坊來認識社區、從事社區營造…等等。 

2006 年之第八屆社區大學全國研討會係以「在地深耕—社區大學與地方學的實踐」為主

體，會議中規劃有「地方學體驗工作坊」，透過在地議題的走訪體驗，讓學員深入了解「農村

與農業」、「原住民文化」、「城市美學」、「外籍配偶與台語文」、「社區營造」，和「客家文化」

等主題，同時藉由論壇探究地方學發展機制與政策行程，引介 GIS 在累積與深化地方知識上

的成果等等，可說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地方學發展反思與檢視（張文彬，2012）。 

綜合言之，社區大學的地方學建構乃是企圖超越過去的地方志與區域研究，藉由知識性的

資料蒐集之外，更有行動的面向在裡面，換言之，就是要組合與建構人、知識和土地的積極關

係，也是一種結合知識與行動的學問，若以「台灣學」來看，則是以「台灣」作為知識的本體

之知識論與方法論，且貼近常民的經驗知識（李錦旭，2009；周姿芬，2006；顧忠華，2009）。 

不過，社大對於地方學的發展和建構其實也不是非常順利的，社區大學在專業師資的缺

乏、學員的選課不穩定，以及課程格局受到限定等因素，使得社區大學的地方學學程始終無法

累積出非常有成果的系統性學程（王御風，2011；黃啟訓，2008；張文彬，2011）。因此，地

方學學程到底應該如何建構，似乎是值得深思的議題。 

三、「地方學學程」建構之理論基礎 

http://www.ptcf.org.tw/ptcf2/modules/myproject/sub.php?sub_id=5
http://www.ptcf.org.tw/ptcf2/modules/myproject/sub.php?sub_i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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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以為，從前述的「地方學」到「地方學學程」基本上是有所差異的，前者指的是知

識理論建構的相關概念架構，後者則指的是該知識理論作為課程教學的實踐過程，因此，地方

學學程乃是指將地方學的相關經驗與知識組合成為一門課程或多門課程，據以成為一套有系

統、有組織的課程架構，作為教學互動和指引的系列性教材，凡此課程教學的組合，以及各類

教學互動的動態過程，包括各類的資訊交流、課堂式的學習、公民論壇、社區共學行動、社區

營造實踐方案等等，都可以逐漸形成「地方學學程」的基本架構。 

「地方學」需要採取跨學科的研究取徑分析，林崇熙（2011）提出社區大學的使命乃是要

推動地方學來重建地方的文化系統，而此系統乃是一種「天人物我」觀，亦即是一種理念價值、

社會運作、環境掌握、生命成長四者相互關係與內涵的學問，社區大學可以藉此天人物我的文

化系統與內涵，進行理念的實踐與社會運動的創發。正如林朝成（2011）所指出的：從地方的

主體、地方的再現、地方的對話切入，乃是視地方學為有用的知識實踐，也是社造運動和社區

大學運動介入後的實踐轉向。 

因此，社區大學的地方學基本上已經朝向了「學程」建構的可能性，此地方學學程應該具

有以下八項特色（張文彬，2012）： 

（一）從狹義到廣義，再落實回狹義問題。 

    （二）從零散到整體，再從整體反思個體。 

    （三）從抽象到在地，再回到抽象對話。 

    （四）從專家到庶民，再使庶民成為專家。 

    （五）從個體到集體，再回到個人的再生。 

    （六）從靜態到動態，再回到靜態的沈澱。 

    （七）從單一向度到跨領域，再回頭改造單一專業。 

    （八）從知識到行動，再回到知識的建構。 

    上述地方學的特性說明了地方學從具體經驗到抽象層次的精緻化過程，也是一種從經驗實

作到隱性知識、顯性知識的轉換型態，正如張德永（2012）所指出的，此乃需要社區教學者與

學習者共同做到內造創新、參與發展、溝通與協調、批判與對話，才能型塑出真正的地方學知

識內涵。 

    「地方學學程」的建構需要有一套完整的系統理論與思維，因此，一個跨領域的學科研究

乃是必要的，從地方、地方研究的相關理論與概念，逐漸推展到社大地方學的實踐場域，可以

看到時間與空間場域在人與社區、環境的互動過程中逐步的展開來。因此，地方學學程首先要

有核心理念，據此發展核心目標，並逐漸形成相關課程的課程架構與課程地圖。換言之，地方

學學程乃是以地方學理論、概念為基礎，型塑地方學課程，在經由課程的實施與教學實作，培

養社區學習者的技術與能力。研究者蒐集相關地方學的文獻之後，發現倪進誠、江天健（2005）

等人所繪製的「地方研究整合學程架構圖」是一個很好的參考架構（詳見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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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倪進誠、江天健，2005） 

圖 1  地方研究整合學程架構圖 

 

 

 

 

 

 

 

由此可知，地方學的發展是以生產、生活和生態為核心，在時間和空間方面的理論包括有：

生活文化、價值觀念、血緣地緣、組織社團、環境資源、產業經濟、人類生態，以及空間區域；

在時間和空間實務方面則包括有：口述採訪、意念辯證、文獻探討、媒體解讀、環境分析、方

法施測、規劃設計，以及科技運用。因此，地方學的內涵則包括有：民間風俗習慣、宗教信仰

變遷、族群社會關係、地方人物派系、環境資源分析、產業活動發展、地方鄉土研究，以及城

鄉關係探討等(倪進誠、江天健，2005)。具體言之，地方學的課程內涵可以包括以下的內涵（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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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1）： 

 

表 1  從三生概念推導出實際課程之過程表 

 

從三生概念推導出實際課程之過程表 

 A. A.生活 

(生活群組課程架構演

進) 

B. B.生產 

(生產群組課程架構演

進) 

C. C.生態 

(生態群組課程架構演

進) 

理論 

重點 

血緣、地緣、組織社

團、生活文化、價值觀

念、人類生態等 

產業經濟、環境資源、

人類生態、空間區域、

經織社團等 

空間區域、人類生態、環

境資源、生活文化、價值

觀念等 

 實務 

 重點 

文獻探討、媒體解讀、

口述探訪、意念辯證、

方法施測等 

方法施測、環境分析、

規劃設計、科技運用、

文獻探討等 

科技運用、方法施測、環

境分析、文獻探討、意念

辯證等 

 時空 

 整合 

族群社會關係、地方人

物派系、民間風俗習

慣、宗教信仰變遷、地

方鄉土研究等 

產業活動發展、環境資

源分析、地方鄉土研

究、城鄉關係探討、地

方人物派系等 

城鄉關係探討、地方鄉土

研究、環境資源分析、民

間風俗習慣、宗教信仰變

遷等 

 課程 

 架構 

家族與民間組織、族群

關係專題、國家社會與

地方政治、地方產業經

濟、常民生活專題、宗

教與社會、地方環境與

經理、社區營造專題、

地方藝術文學專題、文

獻解讀、田野調查等 

地方產業經濟、社區營

造專題、族群關係專

題、家族與民間組織、

地方環境與經理、城鄉

關係專題、常民生活專

題、地方藝術文學專

題、國家社會與地方政

治、文獻解讀、田野調

查等 

城鄉關係專題、地方產業

經濟、常民生活專題、社

區營造專題、地方藝術文

學專題、地方環境與經

理、宗教與社會、文獻解

讀、田野調查等 

 

