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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學社群中女性社區工作者的經驗與

實踐

方雅慧、何青蓉

摘要

農村的社區營造工作，長期被政策期待能夠扮演促進活化偏鄉的積極角色。

面臨社區工作議題的多元複雜和方案資源的有限性，為了平衡資源與服務之間的

落差，農村社區營造工作的社區組織乃發展跨組織間工作者的網絡連結與協作，

做為永續推動社區營造的行動議程。本研究以長期從事民間推動社區營造的屏東

縣為背景，探討女性社區工作者形成協作網絡之發展歷程，以及影響她們對於社

群認同的因素。研究中討論女性社區工作者從個人超越朝向共同願景的軌跡。研

究發現，個案藉由發展「實踐社群」的群體關係'組成了一個有社群意識的共學

社群。研究結果也提出了女性社區工作者的個人動能、她們所構築的社群意識與

特性，以及在社區學習網絡協作與共學歷程可能面對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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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male Community Workers' Experiences and
Praxis in Co-learning Community

Ya-Hui Fang Ching-lung Ho

Abstract

Community work has been long expected by policy makers to be an activator

in improving rural areas. Despite complex community work and limited resources

in community projects,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try to develop cross-organization

networking and collaboration to support the agendas of community work and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resources and services. The background of the research is Ping

Tung County, which has been promoting community empowe口nent for a long time.

This research aims to explore the developing process of the learning network in the

community, how the female community practitioners engage in social practices and

what makes them identify themselves with the co-learning community. This research

discusses how female community practitioners practiced networking and collaboration,

as well as what they experienced during the co-learning process from personal maste可

toward a shared vision of the community. The conclusion has proved that the key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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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promoting a sense of co-learning community can be realized through the relationship

III “community ofpractices". Such result also brings forward the potential ofthe female

practitioners, their establishment of sense of community, and features and possible

challenges in future development from the concrete collaboration and co-learning

experiences in this community learning network.

keywords: sense of community, reflexive practice , networking and

collaboration , community of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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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自 1960 、 1970 年代起，學界開始探討組織間之合作關係與網絡連結，並

以之做為西方國家社會福利的重要議題，揭示了協作的夥伴關係( collaborative

partnership) 已然成為組織推動社會議題的新途徑(邱瑜瑾， 2004 ;劉麗雯，

2004 ; Mattessich, Murray-Close, & Monsey, 2001 )。然而，網絡連結過程中要形

成真正的協作關係'如 Daka

的:

組織之間結構上的分享關係'包括共同分享資源、權力與權威，且由組織

成員共同達成個別組織所無法完成的目標或任務。(劉麗雯， 2004)

需要獲得參與組織的認同，並做為建立協調合作關係的前提。過程當中牽涉釐清

組織之間溝通的問題、協調合作的成本考量、組織的自主性考量、組織之間的權

力結構、協調合作功能消長，以及組織內部的衝突等課題(劉麗雯，2004 : 31 ;

Lekoko, 2005)

網絡連結如何從動態回應社區結構與社群成員互動的過程中，趨向真正的

「協作關係J ?過程中，來自各自擁有不同組織使命和工作目標的工作者如何形

成夥伴關係?展現在實務層面的歷程又是如何?從情境學習一脈所發展出來的實

務社群理論，從主體性取向的微觀途徑提供了洞察社群在網絡連結過程中權力、

主體性、意義與集體性的變化(Amseth， 2008; Wenger, 1997: 14) ，同時，社群

學習(共學)亦可以做為理解協作歷程之參考。

不論是在社區服務或是參與學習，女性在社區參與所展現的投入熱情與過程

中展現的賦權，近年來，已成為社區場域中一幅鮮明的集體圖像。然而，當女

性要出頭領導社區議題時，不可避免地仍舊受到社區父權結構的束縛(吳麗雪，

2002 : 128) 。由文獻討論中檢視近年參與社區工作現場的女性， ，.女性在社區

的身影」多數呈現出一個女性參與社區公共事務的樣板形象:女性居民常是社區

公共參與場域中被動員提供表演、展現廚藝絕活，或是課業輔導的支援角色。

一般而言，愈是基層的社區，女性因為社會位置和角色的限制，愈容易被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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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是符合社區預期的自我貶抑)置放在「有責無權」的支援角色(張雅雲'

2003) ，而且社區女性的社區參與角色，也被鼓勵朝向發展與母職和家庭照顧相

關的社區工作。在這樣的觀點之下，，.女性的社區參與」其實是狹隘又再度邊緣

化女性的潛能和社會參與的可能性，無形中也複製了主流父權觀點對於女性社會

角色扮演的偏見。

基於這樣的理解，研究者進一步想探索，不同於一般女性做為社區事務的附

屬角色，組織社區的女性工作者將如何藉由女性社群成員間的網絡連結，協助或

支撐他們面對社區父權結構?

本研究藉由觀察與追溯屏東縣社區組織協力推動社區學習平台的行動歷程，

以及當中所共同協作的工作內容與結果，探討該行動議程當中，這群因共同議題

而聚合的女性社區工作者所形成的協作網絡的發展歷程，並以階段性註解社群網

絡如何協助女性在社區父權結構中領導社區事務，進而分析影響社群的因素。其

體而言，本研究之目的在探討女性社區工作者在協作與共學經驗當中，社群的形

構呈現哪些特色?哪些因素促進社群的形成?哪些是抑制或消解社群的挑戰?

貳、文獻探討

一、協作/網絡連結

在社區層級的組織協作，透過參與組織之間綿密的連結關係'可做為個人

增權展能和社區能力建構的重要方式(李育偉，1997 ;應維雲、劉國瀚譯，

1999) ，亦被視為是社區發展的核心議題(黃源協，2004 ; Gilchrist, 2004)。社

區組織間需能建立彼此相互連結的系統，以便能彼此為實現社區整體目標而相互

支援和協助。

從性別觀點來看，女性社群的網絡連結為支援女性社會參與的重要因素，也

是女性議題從私領域擴展成為公共性議題的重要手段，其內涵既是教育過程，同

時也是抵抗策略(Flynn， 1992; Harcourt & Escobar, 2005; Horelli, 2004)。女性社

群所形成的網絡關係，除了獲得工其性的支持之外，特別能得到情鼠的支持(王

仕圖， 2000 ;李宛潤， 1996) ，個人在網絡當中得以分享並發展彼此的技能、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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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和觀點，藉此，個人從而得以確認個人價值並形成集體的培力歷程。最後，團

體中信任和責任凰可以組織成社會網絡，創造改變的能量(吳幸蓉. 2006 ;羅素

慧. 2005) 。網絡連結常被視為是女性面對性別不平等社會結構的策略與方法，

可做為發展相互間的支援系統或社會支持系統、橋接女性個人成長與集體共學、

增權展能，甚至於發展抵抗社會結構不平等(經濟、政治)機制，於在地發展以

日常生活為基礎之另類生活型態(梁麗青. 2006 ;莫慶聯. 2006 ; Flynn, 1992;

Horelli, 2005 )

二、情境學習與實踐社群

情境學習假定學習本身就是源自於人類致知的本能，亦即人是社會性的存在

個體、知識是職能、致知為一種參與追求有價值產物的積極涉入世界的行為，

最後學習將產製出意義，成為經驗世界的能力和涉入歷程的意義 (Wenger， 1997:

4) 0 J. Lave 與E. Wenger 主張，情境學習必須具備四個要素，包括社會實踐與

社會世界、合法的邊緣性參與、實踐社群、 1 學習課程(王文靜譯. 2004) 。

其中，實踐社群的基礎結構包括: (一)針對某些議題的某個知識領域

(domain) ; (二)關心這個領域的社群; (三)有共同實務，他們想要在領域

裡發展得更有效率。 Wenger 認為，這三項互為關聯，其中. ，.領域」創造了共

同基礎以及認同風;定義明確的領域可以將社群合法化，領域可以激勵成員貢獻

和參與，指導他們學習，賦予他們行動的意義，指出社群所專注的主題。社群創

造了學習的社會結構，一個強有力的社群，並在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基礎上，培養

互動和關係'鼓舞人們願意分享想法。實務是社群成員所分享的一組織結構、想

法、工具、資訊、風格、語言、故事及文件，也是社群發展、分享及維持的特定

知識(黃維譯. 2003 : 37)

