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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基本資料 

一、計畫簡介  

本計畫以落實大學在地性與實踐性、催化學習生態系統與形塑大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為目標。

為達此一目標，以學校為中心，整合校內五大學群：東農場、西部落、南聚村、北學園、心

坎坡，培育學生能從在地發展中創造在地社會責任的價值。為發展教學創新與變革，引導師

生以多元學習生態模式、共同參與校內外場域經營與規劃，使東華與花蓮地方產生聯結，建

構新的無邊界學習型態。 

本計畫操作上採取「由下而上」的草根發展模式為延伸的基礎，把「當務之急」的工作設定

成為本案主軸。我們藉由增能、傳習、串連的進行，將教師原本的常態教學結合本計畫操作，

「增能」與「串連」：以教師關注議題相關性、互助性與互補性為依據、彙整與群組，將單

打獨鬥的教師組成 TEAM，輔以縱向和橫向串連協作與策略聯盟的方式。「傳習」：資深老

師支持新進教師，場域經營深度夠的老師，分享與引領初步跨入社區之教師方式。 

有別於計畫型改變，所謂「生態型改變」主要在於「改變帶來改變」的思維與操作，計畫改

變的步驟性與邏輯性是理性系統化的進程，而生態改變則以催化（Facilitating）「使改變發生」

而非設定改變步驟。透過東華校內常態性的正式與非正式課程運作為基礎，增進彼此的瞭解

與互助，使彼此的需要能在共學社群中萌發改變的契機。 

五平臺：東農場、西部落、南聚村、北學園、心坎坡（Campus） 

 五建置：1.建置鄉村性大學特色學程 2.建置彈性學制 3.建置與串連學習據點 4.建置校內

外場域 5.建置生活學習社群。 

 三擾動： 1.擾動舊有思考迴路 2.擾動舊有體制 3.擾動舊有二元學習模式。 

在本計畫的推動下，讓參與者跨出原本位置（本位主義與慣性思考），並實質感受到對自己「有

益、有利、有力」的回饋與收穫，因此有了翻轉的基礎與動力。我們在初期鼓勵各種微小的

改變冒出，隨後在計畫統籌過程中則以社群討論交流、工作坊培訓、分享發表等模式，來讓

使彼此發現並觀摩這些微小改變的存在，進而商討互為資源的可能性。增能、串連和傳習的

操作，就是要使這些改變得以累積，延伸出更大的改變，並擾動系統性的變革，讓生態性的

改變扎根在東華校園內。從教師和學生先改變，配套的行政與政策也有依據而能順勢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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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以生態學習系統為主軸，自發性學習與創造主導，強調非計畫性改變主導，因此以預

定的方式引導學生參與，教師社群以開放的討論促成課程與教學變革與連結，以主題或議題

導向為前提，讓師生共同去創造生態系統的變革模式。發展在地化特色課程與教學、促進地

方發展，提升教師社會實踐力與行動力。 

我們以發展式學習策略（Learning by Developing）的概念融貫於課程內，課堂不是主要學習

產生的場域，學習者必須執行多項小型專案，與社區/社會人士共同經營學習社群、發展方案

與產品，從做中學、錯中學，教師扮演著催化者、倡導者，而非指導者。 

師生共學社群在發展生態性改變的過程中不只以理想/理念為依據也注重效能，突破傳統慣用

的評估模式，本計畫的推動，以演講、工作坊等過程共同去學習體認「學習社會績效評估（Social 

Performance Measurement）」的概念，對於創新行動方案之有效性與影響力進行審慎與專業

的評估，並作為彼此學習與提升的依據。本計畫以發展式學習策略（Learning by Developing）

的概念融貫於課程內，課堂不是主要學習產生的場域。  

 

（一）跨域學程型（心坎坡）  

以大學作為地域性的資源中心，並將

資源轉換後投入在地需要，同時將外

部資源引進校園，屬校園導向特色課

程。從 2015 年開始，東華園基地一

直都是學生實踐的場域，一個可以有

多種想像的地方，在上學期的無刻意規

劃下，試圖讓學生自行長出對於東華園

內空間的想像，執行過程中帶領學生思

考對應大學校內的公共空間／公共性的聯想，因此學生各自營運了：二手物商品交換、單車

維修空間、或許是咖啡館與 Amigo bar，各有其特色和支持客群，力求「自主」，並且在追求

自主的「試誤」過程中獲得學習。 

 

東華園

基地

見學
會

自主空
間規劃

小市
集

心坎坡跨域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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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東華園作為學生學習主體、自主經營的公共空間營造外，「心坎坡」帶領學生延伸思考

對於校園環境的公共利益，進一步關心「校園犬」與「友善校園」的議題。以達友善與自主：

經濟自主、飲食自主、學習自主、空間自主、友善校園之理念。友善校園的概念並不僅限於

「人與動物」之間的友善，另外透過一同改造空間，增進對東華園空間的認同感，藉由彼此

學習，凝聚園內團隊向心力。並且可聯結不同領域、系所，擴大方案的影響力。 

 各團隊定期招募新成員，組成運作小組，發展校園公共性的可能，儲蓄互助社教育推廣，

並達成成社條件，正式成立東華校園儲蓄互助社。 

 每月舉行小市集，串聯校內外團體，不同的團隊輪流擔任主辦者，學習組織與舉辦活動

的協調與能力，發展校內創業平台的可能；其次，增加東華園能見度，將邊緣的校園空

間重新編織入校園的日常生活空間中。 

 敖屋社規劃進入正規課程，105-2 開始以工作坊方式進行，由李宏韡醫師來帶領「伴侶動

物工作坊」，將於 106-1 進行學分追認。 

 各團隊每月一次舉辦團隊間的見學會，試圖將方案發展串連不同學院、課程，達到跨領

域學習為目的。 

（二）翻轉教育型（北學園）  

著重在教育類的偏鄉問題解決及創新路徑，開創偏鄉的價值、以偏鄉的優勢來發展教育，在

大學中發展另類教育學為師資培育另闢路徑，同時在中小學現場找到可以鬆動體制的著力點，

引進社區及業師的資源。 

為展開偏鄉弱勢創新教育集體行動的歷

程，翻轉主流學校的教育思維，北學園凝

聚長期投入偏鄉弱勢教育的師生社群，提

出對主流教育、單一競爭模式、建設與發

展現代性思維進行反省與實踐。串連東華

校內外組織，以具體的教育實踐行動，推

動學習及永續發展，打造無邊界學習場

域。 

 

 以偏鄉國中生的邊緣處境做為邊界教育學的起點，與社區業師、大學專業領域協力合作。 

 以肯定式探詢（Appreciative Inquiry）連結師生及家長的共識外，找到能夠創造改變的著

力點。 

北學園翻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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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轉過程不僅需考慮師資供需面的問題，更需聚焦於貧乏對偏鄉教育可能性的想像。著

重在教育類的偏鄉問題解決及創新路徑，而非競爭式的導向思維。 

 增進學生學力基礎與促進多元發展，建構「實驗教育與教育創新」，促進學校教育革新、

教師增能及學生多元發展。 

 串接不同的教育另類模式，並創造互助的平台。與在地組織合作，成立社群及互助系統，

發展另類教育模式，預計藉由無邊界大學的建構，突破制度所搭建的圍籬。 

 將各項實驗計畫中的資源轉化為大學生實作參與的場域，使大學的教室延伸至非主流的

學習場域。在大學生的自主學習課程中，以鷹架理論逐漸釋放責任，使大學生能熟悉並

運用新形成的認知思維工具。 

 

（三）社區發展型（南聚村）  

以「相互為有」社群形貌以召喚社區

伙伴共同經營發展社區，著重弱勢者

生命的在地發展，屬於社區發展的特

色學程。 

「南華認輔計畫」為東華大學諮商與

臨床心理學系與花蓮縣南華國民小學

合作進行的弱勢學童認輔方案。本計

畫至今邁入第 13 個年頭，有百位學生

參與過此項方案，從此計畫中看見孩子

有能力的地方，陪伴與引領他獲得成功的經驗設立界限，引領孩童進入真正的人際關係之中。

透過無邊界計畫，讓此學程更能具體呈現與永續。 

 翻轉東部偏鄉資源「匱乏」處勢，透過學校資源與地區服務單位結合，創造從無到「有」，

營造東部地區弱勢學童的學習、照顧、付出與生產的永續循環，為偏鄉國中小學校弱勢

學童的教育盡一份心力。 

 面對偏鄉社會與經濟的結構性因素，「在弱勢者有能力的地方相遇」，協助其透過各種方

式建立自我價值與意義，打破「助人者 VS.受助者」的關係，與弱勢社區全體住民攜手。  

 以全球為架構思考，以在地為關懷行動，期盼透過與社區互動歷程，提供相關資源介入，

整合相關專業，以協助南華社區發展地方特色與未來方向，媒合社區產業與優勢。 

 認輔方案的最重要的四個原則是「承諾」、「在一起」、「與孩子在他/她有能力的地方相遇」

和「堅定」：指的是信守對學童所說的、一定在約定的時間出現，努力去看到他/她的世

南聚村社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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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去靠近他/她的身旁。 

 

（四）文化實踐型（西部落） 

將城鄉差距中所相對的「偏鄉性」翻轉，

從傳統的生存型態視野，放下專業的侷限，

從部落中去理解「靠著人與人之間的信任

關係」形成的共同生存聚鏈。對在地的、

農村或部落的生活經驗脈絡與價值觀點重

塑，屬人文療癒特色學程。 

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長期投入與中華民國早期療育協會，從學齡前兒童延伸至國小兒童的心

理照護與陪伴的工作，透過大學諮商與助人專業的課程與教學，將學習直接以「參與」現場

的方式去培育專業人才。在地域性的學習據點中，將國小、家庭、兒童與社區彼此成為共享

資源，學習據點變成自己文化的老師與引導者，形成了一個教學位置的轉換。 

 支亞干部落參與課程透過課程在現場的互動，陪伴發展遲緩的部落孩子們，成為教導大

學生去認識不同的部落文化，讓孩子的自我認同與角色責任在教學這樣的「參與」活動

之中發生了改變。 

 將學期性質的原鄉陪伴擴展至長期、穩定的服務，與社區形成固定的合作關係，加入本

系研究生資源以及相關領域的講師建立更加完善的督導體制，在教學相長中促進各階段

的自主學習。 

 為培養具社區型態視野的專業助人工作者，在陪伴與照護中形成學生反思的路徑，促進

反思、提升內涵。在文化中、脈絡下與心理學知識連結在實際陪伴中應用與整合社區與

心理學知識。 

 指出了「款待」與「身心安適」的關係，著重「弱勢者生命的在地發展」必須孕育於「豐

富而有希望感的社區生活」，而後者可以結合原有社區產業與在地伙伴集結的「款待營造」

策略。 

 翻轉因偏鄉部落對的「偏遠」與「匱乏」而需要去「改善」問題的路徑，而以其自有的

因部落的「文化與生態的多樣性」而去「涵養」與「轉化」自身的困境來取代傳統路徑。 

 

 

 

西部落文化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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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農業再造型（東農場） 

從農業社群實體的建構，到促

成農業發展與創新的課程學習，

並以通識和專業課程共同發展，

屬農業生態特色學程。 

東農場的概念希望藉由大學主

體意識位置的移動，轉換新的

視角和心態，避免知識單向傳

輸過程的扞格與困窘，並從中

提供農業、農民、農村的支持與陪伴。旨為創造校園景觀與使用者的密切關係，提昇學生對

環境議題的敏銳度，課程著重於校園用者的操作實作經驗，進行人與土地連結的行動實踐。

課程安排除了課堂上的知識傳遞之外，還讓學生走出教室，採取分組的方式，各自規劃設計

生態菜園，討論生態菜園的形狀與大小，如何將草地變成耕地，將耕地變成可種出蔬菜的良

地/基地，是本課程的目標。 

 以農業為媒介，從生產、銷售到吸引年輕人走進農村、創造農村與進行鄉村的改造，協

助農村連結社會新意識。 

 東華大學作為一個友善農業的推動平台，除了專業課程外，兼以通識課程系統來建構農

業社群實體，從中促成農業創新的課程學習。 

 學生透過參與農業實作模組的運作流程，根基於所處環境，專心地審視當下時空的問題，

讓學生透過在地學習轉化自主的學習。 

 運用樸門永續生活設計（Permaculture），以「照顧人、照顧地球、分享多餘」為核心價

值，學習自然的法則，在環境教育中心和環境學院周邊進行環境空間的改造與實踐，重

新規劃校園的草地。 

 藉由融入式教學法組織發展異質學生學習社群，帶領學生實地進到高山農村、深入了解

農村議題。 

 師生團隊將與洛韶小農及社區居民共同嘗試以新的視野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案，攜手跨出