不過，從社區大學的學程發展過程觀之，因為社區大學是以成人學習者為主要對象，且其

更多元的、動態的學習過程是在社區的場域中發生，因此，社區大學的課程內涵本就具有廣泛

性和豐富性，除涵蓋學術、社團和生活藝能等三大類課程，亦包括人文、自然和社會等三大科

學知識的範疇，在理論、社區實踐與行動，以及融入生活多樣藝能的社區大學課程中，應該包

含更多有關社區場域的、實作的、體驗的，以及與團體共學的相關課程。 

 

四、綜合分析與討論 

    由上述相關文獻探討可以得知：地方的意義具有多元和多樣性，探討地方學和地方學學程

之前，應該針對「地方」的實質意義加以思索，而地方學的形成乃從地方知識建構作為奠基；

至於社區大學的地方學，則是將地方學相關領域的知識轉換成為相關的課程與教學活動，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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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學群的醞釀建構中，開展理論與實務的對話，重構知識理論的架構內涵，再重新組構出具有

社區實踐特性的社區大學學程。 

 

首先，地方學者的論述真的不能僅限於「地方文史」的探究，應該擴及於「地理生態」的

環境條件分析，當然，在這兩大領域中，都不能脫離兩者與人、族群和社區場域的多角度互動，

因此，地方學就延伸其歷史性、空間性與社會性探索，至少應該從現象學、社會學、人類學、

政治學，以及生態學等五大學門進行跨領域的研究和分析。 

    其次，從人與環境的互動過程中，從地方和社區所產生的地方性之各種活動經驗其實乃是

一種地方知識，此種知識包括很多，從有形無形的都具備，從隱性到顯性都涵蓋，此種知識展

現在以人、社區為中心的生活多元樣貌，生產多元方式，以及生態豐富內涵。透過地方知識的

逐漸累積和彙整，知識乃從產出而得以保存，從保存又得以分享，從分享得到傳承，在傳承中

更加發揚光大，這些過程則讓地方知識逐漸經過代間互動與學習，成為地方課程的雛形，漸漸

地，也型塑出一個區塊一個區塊的「地方學群」，這些學群也許是「社區大學地方學」在建構

歷程中必然會出現的過度現象，甚至可能有是一種必然的知識轉換形式。 

    台灣的地方學在社區大學出現之前是一種純粹「理念知識」的研究領域，專業投入者也有

限，到了社區大學出現之後，地方學更重視實踐的「行動知識」，因此，跨專業整合的現象更

明顯，至此，地方學真正有了很重要的翻轉，然而，當社區大學實務工作者取得了地方學的「發

言權」之後，似乎又陷入一種只有行動而缺乏系統理論指引的「知識貧乏」，研究者從相關文

獻中更發現這種斷層與困境，希望藉由深入的文獻探究與質性研究分析，進一步尋找建構社區

大學地方學與學程建構的理論知識與行動策略。 

 

陸、研究方法與設計 

    本研究乃聚焦於地方學的發展過程與社大地方學學程的建構內涵，首先從地方學的理論論

述出發，確立地方學的本質與內涵；接著，探討地方學與社大地方學學程的發展過程，進而從

地方學的理論分析社區大學地方學之型塑及其發展現況；最後，乃就社區大學地方學學程建構

之架構、內涵與策略提出可行策略和模式。研究概念形成如圖 2 及 3，詳細架構如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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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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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地方學概念發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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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地方學與社大地方學程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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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策略 

 

1.口述

採訪 

2.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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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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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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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與實施 

    本研究為達成上述研究目的，並回答上述研究問題，在根據相關文獻探究之後，形成本研

究之具體架構，因此，在研究方法方面，擬採取以下三種直質性研究方法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

其具體方式及實施程序說明如下： 

    （一）文件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 method）：本研究除了文獻理分析之外，對於社區

