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場域別 作者 論文篇名 出處 年份

大東原

3篇 蕭惠中、鍾怡婷 〈大東原農友共學堂：轉型環境永續農法的推廣策略〉 《農業推廣文彙》 2016

蕭惠中 〈農耕實踐的永續轉型：成大團隊與東山小農的經驗〉 《新實踐與地方社會》 2018

鍾怡婷 〈果樹認養方案中的社會經濟實踐〉 《新實踐與地方社會》 2018

地震

1篇 黃肇新、盧紀邦、陳
儀珊

Involving Volunteers in Recording Deterioration of 
Community Buildings After Disaster

《Asian Education 
Studies》

2018

銀同

1篇 黃一中、陳世明、盧
紀邦、蔡佳芳

〈支援舊市中心區高齡者在地生活發展之空間供給研
究 –以台南市中西區銀同社區為例〉

《建築學報》(TSSCI) 2018

實作經驗系統性論述的挑戰與可能：成大出版成果(1/3)



場域別 作者 論文篇名 出處 年份

課程

2篇 方雅慧、林朝成 以挑戰性創意夥伴投身未來想像教育：續航計畫辦公室
推動經驗之探究

《創造學刊》 2015

方雅慧 分散式領導與民主學習社群之建構：社區大學創新計畫
的行動研究

《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2016

公舘

5篇 李逸軒、陳良進、翁
裕峰、王雅麗、游詠
晨、張家銘*

〈走進台南最老鄉村-建立偏鄉高齡照顧服務的模式〉
(偏鄉醫療案例報告)

《台灣老年學論壇》 2017

翁裕峰*、蔡宜興 〈資訊教育在鄉村：從需要到不需要〉 《TANET臺灣網際網路
研討會論文集第五冊》

2018

翁裕峰 〈公平分配教育資源：鄉村課後學習遠距系統建置〉 《新實踐與地方社會》 2018

YOU, SU-FEN, and
WONG, YU-FENG* 

‘Occupational Injuries among Foreign Workers in Taiwan, 
1998-2011’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SSCI)

2015

Aluisius Hery Pratono, 
and Yu-Feng Wong

‘Social enterprise for rural community development: 
Lessons from two case studies in Indonesia and Taiwan’

Social Enterprise Models 
in Asia, Routledge

2019

實作經驗系統性論述的挑戰與可能：成大出版成果(2/3)



類別/場域別 大東原 地震 銀同 課程 公舘

中文篇數 3 - 1 2 3

英文篇數 - 1 - - 2

總計 3 1 1 2 5

出版時間
中文第1篇(作者參與本計畫年數)

2016(2.42) - 2018(5.5) 2015(1.75) 2017(0.91)

英文 1st (作者參與本計畫年數) - 2018(2.17) - 2015(1.83)

2nd(作者參與本計畫年數) - - - 2019

Indexed篇數 - - 1 (TSSCI) - 1 (SSCI)

實作經驗系統性論述的挑戰與可能：成大出版成果(3/3)

http://lawdata.com.tw/tw/SE.aspx?q=%E7%9B%A7%E7%B4%80%E9%82%A6


實作經驗系統性論述的挑戰與可能：
成大出版人力



群場域 大東原 地震 銀同 課程 公舘 討論

上線群
理論化

陳美霞、林朝成
戴華、王毓正

王毓正

陳世明 陳世明、陳靜敏 戴華王秀雲無 楊倍昌、王秀雲、翁裕峰無 低

作者群
理論化

蕭惠中、鍾怡婷、
林睿騏

盧紀邦 盧紀邦、黃一中、
林奕仁

方雅慧、林朝成 翁裕峰、蔡宜興、張家銘、李逸
軒、陳良進、王雅麗、游詠晨

高

下線群
理論化

陳姵君 李淑慧 陳佩雯、傅崇益、
林奕仁

無 朱俊彥陳羿宏、呂惠雯 低

實作經驗系統性論述的挑戰與可能：成大出版人力變化表
2013~

上線是指主持人與共同主持人；下線群是指助理；工讀生不列入
討論是指對頁1與2論文系統化論述的投入



實作經驗系統性論述的挑戰與可能：
成大遇到什麼問題

• 上線群

•作者群

•下線群



系統化遭遇的問題：需適當且可信賴的引導人或制度
• 具體問題

• 1.長期的職位承諾(大、課、公)；
• 2.人力等資源不足：

• 分析需要時間-既實踐又寫作、淹沒在大
量的人際互動細節、多個項目同步或交互
進展、新課題與新方案不斷出現、(大、
銀、震、課、公)