實踐社群的特點為(王文靜譯·2004 ;高文彬. 2006 ; Wenger, 1997) : (一)

共享智庫:包括共同目標、意義及實踐; (二)共同參與投入:有助於為個體和

更大的實踐共同體提供共用目標的凰覺和身分認同; (三)聯合事業:參與者

各有加入社群的企圖，經由相互的承諾與對話，社群將不同的企圖整合成聯合事

1 圍內翻譯有實踐社群與實踐共同體兩種譯名。本文為統一說法，採用「實踐社群」譯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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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聯合事業的形成，使社群發展出無形的規範，成員們也藉此培養出相互貢獻

的責任。

實踐社群的概念提供了個人、社群及知識三者的連結，其知識是保留在社群

日常運作、共用智庫、書面資料以及特定的專家身上，過程中並不會刻意地將隱

性知識顯性化而記載於文字，反而是參與社群的個人，在經過一次又一次的與人

討論或與問題交涉之後，對於特定問題有更深入的認識;而成員們也因為相互的

投入，分享了彼此的知識與經驗(高文彬， 2006 : 48) 。也因此，實踐社群的「社

群」意涵，除了「知識是依於場域脈絡之社會建構」的關係之外，更重要的是，

在社群運作過程中的「集體性協同合作 J ( Brown & Duguid, 1991 )。

除了非正式網絡情戚與關係的維持外，實踐社群亦會發展出該社群的專業自

我認同，此自我認同與專業認定、鑑別與榮譽，以及隨著自我認同而來的承諾與

熱情等有關。也因此， Brown 與 Duguid (1991) 主張，最佳了解工作場所學習

的方式，乃社群的連結與形成之後工作者個人自我認同的改變，學習的核心精義

乃「成為專業實踐者 J ( becoming a practitioner) ，而非「學習實務」。而王思

峰與陳凱銘 (2002)也認為，在實踐社群中的學習重點，並非知識的獲取，而是

獲得合法的邊緣參與的社群融入與角色認同。

根據相關文獻的研究案例發現，實踐社群做為一個知識分享與移轉的團體，

不論是在企業組織研究(黃丞亨，2003) 、正規學校的學生教育養成過程(劉

美君， 2006 ; Hung, Chee, Hedberg, & Thiam, 2005)、高度權威控制的場域(如

服兵役)或是邊緣社群(現代巫術宗教社群研究)，都可以促成成員學習到正

式和隱性知識，知識的傳承也是個人認同發展的歷程(曾于晏，2006 ; Merriam,

Courtenay, & Baumgartner, 2003)。除了協助個人成為「實務工作者」之外，參

與者最大的成果展現在認同發展，而該認同形構係建立在與成員共享的生活世界

基礎之上。

綜合上述，實踐社群成員之間的社群意識，涉及成員在社群運作過程中的投

入、參與、貢獻，以及在協作中所共同創造的文化歷史遺產與歸屬於社群的認同，

其程度會隨著階段性過程之發展而有所不同，這部分除了Wenger 明確提出的實

踐社群發展階段外， Hung 等人 (2005 )也提出了三階段社群參與路徑，分別為:

模擬模式 (simulation model) 、參與模式 (participation model) 與共同決議的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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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學習模式( codetermined interactions learning model) ，學習者將在過程中，從

一個新于到觀察者、參與者，乃至積極貢獻者的角色。

承上討論，值得繼續探討實踐社群中成員的互動過程，其社群關係的內涵有

何變動?實踐社群概念所提出的社群意識發展過程，在不同階段中，共享智庫、

共同參與投入、聯合事業三者之間如何質變與消長，將左右社群得以自發性地發

展出更為內眾的社群關係或者消解。後續進行實踐社群的研究，可能需要進一步

掌握社群運作過程中的投入、參與、貢獻，以及與社群認同狀態，辨識共享智庫、

共同參與投入、聯合事業三者的變動關係，才能浮現社群意識發展的軌跡。

三、社群學習

在社區情境中的社群學習，意指各種不同層次、大小、領域重疊/互斥的社

群與族群間的學習。Heron ( 1996)指明，社群中的學習是成員的共同學習，而

非學習他人或學習與他人有關的東西，其知識生產於團體的互動過程中，是由

團體所創造，也在團體中分享。社群學習為非正式的協同學習、有動機的學習，

係針對所面對的情境，從個人、組織和社區等多重層面發展出後續的回應行動

( Stein & Imel, 2002 )

Crowther (2000) 宣稱，從社會、文化及政治活動習得的經驗中發現，集體

性學習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李瑛與趙長寧(2002 )則從本土案例實踐的經驗發現，

社群不僅止於提供成員有組織的、教育性的活動，成員更在共同工作與生活中相

互學習與成長。她們的研究也證實了，個人的學習乃發生在群體(社群、族群)

當中，兩者間不斷地相互建構。

個人學習與社群學習若要形成良性循環，應將學習者導入超出他們自己的經

驗與自我的更大的世界當中，亦即穿越個人思維與學習的慣性領域，從而擴展他

們個人的疆界與社群意識(李明芬、釋見咸、何青蓉、趙長寧，2002 ; Palmer,

1998)。個人生活的抉擇與社群行動之間有著重疊性和循環的關係，起於個人從

個體進行內在決定，拒絕分裂的生命，而共有社群所提供的相互支援與機會，會

再進一步支援社群中的個人，並發展出共同願景 (Palmer， 1998)

因此，構成社群學習的條件無法只停留在「一群人的組合」層面。其關鍵就

在於成員間內在的連結、共同願景的建立以及組織文化的營造。在一群人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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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這些實質的條件構築形成實質社群關係的前提，也才足以使社群有助於其