大學相關課程實施的內涵需要深入了解，因此，擬蒐集有關社區大學之課程資料，包括社區大

學的選課手冊（含課程名稱、課程綱要等）、招生宣傳資料，以及網路上針對相關課程訊息的

公告和討論資訊等。此外，為使資料和現況相符，主要是以近兩年內社大所執行的資料為主。。

本階段所收集到的資料乃是要進一步確認社區大學地方學學程之相關課程及其實踐架構與內

涵。 

    （二）焦點團體訪談法(focus group method)：為了蒐集社區大學地方學發展的個別性經

驗，以瞭解不同地區社區大學在規劃和地方社區連結的課程中所採取的策略、發展現況，以及

面臨的困境，因此，將會邀請至少五所比較有地方學推展經驗之社區大學主管、社區大學的教

師、課程或學群召集人、課程專員（課程或學程經理人）等，共同分享與討論有關社區大學地

方學學程發展的各種現況、問題與未來規劃方向。焦點團體訪談的進行基本上會考量研究目的

和問題所研擬的討論大綱，為了使受訪者在參與討論前對研究問題多所瞭解並備妥相關資料，

將會在焦點團體訪談進行之前先將討論大綱寄給參與焦點團體訪談的成員，此外，由於此大綱

屬於「半結構式的開放性工具」，因此，也可針對受訪者所提的其他重要性問題進行補充，若

第一次座談之後發現問題深度仍無法充分達到研究目的時，將進行第二次焦點團體訪談。本階

段所收集到的資料乃是要驗證此種地方學到社區大學地方學的成功型塑過程和轉換經驗現

況，及其可能面臨的困境或改善之道。 

    （三）個案研究法(case study method)：為使地方學與社區大學地方學學程建構之內涵可

以更具體的彰顯，特別是可以從中瞭解個別社區大學在操作策略上所面臨的深入性細節，本研

究將挑選台灣北部地區三所社區大學進行個案研究，且在個案的選取上將挑選高度都會地區、

一般都會地區，以及城鄉地區的三個社區大學，針對他們發展地方學、如何建構社區大學特色

的經驗進行分析和比較。此外，為進一步探究社區大學課程從如何從規劃到實施，並進行相關

課程審查、教師甄選等過程，將會進一步蒐集社區大學有關課程規劃與審查的辦法，並蒐集其

課程規劃的 SOP 流程資料。至於三個個案也將會進行必要的比較分析，其比較的重點架構包

括：社區經濟人口條件、社區人文社會環境、社大核心理念與特色、社大對地方學的想像與實

踐、推動地方學學程的內部組織動力關係、影響社區大學地方學學程之內部因素分析、地方學

學程的發展過程與困境等。 

    綜合言之，以上三種研究方法在研究目的和資料型態的取得方面是互補且具有連貫性的，

首先，文件分析法是要瞭解地方學與學程內涵的普遍經驗，以普遍性的實務性資料為主，故在

資料型態上也以書面的靜態資料和網路資訊為主要來源；其次，焦點團體法是要瞭解地方學的

型塑內在歷程與互動影響因素，以當事人的直接口述與對話資料為主，故重視受訪者的直接表

述與經驗反思，其資料來源也以此為主；最後，個案研究法的目的更在瞭解個別社大在發展學

程上的差異性，以及其與當地社區環境的外在牽動歷程，故重視個案的組織互動、動態影響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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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系統因素或相關條件之比較分析。 

三、研究對象與研究工具 

    本研究之研究個別對象包括書面資料、社大相關教師與行政專員等。在文件分析的資料取

得及樣本選取方面，將請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推薦，並與研究者網路及文獻資料初步篩選相互

搭配，考量台灣北中南的區域平衡，將挑選 12 所社區大學（其中 5 所與焦點團體對象相同）

做為資料樣本。而在焦點團體訪談對象方面，則以立意抽樣方式，選取在推動地方學比較有成

效的社區大學為主，包括臺北市北投社區大學、宜蘭縣宜蘭社區大學、台南市台南社區大學、

屏東縣屏北社區大學、基隆市基隆社區大學等 5 所社區大學為樣本，邀請這幾所社大的主管、

課程行政專員，以及資深教師或課程召集人，每所社大至少 3 位受訪者；至於在個案對象方面，

則考量社大成立時間，以及城鄉不同地區的差異條件，亦以立意取樣方式，擇取包括新竹縣的

竹東社區大學、桃園市的新楊平社大學，以及臺北市的文山社區大學等 3 所社區大學為樣本。 

    至於研究工具之研擬，將會根據地方學的理論以及社區大學地方學學程發展之現況和困境

等文獻的分析，研擬出一份「地方學發展與社區大學學程建構之問題討論大綱」，作為焦點團

體訪談之討論基礎；接著，也會根據個案研究的重點，研擬一份「社區大學地方學發展之經驗

差異分析比較架構表」，作為三個個案比較分析的參考基準。 

  四、研究資料處理與分析 

    根據文件分析和焦點團體訪談的進行程序之後，將會根據相關資料及討論意見進行逐字稿

整理和分析，基本上編碼的方式將分成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為「開放性編碼」(open coding)，

乃是針對記錄稿的內容進行分類、檢視、比較、概念化和類別化。接著，乃進入第二階段的「主

軸式編碼」(axial coding)，透過「背景--輸入—過程—輸出」等四段式概念，將地方學型塑以

及其在社區大學發展建構的過程進行系統性的編碼，此外，在個案研究上的資料編碼方式，也

會對參照主軸式編碼進行，並與焦點團體訪談資料進行對比分析。 

研究者將會在逐字逐句的編碼過程中，將各類資料予以分解、概念化、統整化，藉以發現

資料的新意義和理論線索。其次，在進行資料分析與詮釋時，研究者同時融入先前對地方學和

社區大學地方學學程的理解經驗，並會適度引用相關理論文獻進行論證，如此不斷進行循環反

思，以作為本研究主題分析的基礎。 

    資料編碼方式說明如下：首先以 C1 代表背景，C2 代表內涵，P1 代表策略和成果，P2 代

表困境與檢討。其次，乃將接受焦點訪談的社大，分別用 A 代表之，A1，A2 等依次類推；透

過書面資料取得的社大資料，則以 B 代表之，B1，B2 依此類推；透過網路取得的社大地方學

相關資料則以 Y 代表之，Y1,Y2 依此類推。因此，以下編碼方式之呈現乃以第一順為代表分

析概念的類型，第二順位代表資料取得的來源及單位。如 C1A1，則代表分析社大的地方學背

景，且是透過焦點訪談其中一所社大；而 C2B1 則代表分析社大的地方學內涵，且是透過書面

方式取得的某所社大資料。 

 

柒、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一、地方學之背景及其一般性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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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學興起的背景乃是對地方沒落的懷念，翻轉與振興地方的想像，對未來的憧憬。此外，

也是對歐美主流知識價值的反思，希望未來的社區是公平正義、友善宜居，以及達到環境永續

的目標。 

 

當代「地方學」的發展背景或可從 90 年代的本土意識發展的脈絡下尋得發軔，地方學的發展，可

能係基於隨著台灣社會的都市化及產業變化的發展，劇烈的人口流動與生產形式改變，大幅顛覆

過往較穩定之地方生活型態…各地人們產生對文化認同的焦慮。(C1A2)  

台灣當代社區大學所談之「地方學」，大多著眼於更小(鄉鎮區)的地域範圍內，探索根植於在地

之人際及自然脈絡，以理解在地視野與生存智慧，期待透過這樣的知識累積與理解，回應當代社

會之問題，並期望藉以形塑公平正義、友善宜居、環境永續之城市發展願景。(C1A2) 

地方學會發展是因為地方沒落了，地方沒落了之後地方的人沒有信心，開始懷舊，當然在你懷舊

的過程當中，那一些年輕人就會說轉變，翻轉，那那個機會讓你重新去審視在地的文化在地的什

麼，那個東西就是地方學，意思就是去找回那個城市的風光。(C1A5) 

 

誠如黃申（2009）所指出的：地方學有多重和變動的意義，本身需要不斷地 

理解、詮釋與辯證，而其知識也有多種類型。此外，他也指出地方知識是人與地方和空間的複

雜關係，此也與顧忠華（2009）所指出的，「台灣學」是在空間、時間座標中，人的思想、行

為、願望和經驗等的總和內涵。 

可見，地方學之發展具有強烈的本土意識與社區認同，它是一種社會變遷的 

產物，然而，卻是人類社區與社會心理和社會行為整合之產物，透過深度的反思與行動，地方

知識將人文與社會的議題整合成為有系統的知識，其目的是對地方社區之過去的反省，現在的

檢視，以及未來的期待。 

 