產業轉型的第一步。 

 

 

 

東農場農業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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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新生態系統圖 

找尋發展東華在未來台灣高等教育的定位是校務發展的核心主軸，若欲促成生態性的改變，

各項創新作法需要「順著」原本校內既有的脈絡進行，嘗試打破教師、學生與組織的慣性，

創造新的多元化學習結構，如新的學習行為、教學行為與組織行為。以具地方存在感的東華

無邊界大學為主要目標，建造正式與非正式課程結合之彈性學制。 

積極推動多元學習與翻轉學習，培育符合社會需求之跨領域人才。有效整合、運用結合現有

教學資源，整體計畫之統籌與執行，組織計畫團隊以及成員之間的溝通、協調，推動整體計

畫中各項活動、課程之改革、制度之修正或修訂之施行。由下而上廣徵參與教師與學生，共

同參與，包含全校各八學院 39 科系，以及校內近 30 個自主學習社群（社團或非正式組織），

花蓮縣八鄉鎮以及近 20 個社區或民間單位。 

推動東華大學學分追認制度，將目前既有的正式、非正式課程或自主學習社群的實踐課程，

逐一成為制度承認、教師或學生學分的來源之一。此彈性學分實驗，目的在於培育學生之自

發性學習與引導學生參與方式。由參與無邊界大學的老師，偕同參與實踐整合自主學習活動

的學生討論可獲得的學分，力求課程彈性並且符應現實，滿足學生真實需要的課程學習。 

東華大學學習生態系統發展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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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類學群均有深碗課程以及彈性選課與學分規劃，生態學習系統的關鍵精華在於非計畫性改

變主導，而是自發性學習與創造主導，因此以預定的方式引導學生參與，教師社群以開放的

討論促成課程與教學變革與連結，深碗或學程的產生不是「規劃後去執行」，而是以主題或議

題導向為前提，讓師生共同去創造生態系統的變革模式，以下規劃是參考座標，但實際操作

時，需保有彈性與隨時接應變化的能動性，才能使真正的創新落實在一般的運作。 

無邊界生態計畫在制度創新部分，未來執行重點方向一起來「思考解決的方法」、「學生學習

生態系統的建立」「學分追認認證制度」「教師授課終點轉換系統」，並有以下六點策略： 

 自主學習學生團隊的形成與經營 

 教師團隊的經營 

 自主學習支援系統的建立 

 自主有機學習學分追認系統 

 學習生態系統教學之授課鐘點轉換系統 

 系所學門教學與學習生態系統教學之人力轉換補償系統 

 

東華大學學習生態系統制度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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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 

三、本計畫在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中的定位 

本校根據國家高等教育的政策走向和整體社會的脈動，緊扣臺灣東部的特殊性及地理限制，

將本校自我定位為「具特色研究與卓越教學之綜合型大學」，並以建構永續、創新、多元為核

心價值之完整大學為最終依歸。大學學習創新系統生態計畫是一個媒介，從中導入本校中長

程校務發展計畫目標，共計有 6 點：形塑永續多元文化、創造卓越教學學習、提昇教師專業

發展、重視學生生涯發展、發展東部台灣特色、接軌國際學術視野。 

 

 

在卓越教學方面，本校以學生生涯規劃為目標，著重以學生學習為本位之教學。在學士班方

面，首創所有課程學程化的規劃，強調以多元化的課程和跨領域的學習，培養八大基本素養

與核心能力，注重學生具備專業知識之養成暨其他基礎知識之擴展，期能使學生在當今快速

變化的環境中，達致宏觀之國際視野與終身學習之能力；強調專業能力之訓練與培養，期使

學生具備洞察各自專業領域的趨勢與發展，並針對各領域達致貢獻與發展其專業之能力。以

目前政策與東華自身之定位為主，導入大學學習創新系統生態計畫相關資源，達到創造卓越

與創新研究、學習與教學體系、提昇教師專業發展，建立多元教師成長系統、重視學生生涯

發展，增強學生學習深度與廣度，結合在地自然與人文資源，發展東臺灣特色。 

以目前台灣政策方向與東華自身之定位為主，導入大學學習創新系統生態計畫相關資源，達

到創造卓越與創新研究、學習與教學體系、提昇教師專業發展，建立多元教師成長系統、重

視學生生涯發展，增強學生學習深度與廣度，結合在地自然與人文資源，發展東臺灣特色。 

以創新、文化、科學與教育為基礎，發展具有地方特色，服務在地環境的特色大學。在環境

營造上，重視友善、環保與永續的價值。建構多元升等制度，鼓勵多元教師發展。定期舉辦

教師社群成果發表會，以收彼此觀摩和學習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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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效益、風險與衝擊評估 

四、最終效益、風險與衝擊評估 

本計畫最終效益乃為創雙軌的學習軌道，以達到課程教學變革與學生彈性體制的建立，但這

個過程將會造成以下的衝擊及風險 

（一）教師面 

學校方面將增加人力成本，目前經費有限的情況下，各系都有人力的短缺的問題，新的制度

勢必造成教師工作的增加，在發展期時基於安全至上的心理，會讓老師避免參與投入改革，

持續以舊的體制為主要核心，或僅以最少的心力參與新的制度，最終將可能導致體制變革的

失敗。 

（二）學生面 

對學生來說自主學習是個陌生的學習路徑，也沒有過去經驗可以依循，容易產生不安全感與

焦慮感，造成學生容易退縮，固著在舊有的方式學習，學生過去受到的訓練乃是填鴨式的方

式，如今要過度到自主學習，這其中有一個很大的缺口需要去架出鷹架。在「改變帶來改變」

的思維與操作下，改變以催化使改變發生而非設定改變步驟。規劃學生在整個學習歷程裏，

能透過實作行動、反思、調整、再行動的過程，打破固有的學習思維慣性，發展學生自主之

主體性學習經驗。 

（三）制度面 

體制上由於行政人員不熟悉，新舊制度交接併行下容易產生不公平與混亂的現象。新的無法

建立，舊的被侵蝕，人員會用安全至上的模式，不放掉舊的東西，新的能推就推，不出頭，

以舊的體制為主要核心，師生都會覺得負擔增加，舊的也做不好，新的也不好，最終導向體

制變革的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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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團隊成員、分工及運作方式 

成員類型 姓名 單位/職稱 計畫分工內容 

計畫主持人 趙涵㨗 校長 計畫統籌 

共同主持人 朱景鵬 副校長 計畫統籌 

共同主持人 林信鋒 教務處 計畫統籌 

共同主持人 張德勝 教學卓越中心主任 校內溝通協調、跨領域及全校資源整合 

 

 

 

 

協同主持人 

顧瑜君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內部行政協調、場域開發、資源串連 

李維倫 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 
學程/課程規劃與統籌執行、課務行政

協調 

林意雪 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教師社群經營、場域開發、資源串連 

張瓊文 臺灣文化學系 
內部行政主責、協助學程/課程規劃與

統籌執行推動小組運作 

林潤華 臺灣文化學系 
非課程型態學習研發、工作坊營隊統籌

執行 

翁士恆 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 教師社群經營、場域開發、資源串連 

蔡建福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課程規劃與統籌執行推動 

顏嘉成 通識中心 
非課程型態學習研發、工作坊營隊統籌

執行 

行政人員 鍾佳純 無邊界計畫專任助理 
計畫聯絡窗口、控管計畫經費運用、掌

握執行進度 

行政人員 蕭沛羚 社會參與中心專任助理 辦理計畫經費核銷、彙整執行成果 

行政人員 王馨儀 無邊界計畫兼任助理 資訊定期更新、協助成果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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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事記 

日期 大事紀 

105.02.01-02.02 「發現新大學，共創新時代」教育創新工作營 

105.08.15 東華大學與總計畫協同主持人會議 

105.08.31 跨校共學機制會議 

105.09.08 105-1 第一次社參月聚會 

105.09.09-09.10 第二屆全國教育創新工作營 

105.09.29 導生經營講座 

105.09.30 SUM DUP 小市集 

105.10.05 105-1 擴大行政會議說明本計畫 

105.10.06 105-1 第二次社參月聚會、大學入門（一）大學裡的壯遊 

105.10.12 李維倫老師至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交流「高教變革下的大學教師」 

105.10.13 大學入門（二）閱讀種下的秧苗－教育小革命 

105.10.20 大學入門（三）半農半 X 的幸福之路 

105.10.21 學群主持人會議 

105.10.26 105-1 第二次行政會議提案討論自主學習方案-校園道路交通改善規劃案 

105.10.27 大學入門（四）山海洄瀾.縱谷學堂 

105.11.09 第二場跨校共學論壇籌備會議 

105.11.10 視障人員到班宣導（一）、105-1 第三次社參月聚會 

105.11.15 視障人員到班宣導（二） 

105.11.19-11.20 焦點團體工作坊（一）（二） 

105.11.24 第二場跨校共學論壇行前會議 

105.11.25 SUM DUP 小市集 

105.11.28 105-1 第一次管家共學會議、輔大社會系到本校參訪『舊情棉棉』活動 

105.11.30 「書、讀書會與青少年」課程說明會 

105.12.01 演講活動-社區營造與社會企業、青年創意與資源連結、視障人員到班宣

導（三） 

105.12.01 105-1 第四次社參月聚會 

105.12.02 演講活動-小鎮文創 VS 花蓮療癒文創 

105.12.07 視障人員到班宣導（四） 

105.12.09 第一場跨校共學 

105.12.13 視障人員到班宣導（五）（六） 

105.12.14 演講活動-三十歲退休環遊世界 

105.12.20 第二場跨校共學論壇會議 

105.12.22 跨界與歸零（二）課程說明會 

105.12.28 大學學習生態系統總計畫會議 

105.12.30 大一學生自主學習說明會 



14 
 

日期 大事紀 

105.12.30 SUM DUP 小市集 

105.01.06 第三場跨校共學、生態計畫團隊與校長會議、105-1 第二次管家共學會議 

106.01.12 各學群報告暨下年度計畫大綱討論、與教務處自主學習討論會議 

106.01.17 第四場跨校共學 

106.02.14 第五場跨校共學 

106.02.17 第六場跨校共學 

106.02.17-02.19 洛食野菜慢食工作坊 

106.02.21 第二期計畫執行報告暨第三期徵件座談 

106.02.23 105-2 第一次社參月聚會 

106.03.06 計畫團隊與通識中心討論會議 

106.03.16 105-2 第二次社參月聚會 

106.03.23 無邊界團隊結案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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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成果自評 

一、實際執行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 

（一）計畫目標及實際執行內容 

本計畫以「地方需求在那裡，大學就在那裡」作為願景，透過「東農場、西部落、南聚村、

北學園、心坎坡（Campus）」五組學習生態創新社群運作，建置與推動無邊界學習場域和模

式，以跨域師生共學社群方式，整合校內院系與校外各領域，開拓學習場域以 Living Lab 的

行動概念，共學社群為學習創新變革基礎，以東華校園為基地核心，整合東華師生已經與花

蓮在地產生的連結為網絡，創造與城市共榮/融的無邊界學習模式，促成學習生態轉變。計畫

目標及實際執行內容說明如下： 

 

本計畫目標及實際執行內容 

為了達成目標，我們以五大社群及平台為行動主體，以議題做為路徑，試圖透過校務的變革

與創新，將議題轉化為大學生學習的主軸，創造師生發展社會參與及自主學習的能力與環境。

以下為五大學群平台在目標概念上的執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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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鄉村一直以來被視為國

