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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兴起于 1994 年的台湾社区营造是一项应对当时社会环境和

时局变迁的策略调整，同时也是对 1960 年代台湾当局所推行的

社区发展政策的反思与承袭。社区营造来源于日本的“造町运

动”，它倡导社区建设体制由“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的方

式转变。在政策推行的过程中，因台湾高校师生的积极参与和

创新实践，使社区营造运动逐步实现了从舶来品到“在地化”

的蜕变过程。关注于社区发展议题，台湾高校最早的行动可以

追溯到 1976 年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的成立，其通过教学

研究、专业实务与社会实践的记录与反思，提出台湾学界对社

会发展困境的质问与反省 [1]。而对于社区营造来说，高校的参

与行为主要表现为两个导向，一是师生走向了社区服务 ；二是

社区营造课程走进了大学课堂。这两种行为使得高校成为凝聚

社区共同体的重要力量和纽带。事实上，社区营造所倡导的“自

下而上”涉及三种力量 ：社会力、技术力和资本力。其中，技

术力一方面来源于行业的技术团队或个人，另一方面来自于高

校相关专业的师资队伍和学生团体。后者凭借着“产学研”一

体化的优势，为社区营造注入了生生不息的创造力，并逐步成

长为社区营造内涵建设的核心力量，管窥高校社区营造课程建

设的过程，便可见微知章。

台湾乡村社区营造的经验对于探索乡村振兴路径具有借鉴

价值与启发意义。追溯社区营造的研究历程，其构成总体上呈

现四大板块：概念引介、理论转译、实践尝试、经验总结 [2-4]。

四大板块呈现逐级递进的研究脉络，其中亦有大量高校师生思

考、感悟和理论创新，然而并未见乡村社区营造内涵深化与高

校课程建设关联性的研究内容。基于此，本文以淡江大学为例，

从社区营造课程建设的角度，考察高校产学研与台湾乡村社区

营造内涵变迁的关联性，以此为乡村振兴和社区重塑与高校互

动的创新思维带来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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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台湾乡村社区营造的经验，对于探索乡村振兴路径具有借鉴

价值与启发意义。本文以淡江大学为例，从社区营造课程建设的角

度梳理台湾乡村社区营造内涵演化的轨迹，认为其内涵提升经历了

乡村环境美化、社区认同、人本溯源三个阶段，其脉络与“社区营

造服务”课程建设和发展轨迹相辅相成，从而肯定了高校产学研对

于台湾乡村社区营造内涵建设和深化的意义，以此为乡村振兴和社

区重塑与高校互动的创新思维带来启发。

Abstract: The experience of rural community empowerment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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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pective of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traje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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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origin, and the contex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cours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track of “Community Building Service”. Theref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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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community reshaping interact with universities.

关键词：  乡村社区营造；内涵变迁；关联性；淡江大学；课程建设；

产学研；乡村振兴

Keywords:  Rural Community Empowerment; Connotation Changes; 

Relevance; Tamkang University;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Production-Teaching-Research; Rural Revitalization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51708117），福建省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2020J01901）资助