然而，地方學的定義與內涵為何？研究者歸納其定義為：一群社區人士所共有共享的地方

知識系統，紀錄人與歷史、環境、產業等的互動關係。換言之，也是人在環境中奮鬥求生存所

累積的資產。需要透過調查、理解和研究，探究區域內的人與事。 

 

王 OO 教授引用學者的說法：「所謂地方知識，乃是植根於固定範圍內之社區的一套複雜的知識系

統，為人們所共有和共享，並與其生活方式的認同是一致的」。(C1Y8) 

 

    地方知識乃是「人類的資本」，因為他們是我們投入勞力為生存奮鬥而取得重要資產，此生存奮鬥

包括有獲取食物、取得保障、發現喜悅和意義，獲得到關於我們生活的主導權。(C1Y8) 

 

地方學意味著一種「看見人與地方之間的感情依附和關聯，看見意義和經驗的方式」。(C1A3) 

     

    我們將 OO 學定義如下：OO 學主要是針對 OO 區的歷史文化資產、環境與生態、常民生活、社區

議題及未來發展議題深入研究，進而納入地域社會研究的範疇，有意識、以系統地鼓勵、充實在

地知識的研究，向著厚實的學術、寬廣的文化層面前進，使其發展成具有在地特色的地方學。(C1Y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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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學的範圍不拘泥於政治區劃，不論自然地理或人文地理，都可作為南港學的領域，以建立多

層次的地方支學。(C1B2) 

 

    上述說法也呼應（倪進誠、江天健，2005）所提出的地方學學程參考架構，換言之，可從

生產、生活和生態三大面向，發展出依據不同時間、空間理論所觸及的一些地方學主題，包括

有：生活文化、傳統觀念、血緣地緣、組織社團、環境資源、產業經濟、人類生態，以及空間

區域等主題。 

儘管如此，地方學的名稱和範圍的認定可能不容易處理，主要是由於其名稱不一定是要有

「社區」或區域名稱的才能納入「地方學」，因此，地方學不能只看表面的名稱，而要從實質

上去尋求其真正的意涵。其次，地方學也要大小和層次的問題，多大或多小可以界定為一個獨

立的「學門」，或許需要有界定的基準。 

     

 二、地方學學程之理念、架構、內涵 

 

從上述地方學的背景、定義、性質與範圍之探討，似乎漸漸形塑出地方學學程之理念與內

涵。參考倪進程、江天健（2005）之說法，地方學學程在基本的內涵方面至少包括有：民間風

俗習慣、宗教信仰變遷、族群社會關係、地方人物派系、環境資源分析、產業活動發展、地方

鄉土研究，以及城鄉關係探討等。此種觀點似乎已經將地方學研究與地方學課程規劃和教學拉

近了距離，此中間的界線越來越模糊，但也顯現出知識研究與人類互動、經驗交流之間是難以

區分的。也基於以上的觀察，研究者乃透過訪談、焦點座談與書面或網路資料的來源，進一步

分析各社區大學對其地方學學程論述之理念、架構與內涵，茲分述如下： 

 

文山地方學（學程）以文山學、環境與生態學程、美術學程等三大學程為主，面對當代問

題的解決與探究，形成文山資訊網站，基本上就是一種公民參與地方知識建構的內涵，其中包

含了知識、認知、實作與行動實踐等過程。 

 

 

文山學學程內涵包括四大區塊：（一）鄉土教育；（二）文史記錄；（三）人才培育；（四）社區行

動。前兩者屬於在地傳承；後二者則為水文化社區空間改造。以上四個學程的區塊，逐漸累積成

「文山學資訊網」，進而建構成「文山地方學」。（C2B1） 

 

文山學學程包括三大性質：（一）認知：指的是在地文化傳承；經由文獻研討或田野調查等方式，

學習在地知識；（二）實作：指的是在地的實踐關懷；關注地方公共議題；（三）實踐：指的是地

區公共事務的行動參與，針對特定議題，為在地公共事務付出具體行動。（C2B1） 

 

從文山學資訊網的建構可以看出其脈絡：文山學、環境與生態學程、美術學程 + 當 

代挑戰 → 文山學資訊網（累積地方知識+擴大公民參與）(C2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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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學資訊網的內涵目前暫時包括：地理、文史、生態、產業、公民參與其他。(C2B1) 

 

信義地方學（學程）是以生態學習和文史學習兩大導向為主，透過田野調查、在地文史導

覽，以及生態文史記錄等方式，藉由雲端網路分享與資訊近用性，一方面培養相關人才，一方

面累積地方知識，使信義區的過去和現在能夠被整體的理解和認識。 

 

信義學的發展起初是幾門步道生態導覽課程開始的，後來又加入了文史方面的課程，生態類課程

可能比較有趣，參加完課程之後，我們就協助組成「探索信義學社」，後來在文史相關課程開設之

後，我們也接著協助成立了「信義文史工作室」以及「台北機廠文史守護社」。由課程到社團的自

主學習，讓我們將學習與社區連結在一起。(C2A2)   

 

信義社區大學的地方學乃是一連串人文、生態、鄉土與文化建構整合的過程，從其信義社大地方

學學程發展的心智圖架構可以看到，其發展脈絡和過程如下：1.社團成立與茁壯發展；2.逐漸形成

社區品牌；3.加強社大課程融入地方文化特色；4.擴大與正規學校教育之鄉土教育之協力合作；5.

充實漫遊信義文化節內涵。(C2B2) 

 

南港地方學（學程）包含探究南港過去的變遷史和開發史，瞭解現代的環境、生態與社區

營造，並展望未來在人文、生態與社會方面均衡發展的新社區生活型態，所有以上這些地方知

識的探討、紀錄、社區行動與相關專案、出版品等，形塑了南港地方學的內涵。其中，美學論

壇、環境與藝術教育，以及生態文史等等的課程和活動過程，使南港地方學更加豐富紮實。隨

著南港躍升願景聯盟與知識平台的建置，未來南港學的範圍至少包括五類：1.藝術美學；2.