土的邊陲，而農業則被視為

低科技、勞力密集的產業 

2.土地利用、全球暖化、山

上人口凋零的問題，打破產

業界限，連結社會新議題 

1.正式課程：通識「跨界與

歸零（一）」，使學生接觸不

同領域的社會參與，包括了

校園樸門農事、里漏部落市

集及化仁國小五味屋、東華

校園的二手物循環利用等。 

2.正式課程：通識「跨界與

歸零（二）」，以工作坊的農

作、身心靈活動、體驗式的

問題解決，重新與土地連

結，找到人的立基點。 

（新加入專案教師） 

3.正式課程：通識「校園永

續生活設計」為大班授課，

以 TRONCLASS APP做為互動

平台。 

1.學生參與農業模組的運

作流程，根基於所處環境，

專心地審視當下時空的問

題。 

2.不僅要學生能看到農業

的問題，還要看到解決問題

的方法，人必須也能在其中

安身立命。 

 

 

 

 

 

 

 

 

 

 

 

 

 

 

 

 

 

 

1.公共性、學生自主參與學

習、學習權力翻轉 

2.打破學科間的界限，解構

大學講堂 

 

1.透過見學會、小市集、自

主空間規劃，達到經濟自

主、飲食自主、行自主、空

間自主、友善校園。 

2.以非典型學程、彈性學

分、虛擬學程、追認學分等

方式創造學習生態改變。 

1.學生召喚同伴一起做有

意義的事。 

2.公共性（相對於私利）的

實踐，由學生自發，老師以

發問的方式來引導。 

3.類似真實情境的社會關

係，從中學習領導、合作、

問題解決，實踐公民責任。 

在地議題與 

大學社會責任 
催化學習生態系統的策略 

大學生社會參與 

與自主學習能力 

東農場 

在地議題與 

大學社會責任 
催化學習生態系統的策略 

大學生社會參與 

與自主學習能力 

心坎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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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鄉村相對於城市，是落後

的、缺乏穩定工作機會、居

民是需要幫助的 

2.以「款待」Hospitality

作為社區營造與發展的基

調，「款待」與「身心安適」

的關係取代文化部長久推

動之「人文地景產業」的思

維 

1.重新檢視以非正式課程

方式經營了十多年的認輔

團隊，去理解大學生的自主

學習需要何種發生的條件

及支持系統。 

2.以大一導師做為帶領學

生認識社會參與的途徑。 

3.延續性的社會參與使得

學生群體成為類似阿美族

年齡階級的傳習及支援。 

1.發現學生對自己無法掌

握、對外無法連結，要設計

對自主學習有幫助的系統，

讓學生有信心成為行動者。 

2.以焦點團體的方式歸納學

生產生自主學習的條件：結

構、同伴（老師和同學的陪

伴）、安全感（不用害怕失

敗）、資源（工作坊和零星的

支持課程）、脈絡（我做的事

和世界有什麼關係）、貢獻

（我和我們成就了什麼）。 

 

 

 

 

 

 

 

1.學習不利、高風險、低成

就等缺乏競爭力的學習

者，被各種補救教學包圍 

2.對主流教育、單一競爭模

式、建設與發展現代性思維

進行反省與實踐 

1.正式課程：通識「跨界與

歸零（三）」及「服務學習」，

導入以場域為主，而非大學

課堂為主的學習方式。 

2.系的跨領域學程「閱讀科

技」與資工系合作，規劃專

題研究做為跨域深碗課程。 

3.彈性學分制度使系專業

選修能夠與通識之社會實

踐路徑相輔相成。 

1.以具體的教育實踐行動，對應

資本主義與知識霸權，並使大學

的資源轉化並到達最弱勢需要者

（偏鄉兒童）的手裡。 

2.創造正向的改變，找回學習的

熱情（對大學生自己及對兒童兩

者都是）。 

3.透過對基礎教育中學習者轉化

學習的認識，對照自己的學習歷

程轉化（learning by analogy）。 

 

 

 

在地議題與 

大學社會責任 
催化學習生態系統的策略 

大學生社會參與 

與自主學習能力 

南聚村 

在地議題與 

大學社會責任 
催化學習生態系統的策略 

大學生社會參與 

與自主學習能力 

北學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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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學群執行策略

1.偏鄉的與身心障礙者的

「弱勢處境」 

2.將城鄉差距中所相對的

「偏鄉性」翻轉，從傳統的

生存型態視野，放下專業的

侷限，翻轉因對偏鄉部落的

「偏遠」與「匱乏」而需要

去「改善」問題的路徑 

1.非正式課程：學生自願參

與視障者認識校園、熟悉環

境的助手。 

2.自主陪伴偏鄉兒童：學生

自主陪伴活動：原鄉陪伴、

友善大腦、模型認輔。 

3.正式課程：社區心理學、

社區發展與心理療癒、人因

工程學（新加入教師）。 

4.未來與國企系和藝創系

合作，由社區的需求和培力

出發，形成跨域課程。 

1.從部落中去理解「靠著人

與人之間的信任關係形成

的共同生存聚鏈」、「從己身

文化走向異文化的理解」，

兩者正好是助人工作者最

重要的素養。 

2.最終效益希望創造：學生

不為學分為學習，誘因在他

想學的東西。 

3.學生應該是結石累累的

蘋果樹，或是馬鈴薯？傳統

的學習方法及創新的學習

方式都必須在校園中共存。 

 

在地議題與 

大學社會責任 
催化學習生態系統的策略 

大學生社會參與 

與自主學習能力 

西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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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層面投入及全校性推展 

1.行政團隊的合作及理念傳播 

校長為本計畫邀集教務處、學務處、教學卓越中心及通識中心，舉行數次會議，針對修課辦

法及彈性學分交換意見並研擬可行的辦法。為了進一步宣傳理念、重申本計畫與校務中長程

計畫的關聯性，在不同的校務主管會議場合和全校主管進行分享，尋求具體之校內共識。 

各行政單位團隊合作 

2.擴大教師參與 

為了能擴大參與在計畫開始前向全校教師的說明，也獲得了一些迴響，在計畫通過後分別邀

請教師進入社群參與。新手教師參與的程度不一，有些以現有課程增加在地議題，有些則選

擇支援現有場域，使場域的問題解決能注入新的概念及做法，亦使同學開始進行跨域的合作。

教師在特色課程徵求中所展現的內涵，也有越來越多結合社會議題及實作的傾向。 

3.自主學習方案 

為了培養學生以課程做為深化自主學習的基地，學校編列預算主動徵求每學期 50 件「學生自

主學習培力獎勵方案」，由學生設計自己的學習主軸，尋求教師顧問的協助。自主學習培力獎

勵申請可由學生主動向教師研商後提出，或由教師提供機會，尋找學生討論後向教學卓越中

心提出。學生與教師討論後共同撰寫獎勵申請書，其中應包含學習期程、指導教師資料、學

習目標及指導方式等，並於學習目標中具體說明欲深化的專業知識與教學知能，及對本次學

習之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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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針對大學生的宣傳 

透過與「大學入門」的合作，介紹五個學群不同場域的社會議題及實踐，使大一新生能開始

參與，並思考如何在大學四年期間將實踐取向課程列為未來修課的方向。自主學習課程開始

之前，舉行說明會與學生溝通新課程的運作方式；透過學生團隊的協力宣傳，召喚同儕的參

與；透過小市集及活動；透過工作坊的舉辦等等，這些不同的管道不僅具有宣傳的功能，也

同時具備理念傳播的效果，使學生認識學校在創新價值、創新學習上所做的努力。 

 

 

 

 

 

 

 

大學入門宣傳課程 

（三）制度變革之反思及挑戰 

在計畫提案初期盤點校內相關課程、社團、長期合作的非營利組織及團體等，數量已近百，

如何進一步促成相同議題的串連及深化，並藉此改變修課行為、課程制度、學習慣性、教師

思維與價值，才是本計畫重要的課題。因此，我們的目標並不在於創造更多合作單位及課程

的「量」，而是將執行的重點放在理解學生學習行為、創造不同的課堂及教學，從中思考將制

度的變革如何緊扣學習生態的支持機制，建置屬於鄉村性大學的特色。 

在原計畫中我們也規劃了創新及改變過程中所需要的配套機制，分別為：「方案管家」、「輔助

系統」、「宿舍學院學習群」、「導師制轉化」、「獎勵/鼓勵制度」等。實際執行狀況及修正如下： 

1.方案管家及輔助系統 

我們發現「方案管家」學生領導人的角色，不僅屬於配套機制，更是制度改變的一環。過去

教師習慣讓表現優異的同學擔任 TA，協助課堂的進行，但是 TA 之間並沒有團隊的結構，也

未進一步催化其自主學習的模式。因此實際執行時改以鼓勵方案管家組成社群，輔助他們在

過程中的學習，尤其是對在地議題的理解上，並在未來彈性學制中以工作坊形式為他們設計

進階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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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宿舍學院 

原本的規劃中希望能以住宿學院做為學生潛在課程及跨域學習的一部分，但宿舍的物理空間

必須要做一些調整，才能使學習容易發生，加上東華大一新生統一住宿的傳統，以系做為空

間的規劃單位，使得宿舍已成為系所學生凝聚情感的重要媒介，暫時難以改變。取而代之的

是去創造學生對於公共議題的參與機會，如學校創立公益視障按摩，以專業任用因應「定額

進用制度」，而為了接應視障人士進入校園，同學陪伴視障同仁的適應階段，同時可以觀察

校園的無障礙環境，並且到不同課堂分享他們的心得，提醒師生注意到校園中的身心障礙者。

又如校園道路命名活動，由原本的命名投票方式，改為參與式的機制，這些都仰賴教師及行

政團隊適時將重要議題轉化為學習的機會，也同時使學生習慣以「學校的一份子」而非總是

「某系學生」的身份來思考自己在大學中的角色。 

3.導師制轉化 

東華大學目前有三類導生制，以系所年級（cohort）為單位、以跨年級的家族為單位、以生涯

輔導為單位。除了師培中心的生涯導師制為跨系所的之外，這三類都是在系所之內。而因著

彈性學制的產生，社會實踐取向的學習者需要更多的引導，尤其是跨領域的引導及協助，也

有助於學分的追認、並能輔導學生將在地實踐與自己專業學系中的深碗專題課程結合。在這

個部分我們已有共識，新年度將朝向借調各系所教師至通識中心，成立跨領域的導師團隊

（advisory board），擔負起這項工作，使得學習者不是孤立的，而是受到支持及鼓勵的。導師

團隊亦能夠以學生實質的學習成長，對各系發揮遊說及影響的任務，逐漸改變系所的學科本

位主義。 

4.獎勵/鼓勵制度 

本校的多元升等辦法已接近完成，社會實踐類型的升等，未來也會成為多元升等的管道之一，

這對於珍視大學在地責任的教師來說，無疑是一項實質的鼓勵。現今還未找到教師授課負擔

的計算方式之前，以超支鐘點費的方式來鼓勵教師額外投入場域合作及輔導學生的工作。 

 

 

 

 

 

制度變革之反思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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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習生態系統之轉變 

以學習平台來擴展（或補足或取代）傳統以學系為主的學習，教育、療育、社區、農業及校

園再造等五個學群所面臨的社會挑戰及學生學習生態各有不同，相似的部分可以相互激盪，

相異之處則可以互相增補自己所缺少的那一塊學生學習的樣貌及可能性。105-2 的前導實驗課

程及學生團隊，各學群以觀察、訪談及焦點團體的方式，蒐集學生學習的資料，與他們對於

自主學習的認識及看法。學群在月聚會中持續分享，思索解決與接應的方式。有些屬於過去

教育養成歷程中逐漸累積而成的問題，有些可能是青年階段的心智模式，有的或許可從文化

價值中尋找出答案。部分屬於結構層面的，可以從制度面找到支點，在學科領域本位主義尚

未鬆動前，為學生撐出其他學習的可能性。以下綜合目前所遇到的學習生態改變的阻礙： 

1.結構層面 

(1) 高等教育的授課成本，大班教學會成為趨勢，但社會參與不僅是認知，更是態度和

技能，還有價值的翻轉，並非大班教學所能達成的。 

(2) 教與學的雙向回饋機制為何？若以傳統 SET（student evaluation of teaching）學生會

如何評量教學？  

(3) 水是植物成長的必要條件之一，但水無法告訴花，什麼時候要開？雖然彈性學分可

以鬆綁教師，使他們不必去掌控所有學生必須要有一樣的進度及工作份量，但是每一朵

花的花期不同，教師必須容許及關注學習者的多樣性，特別是在生態系統中。教師授課

負擔加重，目前仍未找到評估的方法。 

(4) 學生無可避免地將社會實踐取向的自主學習課程，視為「眾多課程中的一門」，因為

一般課程佔了多數，學生大多數的時間仍然必須花在面對一般課程的例行出席、聽課、

筆記、作業、考試。 

2.學生層面 

(1) 學生習慣以自己現有的技能來面對任務，難以有效地界定問題及專業知識；如何讓

學生拋棄（unlearn）以往在教育歷程中已經固著的常識、二分法及去脈絡思維。 

(2) 為學生所安排的團隊工作－但事實並不是如此，先行者（學生領導人）在前面一直

跑，其他人遠遠落在後面「晃來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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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確定性所帶來的不安全感：在場域中沒有具體的課程結構、操作步驟作為後盾時，