成員個人的學習。在社區脈絡當中推動社群學習，展現出非正式情境、重視集體

性與個人發展、重視學習者覺察社會、政治和經驗的限制，以及重視靈性學習相

關的信念基礎與對超越個人力量的認可的特質 (Cu叮& Conningham, 2000) 。

社群的學習也將受到成員於群體過程中複雜的動態交互過程所影響，亦即成員個

人的態度、價值觀、興趣、需求、能力與權力，在群體的人際互動過程中，會發

展出從眾、去個體化、極化、衝突及群體思維等群體行為與認知(邵志芳、高旭

辰 ·2009 )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場域與女性社區工作者的身影

本研究探究屏東縣主要的在地社區組織擔任核心職務的女性社區工作者(如

表1).藉由推展社區終身學習體系所形成的網絡連結與社群關係。這幾個組織，

在合作進行社區終身學習體系之前，已經是屏東縣在地活躍的社區組織。其中，

主導計畫的臺灣藍色東港溪保育協會(以下簡稱保育協會) .於 1994 年由一群

屏東縣知識菁英組成的屏東縣進步社會促進會所支持成立，該組織核心的成員多

數為屏東在地仕紳'最初以關心環境議題為主軸，至 2001 年起，將觸角延伸至

社區教育與社區營造。保育協會長期重視屏東縣民間非營利組織的促進，前後扶

植多個非營利組織成立，同時也積極地在社區營造的工作上協助社區組織結社，

並將協會所培養的年輕女性工作者輪調到各組織。協會長期在屏東縣所耕耘與分

享的非營利精神，厚植了該組織在社區營造、社區教育與環境保育議題上，能夠

號召縣內組織的影響力。此外，協會也持續地培養年輕社區工作者與組織領導

者，長期下來，縣內社區工作者間彼此或為師徒、或是前後期黑皮衫成員(保育

協會發起的屏東青年社團)、或是前後期共識夥伴形成多重社會關係。而這樣的

社會網絡，逐漸構築了一個以女性為主的社區工作者社群，實質地投入與執行社

區工作，與組織中「作頭」的男性領導者形成對比。

推動社區終身學習體系網絡連結的行動議程，主要的推手是保育協會靈魂人



72 教育研究集刊第 57 輯第 1 期

表 1 受訪的組織工作個人資料

個案名稱 阿麗 Fish 夏于 自雲

單位
臺灣藍色東港溪 臺灣藍色東港溪 屏東縣綠元氣產 屏東縣原住民水

保育協會 保育協會 業交流促進會 噹噹關懷協會

職稱 前任總幹事 總幹事 總幹事 理事長

銘傳商專會計統 中興大學食品科
世新大學新聞系

臺南神學院神學
學歷 畢;高雄大學都

計科 學系畢
建所在職班

研究所畢

年次 1965 年次 1978 年次 1976 年次 1960 年次

原住民服務與掃 環保、社區營
原住民服務與婦

資歷 女運動、環保、 環保、社區營造 造、社區產業促
女運動、社福

社區營造 進

社區工作年資 12 年 9 年 10 年 8 年

物一一總幹事阿麗，她對協力農村社區抱持著高度的使命戚，且於過程中深刻凰

受到偏鄉地區資源與人才的匿乏，有著「巧婦難為無米之炊」2 的無奈。阿麗覺

得偏鄉推動公共事務的資源獲得十分有限，必須仰賴公部門政策與經費之描注。

以申請方案模式來維繫組織行動與社會參與的永續推動。2005 年期間，正值教

育部社教司推動了一個跨四個年度社區學習體系計畫，3 阿麗認為可以藉由這樣

的方案資源，嘗試導入學習資源，養成更多在地人才。於是，在她的動員和規劃

之下，邀請男外4 個團體，與保育協會分別擔任區域學習中心，並連結其他社區

型社團，發展出一個銜接中央教育部建立社區學習教育體系計畫的構想一一屏東

縣社區型終身學習網絡建構行動。該提案串連縣內現有的社區組織、社教機構，

探究與形構出一個「由在地出發具區域特色自主運作的學習網絡J '以支撐社區

營造與社區發展的推動。

這樣一個跨組織的共同推動的方案，若要能夠順利推動，除了涉及到協力組

2 有關屏東縣近年社區發展與社區學習整體狀況發展與面臨困境，在研究者的博士論文

另有詳述(方雅慧， 2009a)

3 該計畫為「建立終身學習社會」中程計畫(2004 年 6 月至 2008 年 12 月)的第六項計

畫策略，目的在「發展社區本位學習網絡，統整終身教育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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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對計畫的認同外，還含括過程中團體之間如何「共識」與「共事」的動態關係。

而形成「共識」與「共事」的關鍵對象，便是長期參與每月工作討論或共識會議

的區域學習中心夥伴，也就是協力社區組織的社區工作者。

由於這些社團都是人數在 10 人以下的小型非營利組織，皆是由擔任總幹事

身分的組織工作者統籌會務，因此，總幹事個人對於議題的觀點與認同度，會影

響該組織的整體投入。所以，研究者從擔任區域學習中心的團體當中，擇選出扮

演組織與組織之間、組織工作者與組織工作者之間關鍵的「節點」角色者;其指

標有七: (一)規劃與發起建置社區學習平臺; (二)涉入平臺計畫的期間與投

入程度; (三)負責跨組織與組織內部的協調溝通; (四)參與平臺推動當中的

學習歷程，包括學習課程培訓、出席定期會議，並參與相關學習促進方案之規劃

與執行; (五)除平臺推動之區域學習中心角色之外，在組織中擔任其他社區學

習與社區工作輔導之重要角色; (六)擔任該組織重要職務(總幹事、理事長等) ,

統籌組織工作目標;以及(七)個人在社區工作或社區學習相關工作經驗達 5 年

以上。從而立意選擇出阿麗、白雲、夏子及 fish 四位女性社區工作者。

四位研究對象彼此之間有著深厚的社會關係:阿麗與白雲是認識多年、共

同投入原住民運動的多年好友;夏子與 fish 是阿麗在協會工作中陸續培育的新生

代;而夏子與 fish 分別是前後期協會的工作者，也在協會工作共事多年。四位研

究對象的社區工作志向，不約而同地都自求學期間所參與的環境或是族群運動期

間開始萌芽，並持續在畢業之後，走上結合志業與事業的生涯規劃 o 阿麗與白雲

的非營利組織工作歷程，延續到結婚組成家庭。本身是屏東縣排灣部落的白雲，

因家庭因素從北部的總會工作回到部落服務。阿麗與夏子則是因社區工作而移居

屏東 o Fish 則是屏東的子弟，自學校畢業後能即回到屏東，在保育協會工作，並

在總幹事任內完成婚姻大事。

她們所投入的社區工作場域一一屏東縣，整體結構面臨著偏鄉因地方財政短

缺，以致於公共投資不足，且農業為主的產業型態無法支撐年輕人口在地就業，

致使年輕人口外移、高齡化以及人口多數由婦孺組成的農村景象。此外，由於資

源有限，資源的取得常需倚賴公部門年度性計畫，組織之間呈現資源競合的關

係。一如其他縣市農村社區基層的社區組織狀態，在村落中社區層級的領導者與

決策中心幾乎是男性，就連縣級的非營利組職也幾乎全由具豐富在地經驗的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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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任理事長;只有組織的會務運作，是由這幾位女性工作者實際操盤。唯一的例

外，就是白雲的屏東縣原住民水噹噹關懷協會，在排灣部落「長桐」制度的平權

傳統之下，鼓勵排灣族女性委身參與部落公共事務。

這群女性社區工作者，有的自嘲自己是「抓耙仔 J (臺語) ，意指自己的社

會工作角色，是穿梭在公部門、社區組織與居民之間，扮演著連結與活化關係的

重要樞紐。她們長期扛下超過自己工作所得的公共服務工作，犧牲晚上和週末，

以及家人相處的時間，在各社區間奔走著。她們穿梭在私領域的家庭與介入社區

公共領域的身影，已成為近年來屏東縣社區工作者的另一種專業身影。

本研究脈絡所探討的「女性社區工作者」與「社群成員/其他組織 J '於推

動社區學習平臺的實踐社群當中如何進行跨組織的社群學習(共學) ，係從自然

人間的社群關係進行探究，研究架構如圖 1 。

屏東縣社區營造歷程

中形成的社群關係

社群成員

其他組織

實務深化

共同參與投入共享智庫聯合事業

區國

實務深化

屏東社區學習平臺

寶路社群 (COP)

社群學習

圖 1 研究架構

由圖 l 的架構中顯示，女性社區工作者(擔任組織工作角色)本身在推動屏

東縣社區營造工作的過程中，彼此已初步建立合作關係或工作關係'即因共同參

與一個推動社區型終身學習的議題，進入到「建構屏東縣社區型終身學習網絡」

與當時屏東社區學習的脈絡。於是，這群女性社區工作者因為推動計畫所發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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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社區學習平臺 J '有機會發展出成員之間的社群學習。其在實踐的「領域」

部分，涉及推動與建構屏東在地的社區型終身學習體系。

「推動社區型終身學習」是一個跨組織協作的議題與事件，這個共同領域的

探究與實務交流過程，促進了女性社區工作者與其「社群成員/其他組織」的社

群關係的轉進，以及工作者自身社群意識的發展歷程，此為本研究所想要深入探

索的部分。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方法採個案研究，使用了參與觀察法、深度訪談與文獻分析三種研究

工具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討論。

在參與觀察上，研究者自 2004 年 11 月至 2009 年 3 月期間，以行動研究者

兼參與者角色，進入這個實踐社群的討論會議與活動現場，實際參與社群成員的

組織活動與工作者聚會。

其次，研究者於 2008 年 1 月至 9 月間，針對每位研究對象進行 3 至 5 回深

度訪談，大部分的訪問都在研究對象的社區工作現場進行，訪談長度從一個半小

時到三個小時不等。訪談形式採取半結構式訪談，過程全程錄音，並整理成逐字

稿。訪談者也將每次逐字稿都寄送給受訪者過目，經確認陳述無誤後才進行資料

分析。

其三，蒐集屏東縣推動社區學習體系網絡連結有關之計畫書、課程手冊、成

果報告書、會議紀錄及相關報導。最後，綜合上述三項資料來源所得資料做一分

析討論，得出結論。

三、研究倫理

研究者受保育協會邀約，自 2006 年 11 月進入推動社區終身學習體系計畫的

現場，以行動研究者身分，開始與保育協會和 4 個組織共同探究如何推動屏東縣

社區型終身學習網絡建構行動。

本研究為該行動研究的後續研究，因此，研究參與者均為之前行動研究的協

同探究夥伴。由於在行動現場共同探究、學習與成長的歷程，使研究參與者成為

彼此社區工作世界中的一部分。在研究進行當中，研究者也發現自己在研究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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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涉入，很可能隨之產生厭同身受以及「介入」的研究角色的倫理議題。