環境教育；3.人文歷史；4.社區營造；5.產業發展。 

南港學包含了縱軸與橫軸的概念，縱軸部分乃是從時間來看，包括了南港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橫軸部分則是從內容來看，包括了自然、社會與人文的部分。大體言之，其內涵非常多元，包括

有：南港過去的環境產業交通變遷等；南港現在的荒野生態、田園生態、社區營造、社區參與等；

以及南港的願景與未來規劃等。而這些也涵蓋了南港的自然生態、人文生態、環境管理，以及知

識管理等等。(C2Y3) 

 

南港學的地方知識架構包括有：（一）山：歷史變遷與常民文化；（二）水：自然生態與環境倫理；

（三）人：知識傳承與文化創新。(C2Y3) 

 

    南港學學程的設置是從從學群、學程到地方學學程，其方式與內涵包括開設開設、社團活動、專

案活動、出版等等。(C2B3) 

 

北投學起源於基金會的提倡，透過學位獎助、研討會和公民論壇的討論，2001 年就起草

了「北投憲章」，此後，透過系列的研討會、社區學習課程與知識傳播過程，北投人對生活環

境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具有更強的使命感與認同感。其後數年，北投學在社區大學、地方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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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與文化實踐三個面向有更多的互動與成果展現，因此，也和「台北學」的發展產生一些對話，

更為「台灣學」的研究出一些基礎知識架構。2011 年以後，北投社大將文化、美學、健康等

三大學程整合，致力於推動北投學學程之認證。北投學學程之認證則從知識、情意和行動三個

層面，期望北投地方學學程的基礎是建立在知識分享、普及關懷以及社區行動等面向。北投社

大地方學的三階段發展：一、社區營造階段；二、地方參與和經營階段；三、地方融入式課程。

北投社造與社大地方學的三個學習成果階段：識寶、惜寶、展寶。 

     

基金會 2000 年發起「研究北投」開發「北投學」，贊助出版研究北投之學位論文；2001 年「北投

憲章」起草和連署；2002 年創辦北投文化生態學院，頒發詹春化暨詹吳献清寒獎助學金，舉辦第

一屆北投學學術研討會；2003 年與教育局簽定委辦「北投社區大學」；2004 年與北投社大合辦第

一屆臺北學學術研討會。這幾項計畫都是推動「社區總體營造」的策略：以北投憲章為北投地區

現在及未來居民建立更舒適的生活環境，找出北投人對於北投未來發展方向的最大公約數，同時

促進國際交流，共同守護北投遺產。以北投文化生態學院及北投社區大學作為學習、認識、傳播

北投憲章和北投學，深化地方學習體系。(C2B4) 

 

2002-2003 年學術研討會以揭櫫「北投憲章」和發展北投學為核心方向為主要內容特質；2004-2007

年學術研討會將北投學擴大成為臺北學，借由社區大學、地方知識與文化實踐三者之間的互動，

定位出臺北學的確切的範疇，並以士林北投通過健康城市認證為發展北投學、臺北學初期成果；

2008-2011 年學術研討會以地方學方法論與社區大學經驗的檢討為主要內容特質，充實人文、環境

與科技的對話，提出以「台灣學」作為探討民間知識主體性之宏觀架構；2012-2015 以北投社區大

學講師教學研究為發表特色，以提升教學品質，鼓勵建立教學資料庫。(C2B4)  

 

對於地方知識的了解和研究，這是第一個。對地方學知識的經營和參與、第三個就是地方知識融

入教學與課程。(C2A4) 

 

    那剛才其實 OO 有提到社大經歷三個階段，那從社區營造角度思考跟看的話，大概我們會教作識

寶、惜寶跟展寶，所謂地方學這件事是因為大家想要了解更多想要知道更多知識開始的，所以才

會促成說，我要怎麼經營這些知識，或者是組織這些知識，那可以把它好珍惜起來，不管個個課

程裡去展現他，把這些知識可以活用。(C2A4) 

     

此外，北投地方學也採取了一套認證的指標，主要從知識、情意和行動等三個面向著眼，

首先，第一個面向著重知識與文化的分享，包括地方認識、體驗分享、創造，以及產業化等等，

偏重在地文化的傳承與發想；第二個面向著重生活方式與在地性回應，包括公民意識、回應意

識與能力的培養，以及生活實驗概念與行動，偏重「在地性」的實踐關懷；第三個面向則著重

生活實驗方案與行動取向，包括課程到社團、行動取向，以及工作坊等，偏重地區公共事務的

行動參與。 

 

    學校特別設置「北投文化」「北投美學」、「北投健康」等三大特色學程的學程證明申請制度。北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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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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投美學學程則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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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投健康學程則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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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B4) 

 

基隆地方學的精神是包括過去、現在和未來。地方學也是一個歷史、地理和環境的整合產

物，社大可以推廣，而學術研究則讓大學負責。基隆學的內涵：過去歷史、現在與未來，重點

有，海港港口特色、中元祭典、砲台寺廟古蹟、魚產等。 

 

基隆社大把地方學當作發展學習型城市的基礎，而基隆社大地方學操作方式有：課程、社團和學

術研討會，課程從學群發展到學程，透過社團和課程，融入社區、社造和觀光產業，推動學習型

城市。因此，基隆的地方學學程乃是從地方學為基礎，逐漸建構地方學學程，並將學程與地方社

區結合為一，以邁向「學習型城市」。(C2A5) 

 

 

新楊平社大是以客家和客家文化為地方學的核心內涵，透過社團，結合人力、社區，推動

公共事務，展現地方學的特色與價值。因此，新楊平社大的地方學不是以新屋、楊梅或平鎮等

任何單一的鄉鎮為範圍，而是以客家和客家傳統農業等文化為地方學的內涵。 

 

但是我們一直在想說，整個客家在台灣的發展這幾百年下來，新屋楊梅平鎮應該是整個大客家的

縮影啦，這三個鄉鎮的客家特色應該就是整個台灣的客家發展特色，但是發展這幾年來，我們也

不敢這樣寫啦！不敢稱做是地方學啦。(C2A6) 

 

新屋楊梅平鎮三個區域的狀況的共同特色，就是桃園裡面客家人口比例非常非常集中的地方，平

鎮就將近六成，那楊梅有七成多，那新屋更多，那這三個共同產業就是農業，我們當初就把發展，

把客家把他拉成是最主要，如果說勉強要當地方學，那就是以客家為主的知識啦！(C2A6) 

 

淡水社大則是以淡水為名稱，但不限定淡水，八里、三芝都在社大地方學 

的範圍內。首先參考獨立書店的作法，將相關書籍、教案等擺在一起，可以支援教學、學員學

習和相關研究等使用。學程的運作主要是分成環境教育、歷史、社區營造、文化藝術和社會關

懷等學群（或類別），透過課程、社團、專案整合，以及出版（行銷）等，達到地方學的整體

發展目標。 

 

    我們在淡水區地方學的作法，這個就是說，這個表就是說淡水學，我覺得地方學不一定要把這個

名稱，當然以淡水來說就是一個地理位置，因為淡水社大比較特別，他不是只有淡水，還有八里、

三芝所以必須要把那個範圍要能夠去間隔出來。(C2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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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法上，我是參考那個獨立書店，我想在社大我們多少也接觸獨立書店，以獨立書店的精神來