學生的不確定感和挫敗感可能難以衡量。 

(4) 見樹不見林：學生傾向做知識的一小塊，在樹林中有很高的匿名性和安全感。教育

系統中學長姊/學弟妹的階層，將位階放在知識或能力之上。 

(5) 南聚村所歸納出來的自主學習條件，在北學園可以看到雷同，但也有完全相反的結

論，是否為場域或學科的差異性？需要再持續思辨。 

二、達成預期目標情況 

根據本計畫三大執行目標進行自評，由落實大學在地性與實踐性執行成果可發現，無邊界生

態系統強調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和諧，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之循環體系。另外，在催化東

華學習生態系統執行成果上，有關學生、學校、教師層面，理解到未來在執行時將遭遇的許

多挑戰和困境。形塑大學生社會參與及自主學習能力執行成果部分，融入五大學群在操作自

主學習時的不同實踐模式，但最終接導向提升學生會參與能力。 

1. 落實大學在地性與實踐性執行成果 

經由此計畫的規劃執行，東華大學的師生們利用大地之母孕育出的在地動物、植物與土地資

源，進行教育、食用栽種、身心撫慰，以此來讓花蓮在地學子及自身可以獲得成長，然後再

將重新回歸到社區地方上的營造，形成一個無邊界的養育循環。漸進促成學科知識跨界應用

合作平台的操作，落實大學在地性及社會責任，聚焦接應在地需求。 

 

 

 

 

 

 

 

 

 

 

 

大學在地性與實踐性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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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催化東華學習生態系統執行成果 

透過課程再概念化，促成校內課程體制再建構，形成一個有利跨界操作的平台。以制度、學

生、教師三個區塊來看，新體制給予刺激創造全校動員共識、教務實驗、構思新的院系制度、

學分追認系統及自主學習行為歷程的建立、協助教師多元升等及加強教師傳習；另一方面學

校舊有習慣與體制則是在執行上最大的拉力，如教師授課鐘點如何計算的困境，及如何激起

與維持老師投入新制度的熱情，還有學生對新學習方式不確定性的不安全感、是否自身具備

成為負有責任的自主學習者的特質等問題需解決。(o 表示做到的部分/x 表示遭遇到的困難) 

學習生態系統執行成果 

3.形塑大學生社會參與及自主學習能力執行成果 

深化大學生自我探索、潛能開發、多元化職涯發展。形塑本校學生社會參與能力。五大社群

利用不同的操作模式：心坎坡-making citizenship（動手實作與公民參與）、北學園-engaging 

education（嵌入教學現場）、南聚村- accompanying learning（觀察現有自主學習場域）、西

部落-culturing community（文化融入教育） 、東農場-cultivating campus（栽種作物自食），

形塑本校學生社會參與能力及自主學習能力。 

 

自主學習能力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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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計畫目標達成百分比 

有關本計畫三項目標成情況本計畫在形塑大學生社會參與及自主學習能力達成百分比最高，

乃是因為計畫參與教師多與在地緊密的連結，在地社區深耕許久，依照社區的需求，帶領學

生進到社區進行實作與實踐；東華學習生態系統在實踐過程中逐漸架構出來，課程路徑慢慢

上軌道，學校制度面的變革時程也已規劃完善，東華學習生態系統的雛型已逐漸展現了；對

於如何培訓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的開展，目前仍在摸索中，因為多元的學習面向應可對應多元

的學習路徑，有別於過去單一的學習路徑。 

 

 

無邊界計畫目標達成百分比 

其中在推動教學體制變革上主要分為以下兩大部分： 

（一）學習制度翻轉與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為培育學生之自發性學習與引導學生參與方式，特別量身打造出學生學習特色與潛能，特別

規劃一系列學習活動之彈性學分組合。本年度為建立彈性學制、推動彈性學分之籌備期，鬆

綁大學制式課程框架重構學習模式，建立制度面支持架構，以共同學習場域，打破大學與地

方邊界。由社參中心提出「實踐整合自主學習學程」規劃，為培育學生之自發性學習與引導

學生參與方式，於正式課程外所規劃一系列學習活動之彈性學分組合。 

（二）學分追認辦法的運作與操作模式 

學期末課程結束後，由參與無邊界大學的老師，偕同參與實踐整合自主學習活動的學生，討

論學生可獲得的學分。由授課教師依據學生學習狀況、評定學習成效並授予學分數。此一學

分追認辦法為一彈性學分實驗，目的在於探索此一辦法的實施經驗，學生可於每學期末進行

學分追認程序，或待計畫完成後再追認所有學習學分。 

10 100

落實大學的在地性與實踐性

催化東華學習生態系統

形塑大學生社會參與及自主能力

計畫目標達成百分比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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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追認操作模式 

 

三、經費實際支用與原規劃相符程度 

東華大學自 105 年 8 月執行「大學學習生態系統創新計畫」，建置與推動無邊界學習場域和模

式，以跨域師生共學社群方式，整合校內院系與校外各領域。為了打造無邊界學習，形塑大

學生社會參與自主學習能力，建立良好共學機制。 

本計畫目標以生態學習系統為主軸，自發性學習與創造主導，強調非計畫性改變主導，因此

以預定的方式引導學生參與，教師社群

以開放的討論促成課程與教學變革與

連結，以主題或議題導向為前提，讓師

生共同去創造生態系統的變革模式。發

展在地化特色課程與教學、促進地方發

展，提升教師社會實踐力與行動力。本

計畫之執行是希望透過學習模式的改

變，配合本校推動的校務發展，更為有

效地發揮其作用。換言之，在人力與經費規劃之外，制度的改變才是教育改革的核心，本計

畫的推動可以協助學校面對未來競爭與挑戰，改變教師與學生所需的態度，讓投資大量人力

與經費的計畫，都能更有效地達到改革的預期目標，並使本計畫於經費補助期間後得以永續

經營。 

目前東華無邊界團隊在經費配置上，扣除人事費部分，業務費分為總計畫經費、行政統籌費

用與五大學群費用，團隊成員以教師社群方式運作，每月於社參中心聚會一次，進行專業對

話與研發。由各學群主持人規劃學群未來課程提案方向及內容，並統籌經費與控管支出。學

經費支持五大學群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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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主持人需與學群教師共同討論執行目標與策略，並擬定執行步驟。由於各學群至少需有一

位學生管家負責協助，因此工讀金部份

由各學群經費編列支付。除了每個月皆

定期召開月聚會與管家會議，討論經費

執行狀況與規劃使用說明。各學群之負

責管家除了參與管家聚會外，需參與心

得分享並與教師合作聯繫，協助教師綜

理相關工作，進行管理課程彙整、定期

回報經費進度與方案規劃等。另外，課程所需之校內外講座鐘點費、課程材料費等皆依實際

執行需求作配置。 

 

四、人力實際進用與原規劃相符程度 

心坎坡由所謂的「指導老師」林潤華、張瓊文、

吳明鴻、陳淑娟等人所組成，為不同團隊的主

持老師。然而，作為「學生自主學習」方案的

指導教師，教師們大致上的策略為「學生自主

規劃」，而儘量不進行干預；僅在學生在思考上

或策略上有懸而不決的狀況下，才進行實際上

的干涉與干預。與其說這群教師作為「老師」，

不如說這是一群與學生「共同工作」的「夥伴」。

小市集團隊由東華園內各方案小組組成，是一

彈性組織，分別有單車合做社、或許是咖啡館、Amigo Bar、化仁五味屋等，每個月的負責任

務不同，任務分別有器材組、招商組、招待祖、宣傳組、總召等，讓每月活動得以順利運作。 

北學園之社群及成員老師部分有林意雪、顧瑜君、劉効樺、曾賢德、葉旺奇、蕭昭君、林靜

雯；業師則有王福裕、陳怡錚、張桂芬、李珊、陳淑娟；主責學生共有張哲源、張瑋翔、蔡

念萍、林映汝四位學生。期望打破主流學校的教育思維，建置承接系統，尋找能夠鬆動在地

基礎教育運作的方法。南聚村與西部落部分則有李維倫、翁士恆、林美珠、顧瑜君、劉効樺、

陳怡廷、韓毓琦，以及學生管家五位。東農場之團隊人員則有蔡建福、顏嘉成、梁明煌、吳

明鴻、陳淑娟、葉秀燕等，以及一位方案管家。 

學群主持人討論目標與策略 

五大學群團隊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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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校內教師、業師與學生之團隊合作，長期致力耕耘地方與社區，把大學當成社會責任的

實踐場所，以大學為基地，應用場域實習課程以達學以致用之成效，永續經營。另外，為擴

大校內教職員參與本計畫，計畫撰寫期間透過計畫說明會，由計畫主持人向全校教師與行政

人員說明計畫理念與內容，並以東華大學為圓心，結合外部及在地資源，擴充創新課程與學

習歷程的深度與廣度。為了計畫的順利執行，藉由廣泛對話、共同願景的建構，學校與教師、

學生三方間的行政協調與資源調度上互相合作，因此，在團隊的分工與安排上與原規劃相符。 

五、計畫執行成果之重大意義 

（一）對計畫成員的意涵 

參與的成員包括了社區住民或場域的參與者、大學教師、學生、行政人員及一級主管，在計

畫中分別擔任不同的角色，透過社群、正式及非正式的會議，溝通計畫的理念，並隨時修正

各項行動策略。 

計畫執行對計畫成員的意涵 

1.社區住民或場域的參與者 

多數社區組織與教師團隊已有長年的合作經驗，社區之所以信任東華大學，是因為過去堅持

不因計畫而干擾社區或要求社區配合，也不因計畫中止而退出。這次合作較為密切的主要社

區組織，是已有足夠的基礎及人力資源，能透過協同的機會來實驗創新、與大學一同研發與

生產偏鄉知識的團隊。在互惠的前提下，社區得以在思考及行動上做一些冒險，並從支持大

學生學習之中獲得對大學學習及大學生的更多理解。 

2.對於長期參與社會參與的教師 

過去從通識改革、教學卓越計畫、大學小革命、智慧生活計畫各個不同時期加入的老師，已

經有長期經營的社會參與場域或是參與的模式。無邊界所提供的標竿──改變大學學習生態

──為資深教師提供了一個創新的目標，重新檢視自己的社會參與場域及模式。過去教師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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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價值創造，帶著有志一同的學生們；現在則是要思考如何將這些價值創造的歷程，注入