• 3.缺乏多元專業的投入(大、課、公)；
• 4.需相關專業角度/者參與討論(大、銀、
震、課、公)；

• 5.實作經驗如何脈絡化的探討 (銀、震)；
• 質的轉變、量的轉變、連續性的轉變
• 亦即多少量的對象有轉變才能論述書寫

• 6.實作行動的影響評估 (銀、震)；
• 是既有的組織文化還是行動者的影響?
• 實作的效益如何評估(影響)

• 問題性質：開創新的研究形態具有風險
• 1.工作穩定性不足需提升
• 2.時間排擠效應需比非實踐型研究的時間長
• 3.沒有能以自有資料帶領討論的人(博後與老師
皆然)；

• 4.以誰的學術背景為依據進行帶領與討論；
• 5.沒人願意或敢跨越不同學術範疇或理論(例如
文化資本、社會正義、健康平等、社區增能等
等)，亦即缺乏相關文獻的共同閱讀與探討

• 6.沒有合作，只有分工(有指導時，資料豐富有
時間得先整理完稿；沒時間的邀請有時間的合
寫沒結果)

• 7.沒時間整理資料，寫成文字，參與討論(例如
第二期初胡淑貞教授提議並帶了幾次之後，安
排呂宗學教授接手，議定大約十週進度；第二
期末，董旭英教授從USR跨組協力，給了…)

有大東原、地震、銀同、公舘案例



對應方案仍未解決遇到什麼問題?怎麼辦?

• 遇到的問題核心問題是
• 無法形成制度性的引導或合作結構進行系統化論述

• 怎麼辦
• 上線群被放棄(大、銀、震、課、公=全壘打)

• 作者群自力奮鬥(大、銀、震、課、公=全壘打)

• 下線群派工上陣(大、銀、震=三壘打)
• 自體經驗異質性移植



解決所遇問題的方法：自體經驗異質性移植
• 以過去專長轉換學術跑道的獨立寫作：經驗移植至人創計畫

場域別 自體經驗(出版篇數)年資 異質性移植(出版篇數)

大東原 原住民族發展、政治生態學(1)2006-20126 社會與團結經濟、食農系統永續轉型、農業生態學(2)

銀同 銀同歷史區域保存再生、地區經營與社區參與、參
與式規劃(2) 6

參與式規劃、空間供給、高齡化、在地老化(1)

地震 地震歷史區域保存再生、地區經營與社區參與、參
與式規劃(2) 6

災害、地震、社區參與、跨領域合作(1)

課程 教育、社區大學、民主、參與(7)2000-201516 社區大學、實踐、協作(2)

公舘 醫學人文教育、產學合作、技術移轉與利益衝突、
健康風險治理、災害防救(5中+1英) 2007~201610

教育、政策、健康公平、社區增能、行動者網絡(3中+2
英)

異質性論文例子(與第8頁同案例)
自體經驗欄的年資是指自博士班以來，正是投稿期刊或參與專書寫作開始起算，至人創計畫相關文章第一篇出版止



自體經驗異質性移植：你看到什麼解決問題的方法



不斷地以學術經驗
反思失敗、挫折與找尋支撐點

•是過程也是方法



A 原始資料系統化：做好每一次的工作記錄(不
論多少字)

第一筆 2015系統化

2019/04/11最近一筆



B 反思關鍵詞+文獻對話：從自己的專業下手查詢

•大東原
直接透過與實作相關關鍵字的文獻閱讀，以英文為主：
rural sociology（鄉村社會學）, 
social economy（社會經濟）, 
Agroecology（農業生態學）, 
sustainable transition （永續轉型）, 
social learning（社會學習）



B 反思關鍵詞+文獻對話：從自己的專業下手交叉查詢

•關鍵詞來源2：實踐反思的
a.失敗或成功的範疇：歷史、
教育、交通、醫療、健康服務、
政策等等
b.可用概念：與關鍵詞1.b一
樣，或是不一樣皆可(遠距、
中小學校)

•關鍵詞來源1：自己專業的
a.大範疇的：職業健康社會學、
利益衝突與產學合作、健康風
險治理、科技溝通、市民不服
從、社會正義
b.可用理論概念：健康公平、
社區增能、社會決定性因素、
社會正義

• 中英文同時找：發現組合方向

https://scholar.google.com.tw/scholar?lr=lang_zh-TW&q="%E5%81%A5%E5%BA%B7%E4%B8%8D%E5%B9%B3%E7%AD%89"+"%E7%A4%BE%E6%9C%83%E6%AD%A3%E7%BE%A9"&hl=zh-TW&as_sdt=0,5
https://scholar.google.com.tw/scholar?hl=zh-TW&as_sdt=0,5&q="health+inequality"+"social+justice"&btnG=


C 摘成會議論文，形成湯底，包含國際化
第一篇會議論文 大東原 銀同 地震 課程 公舘

中文 2015/06/28-29 
2015社區研究發
表會

2015/06/28-29 
2015社區研究發
表會
2016
臺灣老人學學會
第二屆第二次
(2016)年會暨國際
學術研討會???

