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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蔡榮婷．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兼副校長

　　　黃士銘．國立中正大學會計與資訊科技學系教授兼研發長

　　　王少君．國立中正大學化學暨生物化學系教授兼研發處組長

　　　陳毓璟．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教授

　　　李雅慧．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教授

　　　盧鴻毅．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

　　　郭志遠．國立中正大學製商整合研究中心專案經理

USR生活實驗室：中正創新教學

生
活實驗室（Living Labs）以使用者為核

心，從實驗室中取得靈感，將實驗室建立

於生活中實際的場域，藉由學校與居民共同參

與解決當地的困擾，其場域的多元性將可容納

在地居民、學生、企業、公共部門等多單位，

於社區實驗室內建立夥伴關係，讓社區成為

「生活實驗室」在其中真實地互動，並將過程

中得到的數據作出結論，提出更有效的方法。

2003年由諾基亞公司向歐盟委員會引介生活實

驗室研究方法，開啟歐盟採用生活實驗室作為

創新政策的契機（陳奕伶、洪藝旻、吳松澤，

2020）；2006年芬蘭發起成立ENoLL，起初由歐

盟各地的19個生活實驗室組成，截至2018年底於

全球共計有400個營運中的生活實驗室（ENoLL, 

2019）。

國立中正大學（簡稱中正）在執行大學社會責

任（USR）計畫時，引進了生活實驗室的概念至

USR的場域（謝敏政，2018），配合「實踐場域

問題導向學習（P-PBL）」的教學方法，讓進行

社會責任實踐學習的學生，有一個完整的學習環

境（陳毓璟，2021）（黃士銘、方慧臻、連浩丞、

郭志遠，2021）（周麗蘭，2021）。透過由老

師帶領學生進入社區，由學校支持系統建立機

關對機構間的友善關係，讓學生可以深入場域

圖一 國立中正大學USR生活實驗室場域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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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需求，並與場域居民一同行動，藉由課堂

上習得的技能，擴大學生實際問題解決能力與

創新思維。

目前在USR計畫的推動下，中正已在鄰近鄉鎮

建立6個USR場域的深度生活實驗室，另外在USR

國際合作的夥伴國家印度也建立了2個USR場域

的生活實驗室，如圖一。由於目前生活實驗室有

許多種類型，本文主要將這些場域進行系統化的

分類與推動經驗分享，希望可以給國內各校在未

來推動類似的USR教學模式時作為參考。

推動實務的分享

一、社區型生活實驗室：籐寮仔社區

籐寮仔社區位於嘉義縣中埔鄉石硦村的山區，

長期以來面臨年輕人力外流、人口老化的問題，

使得老年人的健康照顧成為重大負擔。如何整合

現有社會資源，善用農業社區鄰里互助既有的優

勢，培育在地人才，提升年輕人返鄉服務的意

願，並且倡導「老有所用」的觀點，增進長輩自

我照顧的能力，形塑自助互助、在地安老的網

絡，成為偏鄉高齡化社區發展的首要任務。這個

社區實驗室，是由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

學系陳毓璟教授所主持，透過跨世代的合作，打

造全齡共享的「世代融合社區」。秉持「老有所

用」、「夠用就好」、「世代互助」的核心理念，

致力於社區賦能與社會關係的連結。採取社區參

與式與行動研究的方法，進行系列研究與人才培

力。協助青年洄游農村，並且解決偏鄉社區人口

高齡化所衍生的老人照顧與就業問題。

自2016年執行高齡友善社區計畫開始，陸續協

助社區成立長照C據點（籐寮仔快樂學堂），連

結中埔鄉衛生所巡迴醫療的資源，改善偏鄉無醫

村的高齡者就醫問題，逐步建立社區照顧的網

絡，連結各種外部資源，協助推動各項延緩失能

活動以及樂齡學習課程，以促進高齡者的身心健

康。此外，培力社區幹部高齡友善觀念，以及地

方創生和生態永續的相關知能，賦能社區照顧和

社區發展的能力。並結合教育部大學社會實踐計

畫和水保局校園農村共創計畫，帶領大學生走入

社區，學習如何結合所學服務高齡者和促進地方

創生；2020年指導跨系所學生成立「菜一起」團

隊，協助老農開闢社區菜園，並且學習將種植的

蔬菜販售給中正師生和中正大鎮的居民，喚起

更多的社會大眾共同來關心偏鄉農村的老人福

祉，建構世代融合的互助生活圈。2021年結合社

區高齡者、中壯年和年輕世代，共同協力將社

▲�從老有所用看農村的自助、互助與共助。（中正提供） ▲�老有所用社區課程。（中正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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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閒置的衛生室，修建為青銀共創基地「Young 