到大學的課程及學制當中。這個新的挑戰，使教師們花更多的時間彼此討論交流，促成了彈

性學制的形成。制度除了能使學生學習不受限於形式之外，也使得教師更能為不同學習者來

思考及規劃。 

3.對於新加入社會參與的教師 

大學的開課結構及升等制度對於社會參與的開課及場域經營並不是友善的。目前本校所規劃

的多元升等制度，雖然已經朝向更為友善的方向發展，但是高等教育的教師對於研發型的計

畫申請較為熟悉，其他非研究型的經費則需要仰賴資深老師的傳習及個人更多的摸索與嘗試。

本計畫的五個社群凝聚了這樣的合作氛圍，由資深教師帶著新手教師。加上彈性學制的吸引，

可以使得原本就在從事小型社會參與的老師，可以直接將原本在學院裡不受重視的「服務型」

工作轉化為「授課時數」，有助於吸引新手教師的加入。除了傳統學術工作外，不同的實驗課

程及工作坊也邀集校內的專案教師合作，使專案教師的專長得到發揮。 

4.對於不同團隊的學生領導人 

本計畫重要的目標之一，是為未來社會培養領導人才，而各學群的主要負責人（方案管家）

則是主要的培育對象。以五個學群而言，東農場和心坎坡最具有跨領域問題解決的特質，南

聚村、西部落及北學園與學科領域的素養較為一致，需應用專業知能來解決現場問題，屬於

深碗課程。無論哪一個領域，這些方案的學生領導人需要磨練團隊領導的能力，並拓展自己

對於未來社會問題的認識，培養出自己的觀點及做法。學生領導人除了觀摩教師社群的運作

外，也定期進行學群之間的經驗分享，由社參中心負責協助，亦鼓勵他們形成自己的行動方

案，對其他校內外的同學進行教育及傳播，運用學生自己的力量，共同開創自己下一世代的

願景及行動力。 

5.對於參與正式及非正式課程的學生 

計畫執行初期我們盤點了校內進行的各項社會參與管道，發現大一新生進入社會參與的管道

有限，因此透過對大一導師的宣傳、以及與「大學入門」課程合作，開創大一新生認識此一

學習路徑的機會。 

6.對於行政主管及行政人員 

過去我們在通識課程已創立了跨領域的社會參與課程「跨界與歸零」系列，為了能前導實驗

自主學習的課程，先以「跨界與歸零」系列課程開課，同時紀錄學生所展現的自主學習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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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面臨的挑戰，並設想轉化為彈性學分時可能面臨的問題。行政學習如何能支持創新概念的

實踐，重新定義自己的工作價值及內容。 

（二）對院系發展的意涵 

促進東華大學與鄰近社區、部落的互生與合作關係，將資源做最有效的分配，並藉由合作網

路吸引更多的資源注入，將在地應用形成東華大學的特色。具有區域特色之大學可以吸引地

方子弟的就讀，若能接應全球面對類似處境地區的問題，也能對於國際的特色招生有所助益。

學生透過跨領域學習的方案操作，提供跨領域與跨系所專長實務學習，或專長展現之機會，

進一步影響院系對於「專長」的定義與界限。東華大學目前的系所數目多，未來六年內大學

部人數的下降，以及研究所面臨更大的招生危機，各院之間成立跨領域學程雖然有助於未來

就業及創新，但若只是創造更多的必修課程而缺少應用及問題解決的機會，仍然無法治本，

期待在新舊雙軌制度下，讓院系可以評估新體制是否可以導入自身院系施行。 

（三）對整體校務的意涵 

學生成為參與校務與積極影響校園管理的主體之一，真正落實「校園是學生的」的概念。當

學生能夠轉化個人主義及功績主義的思維，在校園內外關心周遭的議題，跳脫抱怨、批評和

冷漠的習慣，培養對同儕及自身的信心，對於大學整體的校務會有正向的影響。大學負起在

地責任，雖不一定能與地方政府開發的思維一致，但卻可以用長期的合作及觀點的轉化，成

為居民信任的知識生產場所。以目前政策與東華自身之定位為主，導入無邊界計畫團隊相關

資源，達到創造卓越與創新研究、學習與教學體系、提昇教師專業發展，建立多元教師成長

系統、重視學生生涯發展，增強學生學習深度與廣度、：結合在地自然與人文資源，發展東

臺灣特色。 

（四）對其他學校的意涵 

除了共學的機制外，教師群也透過與其他學校的交流，分享東華的經驗，促成更多大學生態

的改變，串起不同社群間的連結。期盼未來提供與東華大學相類似設在鄉村的大學，能夠成

為他們一個經驗與學習。因在地實踐的特質，除了與大學端的學術單位交流，也著重在基層

學校的分享，並從基層學校聆聽與理解究竟「地方需求在哪裡」，以更貼近地方學校的需求去

發展工作策略。 

 

1. 大學交流 

 李維倫老師至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談「高教變革下的大學教師」 

 輔大社會系同學到校參訪，參與「舊情棉棉」市集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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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瑜君老師與慈濟大學師培中心交流，分享東華社會參與及無邊界計畫之操作策略 

2. 基層學校交流 

與高中職＆中小學端分享並促成協作討論：包括花蓮女中、花蓮商職、新北南港高工、花蓮

海星中學、花蓮平和國中、花蓮春日國小、花蓮賀岡國小、台東錦屏國小、台東蘭嶼中學、

新北桃子角國中小、嘉義豐山國中＆國小，透過學校教師社群分享，東華社會參運作，無邊

界計畫之如何與地方學校結盟參與。 

（五）對政策建構的意涵 

「無邊界」的政策旨在模糊大學的各種軟硬體（規章、運作、思維…等），就學術的概念與「再

概念」 reconceptualization 的實踐思維呼應，走出慣性思考與行動的循環，創造新的大學運作

模式。 

1. 專業的在地性發展：無邊界大學允許各大學以自己地域的特色及學科領域的發展，做為

不同問題解決的實驗場域，對照追求世界排名的單一化拔尖，以關懷感及地方感所帶出

的公民素養教育、專業問題解決的能力、將社區與居民視為資產及合作夥伴的多元化發

展，才能匯集出好的中央政策。 

2. 多元差異的包容實踐：議題也可以是小而美或小而強，和大而全可以並存。創新體制、

價值能否持續發展延續的關鍵，在於擺脫歷史的舊包袱，找回老師因胡蘿蔔與棒子制度

下，失去的熱情與教育價值，將目前制度更新轉變，才能將好的中央政策，匯集出甜美

的成果。 

但因第一年執行，所欲模糊的邊界，在高等教育的政策、法規與生存現實考量等因素的前提

下，往往牽一法動全身如「大象跳舞」的笨重與緩慢，百年樹人的教育工作，如何在啟動後

能延續發展（不一定需要永續）需要草根的力量往上長，由下而上的單點、微小發展需要被

重視與給予支持，此政策或許能從微不足道的邊界模糊，慢慢的連成一條線，在重重的限制

與歷史的包袱下，找到一線無邊界的生機。 

六、第三期計畫規劃構想 

以實踐社群啟動改變，促成能耐建構，實踐社群也肩負以議題驅動來創新教學內容。大學學

習生態系統的改變，必須仰賴各學群平台不同策略的驅動，也必須與行政單位密切合作，藉

由行政系統對於學分追認、學生改變學習習慣的歷程、教師投入、大學在地責任的認識與認

同，使得大學能夠朝向多元創新的方向發展。不可諱言的，有些學生或教師仍然會希望保有

過去的學習及教學習慣，這個改變會需要時間，或許也應該尊重傳統學制做為多元中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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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來一年的工作重點，延續性的部分仍然會具有挑戰性，因為即使改變了部分制度，

觀念改變及社群拓展等各項挑戰仍會接踵而來，以分兩個部分的說明： 

（一）延續性 

1.公共性議題的延續 

未來將持續經營已經發展的「公共議題」的參與與討論。例如在心坎坡平台必須持續落實推

廣合作教育理念，追求人與動物共利的校園環境。但校園中勢必有更多公共性的議題需要發

掘，不只是人，更可能與空間、環境、動物等議題相關。各個社群原本的教師、以及新加入

的教師，都必須能夠持續（並堅持）大學在地責任的方向，覺察到領域中的潛在議題，培養

學生及己身的公民參與及公民素養。 

2.自主學習方式可能的持續探索 

在稍早所呈現的表單之中，各個學群以正式或非正式課程實施自主學習的實踐，這個部分的

努力仍然會延續探索，並能發展屬於我們這個學習脈絡的論述，發覺更多可能，例如學生實

際參與更大規模的空間規劃或管理，媒合畢業專題，或使非正式社團活動與社團課程得以成

為正式獲得教學制度承認的課程內容，進一步達到關懷公共議題的公共性課程。自主學習在

院系中的發展、學分追認系統的細緻化、多課程/學系的社區融合，都屬於此面向的延續。 

3.學分追認制度上的持續實驗 

目前學分追認的制度已經通過，未來正式實施後，仍會有需要微調和修正的地方，在教師的

授課負擔上，也需要有計算及轉換的標準，目前先計入超支鐘點費而非基本授課時數，避免

對系所開課的衝擊。聯結不同領域與系所的專業，凝聚團隊內對於知識的討論與內容的共識。

在減輕授課負擔方面，會持續與其他大學交流討論，像是臺北醫學大學以「專任輔導教師」、

「承認工作坊授課學分數」、「聘用兼任教師輔導」、「以專案輔導抵認學分數」等措施，我們

會持續借他山之石，尋找校內的解決方式。 

（二）挑戰性 

1.知識的傳播及轉譯 

東華大學社會參與團隊與在地社區已經有多年的合作經驗，在知識生產、知識傳播、知識轉

譯，以便能夠使這些重要的經驗能進一步與其他大學/組織交流及激盪，會是重大的挑戰。與

場域之間的合作及信任關係的建立，並不是一蹴可及的，特別是帶領學生團隊進入後，與場

域的磨合、細節的確認、問題的解決等，都必須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教師在其他研究、

教學及服務上負擔，並沒有減少，這些都會減緩我們的能動性，使得過去在知識的傳播、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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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及交流方面，是受到限制的。 

2.教師及行政人員的工作負擔 

行政人員在編制減縮的情況下，負擔並不比教師少。官僚系統中的工作負擔，自然也會使得

行政人員對於額外的負擔避之唯恐不急。新年度的工作重點，必須要結合 IR 的組織研究，才

能獲得關於工作負擔的精確資訊，並能夠找到合適的解決方案。 

3.原本偏重實作及議題的學科知識，如何能夠再做轉化，而不僅以複製系統的方式進行 

有些學科本身偏重實務應用，如諮商、企管、設計、社工、教育等社會科學，這些主修的學

生原本就有許多和在地社區或組織合作實習及實作的機會，教師在操作時也容易結合社會議

題。這些實作的機會，對於學生來說，一旦過於精熟場域舊有的操作方式，雖然能培養他們

的就業能力，與真實社會接軌，但是卻無助於社會改變。我們想要挑戰的是，如何能夠在課

程中導入社會正義觀點，使學生在實作時必須跳脫原本習以為常的框架限制，察覺隱而未現

的問題，翻轉操作的方式，也要翻轉方法背後的價值。大學學習生態系統在談的著力點，其

中之一是擾動學生學習習慣。 

4.創造空檔年（gap year 或 gap semester） 

為解決自主學習只是眾多選課中的一門，我們希望能創造空檔年的制度，使學生可以專注在

實踐性的學習上，這段時間內若還有其他必選修課程，則由校方協調，讓學生可以不用到課，

改以融入式的方式來完成該科目的學習，也讓學生學習如何統整原本被切開來的學科知識，

經由參與的路徑來創造出自己的學習成果。 

5.教師借調以改變學系中固有制度 

目前校內有部分系所的員額較為充足，在實施彈性學分及學制時，我們希望衝擊系所的開課

習慣及固著的思維，但一方面又不願意與系所為敵，造成制度推行上的不易，更何況系所是

計畫的合作夥伴，而非敵人。我們希望未來一年能創造教師借調的空間及辦法，使得部分人

力能夠釋放到社會實踐的自主學習課程上，從事研發及支持學生的工作，並能減輕教師負擔

過重的問題，使教師能更專注於改變學習生態系統上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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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實踐智慧 

實踐智慧一詞來自於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他在「尼各馬科倫理學中」首度提出了實踐智