做地方學，就像社大要當作知識庫，我們要把這些東西集起來，那就像書店一樣，那這個書店我

們是販賣、提供，可以教學用、可以提供淡水學這些東西，那像真理大學宗教系，也做類似地方

學，譬如說馬偕學，那我們也去邀請他們這些作品這些成果一起放到我們的小書店，其實我們有

蓋一個小書店，擺那個教材教案那類的（C2A7） 

 

所以它的作法上當然有很多，那我去規範它的方式，分學群，例如環境教育、歷史、社區營造、

文化藝術、社會關懷，這每一個裡面都有他的課程，以社造來講，他可能就有馬偕之路、社區小

旅行等等，文化藝術可能就是有些課程像傳統寺廟彩繪，然後課程之後就是聚成一個學群，然後

接著就是社團，那我想社大也都很努力在做社團，社團必須要對到軸線他才有辦法說，我們這個

課也知道有時候開的成有時候開不成，他那個有很多因素，可是如果是社團就是要經營下去，再

來就是靠專案跟出版，那專案跟出版是講在一起。(C2A7) 

 

今年我拿到教育部美麗地方學，它就可以幫助我做那個淡水的一百個視角，他是那個詩畫

集，就是說他不是單一的畫畫課，他還有加上文學，這些文學裡面還有重現當地的一些團

體還有在地的文史團體，還有那個藝文團體，就是說一些工作室等等還有學界，所以他是

在社團之後，我就把他做一個專案去支持，所以他是五個學群，然後搭配一些專案，用一

些專案來執行。(C2A7) 

 

三、地方學學程之角色、操作策略與成果 

    社大在地方學學程之角色乃是從知識發想、設計規劃到方案執行，甚至成果推廣等面向，

缺一不可，可能透過的方式包括從課程設計與教學、社區營造方法，以及透過戶外生態藝術的

探索、社區景觀的踏查、社區文史古蹟的調查、在地產業或景觀的連結，以及研討會、工作坊、

社團學習活動等各類活動的推廣等等。 

 

我們是以社造起家，以社造的方式來操作我們北投社大，接著推出相關的課程，進行田野

調查，以及一些生態藝術活動等。我們北投的課程，將文史、生態用在課程裡，是非常多

的。當然，也透過一些節慶和各種活動，將社造和社區教育的理念推廣出去。（P1A7） 

 

    我們把新屋、楊梅、平鎮三個框在一起，我們想像成一個區域，那我們大概分析，這裡面

共同的特色就是客家人的比例較高，而傳統共同的產業就是農業，這三個地方逐漸形成一

個客家的地方學重鎮。我們再社大成立社團，鼓勵參與公共事務，至於課程的部分，每

15 至 20 門客家相關課程，從單一課程開設到群，後來發展成為客家學程。我們也和中央

大學客家學院緊密的合作，在師資方面更加方便。(P1A6) 

     

    我們在辦社大的時候也有辦研討會，如客家研討會、漁業研討會或其他研討會等，我們也

透過書院的方式來辦理，成立社團，跟大學一起合作，進行在地的田野調查，如在地的土

地公調查等。（P1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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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主要就是以海洋為主，所以我們跟「海港」有關係，我們去年也辦一場以「基隆港」

為主的地方學研討會，討論基隆港的歷史、未來基隆港的發展，包括我們等於是全世界的

一個郵輪的母港，那是我們很自豪的地方。我們還獲得文化部認證的第一個無形文化資

產，那就是「中元祭」，所以中元祭也是我們非常重要的一個研究重點。…那當然基隆也

有很多古蹟、砲台，那我們社大 20 週年會針對砲台的主題，來做深度的留下影像還有實

務的紀錄。我們靠海吃海，像崁仔頂（魚貨市場集中地）也是非常出名的地點，我們也拍

攝和製作影像紀錄。(P1A5) 

 

    此外，由於社大地方學學程的推動與執行需要有效的行政規劃引導團隊，以 

及教師群的協助，因此，如何建構一套機制，包括諸如獎勵辦法、學習認證等的 

引導，是非常重要的，而教師的角色從來不能被忽略掉，可以藉由新教師的引入， 

以及有經驗教師的帶領來完成社大地方學學程之相關課程或教學活動的進行。 

     

我們也要是老師和學員有成就感，透過教授和學者專家的指導，我們訂定一個學習成就認

證辦法來給予社大學員獎勵，進一步也透過此種方式來引導他們修習相關的社大課程，譬

如說，某個學員在專業有一定的表現，透過一定程序和老師推的薦，我們會頒給一個專業

認證；又譬如說，某個學員修滿一百個學分，我們會頒給他終身學習認證。（P1A7） 

 

我們也讓學員透過一個成就的認證，比如說客語的薪傳師、母語教學平台等，那社大所培

養的人才就可以回饋地方。（P1A6） 

 

    當然，以上所提到的，是希望有系統的透過行政去帶領，除了去鼓勵他們融合北投學地方

學課程之外，其實這幾年在社大，我們開始聘用一些跨課程的老師，讓他們在課程中融入

在地的地方學元素，如教音樂的老師可以融入一些北投的歌曲。（P1A7） 

 

 四、地方學與地方學學程之困境與改善策略 

     

地方學與地方學學程之推動即使有以上多元且豐碩的成果，然而不免在推動的過程中出現

一些困難和需要進一步突破之處，包括先天的環境條件限制（如地理廣闊交通不便）、師資素

質無法配合（如舊老師不配合、新老師不易尋找和訓練）、課程設計不夠豐富活潑、招生狀況

不佳（如學員不感興趣、學費優惠不足）等等。 

 

我們透過課程，但不夠，也要結合整個城鎮，把古蹟定位出來，甚至也要有在地行動力，

這些都需要理想和實際的努力。（P2A7） 

 

他開課有點困難的地方就是，要找老師到新屋開課，那老師的抗拒是很強大，因為交通上

的困擾，老師不容易找。(P2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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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成為一個「學」需要依段很長的時間，除了環境（地理條件）等因素之外，還有就是「人」，

要推地方學，一定要長期要有人，長期去做。其次就是透過社區營造的三寶概念，從識寶、

惜寶到展寶，客家文化的地方學內涵才會逐一被發展出來。（P2A6） 

 

      像 103 年，我們有通過客家文化學程認證，但實際執行的問題就是，因為偏向學術，因

此，課程開設成功率不高，一些文史類的，即使打五折，還是比較少學員會參與。（P2A6） 

 