作者：   杨昌新，博士，福建工程学院副教授，淡江大学访问学者，一

级注册建筑师，注册城市规划师

 黄瑞茂，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博士，淡江大学教授



63 2020 Vol.35, No.6国际城市规划

杨昌新  黄瑞茂    台湾乡村“社区营造”内涵变迁与高校课程建设的关联性 —— 以淡江大学为例

1  社区营造概述

1.1  运动缘起
社区营造属日本造町运动于台湾在地化实践的产物，其

概念内涵可溯源至英国的“社区规划”[5]。在英国，与早期

的城市发展和更新战略相较，社区规划是一种新型的发展框

架和协作方式，它萌发于 1960 年代，成熟于 1990 年代，试

图通过各部门、组织、社区和居民的相互协作，将所在地区

建设成为理想的生活场所 [6]。而在日本，战后城市经济的高

速发展导致了环境污染、城市病、城乡分异等一系列环境和

社会问题，从而涌现出大批的自治团体和组织，发起了造町

运动。造町运动关注社区福祉和成员需求，着重从环境景观、

传统文化、社区感重塑三方面着手，力图自下而上寻求解决

乡村老龄化、人口流失、经济衰落的问题。而台湾社区营造

的兴起，同样是为应对快速城市化所造成的台湾乡村劳力外

流、人地分离、人口老龄化、传统社区解体、在地文化衰微

等诸多发展困境，期望通过引介日本的造町运动，从文化艺

术视角切入，凝聚社区意识，改善社区环境，塑造社区特色，

重建台湾本土文化 [7]。因此，从运动缘起来看，社区营造本

是舶来品，但经过 20 多年的在地实践，已经深化为台湾大

众共同的社会经验。

1.2  概念解读
所谓社区是指在特定地理区域集居的群体，怀揣着故土

家园的情结，因生存环境的链接彼此形成了生命共同体 [8]。

此处的生命共同体包含了两层涵义：一是人与人在社会文化

层面上形成的心理依赖，二是人与人在生存环境层面上形成

的心理依赖。综合以上两种依赖性，便可称之为“社区感”，

正如保罗·马蒂西奇（Mattessich P）所言，社区感是“居住

于地理上可清晰界定为同一区的一群人，彼此之间以及与其

生活所处的环境之间，形成的社会和心理上的依赖。”[9] 基

于此，“社区营造”应被解读为“营造社区感”，即集居群体

通过对社区议题的经“营”与创“造”，建立起共同意识和

心理依赖。而其主要的实现途径是 ：策划与创建社区环境、

社会与文化等相关议题，引发大家的共同关切和自发参与，

在增进接触和交流的过程中，加深彼此及对环境的认识和了

解，最终形成共识。

1.3  政策与行动计划
社区营造政策与行动计划不仅是台湾社会政策的重要组

成部分，而且是社区发展政策的推进与延续。回顾台湾社会

政策变迁的历程，1955—2018 年可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发展阶

段。第一，1955—1965 年间基层民生建设运动的推行。为了

繁荣乡村经济和改善农民生活，1955 年起台湾开启了为期 10

年的基层民生建设历程，它包括生产建设、教育文化、社会

福利和卫生保健，也涵盖了社区教育的内容。第二，1965—

1993 年间社区发展政策本土化实践。受国际社区发展运动的

影响，随着 1965 年“社区发展”概念的引介，台湾当局开

始制定社区发展计划，安排社区建设项目，建设社区组织体

系，加大社区建设经费投入，并推出创造城乡新风貌计划 ；

经过 20 多年的努力，社区建设成效卓著，尤其在基础设施

方面，但同时忽视了社区文化内涵的建设。第三，1993—

2018 年间社区营造运动在地化进程。面对社区建设成效的负

面批评，受日本造町运动的启发，1993 年台湾文建会引介了

“社会共同体意识”的概念，并于 1994 年开始推行社区总

体营造政策，随后陆续推出了新故乡社区营造计划、健康社

区六星计划、村落文化发展计划等行动方案；1999 年为应对

“九二一地震”灾害，“行政院”推出了震灾重建暂行条例，

倡导共同面对、共同参与、共同解决、共同提升的核心价值 [10]；

2016—2018 年间，“教育部”推出了“人文及社会科学知识

跨界应用能力培育计划”“大学社会责任实践计划”和“高

教深耕计划”，进一步深化了社区营造在地化的进程（表 1）。

2  专业特色和课程设置

2.1  专业特色
事实上，社区营造与建筑学、城乡规划、风景园林等专

业的人才培养息息相关，这些专业是落实社区营造政策和行

动计划最为坚实的技术支撑。在淡江大学，工学院建筑学系

是培养社区营造专业人才最主要的平台之一，它的核心作用

是由学科培养目标和专业特色定位所决定的。

首先，从目标定位来看，建筑学是一门融汇艺术、科技、

社会、文化等门类知识及培养创造良好人类环境能力的学科；

建筑学专业教育就是以人为本知识与智能领域的一种技能训

练，其教学目标是通过对人类生活涵义、活动行为模式、空

间组织规则的解析及逻辑思维能力的训练，追求富有人文、

技术、美学内涵的美好人居环境的创造与设计。

其次，从课程体系来看，淡江大学建筑学本科课程共分

为六大系列，分别为建筑设计、计算机多媒体与表现法、建

筑理论与历史、都市与环境、营建与技术、概论与通识。而

建筑学教学强调系列课程的整合，重视设计能力的综合训练，

通过以建筑设计为主轴的教学，完成两个阶段的能力培养 ：

一是建筑专业基础知识技能的培养，二是创造力与创作热情

的培育，从而使学生获得应对真实性与实验性项目与课题的

设计研究能力。

其三，从专业特色定位来看，淡江大学建筑教育地处台

湾新北市淡水区，长期致力于淡水地域文化与环境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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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台湾社会政策与相关行动计划