此外，隨著研究者參與期間與對於計畫參與者的共事日深，研究者有機會從

一個「局外人」的研究者位置，逐漸移動成為具參與身分的「局內人」。而其中

之明顯轉折發生在研究者主動發起共學聚會，也在參與其他社區營造計畫成為共

同夥伴，看見自己與工作者們對社區參與的「共同圖像 J '因此，滋養了專業認

同與信任之外的情嵐認同。

若是近身觀察個別女性工作者的日常生活，或許會看到那個構成各自的自

我超越，進而社會實踐的歷程，是生活當中圍繞家庭和社區工作之間瑣瑣

碎碎的、個人的小歷史。另一方面，那個支撐女性從家庭照顧者角色到在

社區中可以被人叫得出名字，這政治面的增權展能，關鍵在於個別女性的

身後，持續地有著一股女人陪伴女人的集體力量。我和這群女性相遇的起

點，正是那個界於家庭與公領域之間的結構縫隙。(方雅慧， 2009的

從研究者自身的角色詮釋，界定出「協作」是重要的關係內涵。過程中，研

究者意識到自己與工作者雖然各自推動不同的社區工作與服務，卻可能共享一種

外部的、從結構而來的去人性化的壓迫。而「協作」的必要，旨在形成共同面對

生活世界的行動關係，在當中陪伴這群女性社區工作者並且相互學習，從「做中

學」中發展且共同支撐個別女性工作者追求自我超越，也鼓勵大家看見「我們」

的集體認同。

肆、分析與討論

一、從終身學習網絡的建置到社群關係的發展

這群屏東縣社區型終身學習網絡的女性組織工作者，之前原本都曾經因社會

議題與屏東縣社區工作有過密切的共事經驗，隨著轉進到不同的組織任職及相應

的社區工作重點的調整，在面對保育協會所發起的社區終身學習構想，乃於參與

社區學習網絡互動過程當中，發展出社群關係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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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阿麗主導的社巨型終身學習網絡

保育協會當時的總幹事阿麗提出了區域型學習網絡的構想，並籌組成「推動

屏東縣社區型終身學習網絡」為名的工作團隊。阿麗在回溯最開始推動籌組團隊

時，很清楚地可以看出她在工作團隊的主導性，而其他團體選擇了參與，並不一

定是出於對於阿麗構想上的理解與認同，而可能是基於保育協會以往跟相關團體

業務上合作的「關係」。

我覺得說第一年到試辦期，都是不斷地在討論，告訴他們我在想什麼，要

怎麼操作。其實大家一開始是空著的，是我一開始去提出這架構之後，才

開始去 run 這樣的共識。(阿麗， 970807-08)

由於阿麗所發展的社區型終身學習網絡的協作關係，跳脫了以前保育協會和

其他區域組織之間合作經驗的範疇，實際在計畫推動過程當中，各組織也不斷地

衡量著自己的投入和產出的效益，以及可能獲得的支援資源能否符合組織內部的

預期。在前面兩年推動時，保育協會不論是進行區域內社區終身學習資源普查，

或是策劃區域內的社區學習課程，都得逐一地跟每一個區域學習中心協商，以協

調出彼此能夠配合的配套條件。

面對著夥伴團體在人力與資源投入面向的再三打量，保育協會盡可能地將經

費分享出去。這個關鍵態度讓保育協會得以取信於各區域學習中心，使得這些團

體即使得到不多的經費，也願意承擔下該區域內社區學習的推廣工作。也因為有

了協作的起頭，這群工作團隊有機會在第一年、第二年的合作經驗中，逐步累積

協調出合作過程中的信任關係和默契。

雖然保育協會努力地釋出跨組織的協作關係的善意，但整體而言，協作關係

仍然維持著由協會來召集開會和促進區域學習中心運作的模式。其彼此之間雖然

是關係對等的夥伴關係，但在事務推動的過程中，總是落入早期主辦和協辦的互

動關係。參與成員在推動社區型終身學習平臺的「參與 J '最初可能仍停留在早

期「業務分工」的主協辦關係之想像，致使在推動學習者的調查或其他相關學習

活動時，比較是以保育協會為「主體」、自己的機構是「客體」的角度來對待。

在社區學習體系計畫擔任區域學習中心的夏子，就認知到自己的角色扮演是

「協力單位 J '對於整個社區型終身學習平臺的推動概念，也坦承自己其實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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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保育協會的想法，與保育協會的溝通發生斷層。

我本來就不會覺得說自己要怎麼去定位自己在這裡面的角色，因為我們是

協力單位。(夏子. 970307-13)

夏子對於協作與夥伴關係的疑惑，來自於推動社區學習平臺是否考量到讓參

與的團體以及社區工作者都建立在相同的資訊上進行溝通、做協調。代表原住民

區域學習中心的白雲也有類似的想法，她期待保育協會在推動網絡平臺的互動溝

通方面，能夠做得更為完整。

接續阿麗擔任保育協會總幹事的 fish· 統籌社區型學習平臺機制第三、四年

之推動，她也覺察到，在推動時，大家雖然都會針對年度工作計畫的內容進行共

同決議與發展，但區域學習中心團體的動能仍較停留在由保育協會鼓動而參與的

模式。

我們看到這個計畫本身，有這個期待的願景在這裡(由區域學習中心能夠

自主地運作各區的學習促進活動) .但是好像沒辦法馬上用跳的到這裡。

(fish' 970517-02)

(二)社會文拇京統通養女性社區工作者的專常能力與工作模式

阿麗在保育協會總幹事任內，一直致力於培養屏東縣在地的社區營造人才，

許多具熱情也願意學習的女性，藉著保育協會提供的學習資源、社會網絡與實作

機會，逐漸練就自己經理公共事務的本事。以屏東縣目前檯面上擔任縣市層級或

社區層級核心的女|生組織工作者為例，幾乎都是保育協會的社會支持系統所養成

的。

在我們這幾年社區工作之後，所帶出女性工作者的角色轉變，包括自信的

建立、去帶團體，這樣在 j鼓勵之中、在壓力之中成長，做出一些我覺得有

價值的東西。(阿麗. 970820-01)

阿麗回想她陪伴女性組織工作者的過程。例如:瓊麻園城鄉文教發展協會的

J 和鼓頂鄉四季紅生活文化促進會理事長 y. 均是屏東縣社區營造工作讓女|生能

走出家庭、增權展能的具體案例。 J 是一位移居在澳洲的少奶奶(阿麗. 97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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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赴恆春後，與一群在地媽媽一同推動當地新移民家庭服務，進一步主動連

結半島地區的社區組織，協助在地社區推動社區工作。

Y她以前就是塗塗抹抹擦擦這樣子。那時候，就是一副很軟弱啦!怕被傷

害。現在她可以變成一個自己在工作上有自信。(阿麗， 970820-01)

從最早默默地站在當時擔任理事長的先生背後，y經過保育協會的涵養，積

極參加社區戲劇培訓與相關培力課程，到後來可以自己現身在參與的公共事務舞

臺，她號召了一百多位志工投入打造社區槌球場、青少年綜合籃排球場和兒童公

園和設置老人關懷服務據點。

從屏東縣推動社區學習與社區營造的場域，保育協會以網絡連結的策略橋接

了不同的社區團體組織與個人，並涉入在綿密的、行動導向的社會關係當中。在

共同投入的過程中，除了積累彼此實踐的文化歷史遺產，也促進組織與個人累積

該社區範疇之外的社會資本與信任關係，支持組織與工作者個人扮演社區與社區

外部的「橋樑」角色。由此，我們也看到女性社區工作者從自我成長到促進組織

成長，並因自己專業能力與經驗成為「有酬的社區工作者J '更進一步地，她們

也從社群的親密互動中，獲得對於自身性別特質的肯認，從而發展出女性經驗的

帶領模式，帶動社區的成長。

(三)在社群中共同探究社區學習的想像

在社區型終身學習網絡推動期間，曾經有一這樣的現場:

保育協會曾經於2007 年初舉辦了一場區域學習中心暨鄉鎮學習站培力工

作坊，邀集區域學習中心和鄉鎮級學習站與會，以促進團體引導討論的開

放空間會議方式進行。夏子在過程中發起了一個議題，主題叫做「組織的

工作者如何學習?J 。經過一輪討論之後，小組成員的討論，強調形成學

習社群的重要性、平臺的網絡闢係可以促成不同專業問團體的有效學習。

(臺灣藍色東港溪保育協會，2007)