   我們所有社區大學在講地方學的時候，基隆社大也在討論地方學，我印象很深刻，連續討

論了五年，每年都有紀錄，但是每一次都沒有迴響，這個共識沒有形成，所以我記得我連

續三年都寫基隆學的初探，初探到最後不了了之。(P2A5) 

     

    還有地方學要免費或減免，然後我們又規定三年之後就不能優待了，然後第四年，學員就

越來越少，怎麼辦，我只能三年換一個課程題目。（P2A5） 

 

    地方學和地方學學程的困境雖如上述，但也無法完全依賴社大的能量，主要是還要考慮與

學術界、政府公部門，以及其他民間團體的合作，如一些學術理論的議題還是要回歸給大學等

研究機構來主導，而社大在推廣和實踐方面可以多多著墨。 

 

    我講到這裡會想到我們在推客家（地方）學的困難，如新楊平三個，是要合一？還是要分

開？分開的話，就成了三個學，而也有說成要不要有「南桃園客家學」？…我們這邊客家

跟其他地方不一樣，現在打造新屋這個地方的新屋漁港，所以就是靠海，成為「海客」，

而客家，即使在大陸，也沒有這樣靠海的，所以要打造在地的客家（地方）學，可能要結

合學術單位（大學），或者說縣政府等公部門，和我們社區大學共同來建構一個「海洋客

家學」。（P2A6） 

 

    所以我認為地方學不必那麼拘束，在學術方面的，我覺得要回歸給大學（研究），地方學

與社區來講，它還是一個推廣教育，跟學術教育是不同的。（P2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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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一）地方學的理論與內涵：地方學乃是一群社區人士所共有共享的知識系統，紀錄人與歷

史、環境和產業等的互動關係。換言之，也是人在環境中奮鬥求生存所累積的資產，需要透過

調查、理解和研究，才能清楚的探究區域內的人與事。 

  （二）地方學學程的理論與架構：地方學的參考架構是從生產、生活和生態三大核心面向出

發，依據不同的時間和空間理論脈絡，所觸及的地方學主題包括有生活文化、傳統觀念、血緣

地緣、組織社團、環境資源、產業經濟、人類生態，以及空間區域等主題。地方學並非傳統偏

頗的文史和地理、生態環境等範疇而已。 

（三）地方學學程的背景與內涵：本研究針對蒐集到的六所社大地方學學程 

分別說明之：1.文山地方學（學程）以文山學、環境與生態學程、美術學程等三大學程為主，

面對當代問題的解決與探究，形成文山資訊網站，基本上就是一種公民參與地方知識建構的內

涵，其中包含了知識、認知、實作與行動實踐等過程；2. 信義地方學（學程）是以生態學習

和文史學習兩大導向為主，透過田野調查、在地文史導覽，以及生態文史記錄等方式，藉由雲

端網路分享與資訊近用性，一方面培養相關人才，一方面累積地方知識，使信義區的過去和現

在能夠被整體的理解和認識；3.南港地方學（學程）包含探究南港過去的變遷史和開發史，瞭

解現代的環境、生態與社區營造，並展望未來在人文、生態與社會方面均衡發展的新社區生活

型態，所有以上這些地方知識的探討、紀錄、社區行動與相關專案、出版品等，形塑了南港地

方學的內涵。其中，美學論壇、環境與藝術教育，以及生態文史等等的課程和活動過程，使南

港地方學更加豐富紮實。隨著南港躍升願景聯盟與知識平台的建置，未來南港學的範圍至少包

括五類--藝術美學、環境教育、人文歷史、社區營造、產業發展；4.北投社大將文化、美學、

健康等三大學程整合，致力於推動北投學學程之認證。北投學學程之認證則從知識、情意和行

動三個層面，期望北投地方學學程的基礎是建立在知識分享、普及關懷以及社區行動等面向。

北投社大地方學的三階段發展--社區營造階段、地方參與和經營階段、地方融入式課程。北投

社造與社大地方學的三個學習成果階段：識寶、惜寶、展寶；5.基隆地方學的精神是包括過去、

現在和未來。地方學也是一個歷史、地理和環境的整合產物，社大可以推廣，而學術研究則讓

大學負責。基隆學的內涵：過去歷史、現在與未來，重點有，海港港口特色、中元祭典、砲台

寺廟古蹟、魚產等；6.新楊平社大是以客家和客家文化為地方學的核心內涵，透過社團，結合

人力、社區，推動公共事務，展現地方學的特色與價值。因此，新楊平社大的地方學不是以新

屋、楊梅或平鎮等任何單一的鄉鎮為範圍，而是以客家和客家傳統農業等文化為地方學的內

涵；7. 淡水社大則是以淡水為名稱，但不限定淡水，八里、三芝都在社大地方學的範圍內。

首先參考獨立書店的作法，將相關書籍、教案等擺在一起，可以支援教學、學員學習和相關研

究等使用。學程的運作主要是分成環境教育、歷史、社區營造、文化藝術和社會關懷等學群（或

類別），透過課程、社團、專案整合，以及出版（行銷）等，達到地方學的整體發展目標。 

（四）地方學學程的推動策略：社大推動地方學學程可透過的方式包括從課程設計與教

學、社區營造方法，以及透過戶外生態藝術的探索、社區景觀的踏查、社區文史古蹟的調查、

在地產業或景觀的連結，以及研討會、工作坊、社團學習活動等各類活動的推廣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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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地方學學程的推動困境與改善策略：地方學與地方學學程之推動即使有以上多元且

豐碩的成果，然而不免在推動的過程中出現一些困難和需要進一步突破之處，包括先天的環境

條件限制（如地理廣闊交通不便）、師資素質無法配合（如舊老師不配合、新老師不易尋找和

訓練）、課程設計不夠豐富活潑、招生狀況不佳（如學員不感興趣、學費優惠不足）等等。至

於改善策略，除上述從內部因素去調整之外，尚包括透過與各學術、政府等部門的分工合作機

制的建立等等。 

二、研究建議 

（一）對政府公部門的建議： 

    1.針對社區大學與社區發展、社區營造等議題，能透過社區大學發展條例的法規精神與政

策引導，成立學者專家諮詢顧問團，引導社區大學加強地方學研究與地方學學程之建構。 

    2.針對地方知識、地方學與地方學學程發展之相關主題，可編列適當之經費，補助社區大

學針對相關機制之建構，以及課程改革與師資之聘任。 

（二）對社區大學的建議： 

1.社區大學在地方學的研究方面需要有一套機制，讓地方學的知識內涵均衡、豐富與深入

發展。 

2.社區大學在地方學學程的發展方面需要藉助很多學者專家的參與，以及新舊教師的投

入，因此，如何聘請適當之師資，鼓勵教師進行跨領域之溝通與合作，乃是社大發展地方學，

建構地方學程知識非常重要的步驟。 

3.社區大學在課程方面不能因為太過「接地氣」，而忽略經驗的傳承與知識的整理與創造，

因此，如何在課程教學上精進，藉由課程的研發、教學的引導，以及引導學員學習，乃是社大

在課程實踐上非常重要的一環。 

    （三）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1.地方學的研究在缺乏系統架構的知識引導之下，在師資與課程的配套仍不足，因此，有

