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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Community Based Learning（地方合作型教育，下稱 CBL），是美國波特蘭州立大學積極採用的學習方式，

該方式以團隊或專案之型態解決面臨的問題，目標在於讓學生與社區民眾並肩相互學習、獲得成長，建構得

以雙向學習之社區。龍谷大學政策學院將 CBL 編入了學程。 

本文之目的在於，對龍谷大學政策學院之 CBL 企畫所辦之「互惠學習社區」，論述其架構經過及要素。本

文中之「互惠學習社區」，係指由大學（學生、教員）及地方（地方居民、地方政府職員等）組成之互惠共

同體，透過 CBL 企畫，累積、分享解決地方問題、推動地方活化之相關知識、經驗及專業。所有 CBL 相關

人士皆能自由接觸共同體，活用因此獲得之見識，以地方公共人才（＝跨越公私部門，協調地方公共活動之

人才）之姿活躍於地方社會。 

透過對龍谷大學政策學院 CBL 企畫的合作夥伴進行問卷調查，或是對參與學習的學生進行訪談，可知構

成「互惠學習社區」要素有三：①政策學院特有的高配合度②工作坊效果③CBL 之營運體制。為延續、發展

該「互惠學習社區」，本文將就 1）地方政府健全環境、2）提供學生畢業後仍可參與社區之場域，兩者之必

要性論述。 

 

 
照片 學生參加地方祭典 

 

1．龍谷大學政策學院之 CBL 企畫 

CBL 是美國波特蘭州立大學積極採用的學習方式，該方式以團隊或專案之型態解決面臨的問題，目標在

於讓學生與社區民眾並肩相互學習、獲得成長，建構得以雙向學習之社區。（白石教授等（2021）） 

龍谷大學之地方公共人才培育・政策制定研究中心（LORC）長期與波特蘭州立大學就 CBL 相關議題，進

行共同研究。汲取該研究成果，龍谷大學政策學院將 CBL 編入學程。櫻井博士、久保博士（2022）對 CBL

做出以下特徵說明：授課期間分有半年及全年，亦有連續 2 年的課程，期間將與公部門、企業私部門、市民

私部門及多處社區合作，以當天來回、外宿之實地學習型態造訪當地。如此設計具有「團隊成員跨學年、跨

小組研討會」「進入並了解實際社會」「發掘問題並思索解決方案」之特徵。 

本文之目的在於，透過龍谷大學政策學院 CBL 企畫合作夥伴之問卷調查，參與學生之訪談，論述 CBL 所

辦「互惠學習社區」之架構經過及要素。 

本文中之「互惠學習社區」，係指由大學（學生、教員）及地方（地方居民、地方政府職員等）組成之互

惠共同體，透過 CBL 企畫，累積、分享解決地方問題、推動地方活化之相關知識、經驗及專業。所有 CBL

相關人士皆能自由接觸共同體，活用因此獲得之見識，以地方公共人才（＝跨越公私部門，協調地方公共活

動之人才）之姿活躍於地方社會。（圖 1） 

 



 
 

圖 1 「互惠學習社區」概念圖 

 

2．CBL 對學生及地方居民之影響 

 為考察企畫為學生、地方居民帶來的變化，我們進行了問卷調查及訪談。下為對龍谷大學政策學院 CBL

企畫之合作夥伴，進行問卷調查之概要。 

 

調查期間：2018 年 10 月～11 月 

調查對象：CBL 企畫之合作地方政府（6 處地方政府） 

調查方法：問卷調查 

提問項目：龍谷大學 CBL 企畫與其他大學做法之比較、實施龍谷大學 CBL 企畫後的好處、地方上的變化等 

 