慧（Phronesis）的概念，實踐智慧」（Phronesis）為希臘文，詞根為 phren，意指心或橫膈膜

（Midriff），希臘人認為，橫隔膜以上是心靈、頭腦、思維的部位，而橫隔膜以下則是腹部、

情慾、排洩的部位，這中間地帶被視為「思想器官」之一，而 Phronesis 後半部的字義為「智

慧」，組合而成即意指著一種實踐的知識或明智考慮的能力，後來再被翻譯為英文的「Practical 

Wisdom」。 

東華大學在經營社會實踐工作，已經從過去「野放」的知識實踐者走向校內教師社群經營與

校務制度面的整合。如何帶領學生將知識與教師自主經營的跨專業場域揉合，並且形成由知

識論到方法論的多重路徑，是我們認為大學教育工作者需要突破傳統教學限制，以「至善」

為目標的實踐智慧與教育責任。 

課堂之中的「傳道－授業－解惑」的知識教育與方法，並非為單一與線性（Linear）的途徑，

我們認為需要考慮大學在地域生態系統中的倫理位置與道德重量，並將其置身（embody）與

入地（emplace）於學生的知識路徑之中。我們認為改變傳統的大學教育中教師與學生的單純

知識授與的雙向關係，將大學自身的地理位置所賦含的人文資源融入學習的歷程，將會是每

個學習者獨特的內在風景。 

因此，我們從法國哲學家德勒茲與瓜塔利所提供的「生成論」（Theory of Becoming）與地下

莖（Rhizome）的現象學論點，我們重新省思學習者所置身的教育場域去看學習的「非線性」

與「多樣性」歷程：那並非單為刺激－反應的教學效能與因果關係，而是經由不刻意的置身

連結，讓經驗與經驗之間彼此涵養，召喚、對應、摺疊、沈積、醞釀而生成意義。如同德勒

茲在千高原（A Thousand Plateaus）中所提醒的，一件藝術作品與其複製印刷品的差異，在於

表層的顏色底下層層疊疊的油彩所生成的工匠技藝及獨特的美感。以植物來比喻，傳統的學

習如同等待結實的果樹，但土壤底下仍有另外的收成，紮根展延的塊莖植物，正也是學習的

另一個歷程與型態。我們認為大學教育的實踐智慧，便是涵容著地上與地下的各種生成方式，

兼容傳統與異質。而亞里斯多德的實踐智慧以至善為目的，這也是我們認為社會參與責任導

入自主學習的核心概念，法國哲學家列維納斯認為人與人面對面的遭逢（Face –to-face 

encounter）會由「他者（other）」召喚凝視受苦的責任。 

東華大學的無邊界大學計畫中，有著對於社區居民與兒童的陪伴工作，有著「他者－自我－

地方」的聚落關係。其背後便是去引導與省思陪伴者在面對異己者與受苦者所衍生的倫理責

任所帶來的學習。相對於教學計畫的成果與效能，我們認為實踐智慧的核心是倫理性（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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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學習不只是學了什麼與在哪裡學習，而是為了誰（For Whom）？列為那斯認為，我

們無可避免直接面對從他者所召喚的責任，位他者而苦。實踐智慧的基礎，在於不只是為了

自己而學習，而是為了他人之苦而承擔責任的重量。形成不為學分學習的自主的學習系統，

我們形成了學習者的倫理省思與鑑結。從東華大學計畫中實踐智慧的基礎，以回應創新社群、

組織學習與結構限制三大點整理東華大學在無邊界大學計畫的成果與省思。 

一、如何形成創新社群？ 

以地方與人我倫理返身的大學（the Big Learning）團隊 

從我們對於實踐智慧的操作，我們將社群的創新性（innovation）定調在地方－大學之倫理召

喚，也就是實踐工作所召喚人我責任：返身性（Reflexivity）的覺知、連結與群體操作。以目

前教師的社會參與工作為社群基礎，定期的集合與總結現場工作的進展，形成平面（horizontal）

與縱深（Vertical）的串連。平面的串連為子計畫的溝通與嵌合，縱身的連結為形成學生學習

到大學校務的雙向回饋。一個從場域「地方」到「人」到「學校」，從現場工作返身學習的生

態系統。 

教師社群間的回饋與成長帶來了縱向的，對於學生與校方的串連與回饋。制度上，我們促成

了學生進行社會參與的學分追認系統以及授課鐘點及多元升等的校務質變。更仔細的去說平

面的串接，我們的社會參與教師社群群以自然資源、教育、人文地理與心理學為主，對於工

作以有著人文哲學的論述基礎，根據地方場域的特性以及教師工作的團隊，以東華大學座落

中心，我們形成了五個獨立但彼此回饋的團隊，各自在花蓮的不同地方，形成跨專業之實踐

場域： 

 

 心坎坡以東華大學校園為腹地，以生活與學習需

求，召喚學生自主改變校園的責任。 

 東農場以食農的通識課務，並以大學地景與洛韶

聚落的人文歷史與資源生態，召喚學生對於地、

農、食由身體返抵心靈的溝通覺察。 

 南聚村以南華社區長年的國小學生陪伴運作為

基礎，探討無學分運作的自主學習可能性。 

 西部落以支亞干部落、瑞穗與玉里地區學齡前兒童

的自主陪伴，召喚學生去面對脆弱對象的照顧責任與文化覺察。 

 北學園以志學村的國中小閱讀陪伴關係為背景，召喚學生去面對教學的多元性。 

五大學群合作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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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教師社群、五個獨立子計畫，每週約有四百位左右的東華師生在學校與周圍地域所延伸

的學習空間中學習，這是社群教師所形成由置身地方，由地方返向學習者的共同操作。地方

從陪伴形成對於大學的需求，召喚了對於人與地方的倫理責任，而在承擔責任的行動過程，

學習者與地方得以共同承擔與共同成長。東農場形成了地區食農教育的倫理基礎；北學園形

成了偏鄉教育的閱讀典範；心坎坡形成了學生自主運作的互儲社與校園地景；南聚村與西部

落則以社區與文化為學生自主學習的背景，以台灣唯一一個心理系所的社會參與課程，形成

了人文療癒學群與自主生態系統。而所有的進展，形成了以東華大學為中心，周邊花蓮地方

為學習空間地景的「大學（the Big Learning）」行動。 

結合亞里斯多德所談的實踐智慧與列維那斯的他者倫理，我們可以總結東華大學教師社群的

創新性在以教師為主體，其自主性活動所專注形成的倫理串接，以及其從地方到大學到他者

到自我的倫理返身。不以活動的參與成效為指標，而以「人」為本，從現場者所覺察的意義

與責任形成學習的動機，而動機促成行動，行動造成改變，改變也質變了現場的需求。我們

不需談論改變的方式與驗證改變的有效性；只要鞏固此倫理連結，改變終究會醞釀而生成。 

而倫理返身性的操作，將回應我們對於「學習」的思考，自主學習心態的形成。 

二、如何促進組織學習？ 

以場域蘊養需求，以需求帶入學習，自主學習「心理」的運作 

我們的行動主體，在於以場域蘊養需求，以需求帶入學

習。這樣的基調與即時性已成為長年教師社群運作的基

礎。而我們的進展，在於制度的設定與學習者的心理層

面之經營。「如何形成一個組織自我學習的趨力？」便是

我們經過長年運作所醞釀成熟的階段目標，在校務上，

我們促成了學分追認系統的成形；在組織運作與學習心

態上，我們形成了以倫理責任為導向的自主學習心理論

述。 

學分制度是否會讓實踐智慧變質？當思考社會參與與人文實踐計畫進入正式課程時，我們質

疑了當從從非正式課程到正式課程，學分系統將會因為對於分數的追求與學分的需要而變質

了社會參與行動的目的，因為學分的價值會混淆了現場實踐所得的價值。 

地方、他者與自我的實踐 



37 
 

如何解套這個兩難？我們在南聚村與西部落的運作中得到解答，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李維倫

教授以焦點團體的形式與參與學生探討與陪伴孩童經驗的反思尋求解答。我們確定，當學生

認為所得到的經驗是無法取代與無法量化的，是讓學生得以投注心力行動的動力。自主的學

習是倫理責任的返身，這在學生身上得到印證。但我們如何以校務支持這樣的自主學習，而

不被學分系統所「污染」，我們以學分的追認系統的努力去支持這樣的自主學習。 

「當付出與收穫是不成比例的，而付出的成果讓學生感到驕傲，這樣汲汲營營於學分與成績

就沒有任何意義了。」這是在一次教師社群會議時，眾人所討論的主題。因此，學分的價值

與意義必須被退化（Regressed）與解構（Deconstructed），它必須僅僅是一個單純讓學習者感

到驕傲與榮耀的因子，主動的動力才會指向形成。學分追認系統，便是在「事後」的時間軸

線上，以一至三個學分追認學生的努力。讓此學分的歷程與意義有別於其他學分，成為大學

生涯的榮譽。 

而教師學群的社群的工作成果，沉澱、堆積與持續的擾動整個校園的教學型態，當地方的需

求開始多元，同樣的學習空間便開始涵養新的教師與學群。以西部落子計畫為例，原先孩子

的陪伴計畫形成了社區的信任，開啟了社區的開放空間，文化便形成了教師與學生的學習場

所，原先單純為助人者返身經驗的學習場域，捲入了心理系人因工程學對於木製柺杖「質感」

的探索、藝術創業與產業學系對於部落藝術空間以及國際企業學系對於文創的在地經營，部

落空間的文化脈絡因此也成了大學教育的在地資源。當場域形成與人真誠的連結，便能蘊養

新的需求與動能，教師社群的影響也得以展延。 

提出過渡現象的英國心理學家溫尼考特用「未成形」（Formlessness）的概念去說明人內在成

長的重要過程：在從依賴走向獨立的過渡空間之中，當內在發展即將突破限制但尚未突破時，

回過頭去內省人我的關係與彼此的關懷涵容，會讓發展的樣態方向得以自然蘊生。在跨專業、

多種身份的教師所組成的社群便是以彼此支援、提問與欣賞的過程中逐漸形成工作的共同步

生活經驗結合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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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及彼此接應的默契。從置身（Situating）與生成（Becoming）的角度共有整個教師社群，

教師各自所經營的場域逐漸的擴散為共同與重疊的區域，如同地下莖般延展、重疊與接續，

專業的獨立領域也得以模糊化與融合。這也是我們的地下莖經營模式（Rhizomic Model），五

個子計畫表面上為獨立運作，但深層其實為共同的操作、理解與認同，以此突破傳統教學的

結構瓶頸。以下再詳述此模式的運作與進展。 

三、如何轉化結構限制？ 

地下莖模式（Rhizomic Model）的形成與經營 

法國哲學家德勒茲與瓜塔利提出了一種知識運作的

形式，他們認為知識不應單純看做是經由被教、學、

用以一種線性與複製的方式成形，他們提出「生成

（Becoming）」的論點，認為知識應有其原生的發生

樣態，是透過經驗折疊、沈澱與編織後形成質變的

非線性生成。他們也以地下莖理論，去說明知識的形成也不一定像是地面上的植物以開莖散

葉枝狀延展，而可以是在地面下的塊莖植物，以不規則的型態成長擴大與延展。 

我們認為大學體制結構的結構上便是一種樹枝狀分化的階層，學生、教師、學校以學分、課

程與學程的方式讓知識透過系統化的設定而得以評量，這是運行有年同時可經評鑑形式。但

這樣的結構也形成了其侷限之處，教師被教學評鑑與升等制度所限制，學生則因為學分評量

與系所特性所限制。知識被疆域化，學習也被結構化。這些限制也侷限了一所大學的發展樣

態，同一系統與體制的結果讓大學失去了地方性資源，城市與鄉村的特性因為教育資源的層

級分配成為了優劣的比較結果。 

我們試圖從現有的教師社群與社會參與工作找到轉化結構的基礎，因為地方性而開展的人文

實踐行動的確開啟了不同的師生關係與學習方式。我們以地下莖模式（Rhizomic Model）去

形容教師與學生教學工作間的離散、重疊與轉換。我們看到，從非正式課程與社團的經營，

學生形成自主的學習態度，到以正式的課程用學分與分數來評量時，教師與學生可以將經驗

自主轉化為專業與學習的成就表現。 

五個子計畫，共約二十名教師，每週約四百餘位學生參與在東華大學校園與周邊腹地的社會

參與活動，不同教師所在的場域工作透過社群對話而彼此影響，學生也在計畫間依自己的經

驗狀態參與不同的子計畫與相關課程。這些經驗成為折疊、編織與沈澱的基礎。在社群教師

與場域學生之間的區域，我們另提供轉化的平台（platform for transformation），便形成地下莖

的延展路徑：方案管家社群。 

來自 Richard Gillet 的畫作，地下莖的展延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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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設置了五個子計畫的方案管家社群，管家也是大學部與研究所的學生，負責教師與場域

