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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個案研究是教育部大

學社會責任計畫「淡

水好生活—學習型城鄉建構計

畫」之「淡水世界遺產潛力點

田野學校」子計畫的一部分。

本研究以都市設計工作坊的實

踐模式，發展創新的「社區營

造」課程模組（如圖一），以

設計思考的同理心、需求定

義、創意發想、製作原型及測

試等歷程軌跡，檢驗學生在進

入真實生活世界的社區與社群

▌文／黃瑞茂．淡江大學建築學系教授暨「USR淡水好生活：學習型城鄉建構計畫」計畫主持人

就地拼貼術──
參與式的設計工作坊之行動研究

圖一 工作坊操作模組示意

中，如何透過與小組團隊一起從田野調查、界定

問題到計畫提案的學習歷程中發展設計思維。

對象是以臺灣北部的淡水歷史街區為場域，依

據當下場域中的真實議題，選定「2019宗教文

化與歷史城鎮再生工作坊」作為操作主題。以非

物質文化資產的「宗教文化」經驗為專題提案內

容，透過包括課堂上課、小組討論、街區走訪、

學生訪談、學習反思日誌等資料的蒐集，分析有

關淡水歷史城市再造可能性的構思與設計歷程。

研究結果發現，透過與在地「人」與「物」的交

流與經驗世界的理解，參與此課程學生為完成提

案任務的學習是一個參與式設計的意義建構與共

識（sense making）的過程。研究還發現，將課

程帶到生活現場進行有任務的學習，為學生開展

了新穎卻又貼近傳統文化的學習經驗。透過設計

進行研究獲得的建築知識以及促進設計思考的可

視性功能在此研究中有進一步的討論。此外，本

研究透過設計思考課程模組的建構，有助於優化

參與式設計「社區營造」教學模式在大學課程改

革的實踐。

「跨域學習」、「向真實學習」與「有任務的

學習」是「田野學校工作坊」的三個核心價值，

如何達到專業經驗累積與學習成效，並且對真實

世界有所作用是本研究計畫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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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真實世界是一直在改變與演化的真實，真