必要透過量化的資料蒐集，使社大的地方學課程有一套完整的課程量化資料，以強化地方學之

量化研究。 

    2.地方學學程之實踐各社大看來均有不同的脈絡，然而，實際上來看，卻也有一些相似的

發展結構，有關社大之研究，需要深入個案分析，並結合行動研究，使社大和所在地之地方學、

地方學學程有更緊密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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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成目標 

□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 字為限） 

□ 實驗失敗 

□ 因故實驗中斷 

□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請於其他欄註明專利及技轉之

證號、合約、申請及洽談等詳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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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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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

字為限）。 

本研究針對地方學的定義、背景與理論，以及地方學的理論架構等進行系統性的理論與

實證資料分析，對社區大學之地方學的實質發展有一定的引導作用。至於未來社區大學之努

力目標，建議可以朝以下三個方向著手： 

1.社區大學在地方學的研究方面需要有一套機制，讓地方學的知識內涵均衡、豐富與深

入發展。 

2.社區大學在地方學學程的發展方面需要藉助很多學者專家的參與，以及新舊教師的投

入，因此，如何聘請適當之師資，鼓勵教師進行跨領域之溝通與合作，乃是社大發展地方學，

建構地方學程知識非常重要的步驟。 

3.社區大學在課程方面不能因為太過「接地氣」，而忽略經驗的傳承與知識的整理與創

造，因此，如何在課程教學上精進，藉由課程的研發、教學的引導，以及引導學員學習，乃

是社大在課程實踐上非常重要的一環。 

4.本研究目前已經發表一篇學術研討會論文，篇名為：基隆社大地方學建構的背景、特

色與反思。發表於 2018 年 12月 9 日由基隆市政府教育處、基隆社區大學主辦之「基隆

學研討會--基隆兩河流域的歷史、社會與人文」。 

  

3. 主要發現 

  本研究具有政策應用參考價值：  □否    ■是，建議提供機關教育部 

    (勾選「是」者，請列舉建議可提供施政參考之業務主管機關) 

   本研究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否    □是  

   說明：(以 150 字為限) 

    1.針對社區大學與社區發展、社區營造等議題，能透過社區大學發展條例的法規精神與

政策引導，成立學者專家諮詢顧問團，引導社區大學加強地方學研究與地方學學程之建構。 

    2.針對地方知識、地方學與地方學學程發展之相關主題，可編列適當之經費，補助社區

大學針對相關機制之建構，以及課程改革與師資之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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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註明合約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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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生 2  

博士生 1  

博士後研究員   

專任助理   

非本國籍 

大專生   

碩士生   

博士生   

博士後研究員   

專任助理   

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獲得獎

項、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際影響力及其他
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

敘述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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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日期： 109年 3 月 25 日 

                                 

一、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過程 

（一）研究目的 

1、 瞭解北京市在成人教育專業化方面的努力成果（法規、政策、計畫、專

業人員培訓與任用、實施成效等），與臺灣的終身學習法、終身學習領域等專業

人員的培訓運用做比較分析。 

2、 瞭解北京市社區教育課程設計的特色，社區學院的教育在在地知識方面

所扮演的功能與角色，與臺灣的社區大學地方學知識建構做對應思考。 

3、 瞭解北京市在成人學習成就認證制度方面的作法與成果，與臺灣的社區

大學發展條例、非正規學習成就認證辦法做對應思考。 

（二）田野調查及訪談安排如下表： 

時間 地點 內容/形式 人員 

11月 19日週一 抵達北京 

11月 20日 週二 抵達北京：北京教育科學院初訪 

11月 21日 週三 上午：北京師範大

學  

 

下午：北京開放大

學  

中國大陸成人教

育政策整體瞭解/ 

參訪交流 

北京師範大學 

教育學部  

李興洲 教授 

 

北京開放大學 

終身教育處 

殷丙山 副教授 

 

計畫編號 MOST－106－2410－H－003－067 

計畫名稱 地方學發展與社區大學地方學學程建構之研究 

出國人員

姓名 
張德永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系 

教授 

出國時間 
108年 11月 19日至 

108 年 11 月 26 日 
出國地點 

中國北京市 

出國研究

目的 

□實驗 ■田野調查 □採集樣本 □國際合作研究 □使用國外研究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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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2日 週四 北京教育科學研

究院  

北京社區教育情

況交流/ 

參訪交流、講座 

北京教育科學研究

院 

終身學習研究所 

苑大勇 副研究員   

11月 23日 週五 國家開放大學 中國大陸遠端成

人教育情況，學分

銀行與成果認證

情況交流/ 

參訪交流 

國家開放大學 

教育研究院 

蔣亦璐 博士 

 

11月 24日 週六 文化考察 

11月 25日 週日 文化考察 

11月 26日 週一 北京市大興區社

區學院 

參訪交流 王金和 院長 

11月 26日 週一 返回臺北 

二、研究成果 

此次田野調查與訪談問北京市相關終身學習與社區教育資源為主，主要目的包括瞭解整個

北京市政府的終身學習與社區學院教育之相關政策，並與台灣的終身教育政策，以及社區

大學之發展做參考比較。此次調查，發現北京市的終身學習政策引領了中國終身教育和社

區教育的整體發展，非常值得重視，首先是國家開放大學負責的成人高等教育非常多元，

除透過廣播、電視之外，成人自學考試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環。此外，社區學院的蓬勃發展

與多元路線，展現了社區的學習能量，對整體社會的公民素質有一定程度的提升作用，當

然在某些產業發展和居民的藝文學習方面，也有一定程度的提升作用。 

三、建議 

終身學習的發展需要搭配整體國家的政策，終身學習法、開放大學（空中大學）、學習認

證，以及社區教育等系統在台灣雖然呈現多元的樣貌，但是需要透過跨機構和跨領域的整

合，發展出一套課程規劃、教學設計，以及學習認證的機制，我們的終身學習才能展現多

元豐富和高品質的成效。此外，社區大學的發展不應侷限在過度的民眾自主與政治參與階

段，應該可以與地方創生、產學合作與社區產業結合在一起，讓社區大學可以真正的「接

地氣」，而在生產、生活與生態方面展現三生一體的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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