阶段政策 年份 行动计划 执行主体

基层民生

建设
1955—1965 基层民生建设实施纲要 台湾当局

社区发展

1965 民生主义现阶段社会政策
联合国 / 台

湾当局

1968
社区发展工作纲要

台湾当局
社区发展 8 年计划（后为 10 年计划）

1981—1986 社区发展 5 年计划

1986—1991 社区发展 5 年计划

1990—1993 创造城乡新风貌计划 “内政部”

社区总体

营造

1993 “社区共同体意识”概念提出
“文建会”/

申学庸

1994—2000

“社区总体营造”政策推行
“文建会”/

陈其南

辅导美化地方传统文化建筑空间计划

“文建会”

充实乡镇展演设施计划

社区文化活动发展计划

辅导县市主题展示馆之设立及文物馆

藏充实计划（地方文化馆第一期计划）

1999
九二一震灾重建暂行条例（共同地面

对、参与、解决及提升）
“行政院”

2002 新故乡社区总体营造计划（第一期）

“行政院”9

部会

协调委员会

2005

台湾健康社区六星计划

（产业发展、社福医疗、社区治安、

人文教育、环境景观、环保生态）

“行政院”负

责人谢长廷

“行政院”13

部会

2008
地方文化馆第二期计划

台湾当局
新故乡社区总体营造第二期计划

2010 农村再生条例 台湾当局

2012 年 5 月 村落文化发展暨推广计划 “文化部”

2015
社区总体营造三期计划

台湾当局
村落文化发展计划

2016—2018
人文及社会科学知识跨界应用能力培

育计划
“教育部”