Stay」，作為老人休憩、小孩自修室、課輔班、

幹部會議、地方創業與社區服務等多功能的世代

共享空間，也同時成為大學生駐村和服務社區的

據點。「Young Stay」代表著社區居民共同的願

望，期盼長輩都能擁有一顆年輕活躍的心，年輕

人也願意投入並留駐社區。從世代共容、共融到

共榮，逐步將偏鄉農村打造為全齡友善的綠色療

癒永續發展社區。

二、青農生活實驗室：斗南老屋覆青衣

雲林縣斗南的青銀共生基地，原是斗南舊台汽

轉運站，經由老屋改建，以活化當地生活圈的發

展。斗南青銀共生基地透過雲林縣政府協助整修

之後，委託中正進駐經營管理。本基地導入大學

中成人教育學術研究，幫助在地農產業者順應高

齡社會的趨勢，進行產業的優化與轉型。另一方

面，透過成人教育的介入，幫助中高齡者進行退

休準備，使他們在食農產業中藉由學習，獲得技

能，進而得以再就業。此外，藉由大學中青年人

的創意，幫助基地進行行銷、設計以及推廣。本

基地的實踐經驗，希望能夠達到青銀共居、青銀

共生、青銀共榮的目標。

本校於2021年與雲林縣政府簽訂合作協議，使

本基地成為全臺灣第一個退休準備基地。有鑑於

平均壽命延長，退休後仍有數十年的健康餘命，

許多退休者想要找尋人生中有趣、有意義、可以

做的事。因此，藉由本校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李

雅慧教授與農產業專家張佑在營運長多年培訓樂

齡食農講師的基礎之上，運用樂齡食農講師的食

農專業為屆退者或是退休者培力，使他們獲得第

二專長，得以繼續樂活工作。已有一些退休返鄉

者，如：曾在歐美經營餐館者、新北高階警官退

休者、證券公司退休經理等，都是本基地的培力

與就業輔導對象。

其次，本基地從成人教育的角度，盤點出成人

▲餐車進駐基地帶動人潮。（中正提供）

▲友善食品暨輔導觀光工廠成果分享會。（中正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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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齡社會的飲食需求，並結合樂齡食農講師的