學生的活動與聯繫。管家社群的設立讓學生可以彼此對話，不同子計畫的管家以場域守門員

的身份定期進行對話與交流，並透過共同活動彼此合作讓不同子計畫的學生得以分享彼此經

驗。例如心坎坡、西部落與南聚村的管家們透過與黎明向陽園機構的動物輔助治療計畫，讓

校園的流浪狗得以轉化為療癒犬，也讓療癒雞舍的知識得以座落於老人養護機構與社區之中，

學生透過動物友善空間的經營，助人專業學習者得以轉化為專業知識與技術；教育工作者得

以轉化為生命教育的現場資源。實踐經驗因此可以透過管家社群，在不同子計畫間重疊、連

接與延展。 

另外一個例子也可以說明轉化的基礎所形成的經驗連結，在心坎坡的友善校園工作中，我們

協助了學校進用的盲人新進同事適應學校環境。一名未來將成為心裡師的學生每週以自己的

身體當作盲人朋友的引路，盲人朋友搭著她的肩膀，小心翼翼的陪伴與熟悉校園環境。過程

之中沒有太多的語言，但是從引路的身體姿態，手掌所傳遞的身體訊息，這位未來的助人專

業者更可以去瞭解怎麼引導與陪伴一個人，進而安排到班分享。當這樣的故事得以在學生間

分享與傳遞，知識的疆界便重新設定，連結，也因此得以重新形成。同樣的過程，不同的學

生參與，會召喚出不同的知識。 

我們認為，現行的大學結構的確並不容易改變，但從實踐智慧的基礎，我們可以形成另一個

可以並行的替代路徑，以地下莖的方式，無規則的生成。這並非單是技藝（techne）的學習與

練習，而是經由模糊知識疆域的現場工作所召喚的知識，以「善」為目標的責任返身，以此

與現存體制共存共有，經驗與知識、本體與方法終究得以連結與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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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想法翻新 

一、關於「學習」和「大學生」新的認識與思考？ 

認識 1：大學生必須成為自主學習者，但大學生首先不是自主學習者。 

思考 1：大學生過去的學習經驗為何？為何成為被動的學習者？ 

結果 1：學習內容、 學習方式與學習時間都不是自己決定的；只知道自己的分數不知道

自己的能力；結果不如預期就等於失敗與白費；害怕自己做不好。 

認識 2：大學生過去曾有過自主學習的經驗，曾經是自主學習者。 

思考 2：大學生過去的自主學習經驗中有哪些要素？ 

結果 2：有同伴一起；獲得樂趣；覺得能夠有貢獻，自己做的有價值；有努力的感覺；

老師的陪伴；獲得專業知識。 

認識 3：目前已經有社會實踐自主學習經驗的學生仍舊無法完全自我發動 

思考 3：目前大學裡的自主學習經驗之影響為何？欠缺什麼？ 

結果 3：正向影響：臨場實戰，在活動中獲得動力；知不足；同伴與老師的陪伴，安心。

待改善部分：失去方向，迷惘；希望自由自在，但卻多玩樂而沒有累積什麼；

自由，但糢糊。 

認識 4：「成為自主學習者」是一項行為模式轉化（transformation）的過程 

思考 4：（1）行為模式轉化的過程起點是被動的學習者。 

       （2）要借助過去的自主學習經驗 

       （3）要在避免自主的過程所帶來的負面經驗。 

結果 4：大學生自主學習行為轉化歷程的設計 

     據此，本計畫提出大學生自主學習行為轉化原則，包括： 

（1）結構：提供一個有結構的學習環境與歷程 

（2）安全：學習是安全的，失敗不是無能的 

（3）支援：提供自主學習歷程的支援 

（4）脈絡化：提供場域的歷史地理認識，以及專業視野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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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生自主學習行為轉化原則 

 

進一步，本計畫提出大學生自主學習行為轉化歷程，包括： 

(1) 啟動加入（engaging）：有自主學習的加入與議題場域的加入兩項。必備的元素為

價值/視野/任務（value/vision/mission）。 

(2) 協商/支援（negotiating/supporting）：一旦進入實踐，大學生將遭遇到「現實」的阻

礙，需要支援而度過與「現實」的協商過程。支援的形式包括回饋（feedback）、個

人諮詢（consultation）、團體討論（group discussion）、團隊建構（team building）、

知能工作坊（workshop）與課程學習（course learning）。內容項目則包括自我瞭解

（self-understanding）、與人工作（working with people）、在限制下獲得成果（achieving 

under limitations）。 

(3) 擁有責任（owning responsibility）：所謂成為自主的人，即是擁有了自己的責任與

社會權利。 

(4) 改善/創新（improving/creating）：自主學習的進一步是改善在限制條件下的現有做

法，或是將限制條件重新定義，創新做法。 

(5) 享受（enjoying）：自主學習者追求的不只是個人成就（achievement），還有樂趣（fun）

與價值貢獻（contribution），以及共同努力（hard-working）下的友誼（friendship）。 

(6) 分享/發表（sharing/presenting）：自我成就與價值貢獻的一個管道是分享與發表。

做為一個價值導向、擁有責任、面對限制、改善或創新做法從而得到成果的人，自

主學習者將回到社群中分享其工作，並且得到他人的鼓勵滋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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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自主學習行為轉化歷程 

二、關於「學術」和「大學老師」新的認識與思考？ 

認識 1：由於過去十年教育部強調以「論文發表」做為獎賞與處罰大學老師的依據，目

前的大學老師普遍把「學術工作」簡化為「論文發表」，形成受害者意識（victimization）

與保守心態（play safe），喪失對學術的熱情。 

思考 1：如何從受害者意識離開？如何讓大學老師在學術工作上感到安全？如何重新認

識「學術」讓大學老師產生出學術熱情？ 

結果 1： 

（1）要讓大學老師離開受害者意識，需要「轉型正義」，即探究教育部以「胡蘿蔔與棒

子」的大學治理策略，承認問題，並且道歉。這點相當重要，因為會影響大學老師是否

以應付心態來面對大學改革。 

（2）把學術成果與工作安全脫鈎。 

（3）利益回饋無法喚起學術熱情，只會如過去一般產生無數弊端。喚起學術熱情需要喚

起對下一代的責任，以此做為價值。 

認識 2：目前以「論文數量+國際期刊」的「學術成就」定義，及其衍生的評鑑與獎賞制

度，不利大學老師投入 USR，建立新的「學術行為」。 

思考 2：（1）學術成就的定義不應量化，甚至是獎金化，而是價值。其價值是為公眾目

標而非個人利益，未來導向而非利益導向。（2）學術工作必須是負有責任，不是對個人

升等或賞罰的責任，而是對於青年的責任，對於弱者的責任，對於人類的責任。（3）學

術必須重建知識份子的社會角色，論理的能力，思辨的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 

結果 2：建立新的學術與社會發展的連結，不只限富國強兵，更要經世濟民與助弱扶傾。 

新的學術活動發表形式芻議（需由科技部改革，而非單一大學可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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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診斷 

1. 目前以期刊論文為學術寫作之形式與文體要求，大大限制了學術研究與思想結果的

能量、普及、與發展。 

2. 為了符合論文形式的文體，學者的寫作與其思考的經驗歷程脫節，無法享受思想寫

作的樂趣，做出的學術成果缺乏熱情，成了為寫作而寫作。 

3. 期刊論文寫作文體也將學術結果封鎖在一般大眾可觸及的範圍之外。 大學教師的知

識思考被閉鎖在論文寫作文體之中，無法將其寫作開放到社會上，起思想與寫作的

示範作用，徒讓輕薄短小的網路文章成為大眾寫作表達的範本。 

4. 學術研究與思想成果若僅是固鎖於學術媒介之中，大大限制了其發展的可能性，因

為將缺乏了異質融接的機會，小至限縮個別研究成果的發展潛能，大至影響整個社

會創新發展。 

5. 目前學術研究成果已經發展到被商業公司所經營的文獻資料庫壟斷，流通門檻更

高。 

（二）結論 

這並不是說學術寫作不需要被評鑑，只是任何事先製訂的評鑑標準必然扼殺部分學術研究成

果。此外，近年來將學術評鑑與工作權利掛勾，這不但無法提昇實質的學術界對社會的貢獻，

反而進一步複雜化學術研究的意涵，致使怪象百出。 

（三）學術發表的創新型態 

1. 學術發表以網路形式為主。舉例來說，每一位學術研究者在科技部平台中都有一個

發表網頁，其格式與搜尋方式由科技部製訂。科技部可以設計對外傳播的新聞發表，

如每一週或每一月心理學門有哪些學者發表，關於何事。如此，網路新聞媒體或分

享平台可以採用而有助於傳播。如此，研究思想成果將可迅速為社會各階層觸及。 

2. 網頁中除了學者的研究思想所得外，也有公開評論的欄位，具名之讀者使可發表評

論。如此，可增加學者自我負責的學術態度。作者也可對於評論者的評論給予點數。 

3. 研究思想發表文體開放由學者自行決定，但有公開評論機制來與之對話，可形成寫

作發表責任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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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術評鑑可以單純以量來看，一位學者發表的次數，參與其他學者之發表評論的次

數。 

5. 大學教師之適任與否放到教學而非論文發表上。 

三、關於「創新」和「大學體制」新的認識與思考？ 

認識 1：目前大學以學科系所為主的行政單位，以專業課程課規為主的學習與教學形態，

適合學科系所有固定職業管道的高教時代，但不利於目前社會大幅變動，新興事物層出

不窮的時代。 

思考 1：新的高教形式會是 麼？如何從既有的架構轉向新的學習體制？需要多少成本，

有形的與無形的？ 

結果 1： 

（1）自主學習學分追認系統 

（2）學習生態系統教學之授課鐘點轉換系統 

（3）系所學門教學與學習生態系統教學之人力轉換補償系統 

認識 2：現行大學老師人力員額以系所劃分，在資源緊縮的年代，形成每個系所的發展

皆受限，大學老師的工作環境滿意度下降，不但造成人力調配不易，也易使人才外流。 

思考 2：如何使各有專業的老師適得其所但又讓教學人力有調配空間？ 

結果 2： 

（1）打破「系所員額制」，而是以「院教師員額」來規劃師資需求，所有教師歸屬於院。

教師之升等或獎敘以對院之教學與發展有貢獻者為評量標的。 

（2）實施取消「系所員額制」的學校，應重新設立學院，打破目前傳統理學院、工學院、

文學院、社會科學院等類別，以未來想像創造新的學院類別與定位。 

（3）「院教師員額」為浮動。員額經費來源有二，一為全校分配，二為院自行籌措所得

之經費。 

（4）學院內分研究部與大學部，可同時重新規劃研究部與大學部的銜接，使之更加彈性

化。如此也將更有彈性地地因應社會條件來培養學碩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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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育部可選定 2 至 3 所大學，投以資源，以五年時間試辦轉型。如此也將能夠銜接

107 年課綱實施後之中學生教育，並使得 107 年課綱的實質在大學端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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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相關籌備紀錄（結案報告需提至相當層級會議與校內外成員交流） 

會議名稱 日期 相關討論議題 

105-1 第 1 次

擴大行政會議 

105.10.5 ●大學學習生態系統創新計畫說明 

1.學習生態系統教學之授課鐘點轉換系統 

2.系所學門教學與學習生態系統教學之人力轉補償系統 

3.學校要突破傳統學系概念價值觀及學生畢業學分多寡的認定，才

能走出更新穎及活躍的路。 

4.此計畫希望學生自行規劃大學四年之修課情形，如何在原有制度

中找出彈性。 

5.事後學分認證如何實施，仍需規劃。 

6.諮臨系李維倫教授可協助各系所，進行客製化課程規劃。 

105-1 第 2 次

行政會議 

105.10.26 ●自主學習活動 

1.性別月彩虹旗活動規劃案 

學生以行動支持第 14 屆台灣同志遊行，東華大學 Rainbow Kids 同

伴社、女研社聯合向校方申請「彩虹旗升旗活動」，讓學生朝向多

元差異尊重邁進一大步。 

2.校園道路交通改善規劃案 

原以徵件甄選方式進行，後來改以透過東華專家學者審議方式，延

長與加深此方案之學習目的，回歸教育本質。擬將道路命名規劃為

106-1 之特殊學習型態，將常名導向與專家導向作結合。 

●自主學習認證辦法 

「國立東華大學跨域自主學習認證實施辦法」 

1.學生跨域自主學習認證分為「服務奉獻、多元進取、專業成長」

三大類。 

2.每類別最低下限 10 小時，3 項達 100 小時始得畢業。 

3.實施對象：106 學年度起入學之大學部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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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 第 2 次