2017 大学社会责任实践计划

2018 高教深耕计划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1]补充整理

积累了丰富的建筑研究与都市设计经验。因此，在专业培

养上突出了以下五个方面：（1）建筑设计与美学训练；（2）

建筑构筑与科技；（3）可持续及智慧建筑；（4）社区营造及

城市提案 ；（5）数字设计及制造。其中，“社区营造及城市

提案”是针对台湾淡水地区真实的空间以及都市与农村真

实的处境，结合不同尺度的地理区域发展社区营造，培养

都市空间、地景与建筑等方面设计能力和社区服务能力的

重要方向。

2.2  课程设置历程
淡江大学对于台湾“文建会”所推行社区营造政策的回

应，始于 1993 年“淡水社区工作室”的创立，它是“社会

共同体意识”概念提出之后，由淡江大学建筑学系黄瑞茂、

陈志梧和曾旭正三位教师联合开创的，历届建筑学专业学生

共同参与建设的一个实践平台。这是淡江大学师生参与社区

营造实践探索的重要标志。回顾淡江大学从行动参与到开设

课程，再到深化课程建设的全过程，可以清晰地将之划分为

三个阶段。

第一，探索阶段，其标志是“淡水社区工作室”的成立。

淡水社区工作室兼具建筑教学实验和推行社区营造运动两项

功能 [12]。其中，建筑教学实验的主要目标就是让建筑设计课

程走向淡水社区真实的空间和基地，与社区成员共谋环境美

化的议题。淡水社区工作室以社区营造与“建筑设计”课程

教学相结合的方式长期服务于淡水社区，并提出了淡水社区

营造的系列议题 ：城市保存与世界遗产潜力点的营造、淡水

学研讨会、淡水维基馆、文史调查、影像记录与环境教育。 

1993 年至今，工作室深耕于淡水区域，积累了大量的在地服

务的经验，也凝练了社区营造的六个主题 ：都市设计与城乡

发展、景观规划与设计、古迹保存与历史建筑再利用、建筑

计划书拟定、展示空间与公共艺术空间行动、社区设计与设

计参与（图 1），从而为社区营造课程的设立奠定了基础。

第二，设立阶段，其标志是“社区营造服务”课程的开

设。淡江大学于 2008 年度倡导结合专业实作与社会服务的

“专业知能服务学习”课程，鼓励教师将大学专业能量带到

社会的各个层面。基于学校的倡议，依托淡水社区工作室的

实践经验，淡江大学建筑学系于 2010 年独立开设了“社区

营造服务”课程，该课程涵盖了理论讲授和社区实践两个环

节，授课对象为五年级的学生，其目的是集结专业培养的所

有技能走向社区，更好地为社区服务。

第三，拓展阶段，其标志是“大学社会责任实践计划”

（USR: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下称 USR 计划）的推

行。自 2017 年“教育部”启动 USR 计划，次年推出“高教

深耕计划”， 淡江大学建筑学系依托“社区营造服务”课程，

联合教育学院、文学院、企管系、中文系、经济系、水环系、

大传系师生，创建了跨领域团队，推出社区服务系列课程（表

2），借助“异源复史、万巷更新：淡水老街再生计划”和“淡

水好生活·永续生活圈营造计划”，以淡水地区为实践场域，

在地域发展中扮演着地方核心智库的角色，主动发掘在地需

求，通过分工合作、优势互补解决问题，带动当地企业及社

区文化的创新发展，并将“淡水好生活·生态永续”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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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入中小学的课堂 ；同时，藉由学

习与参与的过程，让大学生感受到

被社区需要的自我价值。

2.3  课程体系组构
淡江大学建筑学本科教育学制

五年，共开设了 60 门课程，内容涵

盖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科学、建

筑专业课程及通识课程等。为求得

最大化的开放度与弹性，必修课与

选修课的权重约占各半，以适应外

部环境的需求与变化。在课程组织

上，依照建筑学本科“适应现代社

会与发展趋势，实现专业化和跨领

域整合”的教育目标宗旨，以及融

合“思考能力与专业伦理、社会与

人文、科学与技术、生态与城市、

创造与多媒体沟通”等五大知识范

畴的指导思想，形成了“一轴、两翼、

五组群”的组织构架。其中，“一轴”

为贯穿五个学年的“建筑设计”系

列课程 ；“两翼”是指必修与选修两

大系列 ；“五组群”是指按学年递进

安排的通识课程、基础科学课程、

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综

合性课程（图 2）。

在课程体系组织架构中，“社区

营造服务”属于第五学年的综合课

程类，目的是更好地整合学生的社

区服务技能，培育“社区营造服务

者”的职业倾向。为了强化这个职

业化导向，融入了“课程族群”的

概念，即在原有课程体系中，将相

关课程纳入社区营造服务技能培养

的系列族群，并植入与之相关的教

学内容，从而使学生获得社区服务

综合技能的系统化训练。首先，在

“建筑与永续环境概论”“建筑人文

概论”“艺术概论”等课程中，植入

淡水生态可持续性、健康社区、美

好生活的价值观念；其次，在“地

景建筑概论”“台湾建筑史”“当代

建筑思潮”等课程中，融入淡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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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文化、地域性建筑与景观风貌特色等内容；第三，在“都

市计划概论”“全球化建筑与城市”“都市空间”“都市设计

概论”等课程中，融入淡水都市区空间计划、社区营造与都

市计划关联性等内容；第四，在“建筑实务”“营造管理”

等课程中，融入社区营建技术、社区服务沟通技巧等内容；

第五，“社区营造服务”作为核心课程，除了阐明社区营造

相关概念、理论体系之外，还通过案例引导、实践操作等方

式完成多种技能的整合与提升（图 3）。

图 2  淡江大学建筑学课程组织构架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淡江大学建筑学课程地图改绘

图 3  社区营造课程族群与产学研平台

在地性与关联性
“都市计划概论”“都市设计概论”
“全球化建筑与城市”“都市空间”

营建技术与沟通技巧
“建筑实务”“营造管理”

地域文化与风貌特色
“地景建筑概论”“台湾建筑史”