實不會是停止的。「向真實學習」本身就是一種

具有批判的意識與態度。透過與場域的交會，既

有的專業知識需要從認識開始，開始找到如何操

作？是一個「理論化」的過程，而不是既有理論的

繁衍。在場域問題的當下，老師與學生是一樣的，

我們需要一起完成這個知識與社會相遇的旅程。

配合USR計畫將持續進行的「淡水世界遺產潛

力點田野學校工作坊」，進行教學實踐研究計

畫，希望可以透過經驗研究來檢驗「田野學校工

作坊」的執行成效，嘗試建構一個跨域學習的課

程模組。

研究設計

針對街區議題所進行的「都市設計」工作坊，

除了教學與學習之外，重要的是這個工作坊的

成果是有助於街區真實場域的作用，這樣的學

習模式是讓學生經歷「任務導向學習」（Task-

Based Learning, TBL）的歷程。兼具研究與實作

上的內容，TBL 模式最早應用在強調實作的臨

床醫學上，特別是作為醫學院臨床實習階段的

教學策略。這個教學取徑，包括了問題導向學

習（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以及臨床

多樣專科經驗的整合教學（Harden et al.,1996a, 

1996b; Harden et al., 2000）。本研究「田野學校」

街區再生工作坊的課程，將學習任務具體化為都

市設計工作坊中的「提案構想」。

TBL是一種整合的系統，一種多種學科教與學

的取向，同時也提供學生在不同專業的學習機會

（Harden et al., 2000; Qing et al., 2010）。這樣的

操作模式與都市設計工作坊的操作接近，學生常

常被要求與安排在複雜的情境中工作。工作坊中

採取現實生活的任務（real-life tasks）作為議題，

透過田野調查激勵學生去思考。過程中，學生自

己要能分析問題，並且學習解決問題所需要的知

識及技能。然後透過分組他們需要一起合作討論，

最後提出完成任務的策略與行動，擬定企劃書。

在教學上值得一提的是，TBL應用在臨床醫學

上特別強調教練角色的功能。訓練者的教練的角

色強化訓練者與學生關係，並創造一個正向與有

效的學習環境（Harden et al., 2000）。指導老師

不只是課堂上的知識傳授者，而是需要透過實作

的訓練，讓學生在專業技術上有所精進。指導

者／教練，是學生思考的導師，也需要指導學生

在臨床操作上「學習如何研究文獻，組織思考，

推論辯證以及解決問題。」（Qing etal., 2010, p. 

4562）

都市設計工作坊的教學方式邀請不同領域的學

生共同合作進行有任務的學習，從議題發想，走

▲小組工作中。（淡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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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生活世界，在真實場域中的田野調查，判斷規

劃設計介入的機會點，發展解決策略與方案。這

個過程也開放場域，邀請在地居民與行政人員一

起參與討論，針對相關提案與計畫形成共識。

研究蒐集的資料包括學生每一天學習的反思日

記、工作坊分組討論過程的錄影紀錄，以及工作

坊前中後階段的開放式問題作為研究分析的材

料。研究是以檢視學生在小組合作中從田野調

查、界定問題到計畫提案的工作坊每個階段中的

學習歷程及設計思考表現等。

成效評估作法

「宗教文化與歷史街區再生設計工作坊」是一

個正式的課程，不同於一般設計學院所習慣舉辦

的以交流為目的的「教學活動」工作坊。參加本

次工作坊的學生需要被要求在工作坊過程中的日

記、反思與回饋意見等的學習紀錄。作為研究者

的教師，是依據這些資訊進行學生學習成效的判

斷，以及透過分析式的閱讀去確認學生的學習歷

程。這是一個有任務的學習，學生的提案就是最

好的成果，對於這些成果的成效，也就在工作坊

各個工作階段中，邀請過程中參與的業師、在地

公務機構與參與地方文化工作的專家與學者給於

提案作品評論，學生小組需要針對發問與質疑，

針對所提出來的企劃案給予辯護。

推動實務分享

二十年來，雖然淡水城鎮的歷史資源已是觀光

產業的重要條件，但是「都市發展」與「文化保

存」的爭議仍舊拉鋸！「施家古厝」的處境即是最

好的見證，已經指定為「市定古蹟」的施家古厝，

在議員的提案阻擾下，停止掀蓋修復的工程，任

由古蹟在風雨中，日夜摧毀，至今已經六年。

但當我們進行了解時，卻發現淡水中正老街拓

寬之後幾年有一波改建潮，趁著道路拓寬之便進

行改建。之後這十五年來，淡水歷史街區幾乎沒

有私有商業土地開發的建案。而這似乎證明了淡

水中正老街「房地產取向」的都市發展已經失去

優勢，位在臺北捷運系統終點站的淡水老街區，

已經轉變成為以歷史老街文化保存為內涵，亦即

觀光取向的「街鎮中心區Town Center」。

這個淡水街鎮中心保存了淡水歷史文化的空間

軌跡，更聚集了各種宗教空間與活動，包括福佑

宮、祖師廟與龍山寺位在漢人市街的街鎮結構位

置。還有長老教會教堂與天主堂。這些豐富的宗

教文化經驗仍舊是當下淡水生活的一部分。生活

空間中的人、事、物，共同構成了「生活景觀」。

在時間的形狀中，我們需要透過每次的機會，更

接近土地，從文化參訪開始，學習如何經營這一

趟「發現」之旅。

「2019宗教文化與歷史城鎮創生工作坊」對焦

 ▲ 諸神合祀組──小組討論軌跡。（淡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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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淡水歷史市街的文化經驗的爭議，傳統廟會對