工作坊的最後階段，參與的成員試著將討論議題發展成行動方案。其中一

個行動方案主題為「凝聚鄉鎮級熱心人士共同提出需求擬定共同方案策

略一起推動 J '這是白雲所發起討論的。工作坊會後，經保育協會的Fish

和白雲近一年的籌備，白雲所服務的協會於12 月初以公氏審議論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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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住氏鄉開辦了「原住氏族工作權保障法暨就業政策一一公民願景審議

論壇 J '探討邀請部落居民參與會議共同探討部落就業的問題。(方雅慧，

2009a)

上述場景呈現出屏東縣推動社區學習模式的基調:因為平臺計畫，有一群人

共同參與協作、行動、反思與探究社區學習與社區營造的課題。透過集體的社群

學習，白雲以及她的團隊學習到社區工作方法，也體會到某種工作價值(對話領

導審議民主) .並付諸行動。

另一個協同探究的場景，是發生在第三年的每月定期工作聚會上。研究者藉

由工作會議發起共同學習的討論時段，主題從工作者自身經驗出發的「你自己印

象最深刻的學習是什麼?」'探究學習的本質與社區學習的意涵，再到介紹國外

推動社區學習與社區發展的個案經驗等。跨團體共同聚會形式，跳開了行政分工

的議事模式，創造了一個鼓勵成員在團體中分享與交互回饋激盪想法的氛圍。至

今，仍有當時參與的工作者回饋那個過程是很棒的團隊學習經驗(與夏子對談記

錄 ·2008 年 12 月 28 日)

我覺得原鄉要做社區營造，基本的觀念和態度，應該要建立正確的態度，

你才能夠繼續的經學。透過和保育協會合作推動，讓我們有更清楚的一個

學習，然後我們學會之後，你有正確的價值，這才會長久地走下去。(白

雲， 970630-11 )

白雲藉由這個共同學習的機制，向成功的人學習經驗，透過過程中觀察學

習，再把累積的經驗轉化到推動部落事務上面。

(四) r募常社區工作者」的社群的形成

社會學習觀點主張，社會學習過程是社會內部主要進展的動力。它不是來自

「廣大群眾」的模糊圖像，也不是某種匿名的行動系統，它一定得依靠特定的社

會群體不斷地和其他社群對話溝通的過程。對該特定群體而言，在與其他社群對

話的過程中，新的認識與社會行動能力也增加(夏林清， 2006 : 236) 。

4 位女性社區工作者，長期投入屏東在地的社區工作，也浸潤在跨區域、跨

組織的「社區工作情境」。區域學習中心定期聚會，以及計畫方案的實作過程，

雖然在「共同願景」的想像上，仍然停留在各自表述的狀態。但隨著對於實作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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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討論，工作者問形成了「交流如何做社區工作」的社會空間，協助工作者在

「情境」中不斷地與成員對話溝通，對「社區工作與自身」、「自身與生活世界」

有了更深刻的自我澄清，並發展出社會行動能力 o

至第三年的每月定期工作聚會，從檢討工作進度的「事務性討論」轉化為工

作分工之餘的交流，也因為團體動力鬆動成員之間的關係'拓展出共同探究「如

何做社區工作者」的情境 o 由此看到所形成的社群關係，已從最開始因為事的連

結與共事，以及「共事」過程中，工作者問彼此「做社區工作者」知能的展現，

開做了一個讓「學習網絡平臺」不再只是學習社區工作知能的場域，而是一群追

求如何「做專業的社區工作者」並努力自我超越的學習社群。

二、實踐社群的形成

以下就實踐社群理論觀點，論析研究案例之女性社區工作者社群發展的軌跡

和影響其形成的關鍵性元素。

(一)實踐社群的發展軌跡

社區終身學習網絡的網絡連結行動置於屏東縣偏鄉的結構處境之下，加上面

對政府資源描注的不確定性與計畫節奏的影響，這些外部結構性因素凸顯了農

村社區工作的困難與挑戰，且其所衍生的課題無法以短期的時間尺度切割來思

考 o 為萃取歷程中參與者變動的互動關係可分析的構面，本研究借用 Hung 等人

(Hung et 址， 2005: 162) 的三階段論，檢視案例在參與程度上的改變(如表2)

從社群成員由新手的學習者到觀察者、參與者至積極貢獻者的軌跡，隱現了社群

發展的路徑。

在推動社區型終身學習網絡平臺的前期 「跨組織業務合作階段J '參與

推動的組織團體還在理解「推動平臺」這件事當中，組織和保育協會的互動關係

為何，能夠如何協力推動全縣性社區學習網絡的工作。這些團體基於過去和保育

協會的合作關係'願意共襄盛舉。然而，由於參與團體對於「區域跨團體關係連

結」之願景尚未有所認同，致使彼此的合作關係仍停留在過往業務合作的關係。

這兩年透過小型計畫事項(終身學習資源調查)的分工合作，以及區域學習的共

識會議等共學活動，包括導入組織學習與對話的社區戲劇工具，合作關係已大幅

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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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性組織擬定的終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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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邁入第三年，該社群的網絡活動逐步進入「參與」階段。此時· I 共同參

與和投入」的面向中已有所累積。區域學習中心的社區團體，隨著推動平臺工作

事項的進行，以及跨組織的會議與共事討論，社區工作者開始嘗試從保育協會所

分享的區域輔導經驗中，發展並實驗進行在地社區的協力輔導工作，包括自主發

展區域特色學習課程參與模式。此外，保育協會也致力培養新生代領導人才，鼓

勵與陪伴其他組織的女性社區工作者擔任區域或鄉鎮組織社區領導人的角色。

在「聯合事業」的面向當中，工作者仍抱持著個人使命以及其所屬組織的願

景做為協作之前提，因此尚未浮現一個共同關切與探索的領域。不過，在「共用

智庫」的面向方面，藉由更多對話學習的過程，成員已開始分享彼此以及共同的

對話學習故事及經驗，也交流對話技術的相關實務技巧與知識。

到了第三階段的「朝向共同決議的互動學習 J .參與成員開始自主地發展區

域特色學習課程，自發性地承擔區域學習的領航角色。隨著參與的承諾深化，部

分組織開始將習得的社區學習與社區營造概念推展至內部組織(共同參與和投入

面向)

以 2008 年初保育協會進行全屏東縣社區營造總體檢，邀請各區域學習中心

共同參與籌辦區域內的焦點座談和區域論壇一事為例，在過程中負責團體所展現

的能量、承擔主導的意願，以及整體參與度和效果，都明顯優於平臺剛開始時所

進行的學習人口調查。 fish 對比社區營造總體檢工作與之前進行之終身學習人口

調查表示:

這幾個協力團隊有使命感，刺激他們自己本身去真的覺得自己應該要負擔

這個角色，催生區域裡的小平臺。就像恆春區域學習中心，他們主動地與

恆春的幾個社區、社團一起談說成立一個交流平臺'一起來討論半島的發

生事務。 (fish' 970517-01)

在「共用智庫」的面向方面，隨著平臺吸納更多對話學習的技術'部分成員

基於個人熱情自組成共學小組，嘗試開發並實驗對話技術。在實際應用對話技術

舉辦多種跨組織會議的過程中，他們共同發展出對話領導技術的應用流程、基礎

操作文件和相關材料。研究者也開始著手進行本論文的深度訪談，透過形諸於文

字的過程，促成工作者參與平臺社群的實踐知識能夠外顯與傳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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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聯合事業」的面向當中，也確實能看到這個階段內，一些跨區域的協作