“当代建筑思潮”

社区营造服务

生态永续与健康生活
“建筑人文概论”“艺术概论”

“建筑与永续环境概论”

产学研平台
淡水社区工作室

表 2  走进社区服务的跨领域系列课程

教师 2017—2018（1）/ 2018—2019（1） 2017—2018（2）/ 2018—2019（2）

黄瑞茂 社区营造（本） 设计理论（本）

叶淑惠 长期照护实习（硕） 长期照护规划（硕）

高思怀 准备阶段
固体废弃物（本）/ 固体废弃物

处理（硕）

涂敏芬
服务创新与设计（本）企业可持

续经营（硕）
服务科学与管理（本）

林彦伶 劳动经济学（本） 劳动经济学（硕）

王慰慈
影视专业企划（本）/ 影视专业制

作（本）

影视专业企划（本）/ 影视专业

制作（本）

谢旻琪 儿童文学（本） 儿童文学（本） 3  课程建设内容

3.1  授课教师产学研动向
自 2010 年以来，“社区营造服务”课程经历了三任主讲

教师的更替，依次为米复国、刘欣蓉和黄瑞茂三位教授，他

们共同的特点是拥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扎实的项目基础、大

量的研究经历和相近的研究方向，并且获得了丰硕的研究成

果。作为淡江大学的专任教师，首先必须符合台湾“教育部”

的师资要求，其次聘任资格需通过系、院、校三级三审过程。

针对“社区营造服务”综合性特点，要求专任教师的学识、

经历和专业水平足以涵盖本课程相关的知识和技能领域，除

正常教学之外，还需推广各类非正式课程，同时还要积极参

与各类工作营实务、中小学价值观念传播、学术演讲、课题

图例

核心课程

课程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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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00—2019 学年度主讲教师产学研活动特征

研究、教学研习、论文论著发表、校外学术交流等活动，以

此推动产学研水平的提升与社区营造内涵的深化。

综合分析授课教师产学研活动与成果的数据，总体上呈

现为三个特征走向。其一，授课阶段性、研究持续性。尽管

十年间社区营造服务课程历经了三位授课教师，但自 1993

年淡水社区工作室成立以来，以黄瑞茂教授为首的科研团

队对于社区营造的实践与研究从未中断过，并且几乎每年

都有相关的研究成果发表（论文 137 篇、专著 17 部）。其二，

教研为基调，交流为变调。从 2000—2019 学年度产学研数

据来看，教学工作、论文指导、论文发表是主讲教师的基本

工作，其历年数据相对平稳 ；学术演讲呈阶段性密集分布

的特点，多集中于研究成果大量产出的某些学年，如 2004、

2007、2013、2014、2019 学年；而课题研究则呈现前十年走

高、后十年递落的趋势，2015 学年度后逐步转向了参与学

术服务和赴校外学术交流（图 4）。其三，早期环境改良为主，

后期内涵建设为重。从授课教师发表论文和专著的主题与

内容来看，早期（2000—2008 年）多以社区环境项目的设计

与改造经验介绍为主，后期（2009—2019 年）逐步关注社区

机制的建设，以及社会文化内涵的植入（表 3）。

表 3  授课教师相关研究成果主题与内容 

任教时期 米复国：2010 年 / 刘欣蓉：2011—2016 年 / 黄瑞茂 ：2017—2019 年

科研

成果

主题

内涵

建设

黄瑞茂 . 打破既定认知的“宗教文化与历史街区再生”工作坊 [C]. 编淡味 , 织创生 : 大学社会实践行动论文集 , 2019.

黄瑞茂 . 走向公民的社区 [M]. 淡江大学建筑系 , 2018.

黄瑞茂 . 评社区营造新局面 : 探讨如何共同生活 [J]. 景观设计学 , 2017(6): 56-61.

黄瑞茂 . 社区营造与共同缔造：二岸社区工作对话 [C]. 台湾农镇发展研讨会论文集 , 2015.

黄瑞茂 . 社区营造在台湾 [J]. 建筑学报 , 2013(3): 13-17.

米复国 . 古迹保存就是城市保存 [J]. 博物淡水 , 2013(6): 30-37.