於日常生活的影響，或是在密集市街的信中的不

方便等議題。工作坊中邀請地方參與人士的現身

說法，提供文化如何在生活中孕生。最後完成5

個有關於宗教文化活動的行動計畫企劃案，如表

一。這些計畫的提出與生產過程中，均有邀請場

域中的主事者與推動者參與討論。

一、提案一：「紳商建廟記」

接續企業管理學系涂敏芬老師課程所完成「清

水巖祖師廟」的桌遊原型，在工作坊中邀請專業

桌遊設計師來與同學討論，並持續進行試玩體

驗，進行優化。邀請地方文史工作者一起協助理

清清水巖祖師廟的建廟歷史故事，進行更為細緻

的編織。最後以「紳商建廟記」進行出版。並獲

得清水巖祖師廟廟方肯定，協助印刷，贈送給淡

水地區中小學使用。

二、提案二：「清水街87號」

「清水街87號」是清水巖總師廟的門牌號，同

學以「手遊設計」作為提案進行設計。透過實地

空間測繪與紀錄，邀請地方文史工作者帶路仔細

說明，以及多次向廟方工作人員的詢問與現地經

驗的講解，同學逐漸建構了一個對照實地空間軌

跡的故事腳本，然後完成「清水街87號—手遊設

計」提案企劃。最後，先行協助清水巖總師廟出

版摺頁，提供信徒與遊客使用。

三、提案三：「南北軒鬧淡水」

在南北軒的眾位參與者帶領下，同學進行一場

淡水地區的軒社之旅。同學透過這幾次採訪的過

▲諸神合祀組──祖師廟調查草圖。（淡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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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提出了「南北軒鬧淡水—紀錄片提案」，嘗試

編寫在地軒社—南北軒與地方宗教文化的連結過

程中的細緻故事。最後因為疫情來襲，廟方取消

當年的祖師公遶境與暗訪活動，於是本計畫拍攝

了當天晚上的廟方的活動，並進行為期一年的紀

錄片工作，紀錄祖師公在一年疫情中的種種活動。

四、提案四：「玩轉重建街」

從環境教育與地方學習的角度，這組同學以重

建街的生活街道為對象，策畫了一場體驗與再現

的孩童在重建街的體驗之旅。除了企劃書之外，

這一組同學在工作坊中邀請幾位兒童實地進行活

動。提出以重建街環境場域透過兒童眼遊戲心描

寫，建立街道環境劇場「玩轉重建街Kids on the 

block—原型紀錄」，並完成了一本「跟著小滬

去冒險」電子書。

五、提案五：「清水Live—城市復興提案」

以被忽視的清水街為對象，進行一個街道復甦

的提案計畫。清水街是淡水重要的歷史街道之

一，因為道路寬度比較窄，一直維持步行為主的

街道型態。在空間軌跡與生活上仍舊保有傳統城

市的氛圍。提出以清水街的歷史生活體驗時間軸

為核心的「清水Live—城市復興提案」。

反思

一、學生學習回饋

「2019宗教文化與街區再生工作坊」已經完成

表一 2019宗教文化與歷史城鎮創生工作坊5個行動提案

提案 主題 議題／設計策略 成果／呈現方式

1 紳商建廟記 透過故事之角色扮演與體驗。
協助「紳商建廟志」桌遊，2020年9月出版， 淡
水清水巖祖師廟助印。

2 清水街87號 手機遊戲的腳本設計。 「諸神合祀」摺頁，2020年6月出版。

3 南北軒鬧淡水 「起鼓」情境(逐漸形成的過程)。
由紀錄片轉變為疫病「條件遶境」之活動紀錄，
最後完成「清水街78號」紀錄片。

4 玩轉重建街 體驗與再現模式。「試玩」。 「跟著小滬去冒險」電子書，2020年4月出版。

5
清水Live—城市復
興提案

透過街道質感，重新描述清水街。 成為2020年「街角博物館工作坊」主題。

▲諸神合祀組──祖師廟中的諸神位格圖。（淡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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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工作坊的紀錄，包括前後測，每一天的心得