議題，至此，參與團體和保育協會逐漸形成實質的「夥伴關係 J '包括屏北地區、

屏南地區在社區營造總體檢議題上的參與，屏南區自發性地願意承擔恆春半島區

域發展的領航角色。在個別工作者方面，也有部分工作者在參與過程中，發展出

與個別參考架構「相映」的知識領域 om I 人的連結 J ) ，進一步組成次團體的

實踐社群，共同探究相關知識與實務，並貢獻於平臺社群。

Polanyi 以及 Wertsch 與 Hung Rupert 指出，參與者歷經文化調適

( enculturation)和浸入( immersion) 的過程，才能進入要實踐社群的文化，也

同時發展出認同特質(司!自 Hung et aI., 2005: 162) 。由本案例發現，到了「發

展焦點座談與區域論壇」時，保育協會與分區團隊透過協商的過程，將進行縣內

社區營造總體檢的想法讓團隊的成員理解，用以協助分區團隊就其對區域內社區

發展狀況的理解，脈絡化地發展出聚合區域內社區共識的腳本。在此階段，也開

始有社群其他核心成員與新手，涉入與主導社區學習平臺的相關工作。由此觀

之，在推動社區學習的社群成員，逐漸透過議題協作、聚會互動和共學的過程，

促進了成員彼此分享與認識，並建立了共同對話的語言基礎，發展出互為主體的

互動關係。

(二)人的連結:廟鍵筒揖與實務的發展

以實踐社群的基本結構來看，推動社區型終身學習網絡平臺的行動，衍生出

探究如何推動社區學習與社區工作的「領域 J (探究課題) ，該領域型塑著社區

工作者自身如何行動的理論基礎。

1.熱情與認同的交會，浮現社區工作的關鍵領域

闡述「人的連結」的概念，根據 M. Horton 的說法，係「從人們的所在開始」

( start where people are) (Myles & Frei時， 1990: 99) ，意指社區工作者不再以社

區工作的專業和個人見解做為社區工作的唯一參考依據，也不再將自己社區工作

所服務的對象視為是無能的「他者」與「客體」。從人們的所在開始，代表著一

個新的人我關係，也意昧著看見結構面系統異化的困境，尋求看見他者，發展尊

重個體差異與互為主體的互動與協作，讓彼此各自所面臨的被政治與經濟系統殖

民化的生活世界，重新發展出互惠的群際關係。

就保育協會來說，它長期在地耕耘，也在不同的社會時空，調整行動策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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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社區組織公共結社，乃至後期推動跨區域的連結互動，這所有行動的基礎，

皆來自於「人的連結」。舉例來說，保育協會鼓勵社區民眾發展公共結社，也提

供民眾參與社區營造的技能與知識，目的不在於鼓勵個人的領導，而是希望促成

民眾透過社團組織連結彼此，以群體方式參與公共事務。保育協會前後任總幹事

一一阿麗與 fish 一一皆堅守著協會成立之初「鼓勵公共結社」的目標，也因此，

協會在促進社區參與的過程當中，特別重視組織的培力。惟因不同的人格特質與

社會關係基礎，阿麗的強勢領導著力在開創「區域跨團體關係連結與互動 J '新

生代的 fish 則更重視「追求集體智慧」的跨團體協商。

唯一原住民區域的成員白雲，自 1992 年回鄉後，一直努力融入在地部落

社會結構，以她所學的專業訓練與經驗投入部落文化重建，企圖為部落不斷面

臨漢化和資本主義社會的衝擊編織生活保護網。她所關切的部落意識與文化振

興，追本溯源，困境就來自於部落生活因現代化衝擊所造成的人際疏離(白雲'

970707司02 、 04 )。為了要重新找回部落共同經營的文化精神，她藉由重新向部

落的書老請益傳統文化的智慧，同時開始重視部落書老以往在部落議題決策的

重要角色，使得一些部落事工逐漸活絡了早期部落互助協力的生活文化。對於社

區工作普遍面臨政治派系分化與教派分化的反挫，白雲深信重新建立部落傳統生

活文化中共享互助的社會連帶關係'才能根除人為觀念造成部落分裂的困境(白

雲'們的21-的)

至於蹲點在屏北高樹推動農業產業文化的夏子，則逐漸發展出一個「內視」

的社區工作觀。藉由田野調查、駐地生活與工作、積極地拜會在地農友與社區組

織等社區工作方法，使夏子從一個成長與求學於北部的城市女孩，融入在地農村

生活脈絡。她重視和社區居民、農民等學習者之間的「對話和學習 J '透過對話

中的相互理解，形成農村轉型的集體行動提案。也因此，夏子的工作基本信念係

基於社區本位學習與發展立場，強調專業者與在地居民需相互學習與一同工作，

只有在「連結」的基礎下所共同定義的社區發展願景，才有可能成為社區集體行

動的前提(夏子， 970116且1O~13)

「人的連結」的知識領域，成為女性社區工作者最熱衷的課題，也在此間，

個別工作者的熱情與認同逐漸看到彼此之間有著共同的內涵。該知識領域，為這

個工作團隊劃定出眾人致力探尋的議題，因而聚合了這些女性社區工作者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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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熱情。該領域有助於工作者買賣焦與共同探索，並進一步地透過一系列跨團體間

對話技術的發展，建構出共識與願景。

2. 衍生的實務:啄磨對話技術，建構對話領導方法

為引發組織之間、個人之間對話，阿麗在保育協會中不遺餘力地引介並實

驗各種對話技術，包括社區劇場、開放空間會議科技、世界咖啡館(以下簡稱

WC) 。她認為，這些技術方法可以推動社區型學習網絡的共識討論，因此，她

導入了社區劇場技術到當時所輔導的屏東縣社區，結果不同社區對於運用社區劇

場所展現出來的效果不一，最具顯著成效的是培養了兩個女性社團(鹽埔生活文

化促進會的小太陽劇團和接頂鄉四季紅生活文化促進會的社區媽媽劇團)。藉由

社區劇場引導，交流了女性成員間之情鼠，並協助成員面對與化解她們參與社區

所面臨的共同困境，最後甚至強化了社群的認同並自主成立社區劇團。

Fish 擔任總幹事後，也大力引進對話技術，她相信，引入這些對話技術，除

了可以創造大家共同討論跨區域社區學習與社區營造協作的基礎，且成員因為

交流而誘發的想法也將成為共同智慧的一部分。 Fish 透過社區學習平臺的協作過

程，讓參與成員們親身參與實作，鼓勵她們進一步擷取技術當中「對話溝通」的

精神，並加以運用在自己區域內跨組織的討論、甚至是自己的組織當中，使對話

的技術與經驗可以再生產。

這樣一個對話技術的實務操作，衍生出一連串後績的實務創新工作，包括導

讀 wc; 從做中學裡發展具屏東在地脈絡特質的 'WC J 會議方法，例如:命名、

背景定調、會議籌辦過程建立文字化的操作流程與議事規則、實驗如何凝聚集體

智慧的方法等。 2008 年以 WC 模式舉辦了至少 5 場跨團體的共識會議，從實務

籌辦的過程中，也不斷地累積操作對話討論技術的文件、工具、案例經驗及語言

符號。夏子在導讀 WC 讀書會中的引言即表示:

對話，為什麼那麼重要?因為對話讓每個人發表意見，分享彼此的智慧。

這個過程，會促進人的集體分享，為個人闢係打造網絡，進一步促成可能

的行動。生命，也可以看成是一場對話。請試著想想看，自我生命歷程中，

對話在過程中扮演什麼角色? (研究者田野札記. 970707)

夏子從發展對話技術實務，開始探究人如何透過對話形成網絡關係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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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進一步形構人與他們之間的世界觀。經過了社群當中運用社區劇場、開放空

間會議科技和 wc ，社群的參與者不但自身體會了對話領導的價值，也在不斷應

用對話技術以及事後檢討修正技術內涵的過程當中，回過頭去重新檢視自己看到

社區工作、看待自己與世界的認識基礎。

對話創造了能夠重新省思及重新定義個人的日常生活，建立了自己的傳記，

並且透過定義「論述」的過程來發展個人認同的過程。對話植基於個人日常生

活的經驗，有助於關係建立、引發改變，跳脫專家系統的錯制。對話重視能動

性 (human agency) 和集體行動，以型塑社會其實及協調行動。 Puigvert 與 Elboj

(2004)甚至具體點出，女性透過個人或是社會層次中互為主體的溝通過程(對

話)中提出呼籲，讓女性成為她們自身融入社會和整合的行動家。

其他女性社群連結的研究也證實，r 對話」是一種女性發聲與施展領導力(對

話領導)的工具 (Horelli， 2004)。由社群推動 wc 及導入社區戲劇或其他對話

方法的過程中可以看到，一群社區工作者共同探究對話技術與操作實務的折衝;