机制

探索

刘欣蓉 . 社区营造与都市更新 [C]. 建筑学系暨研究所论文集 , 2013.

黄瑞茂 . 面对真实议题 , 拓展社区规划的可能性 : 新北市社区规划师的经验 [J]. 建筑师 , 2011(5): 110-113.

黄瑞茂 . 是鲜花或是铁藜蒺：从花博与 202 兵工厂等事件启动的市民永续行动策略 [J]. 建筑师 , 2010(12): 98-105.

黄瑞茂 . 艺域书写 : 生活场景与公共艺术的行动对话 / 专著 [M]. 台北市专业者都市改革组织 , 2010.

黄瑞茂 . 一次由民间自主启动的参与机制 : 双溪河域治理工作坊中的在地智慧与专业思辩 [C]. 建筑学系暨研究所会议论文集 , 2009.

经验

推介

黄瑞茂 .“淡水社区工作室”参展报告 [J]. 建筑师 , 2008(3): 94-97.

黄瑞茂 . 文化资产解说与在地知识：淡水社区大学优质导览培训课程的操作经验 [C]. 第十届文化资产保存、再利用与保存科学研讨会论文集 , 2007.

黄瑞茂 . 公共艺术与地方营造 : 淡水埔顶个案 [C]. 建筑学系暨研究所会议论文集 , 2006.

黄瑞茂 . 一个以在地知识建构为基础的文化资产行动经验 : 淡水个案 [C]. 淡水红毛城修复暨再利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2006.

黄瑞茂 . 淡水社区大学社区学程之重建街工作坊系列操作经验 [C]. 第七届小区大学全国研讨会——小区大学的社会责任论文集 , 2005.

刘欣蓉 . 情感建筑 : 台湾参与式设计教育的反思 [C]. 两岸建筑发展与建筑教育研讨会论文集 , 2005.

黄瑞茂 . 创造一个共享的在地经验 : 淡水“鼻仔头仓库群”历史建筑经营的新起点 [C]. 文化空间再造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 2001.

黄瑞茂 . 创造一个共享的在地经验 : 淡水经验再出发 [C]. 新世代建筑学及方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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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10—2019 学年度授课内容的变化