寫作，階段性的回饋等完整紀錄，以及整體的回

顧。除了平台上的紀錄之外，也透過攝影記錄了

全體參與討論與分組討論的所有資訊。這些影像

與文字資訊正在轉變成為可以分析的各種形態的

檔案。

業師的現身說法似乎最打動學生的心，在聽過

淡水年輕人的宗教參與經驗的分享之後，很多學

生都改變了既有對於傳統宗教的印象。如參加工

作坊的教育科技學系大一學生所寫「我覺得有機

會聽到宮廟、乩童以及南北管分享經驗本身就是

一件很衝擊的事情。我們平常不太會接觸到這樣

的文化，或許我們平常會去拜拜、偶而看看廟會

遶境的熱鬧，但我們從來不會跟他們說到話，也

從來不會走進他們的生活。而這一次的工作坊讓

我了解到，什麼是真正的換位思考」。一位住在

淡水的建築學系同學特別有感受，她說「他們有

凝聚力，把維持家鄉傳統視為是一種榮耀！」她

特別感受到業師在演講中分享的是在城鎮的場域

脈絡中的成長經驗與當下的生活方式。

除了對於田野工作所帶來對於「真實場域」的

經驗提供許多同學新的體認之外，跨域合作所完

成的「有任務的學習」對於同學來說也是全新的

體驗。「這個工作坊，因為實際走訪的比重多，

並且與當地人有真正的對談，會發現問題與自己

的距離很近，而我們也會選擇更加實際，並且能

夠想像得到的方式去應對。而且是真的有做出一

部分與企劃書，所以這讓我感覺踏實，而不再有

▲諸神合祀組──展覽海報。（淡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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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高空的感覺。」除了內容之外，大眾傳播學系

同學來參與這個工作坊是希望可以嘗試不同的工

作，所謂「跨域學習，本來希望可以不要做本

來科系在做的事，但是最後還是回到原本的專

業」，但是透過跨域學習的第一步是學會如何與

不同專業者一起工作。

工作中學生的心得回饋，有些學生在面對真實

世界的參與，重新燃起學習的熱情。而這個有任

務的工作坊，對於學生來說主動性與自我要求的

責任心是普遍的狀況。相對於一般學校課程來

說，這個新經驗不只是工作，而是態度。

二、 教師的「教練」角色協助學生做更好

的提案選擇與規劃

研究資料的分析發現，參與工作坊的學生一開

始不習慣自主地去找問題。一名大

眾傳播學系的學生在期末反思中即

寫道，工作坊開始初期與老師來回

幾次討論及引導之後，才開始意識

到需要自主尋找問題。研究還發

現，指導老師群（包含工作坊的授

課老師、業師／「教練」）「在

場」是重要的。教師協助學生做引

導性思考特別具關鍵性作用，例如

需要整合回應同學與在地工作者所

面對真實場域的種種提問，特別是

有關於「任務」的提出與發展，需要指出實踐經

驗上的意見，才能夠在限定的短期工作坊時間

內，獲得超越學習目的的成果。本工作坊的指導

老師是長期在地工作的專業實踐者之一，所以在

「研究者=教學者=在地實踐者之一」的條件下，

指導老師扮演多方作用的角色。在真實場域實踐

上，設定工作坊任務的方向以及整備既有外部資

源與條件；在TBL任務導向學習上，針對議題提

案幫助學生判斷與提供建議，扮演「教練」的角

色（Harden, et al, 2000; Qing et al, 2010），依據

需要而提供一些技術性的意見；在教學上，需不

斷出入每一個小組，遊走在不同的意見表達者之

間，扮演穿針引線的角色，又要提醒個別議題與

整體的關係。

▲發表與評論。（淡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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