同時，在這些對話工具的導入與交流過程中，社群給予參與程度不同的成員能夠

深入參與並貢獻智慧的機會，得以探納並積極地實驗新的實務技術。

我們可以這麼說，社區學習平臺的推動過程，透過引入對話技術的工具協助

成員互相熟悉，透過共識會議和實務協作促進了信任和相互了解。此一「協同探

索」不但幫助了女性社區工作者各自發展探究瞭解他人知識的連結技術與知識，

而且她們的學習與成長，最後也將回饋到社群當中，協助社群深化成為「連結性

認知的團體 J (Belen旬， Clinchy, Goldberg仗，& Tarule, 1986: 118) ，進而共同探

究與分享以女性為主體的社區參與及實踐經驗，在彼此交互分享中檢視自己的行

動歷程，進而更清晰地辨識自己的社區工作理念。而以女性工作者所主導的連結

性認知團體，也使得屏東縣推動社區參與模式，呈現出不同於臺灣其他地區在社

區營造策略介入地方社會治理的「性別風景」

(三)實弱的深化

1.新手變資深學徒、專家

為推動社區型終身學習網絡平臺的建置，fish 最早做為構想的執行者，搭配

阿麗規劃議程並實際執行。經過2005 年、 2006年進行組織間共識的建立與磨合，

fish 學習如何進行跨組織溝通與協調，並從「新手」歷練晉身為「資深學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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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底，阿麗將總幹事職務交給 fish· 也意謂著 fish 進入「成為協調者」的專

家養成階段。她必須整合自己過去相關的經驗，並進一步從「做中學」裡學習如

何施展個人的領導力，成為稱職的協調者。

成功的實踐社群是有「產出」的社群，在社群經營的過程中創造再生產(王

文靜譯. 2004 : 7 ; Jonassen &Land, 2000) 。本研究案例實踐社群的發展，也確

實有展現出再生產的能量。專家阿麗雖然在社群發展後期淡出，但她也培養出

fish 去承載「協調者」的角色扮演。

另外兩位也參與平臺行動的 H 和 y. 原本都不是社區工作者，但在經過長

期和保育協會之間的互動、課程培訓、在計畫上協力推動的過程，甚至是共同工

作，兩位親身參與了「社區工作」的「做 J .累積了社區工作的實務技術與知識，

所以也由新手晉級為資深學徒，更將社區工作的專業倫理、理想及信念融入內化

成個人生命的一部分。

2. 連結「正式」與「非正式關係 J .讓深度智慧「看得見」

實踐社群當中，創造社群內部的參與者從新手到專家的再生產循環，關鍵的

議題就在於如何促進參與者的「參與」。情境學習理論主張. ，-參與」即是「學

習 J .亦即成員之間如何在群體的過程中，或無形或有意地吸納現場的經驗知識，

這攸關著新手參與者能否學習以致改變。

屏東推動社區營造的社群網絡儼然就是個大型的實踐社群，它藉由不同計畫

保持高密度不同團體的連結，讓社區工作者能在某種程度上「涉入」與「參與」

保育協會每年度的工作計畫，藉此讓實務工作者持續地浸淫在社會學習的情境當

中。以 Y 和 H 兩位女性社區工作者為例，保育協會藉由網羅她們擔任社區營造

計畫輔導委員或是授課講師的方式，讓她們兩位持續成為社區營造網絡的參與

者，涉入社群網絡中正式的聚會討論、議題連結或是協力輔導，以及非正式的會

後經驗分享、女性問姊妹情戚的抒發等情境，使得她們在參與的過程中學習，並

擷取到社群共同發展的智慧、實務經驗，支持她們的自我轉化學習。

從田野發現，每月聚會的密集互動關係也衍生出會議之後非正式互動的交流

與支援系統，這些非正式互動的過程更進一步形成其他正式連結的關係'有積極

促進與深化社群協作關係的效果。

連結「正式結構」和「非正式結構」的社群，得以活絡社群間深度智慧的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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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其原因就在於，實務社群的知識是保留在社群日常運作、共用智庫、書面資

料以及特定的專家身上。唯有透過社群當中的人際互動， r包括不斷地與人討論

或問題交涉之後，對於特定問題有更深入的認識 J (高文彬， 2006: 48) 的過程，

使成員間相互投入，分享彼此的知識和經驗，方能完成實踐知識的再生產。

三、綜合分析與討論

綜上所述，本案例推動歷程中可歸納為四種網絡連結與協作的發展模式，

包括:業務合作、實務工作者學習社群、聯合事業和共同願景(如圖 2) 。其

中，兩個軸線分別是「工作方法」與「社群意識 J 0 r 工作方法」分成協調合

作型( collaborative) 與合作型( cooperative) 。根據 1995 年 Daka

工作方法

(協調合作型)

共同願景 實務工作者學習社群

社群意識

群體我

社群意識

個體我

聯合事業 業務合作

反省性實踐學習

工作方法

(合作型)

圖 2 網絡連結與協作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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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rnburg 提出的定義，協調合作指的是組織之間結構上的分享關係'包括共同

分享資源、權力與權威，且由組織成員共同達成個別組織所無法完成的目標或任

務內|自劉麗雯， 2004) ;合作則指組織在一起工作，但不涉及分享關係(資源、

權力與權威)且共同訂定計畫。「社群意識」則區分參與成員的行動意識是從「個

體我 J (我)或是「群體我J (我們)出發。

其中一個貫穿行動的核心主題為社區工作者的反省性實踐學習(在圖2 中，

該向度貫穿「工作方法」與「社群意識J )。透過反省性實踐，社區工作者會去

檢視自己目前的工作方法，也因此可能以超越目前的工作慣性與組織本位經驗，

釐清群我關係。茲分述如次:

(一)常務會作:會作取舟、T固體，章說

該社群協作模式雖是集合多個組織共同推動工作，但組織是基於「組織」的

個體利益出發加入協作，組織之間並不涉及分享資源。「業務合作」的協作關係，

通常是因計畫關係存在，所以合作關係就存在，很難累積信任與社會資本;也常

因為計畫結束，信任關係就結束。此模式無法促進參與者發展「社群」、「實務」

及「領域」三個構成社群要件，所以社群關係並不存在，只有「業務關係」。社

區學習平臺早期推動的學習機構調查與終身學習資源調查便是這樣的協作關係。

(二)實務工作者學習社群:協調會作取舟、T固體直說

「實踐社群」的社群協作關係，是從「個別工作者」的個人旨趣開始發展，

由一群擁有共同議題與「領域」的個人，自發性地組成交流經驗與分享實務與技

術的學習圈。社群成員可能將寶路社群當中發展出的工作價值與經驗，傳遞到所

服務的組織，但也可能只成就了參與者個人。本研究發現，由個人熱情所引動的

實踐社群，最有可能在社群合作初期、各組織之間仍在謀合信任關係之時，突破

組織本位思考的習性。因為成員在分享、參與及貢獻等高度投入過程，會創造出

自己對該實踐社群的社群意識與認同，捲動深化認同與社群分化的微妙變動。本

案例利用對話技術所發展的讀書會和討論會等活動為此模式的協作關係，此除契

合文獻所提之網絡關係可做為女性集體共學、增權展能的機制(吳幸容，2006 ;

羅素慧， 2005) 外，更彰顯出對話技術在促進女性網絡連結內涵中所扮演的關鍵

性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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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聯合事常:會作取舟、群體建識