- 2015/06/28-29 
2015社區研究發
表會

2014/04/21
台灣社會福利學會年會

英文 2016/06/13-17
The 23rd Pacific 
Science Congress
2018/04/4-6
The 15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Taiwan Studies

2015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Orange 
Technologies(ICOT)

2017/7
The 4th Annual 
Symposium on 
Management 
and Social 
Sciences
(河內)

- 2015/06/28-29 2015社
區研究發表會



Ｄ廣納意見，先處理不悅耳的，再處理悅耳的

• 批評的意見
a.要開放思考接納為優先
b.依批評找出可用關鍵詞
c.與既有核心改念交集
d.有文獻者先用
e.無文獻或很少者要設為
主切入點

• 例如：既要資本主義又要
共產主義(社福)、有趣的
議題(GHF)、不清楚、難
編輯

• 支持的意見
a.要留，因為表示實務上別
人已有研究成果，甚至很
成熟
b.用實踐反思，以抽象出
概念或關鍵詞，找文獻，
看出現有文獻不足之處

• 例如：只寫教育(人創專書)、
社會團結經濟(GSEF等)社
會企業、行動者網絡理論
(比利時)



Ｅ一定要問清楚並找到專長能應對的方向

• 11月4日~17日，密集詢問對方
• Is it possible to send us the parts remain very unclear in order to do correction. 
• Is it possible to have a little bit more time to revise our paper because of proofreading? 
• We are expecting the new version of the text by the end of November. Is it okay for you?
• Thanks Yu-Feng for your quick feedback and your efforts to improve the contribution. 

報告人：翁裕峰/ 2019/04/22

文章進入審查意見回覆階段，通常按照審查意見進行修；改若對審查意見有疑問者



F 多久可以寫出第一篇初稿 多久可以寫出第一篇完稿

報告人：翁裕峰/ 2019/04/22

從進入場域開始 大東原 銀同 地震 課程 公舘

中文

初稿 1年6個月 - - - 3個月

完稿 3-5年 3年(國內期刊) - - 5年

英文 -

初稿 2年 4個月(國際研討會) 4個月(國際研討會) - 1年5個月

完稿 - - 2年(國外期刊) - 4年(1年10個月)

起算點是自進入本計畫第一個社區田野開始
初稿是指會議論文發表
完稿是指期刊論文或專書文章刊出日期



成大出版實作經驗系統性論述的挑戰與可能：
有何啟發

•建立大學進入場域的新倫理：從無經驗到有經驗的制度性結構



G 如何加速寫作與分攤社區實踐的組織工作?

•要有銜接梯隊規劃的培力結構：訓練新手進場蒐集＋熟手分析資料＋
老手提供銜接論點文獻

•要有積極尋找共同寫作的規劃制度：訓練新手看資料＋熟手帶看資料
＋老手與新手提點領域新文獻

•要積極創造制度化學術單位或人力：運用既有成果經驗提出設立新單
位與專任人力

•要建立可公評制度與指標：以第三方學術單位秘密訪客至實踐場域或
對向，了解當事人的實踐方案對社區、參與教師、課程學生、協力組
織的貢獻或影響力；以當事人認為最有貢獻的主向度進行驗證，亦即
社區、教師、學生或協力組織４選１；其餘３個則不能出負向發展

報告人：翁裕峰/ 2019/04/22



G 如何加速寫作與分攤社區實踐的組織工作?
梯隊設計與執行的概念

•建立大學進入場域的新倫理：從無經驗到有經驗的制度性結構

•按培力階段分為：
• 0.0：建立社群共識，社區參與流程模型與工具的共學與討論(初認識人與體系)

• 1.0：討論案例，了解場域樣貌、社區議題辨識與應對方案討論，以成大案例
為例(初認識在地)

• 2.0：實際方案討論，邀請現今已在社區工作者分享討論(新手)

• 3.0：教師專案式討論(熟手)

• 4.0：學生獨立方案討論(老手)



成大出版實作經驗系統性論述的挑戰與可能：有何啟發

•建立大學進入場域的新倫理：從無經驗到有經驗的制度性結構功能
• 加速與社區磨合

• 加速寫作

• 可受公評的績效、升等、彈性薪資、減授鐘點、交通補助、核銷程序

• 減少總體與個體的滾動式修正時間
• 案例

• 輔仁大學(研發處)：5個月建立與部落的關係，形成大學社會責任與地方創生草案，即將進入
部落會議(2018/11-2019/04)

• 真理大學(研發處)：2天形成跨校大學社會責任與地方創生座談草案(2019/04/07-2019/04/08)

起算點是自對方與各組第一次接觸的日期
草案是指有具體內容將提出的執行方案(方案可以是座談、計畫書等)



謝謝聆聽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