2010 学年度授课内容 2011 学年度授课内容

理论

1 导论：社区营造服务的意义

理论

1 社区营造服务的意义

2 社区营造服务方式讨论 2 社区营造服务方式讨论

3 民众参与／社区营造 3 民众参与／社区营造

4 社区规划师角色定位与专业技能 4 社区规划师角色定位与专业技能

5 社区营造的范型 5 社区营造的范型

6 社区规划的地方特色 6 社区规划的地方特色

7 社区营造／聚落保存：澎湖二崁 7 社区营造与地方产业

参观

1 社区总体营造／名山社区

案例
1 社区总体营造案例介绍 / 讨论与反思 12 访问参观台北市社区营造中心

3 文化创意产业／华山文化园区——讨论与反思

4 旧建筑再利用／艋舺剥皮寮——讨论与反思 2 社区总体营造案例介绍 / 讨论与反思 2

反思
1 九二一大地震后的社区营造及检讨：自助自建／新校园运动

反思
1 台湾社区营造的现况及问题

2 结论：期末成果报告 2 结论：期末成果报告

2012—2016 学年度授课内容 2017—2019 学年度授课内容

理论

1 社区营造服务的意义

理论

1 设计参与和社区营造服务的意义

2 社区规划师角色定位与专业技能 2 社区规划师角色定位与专业技能

3 案例分享：1990 年代台北市地区环境改造案例
3 案例分享：韵律与节奏：淡水社区工作 20 年

4 案例分享：1990 年代台北市地区环境改造案例

实作

1 实地参与协助社区环境改造施作——讨论与反思 1—2

实作

1
设计参与

阶段性成果交流与分享——讨论与反思

2 实地参与协助社区环境改造施作——讨论与反思 3 2
参与施工

成果编辑与展览策划——讨论与反思

反思
1 服务经验交流与分享

反思
1 展览与演讲

2 期中、期末报告 2 期中、期末报告

3.2  教育目标与能力培养
学科的教育目标往往是课程培养目标与教学目标制定的

重要依据。从 2010—2019 学年度历年的教学计划表来看，淡

江大学建筑学的“社区营造服务”课程一以贯之秉承着三个

教育目标：一是认知，着重于该科目的事实、概念、理论、

程序的学习 ；二是技能，着重于该科目的肢体动作或技术操

作的学习；三是情意，着重于该科目的兴趣、伦理、态度、

信念、价值观的学习。依据上述教育目标演绎出课程的三个

教学目标：其一，学生能够认识社区营造的各种事务与精神；

其二，学生将所学知识与技能应用于社区服务中；其三，学

生能从社区服务过程中理解建筑人的社会责任。

该课程的能力培养目标包含了基本能力和基本素养两个

方面。认知与技能属于基本能力的范畴，涵盖了四个方面的

训练内容 ：其一，训练建筑相关之设计、创意、美学及知识

的专业能力；其二，拥有社会、人文与心理学的知识，将其

运用在思考与解决建筑问题上 ；其三，了解生态系统与都市

环境运作的基础知识，并运用于建筑与都市设计中 ；其四，

具备计划管理、沟通交流和团队合作的能力，理解专业伦理

及建筑人的社会责任，并关怀时事议题与强化国际观。而情

意则属于基本素养的范畴，它涉及品德伦理、独立思考、团

队精神和美学涵养，藉此可以实现后期的自我成长。

3.3  讲授内容与教材选择
“社区营造服务”授课内容分为五个部分 ：社区营造的

理论讲解、案例分析、参观学习、实作参与和问题反思。考

察本课程 10 年教学经历，2010—2011 学年期间，授课重点

在于理论讲解，进而涉及案例分析、参观学习、问题反思等

三方面的内容；2012—2016 学年期间，授课重点由理论讲解

转向了实作训练，从而使本课程能更好地走进社区、服务于

社区；2017—2019 学年期间，进一步深化实作训练的内容，

将其分为设计参与和参与施工两个部分，从而使社区服务得

到进一步落实（表 4）。

反观 2010—2019 学年度授课内容的变化，其动因与在地

经验积累和自我教材编写息息相关。“社区营造服务”开课

初期，尚未积累教学和服务的经验，以学习和借鉴国外社区

营造服务经验为教材选择的主要思路，选用了《小区建筑 ：

人民如何创造自己的环境》[13] 和《参与式设计》[14] 两本译著。

2017—2019 学年度，黄瑞茂教授接任教学，利用多年在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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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和研究的经验，自编教材两部：《“2017 社区营造与设计参

与＠淡江”读本》和《艺域书写 ：生活场景与公共艺术的行

动对话》；同时，将 OURs 专业者都市改革组织多年本土研

究成果《行动、累积改变的力量：2011/2012 社区规划师在

地生根补助计划成果》和《行动、累积改变的力量 ：98/99

年度社区规划师驻地辅导计划成果》作为补充教材和参考

资料。

4  高校与社区营造的互动

4.1  社区营造政策功效
尽管社区营造运动倡导社区建设体制由“自上而下”向

“自下而上”的方式转变，但在推行过程中，不同阶段“自

上而下”政策的出台，依然对社区组织以及社会机构的行动

具有推动和引领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在促进高校从人才培养

到服务社会的职能转型和课程建设中成效显著。具体而言， 

社区营造相关政策对于淡江大学课程建设的带动作用表现如

下：第一，1993—1994 年间，由“文建会”推行的“社会共

同体意识”和“社区总体营造”政策促发了淡江大学建筑学

系“淡水社区工作室”的成立；第二，2008—2010 年间，台

湾当局的“新故乡社区总体营造第二期计划”促成了淡江大

学“专业知能服务学习课程”的提案，同时伴随着“农村再

生计划”提出，淡江大学建筑学系开设了“社区营造服务”