具「聯合事業」特質的社群關係，是要社群成員在實務社群參與貢獻以及形

成社群認同的群體意識之後，才有可能發展出來。此模式為社群成員經由投入實

踐社群的過程，開始意識到自己與社群的行動有一種方向性的契合，而社群成員

或許也樂於藉由發展一個與社群團體共同推動的行動議程，來檢親自己的社區價

值、發展或深化社區工作實務，或者是開展社區工作的領域。所以，跨組織的社

群關係因為參與者浮現社群意識，成員的投入參與狀態明顯比還在個體意識狀態

時的社群認同和承諾相對地高。

此模式社群當中的參與者，與推動社群的協調者之主客關係，轉化成為「互

為主體」的關係;社群關係的進展也將從「參與」、「貢獻」至「共同決議」。

至於「實務」的發展，則仍是以業務合作的工作方法為主。但是，隨著更多協作

過程實務的演練與分享，社群間創造出空間，讓社群成員可以更細部地討論、調

整社區工作實務的流程、情境安排與配套環節。

此模式的協作經驗萌芽於參與協作的組織與個人的工作使命，但尚未涉及到

個別既有資源之分享與投入，以議題合作或計畫合作方式協作。本研究案例之社

區營造總體檢的焦點團體與區域論理算是聯合事業的協作模式，而其基礎在於女

性社區工作者間發展出相映的知識領域一一「人的連結 J '以及透過對話所建立

的互為主體的互動關係。

(四)共同願長:協調合作取民 1 、群體是說

社群成員洞察到更高層次的社區工作終極關懷，或者是普世性價值，也在社

群關係建構出具有相當協作經驗與信任關係之下，使協作關係可能會發展出一個

成員願意共同成就、由成員共同分享資源與貢獻的氛圍。社群的成員自覺超脫了

組織(或個人)的思考，並提出社群行動如何貢獻在落實社區工作終極關懷的理

念，所以社群成員將因為社群的群體支援，使個人的信念獲得滋養。

在共同願景模式中，社群所界定的「領域」是透過成員共同定義出來的，而

且也回應了社群成員所意識到的社區工作之終極關懷或普世價值。組織之間也在

結構面創造分享機制，包括共同分享資源、人力、權力與權威，甚是共同訂定計

畫，由跨組織社群成員組成工作團隊，共同達成個別組織所無法完成的目標或任

務。此一模式的「實務」發展，不再僅是關切工作策略、方法與技術，而更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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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共同探究的空間探索工作價值、信念與使命。

本案例推動社區學習平臺的經驗顯示，組織工作者之間彼此雖有共享文化歷

史背景，但由夏子和白雲對於計畫中協作關係的疑惑(認為保育協會在資訊提供

與溝通上未能充分) .以及社群成員的工作方法與人格特質的差異，社群中的成

員時常擺盪在「自己」與「集體」的訴求之間。這些組織工作者具有高度的主體

意識，因此，在保育協會疏於溝通協調，或是資源分配出現落差，落入「主與客」

之間的不對等關係時，社群成員間合作關係的協商便會歐動;或可說，社群成員

的主體意識為成員牽制與抵抗群體生活「去個體化」的重要特質。成員的「我」

(主體意識)與社群集體的「我們 J (社群意識) .展現在成員對保育協會主事

者發起的計畫行動自我詮釋與賦予意義的動態協商歷程，而這樣的協商關係'尚

未能進展到以社群集體所關切的普世價值做為社群成員行動的優先依據。也因

此，直至第四年計畫結束，社群成員之間尚未發現基於共同願景的基礎所發展出

來的具體行動。

伍、結論

本研究之目的在探討女性社區工作者在協作與共學經驗當中，實踐社群的形

構呈現哪些特色?哪些因素促進實踐社群的形成?哪些是抑制或消解社群的挑

戰?

一、女性社區工作者實踐社群發展特色

(一) r實踐社群」發展的歷程

本研究案例呈現「跨組織合作」到形成「跨組織網絡連結」之路。社區學習

平臺的社群網絡連結行動，有促進協作成員由「業務關係」發展到「實務工作者

學習社群」和「聯合事業」的社群意識深化過程，但尚未達到「共同願景」模式。

(..::.) r實踐社群」構成的嬰吽

女性社區工作者彼此在協作網絡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實踐社群」構成要

件，包括:1.社群:女性社區工作者因為相互切腫，促進了「做專業社區工作者」

的身分認同，進而形成自我超越的社區工作者社群;2. 領域: ，.人的連結」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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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領域，促成工作者間有了共同探究的議題與認同，聚合了她們的使命戚與熱情;

3. 實務:對話技術與操作方法的引進和研發，有助於滋養成員對話領導的觀念，

也促進成員自行轉化概念運用在跨組織協作或組織內的學習。進一步，參與者隨

著實務技術的累積，在社群中由新手學徒變成資深學徒，乃至專家。而社群中創

造出的「正式」與「非正式」關係'更使得知識得以碰撞激發，也能夠流通再生

產，深化參與者參與之內涵。

二、促進女性社區工作者實踐社群發展的因素

促進女性社區工作者實踐社群發展的因素有以下兩項:

(一)社群學習文拇女性社區工作者自我起起深化社群詔用

本研究案例為一集體性又含納個體性的社群網絡，藉由社群中不斷地建構共

享智庫，支援女性社區工作者的自我超越( r 做自己 J ) ，進一步滋養工作者個

人集體意識的認同。跨組織的互動連結如果能兼顧個人自我超越(利己)的個體

意識和群體意識(共同的目標) ，將使成員個別分歧的行動觀點逐漸整合，進而

發展聯合事業。此時，進行跨組織的合作，組織成員才能超脫自己本位立場，成

為具有社群意識內涵之「社群的網絡連結」

(二)社群網絡創造連結認知與對話筒導，拓展社區治理的性別多

元化立周

本案例呈現女性社區工作者相互培力的途徑，在原本典型農村的社區父權結

構當中，以師父帶著徒弟的方式，藉由連結社區女性並輸送學習與資源的過程，

開創出女性社區工作者在以專業身分位置參與的立場( standpoint) 。其具體策

略與作法，在縣與社區層次以不直接挑明性別觀點對抗父權領導，一則藉由檯面

下的女性社群網絡進行連結，將工作者問既有的「人際關係」活絡並轉化成動態

的社會聯繫'營造出女性工作者的「另一個家 J '滋養姊妹情誼;一則藉由實務

知能的交流，增長社區工作專業能力與實務技術。

在社區公共議題決策的「前臺 J '以社區營造的專業位置，仲介對話技術、

運用對話領導來含納多元利益關係人轉化的社區公共議題由男性地方菁英單一把

持的狀態，進而策動一場演化式改革，逐步拓展社區治理的領導性別多元化的空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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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例的社群可說是「連結性的認知」的社群，係藉由「協同探索」幫助女

性社區工作者各自發展探究他人知識的連結技術與知識，並回饋所學，促進社群

深化成為「連結性認知的團體」。這樣以女性社區工作者為主體的協作關係，透

過網絡連結過程，漸次影響了社群內成員的認識取向。以「人的連結」為領域的

探究行動，讓參與的成員重新去理解與定義人我的關係、個人與世界的關係，並

且不斷地發展及深化對話領導的知識與實務技術。

成員們藉由連結知識所發展出來的對話領導，形成了集體智慧的知識生產與

激發熱情的支援系統。在性別參與的過程中，以重視女性自我意識覺醒的、揭

藥平等( egalitarian) 與關懷的互動歷程(林萬億、林青璇、趙小瑜譯 ·2004 ;

Belenky et aI., 1986) .引動女性走出私領域，投身地方公共事務的政治參與空間，

促進女性社區工作者成為社區公共參與的主體。

這樣增權展能的歷程，也造成了屏東縣社區工作專業的板塊位移。當「對話

領導」透過不斷的演練與推廣，逐漸被認定為縣內社區工作的基本工作方法時，

連帶地，也使這群以女性為主體的工作者網絡成為社區工作的專業發言人。在強

調「關係」的社群網絡中，女性社區工作者在社群中分享集體經驗又不斷強調多

重實體經驗個體性，從而在社群互動中相互建構了「以自身為主體」的專業位置，

解構了社區父權典範下單一領導的專業位置。

三、威脅女性社區工作者實踐社群發展的因素:心智模式

本研究案例的確呈現許多熱情投入、追求對話技術與集體智慧的知性行動，

但綜觀整體社群發展過程，由於協作團隊長期面臨組織間資源競合的課題，以及

以計畫模式推動社區工作容易流入計畫業務思考與行政導向等外部因素，致使團

隊成員不免陷於年度性的短期思維思考與行動，也比較不容易跳脫以「症狀解」

的心智模式回應現況。也因此，創造開放態度的團體氛圍，甚至發展出辦認出「跳

躍式推論」危機的空間十分地有限。再者，隨著社群內部發展出內眾的動力，藉

由發展關鍵領域與實務，也隨之浮現對於「我群」與「非我群」的區辨，形成社

群內部的分化關係。由此可知，在社群關係當中，群我關係的改變，除了涉及

技術性的操作之外，更牽動整體社群有不同的視野看待自己和別人的關係、甚至

反求諸己，檢視自己隱而未見的行動假設。這部分，關乎心智模式的改變，也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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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向終極的「轉化學習」的造人過程，係為未來形構女性社區工作者實踐社群所

必須關切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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