擴大行政會議 

105.11.1 ●相關辦法修正 

「國立東華大學跨域自主學習認證實施辦法」 

1.活動類別及時數認列，由各學系認定，提供較有彈性之認證方式。 

2.活動結束後，由承辦單位彙整成檔案，交由教學卓越中心協助上

傳到學習履歷系統。 

無邊界計畫月

聚會 

106.9.08 ●無邊界計未來執行重點說明 

1.自主學習學生團隊的形成與經營： 

2.教師團隊的經營 

3.自主學習支援系統的建立 

4.自主有機學習學分追認系統 

5.學習生態系統教學之授課鐘點轉換系統 

6.系所學門教學與學習生態系統教學之人力轉換補償系統 

●未來可能之作法 

1.開設新學程，由多位老師共同開設，不同的老師會有不同的學習。 

2.不受一學分需上滿 18 小時的限制。 

3.學分的多少不等於付出的多寡，強調學習的價值。 

無邊界計畫月

聚會 

106.10.06 ●北學園學群分享 

1.以平和國中為發展基礎，從鬆動社團開始進而鬆動校內，教師到

鬆動其他學校，從執行過程中，看見問題，促進學生學習、改變大

學學習，目前先以單項的活動來推動，以增加學生的認同。 

●西部落學群分享 

1.設計階層式目標，以地方來涵養系上課程，將一個現象或問題帶

入課程，帶領學生從中實作，建立一個支援協助學校解決問題或改

變現象。 

●心坎坡學群分享 

1.校園道路命名活動納入 21 年校慶，藉由校內地景藝術作為校園

凝聚的活動，讓學生當主人，以講述歷史故事的方式，藉此脈絡讓

學生認識東華。 

無邊界計畫月

聚會 

106.11.10 ●12/20 跨校論壇主題討論 

●自主學習模式－焦點團體工作坊 

●與通識中心討論內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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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坎坡自主學習較著重在學生參與的公共性 

●寒假開設「跨界與歸零（二）」課程，引導學生自主學習，部份時

段在校內上課、大多時間則需到社區進行實踐，由師生共同來規劃

學習之歷程，此為新嘗試之課程，故會以說明會的方式來讓學生認

識。 

無邊界計畫月

聚會 

105.12.08 ●11/27與協同主持人會議討論 

●跨校共學論壇準備事項 

有關東華的分享與引言內容，思考如何讓教育部與參與的學校看見

東華獨特的經驗。 

●訂定成果報告繳交時程 

在 11/28 管家共學會議上已提供成果表格給管家們，也說明了計畫

核銷進度，並提醒進行成果資料的收集與彙整。 

●第三期計畫規劃方向 

無邊界是一個成長的概念，我們創造一個生態系統，讓學生在這系

統中自我成長，加強學習深度與廣度。 

●會後討論 

12/16（五）實驗教育座談【台灣實驗教育的經驗與發展】 

無邊界計畫月

聚會 

106.02.23 ●如何引發學生自主學習 

改變現有以知識為中心之課規，進行實踐學習。在通識中心設置「實

踐整合自主學習」學程，共計 20 學分、20 門課程。 

●轉換教學/學習機制 

全自主學生提出來。 

半自主有業師、陪伴學習。 

●自主學習規劃 

確認課程委員會召開時程 

預計每學期放選課系統上 

與學生電子履歷作結合 

設計教師手冊與學生手冊 

建立後端諮詢系統 

工作會議 106.3.6 ●計畫結案撰寫討論 

●計畫提案撰寫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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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執行困難與檢討 

無邊界計畫月

聚會 

106.3.16 ●計畫結案撰寫討論 

●計畫提案撰寫討論 

●下學期課程規劃與討論 

●自主學習議題 

「李宏韡醫師」-友善東華 

無邊界計畫撰

寫會議 

106.3.23 ●計畫結案撰寫討論 

1.討論第二期結案與第三期提案與分工方式 

串連會議－教

務處 

106.1.12 ●與教務處課務組、註冊組進行溝通 

1.確認 106-1 開設之學程 

2.釐清 106-1 學分認證之流程 

3.進行問題模擬 

串連會議－總

務處 

105.12.13 ●道路命名會議 

與總務長討論規劃內容，於行政會議中簡報校園道路命名簡報。 

教學卓越會議 106.1.4 ●相關辦法修正 

「自主學習培力獎勵方案」 

串連會議－通

識中心 

106.10.26 ●與通識中心主任討論學程 

1、從通識中心的角度看，「人文療癒學程」為一跨領域的通識學

程，提供學生修習通識的另一選擇。通識中心仍保持跨領域與

開放給全體學生的初衷。 

2、從學習生態系統計畫來看，是與通識中心合作，建立一自主學

習管道，可依目前訂立的「學生學習團隊經營」、「自主學習系

統建立」以及「學分認證系統建立」的方向來與之配合。由計

畫辦公室來陪伴（自願加入）學生的學習動向與歷程。 

3、最快 106 學年度試辦，預計 107 學年度正式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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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可促進教學模式、學習型態與

組織體制演化的相關機制、規章 

實踐整合自主學習學程說明 

1. 由社參中心提出「實踐整合自主學

習學程」規劃，為培育學生之自發

性學習與引導學生參與方式，於正式課程外所規劃一系列學習活動之彈性學分組合。 

2. 本學程規劃以學習為取向之社會參與式課程，一學程共二十學分，其中包括二十門 1 學

分的課程，課名為「實踐整合自主學習（一）~（二十）」。 

3. 為提升學生自主學習能力，「實踐整合學習學程」之二十門課每學期皆開課，但不開放學

生自由選課，教師授課以不排擠原系上的課程為原則。 

4. 學期末課程結束後，由參與無邊界大學的老師，偕同參與實踐整合自主學習活動的學生，

討論學生可獲得的學分。由授課教師依據學生學習狀況、評定學習成效並授予學分數。 

5. 「實踐整合自主學習學程」為之評量為「通過/不通過」，加簽之學生即為通過該學分要

求的學生。依學生的學分數，統合由社參中心上簽加簽「實踐整合自主學習學程」。 

6. 授課教師須於選課前說明清楚上課規範，規劃綜整彈性學分課程形式、授課內容，並於

學期初提供修課名單予課務組統一排課。 

7. 每學期社會參與式課程皆開設於選課系統上，依照學生修課需求修讀學分，並認列於通

識學分，由教務處認證及學分登錄。 

8. 社參中心將依實驗結果建立「整合實踐自主學習學生手冊」與「整合實踐自主學習教師

手冊」，以促進學習自主學習與學分追認辦法的順利執行。 

9. 社參中心於 106-1開始舉辦工作坊，讓參與教師與學生瞭解學分追認辦法的運作與原則，

於學期末進行第一次學分追認工作。 

10. 社參中心記錄學分追認辦法運作之問題與成果，做為檢討改進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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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相關活動紀錄 

東華大學無邊界社群網頁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92960464512272/ 

Sam Dup 小市集社群網頁 

https：//www.facebook.com/Sam-Dup 小市集-712864995516341/ 

單車合做社社群網頁 

https：//www.facebook.com/byebike/ 

或許是咖啡館社群網頁 

https：//www.facebook.com/perhapscafe.ndhu/ 

舊情棉棉社群網頁 

https：//www.facebook.com/bupadwomencare/ 

敖屋福利社社群網頁 

https：//www.facebook.com/Aowoowelfare/ 

化仁五味屋社群網頁 

HUAREN5wayhouse 

Amigo Bar 社群網頁 

https：//www.facebook.com/Amigobar.ndhu/ 

小市集籌備活動記錄（一）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0B945D0OY3HiXQ2VHSXFhRmJVN28?usp=sharing 

小市集籌備活動記錄（二）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0B945D0OY3HiXQ2VHSXFhRmJVN28?usp=sharing 

儲蓄互助社相關籌備紀錄（一）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0B-PYsnyXjdmhQTN5V2N6MkVQZVE?usp=sharing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92960464512272/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0B945D0OY3HiXQ2VHSXFhRmJVN28?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0B945D0OY3HiXQ2VHSXFhRmJVN28?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0B-PYsnyXjdmhQTN5V2N6MkVQZVE?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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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蓄互助社相關籌備紀錄（二）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0B-PYsnyXjdmhQTN5V2N6MkVQZVE?usp=sharing  

儲蓄互助社相關籌備紀錄（三） 

https ：

//www.facebook.com/pg/%E6%9D%B1%E8%8F%AF%E6%A0%A1%E5%9C%92%E5%84%B2

%E8%93%84%E4%BA%92%E5%8A%A9%E7%A4%BE-1201571433193261/photos/?ref=page_i

nternal  

何培鈞講座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ndhuspc/permalink/1198796513533701/ 

洛韶野菜廚房-台東移地交流之旅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92960464512272/permalink/205451783263140/ 

「校園永續生活設計」通識課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92960464512272/permalink/209031579571827/ 

自主學習說明會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92960464512272/permalink/205455496596102/ 

大一自我探索-新視野、新學習-創造屬於自己的自主學習過程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92960464512272/permalink/205453079929677/ 

自主學習經驗探索-從南華認輔經驗中得到學習回饋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92960464512272/permalink/205453709929614/ 

瘋衣秀（二手衣的時尚伸展台） 

http：//ndhuspc.weebly.com/27963212052804024687.html 

30 退休，環遊世界不是夢 

http：//ndhuspc.weebly.com/27963212052804024687.htm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0B-PYsnyXjdmhQTN5V2N6MkVQZVE?usp=sharing
https://www.facebook.com/pg/%E6%9D%B1%E8%8F%AF%E6%A0%A1%E5%9C%92%E5%84%B2%E8%93%84%E4%BA%92%E5%8A%A9%E7%A4%BE-1201571433193261/photos/?ref=page_internal
https://www.facebook.com/pg/%E6%9D%B1%E8%8F%AF%E6%A0%A1%E5%9C%92%E5%84%B2%E8%93%84%E4%BA%92%E5%8A%A9%E7%A4%BE-1201571433193261/photos/?ref=page_internal
https://www.facebook.com/pg/%E6%9D%B1%E8%8F%AF%E6%A0%A1%E5%9C%92%E5%84%B2%E8%93%84%E4%BA%92%E5%8A%A9%E7%A4%BE-1201571433193261/photos/?ref=page_internal
https://www.facebook.com/pg/%E6%9D%B1%E8%8F%AF%E6%A0%A1%E5%9C%92%E5%84%B2%E8%93%84%E4%BA%92%E5%8A%A9%E7%A4%BE-1201571433193261/photos/?ref=page_inte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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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生經營座談會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ndhuspc/permalink/1138216566258363/ 

西林二子山協會交流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92960464512272/permalink/220706398404345/ 

11 月 SAM DUP 小市集 「感恩」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ndhuspc/permalink/1198827360197283/ 

與雞相ㄩˋ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92960464512272/permalink/206921713116147/ 

寰宇書院 國際生參與活動 國際生與花女學生交流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ndhuspc/permalink/1185091641570855/ 

寰宇書院 國際生參與活動 「愛在校園」活動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ndhuspc/permalink/1189934437753242/ 

寰宇書院 國際生參與活動 一起幫牠找個家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ndhuspc/permalink/1206204339459585/ 

跨界與歸零（一）課程 

http：//ndhuspc.weebly.com/27963212052804024687.htm 

跨界與歸零（三）課程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92960464512272/permalink/208969129578072/ 

105-2 南華認輔期初大會 

http：//ndhuspc.weebly.com/27963212052804024687.htm 

視障按摩師到班宣導 

http：//ndhuspc.weebly.com/27963212052804024687.htm 

跨界與歸零（二）中橫野菜慢食工作坊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92960464512272/permalink/208969129578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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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dhuspc.weebly.com/27963212052804024687.htm 

東華校園儲蓄互助社 原住民學院童春發院長專訪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0pt8FJKll0 

10151125SAMDUP 小市集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3e0NCG3EXY&feature=youtu.be 

打造「無邊界學習生態」環境 東華社參中心體驗學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ruzlfJPiUk 

東華國際生與花女學生 無邊界探索學習在五味屋 

http：//eradio.ner.gov.tw/news/?recordId=33191&_sp=detail 

外籍生體驗五味屋 交流在地文化 

https：//udn.com/news/story/3/2113869 

 

 

 

http://ndhuspc.weebly.com/27963212052804024687.ht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0pt8FJKll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ruzlfJPiUk
http://eradio.ner.gov.tw/news/?recordId=33191&_sp=detai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