的课程 ；第三，2017 年教育部启动了 USR 计划，并于 2018

年出台了“高教深耕计划”，进一步促进了淡江大学建筑学

系“社区营造服务”课程的综合化和在地化。综上，社区营

造相关政策的出台成为催生淡江大学课程从无到有、内涵建

设从量变到质变的动力来源和重要标志。

4.2  高校课程建设意义
对于社区营造而言，高校是输送专业技术力量的主要

来源，而“社区营造服务”课程设立与内涵建设，目的是探

索一种培养模式，使人才输出更适合社区服务的需求。高校

师资队伍和学生团体是“自下而上”技术力量的主要组成部

分，凭借着产学研的综合优势，高校成为参与社区服务的主

体力量和凝结社区共同体的纽带。事实上，高校课程的设置

是为社区营造在地化实践建立了一个产学研的平台，其意义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回应社会的需求，输送社区营造

的技术力量 ；二是回应政策的倡导，探索社区营造在地化的

经验；三是执行学校服务计划，促进高校定位与职责的转变

（图 5）。总之，在产学研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社区服务的

共同经验，课程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服务观念从强调环境改造

的设计者身份，到强调沟通交流的协调者身份，再到强调价

值培育的传播者身份转变，这个转变也清晰地刻画出社区营

造内涵深化的轨迹。

4.3  社区营造内涵深化
据前文分析可知，台湾社区营造运动从发起至今经历

了三个内涵提升的阶段，其脉络与“社区营造服务”课程建

设和发展轨迹相辅相成。第一，乡村环境美化阶段。以环境

改造为切入点，维育乡村特色风貌，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和自

然资源，完善现代化的基础设施，整治与改善社区环境，修

复生态系统，发展农旅休闲产业，创造优质的发展环境。第

二，社区感重塑阶段。以地域文化为切入点，融入共同参与

的行动模式，集合民众力量，保护与利用文物古迹和历史

建筑，建设地方文史人物主题展示馆，策划民俗活动，发

展乡村文化产业，突显社区特色，塑造归属感，从精神文化

层面唤醒大众对家园的共同体意识 [15]。第三，人本塑源阶

段。在社区营造深化过程中，意识到人气是活力的根本，人

是环境品质提升、乡村产业发展和社区共同体意识塑造的

本源力量。以人本塑源为切入点，传播生态健康、永续生

活、乡村振兴等教育理念，并植入中小学教育、社区教育和

平民教育，从人文观念培养的角度落实社区营造，凝聚社区

的共同体意识，使之内生动力和活力（图 5）。综上，伴随

着课程建设的深化，社区营造经历了以环境建设、社区意识

图 5  课程建设与社区营造内涵深化轨迹

人本塑源阶段

政策出台轨迹

社会共同体意识

社区总体营造

新故乡社区总体营
造第二期计划

农村再生计划

大学社会责任实践计划

高教深耕计划

时间轴与节点 1993—1994 年 2008—2010 年 2017—2018 年

课程建设历程

社造内涵深化

淡水社区工作室成立

乡村环境美化阶段

社区营造服务课程设立

社区感重塑阶段

课程内容综合化和在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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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文价值为主题的阶段性探索，每个阶段虽侧重点有所不

同，但总体趋势是逐步走向了创造生态健康、可持续生活的 

乡村振兴目标。

5  结语

本文以淡江大学为例，从社区营造课程建设的视角，梳

理台湾地区社区营造内涵深化的脉络和轨迹，以便精准地判

断大陆地区乡村振兴所处的阶段，藉此明辨未来努力的方向。

大陆地区对于乡村发展路径的探索，有着与台湾地区类似的

发展轨迹 [16]。在乡村振兴战略出台之前，曾经经历了“新农

村建设”（1999 年）和“美丽乡村建设”（2013 年）两个阶段，

其重点在于解决农民住房建设、乡村环境整治和产业发展等

问题 [17]。2018 年，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与台

湾社区营造的“人、文、地、景、产”五个面向不谋而合，

因此社区营造的台湾经验对于探索乡村振兴路径具有重要的

借鉴价值。反观大陆地区乡村发展进程，乡村环境美化阶段

已基本完成，而在社会认同和人本塑造方面仍处于初步探索

阶段。基于此，本文引入高校课程建设的视角，目的在于启

发乡村振兴与高校产学研互动的创新思维，旨在倡导政策性

地鼓励和强调大学的社会责任，让跨领域的高校师生走向社

区场域，寻找社区重塑和人本塑造的真实议题，以探索在地

化的乡村振兴之路。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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