CBL 企畫為地方居民帶來些許變化。此處要特別留意，當學生以第三者身份加入地方活動時，對地方居

民產生了刺激。問卷中出現這樣的回答「學生作為促進者（＝facilitator，議論促進者）參與，是誘發對話、

造鎮興趣之契機」「對地方而言，來自大學生的新刺激，是地方活動的原動力」，也就是 CBL 企畫帶出了居

民「賦權（empowerment）」的力量，也因此燃起居民學習的慾望，如問卷中一則回應「教員、學生積極走入

地方，在與成人孩童的互動中，設定研究主題、進行研究，地方居民也能藉此一同深入學習」。CBL 企畫不

僅服務大學，也為地方居民創造學習機會，雙向學習之互惠社區因此成形。 

接續為學生訪談調查之概要如下 1)。 

 

 調查期間：2020 年 7 月～10 月、2021 年 5 月 

 調查對象：參與 CBL 企畫之學生及畢業生 20 人 

 調查方法：線上半結構式訪談 

  

透過調查發現，CBL 企畫為參與學生帶來幾個影響。其中較具特徵者為，學生對地方的看法有了變化，如

有「必須實際聽取居民說法以了解地方優點，而非透過網路或照片判斷」「曾有過荒廢竹林＝礙事的土地，

這樣的印象，聽聞其利用途徑後，才了解竹林有許多活用方法」「從中學習到我們必須配合聽者用字遣詞、

調整說話方式」等意見。透過參與地方活動，學生認知到自己以往只看到地方的一部分，而為了更深入了解

地方，學生與地方居民間發展出更緊密的關係。如有「與地方上的人們進行各種談話，加深了彼此的關係」

「為與地方人士交好，透過說話尋找建立關係的切入點」「積極參與活動，逐步建立與地方人士間的信賴」

等意見。另外也可見學生實際利用暑假，參加地方祭典，或是透過 SNS 社群平台等，即使是在課外時間，



也頻繁地與地方居民交流。 

 

 
照片 學生向居民學習鄉土料理 

 

 會出現上述的變化，主要有三個原因。一為政策學院特有的高配合度。學生前往地方的次數多，其他大學

一年約前往 1～2 次，然政策學院則是一年裡有 5～6 次兩天一夜的停留。加上持續兩年以上進入地方活動的

案例也多，如此增加了與地方居民對話的機會，加深對彼此的了解。 

二為工作坊產生了效果。一般欲了解地方居民想法時，多半是訪問自治會長等地方領導人，然如此僅能與

特定人士溝通，無法掌握到地方整體狀況。在工作坊裡，則能夠聽取每一個人的意見，進行群體討論。 

第三個原因為 CBL 之營運體制。CBL 設置了 2 名所謂「實踐型教育規劃師」之教員專業職位以支援企畫，

負責 CBL 企畫之開發及整合，並肩負地方協調之責任。於此，地方、學生、教員、實踐型教育規劃師，四

者合為一體，形成一以解決問題為目標之體制，該體制也致力於建立大學與地方間之信賴。 

 

 
照片 聽取農家談話的學生 

 