專長，為雲林的觀光工廠成功開發出青銀友善食

品，如：由雲林地瓜加工而成的地瓜米（具抗性

澱粉特性）、減醣烘焙、減脂之機能型堅果粉等，

不但適口性高，且有益成年期的營養與健康。這

些開發的產品，促成當地業者的產品朝向高齡社

會的需求進行設計，促使當地農產業者的產品能

更具競爭力。這是大學的研究成果應用並服務於

社區需求，幫助產業進行優化與轉型的實踐經

驗。

三、 聲 音 型 生 活 實 驗 室： 社 區 播 客

（podcast）

民雄鄉地處嘉義縣之衛星城市中，受到人口外

移、少子化等衝擊，於2018年資料顯示人口外移

減少326人（-0.455%），而65歲以上之人口有近

1萬1千人。社區老大人在社會結構改變之下，往

往出現一人獨居或老扶老現象，缺乏陪伴的老大

人身體功能漸漸衰退，導致營養不均、慢性疾病

上身、憂鬱、失智或社會幸福感不足等身心理問

▲網路Podcast平台。（中正提供）

▲社區播客學生上課實景。（中正提供）

題。因此社區中的老大人，需要大學生走入社區

主動了解關懷，才有機會新找回社區的能量與功

能，並透過社區的共同力量，創造社區老大人的

幸福感。

臺灣地區的學者近來針對老年人所接收的社會

支持進行研究也發現，臺灣老年人的社會支持主

要來源為家庭（配偶、子女或手足）（石泱，

2004）；但臺灣近來因社會型態轉變，子女與年

長父母合住的狀況愈來愈少，使得臺灣地區的老

年人必須轉往其他的社會網絡或資訊平台（例如

廣播或電視）尋求社會支持（郭建賜、吳燕玲、

藍素利、鄭淑真、林宜君，2007）。

本計畫以本校傳播系及電訊傳播研究所開設的

「基礎公共演說」及「健康傳播與行銷」學生為

培力對象，在這些課程中會先針對學生進行本職

學能的訓練，包括：說話技巧、咬字練習、肢體

語言表達、造型概念、播客製作方法等課程規

劃，之後學生必須深入社區採集社區文化故事，

以完成播客內容。完成的作品會透過民雄老大人

在各種不同的場域，如動動班等APP群組分享，

供社區老大人收聽。

四、 竹科技生活實驗室：竹光發熱綠金計

畫 

從邁向國際提升臺灣影響力為目標的國際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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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R計畫，國立中正大學的竹

光發熱綠金計畫－臺灣竹業展

風華，結合文理工管教育等多

個學院跨領域參與。秉持校訓

「積極創新」的精神，從深耕

在地竹產業的不同面向，到建

構跨域合作與交流的產學創新

服務及場遇問題導向學習模

式，以在地出發，將傳統竹

產業結合科技發展。並深知

竹產業的綠色循環經濟價值

必須全球發展的道理，團隊

朝向與國際接軌的方式發展，

將在地產業國際化及國際產

業人才的培育，作為計畫推

動的重點方向，印度作為主

要竹子產地之一的大國，本

校的USR計畫團隊已正式與印

▲印度來訪。（中正提供）

▲2021世界竹科技展覽會。（中正提供）

度的南亞竹基金會（SAbF）簽約合作，通過使

用竹子及應用，建立夥伴關係以促進聯合國可

持續發展目標（SDGs），期待為臺灣的竹產業

開啟國際銷售之門，並積極拓展海外交流管道，

進而共同聚焦探討竹科技的國際化鏈結，以及雙

邊甚至多國竹產業國際化人才的培養育成，因此

在合作一開始即提出臺印竹科技生活實驗室的倡

議，由產學合作、跨領域的教師帶領學生，以跨

科系、跨學校乃至跨國際，走出校園進行產業發

展、科技導入、文化空間的各項創新研究與行

動。

由於新冠肺炎的全球性影響，雙方的合作

計畫由實體交流改為線上的遠距方式進行。

本期計畫在生活實驗室實作方面，因受疫情

影響，導入Virtual Exchange學習模式，以海外

專題實踐的線上平台交流，辦理跨國交流實

習。今年度與印度合作夥伴SABF合作，提供雙

方學生海外實習機會，召集國內5位、印度國際

生5位，共10位大學生合力製作國際型app，完

成「Bamtech App」之開發。透過App線上平台，

除了傳承竹子及其領域相關的專業知識，避免

紙張資源的浪費外，且能在虛擬平台創建相關

工藝及產品的可視化體驗，功能包含：「竹種

植」－提供竹林種植或相關活動感興趣之機構

專業性的服務；「竹工業管理」－協助竹材加工

廠商加入竹產業價值鏈；「竹DIY教學」－透過

創建多樣化的竹手作課程；「竹知識庫建置」－

各族群對於不同竹材的可加工性和相關技術進

行資料統整；「竹產業人才庫」－建置竹產業

媒合平台，得以有效進行異業合作，推廣竹產

業。本次實習專題是由資訊工程學系學生擔綱，

同學具有資訊工程的學術專業背景，但較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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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實作的機會，透過本次的跨國、跨校的合

作實習，學生以竹產業為實作對象，透過知識

的學習、技術的應用，嘗試將所學運用於實務

的產品開發，並學習如何溝通及經驗的交流，

完成的成果已成為2021年國際世界竹日的重要

亮點之一。跨國線上實習模式在疫情嚴峻下，

可以讓本校學生培育國際移動力與國際視野，

本計畫預計未來將持續擴大辦理，以強化竹經

濟推廣的國際量能。

結論：在生活中大膽實驗，小心求證

面臨著不同場域的各式需求，多元面向的利害

關係人，本校的學生、教師與青農、老農、場域

夥伴們一起前行，激盪出不同的花火與創意，將

校內研發技術與在地資源結合，為在地帶來各式

各樣的刺激與進步，透過USR開啟學生對於社會

關注的思維與關心，進而開創創新服務模式與新

商品，成為未來永續發展產業的創新創業新基

地。

▲2021年國際世界竹日。（中正提供）

▲ �Bamtech�App國際專題學生會議。（中正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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