3．「互惠學習社區」之發展 

即使形成了「互惠學習社區」，若為暫時性，便不具意義，該如何延續、發展至關重要。基於龍谷大學政

策學院 CBL 之經驗，延續、發展「互惠學習社區」需要兩個要素。 

1）地方政府健全環境。京丹後市於 2013 年度，為日本總務省選入施行「『域學合作』創造地方活力模範

實證事業（下稱模範實證事業）」政策。所謂模範實證事業係指，透過地方與大學等之合作，建立一機制以

培育人才創造地方活力，推動地方自主發展，進而藉由活化地方發展，推升日本經濟實力。京丹後市在經歷

模範實證事業後，於 2015 年啟動「京丹後市夢想城鎮創造大學」事業，「京丹後市夢想城鎮創造大學」係以

大學、地方合作，解決市內地方課題、活化地方發展為目的而設，執行如：運作京都市到京丹後市之免費接



駁巴士、安排可供大學生使用之免費共享旅宿（share house）、提供當地資訊、構思企畫及協助實施等業務。

截至目前為止，共有 18 所大學 1 團體，總計 8,155 名學生參與 2)，京丹後市營造出讓學生便於前往的環境。 

龍谷大學政策學院之 CBL 企畫也與京丹後市合作多年，與京丹後市地方關係加深，活動內容也逐步深化。

以京丹後市大宮町三重・森本地區之農村再生為主題之 CBL 企畫，自 2015 年度啟動。學生、教員在進行水

田生物調查時，發現瀕危物種龍蝨（又稱源五郎），而後在該水田，學生與地方居民共同種植水稻，所收穫

的米便命名為「源五郎故鄉米」。「源五郎米」展現了生物的多樣性，在當地車站、網路上等皆有販售 3)。 

大學與地方的關係發展，在 2021 年度邁入第 7 年。地方政府健全交通、住宿、資訊提供等環境，大學便能

協助發展地方活動，以結果而言，地方發展範圍變廣，繼續推動企劃的意願也因此高漲。另外大學與地方的

關係也更形穩固，各種知識、專業持續在「互惠學習社區」裡累積。 

2）提供學生畢業後仍可參與社區之場域兵庫縣洲本市與京丹後市同樣地，於 2013 年度被選入施行模範實

證事業，自 2013 年度至 2020 年度，共有 241 名學生參與 CBL 企畫。2014 年在稱為大森谷的地方，成立了

一學生團體 Rijin（里人，下稱 Rijin），每個月會造訪地方一次，時至今日仍與當地保持良好關係。Rijin 思索

地方 10 年後的未來，提出了新舊居民交流之課題，了解新居民參加地方活動之需求，規劃了新舊居民間的

交流活動。其後又舉辦了農業體驗、野外咖啡店之兒童一日店長等企畫。在逐步加深與地方的關係時，Rijin

於 2017 年 3 月與當地的「里山整備委員會」整合，發展為「大森谷里山保全隊 Rijin」。除 Rijin 之例，2019

年亦有畢業生成立新團隊 MEBUKI（櫻井等人（2021））。 

一般而言，大學與地方的關係，若是基於大學之教育企畫而生，多半會在企畫結束後關係也跟著終止，然

而，如同洲本市，學生在畢業後仍有參與社區的場域，就能持續與地方互動，也因此這些畢業生作為社會人

士，就能為地方帶來不同於學生、新的見解、經驗。在大學與地方居民的關係裡，透過畢業生的加入，讓「互

惠學習社區」的關係又更多重。 

 

4．展望未來 

透過參與龍谷大學政策學院之 CBL 企畫之學生訪談，合作夥伴之問卷調查，本文就構成「互惠學習社區」

之要素，提出有以下三項：①政策學院特有的高配合度②工作坊效果③CBL 之營運體制。為延續、發展該

「互惠學習社區」，就 1）地方政府健全環境、2）提供學生在畢業後仍可與社區保持互動之場域，兩者之必

要性論述。 

最後要提到「互惠學習社區」今後的展望。珍·拉夫（J.Lave）、愛丁納·溫格（E.Wenger）提到「互惠學習社

區」這樣的共同體裡重要的元素：「對話」，對話又分有「實踐中對話」，以及「傳達實踐內容之對話」。「實

踐中對話」指的是從活動中的視角說話，或是交換必要資訊；「傳達實踐內容之對話」則是就活動本身，像

說故事一般將內容傳達給其他人。「實踐中對話」能夠帶來社區參與、關注與協調；「傳達實踐內容之對話」

則具有在共同體的成員間，分享記憶與回顧的功能。對話有助於共同體的形成，然而 CBL 企畫中少有「傳

達實踐內容之對話」的機會。前述對參與學生進行的問卷調查中，便有「在當地完成活動就結束了課程，沒

有將活動內容對照課堂所學，確認學習成果，自發性地回頭思考」之意見。 

如同本文作為論文，就 CBL 提出論述，也是「傳達實踐內容之對話」的一種。筆者往後也將持續 CBL 相

關之研究，繼續傳達實踐內容之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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