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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肇青  

中原大學名譽教授、前中原大學設計學院院長   

專長於「都市設計、社區營造、城市形態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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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諸位在座的老師，今天我很高興能有這個機會能夠在法

鼓山演講。不要看我現在在台上鎮定的樣子，實際上我是非常

緊張，剛剛還請章主任幫我做腦波，也證實我是外表看起來冷

靜，但內心其實是忐忑不安的。  

 我今天能夠與法鼓山有緣份，也是起因於我和法鼓山的一

些老師談到建校的理念；當然依我的專業，就會談到「建築」

的架構、布置。其實我最關心的還是回到最根本的問題，就是

建築所構成的「空間」到底是為了什麼建設的？很簡單，就是

為了「人」，人身體本身也是一個空間，然後人自己、人與人、

人與環境就會形成錯綜複雜的關係；這種關係正影響著我們的

生活，而這種空間對於人類的影響，是我們這次演講要討論到

的，例如：社區營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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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與空間 

（一） 空間概念 

 

 空間是一個概念，在場諸位看到「空間」兩字都會思考它

的含意是什麼？過去我都會請同學討論「空間」的定義是什麼，

不過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先跳過。關於空間我在這為大家做

簡單的介紹。 

空間容納了我們的生活，而空間對於人的重要性，不應該

只是滿足生活中「功能」的需求，而是讓生活在空間中有意義

地發生。藉由生活的所在，我們建立了人與自然、人與時間、

人與物、人與他人和人與自我的關係。同時，人與空間相互關

照的關係，即彰顯了人的存在狀態。這樣的空間是「活出來」

的。 

「空間」對人而言無所不在，無時不在，通常我們並不會

刻意地察覺空間的存在，然而一旦「空間」作為一個名詞來討

論，則出現了不同的空間概念和相異的性質，也呈現了空間與

「人」不同的關係。以下簡單歸納了五種一般性的空間概念：  

１. 「物理性」的空間：就是我們眼睛能夠看到、身體能

夠摸到、感受到的實質空間。「實質」其實就是世界一切客觀

存在的物質基礎，它的存在無關乎「人」是否存在，因此物理

性空間，人不一定要存在其中（人不必在）。  

２. 「感官性」的空間：對某一個空間的感受。指經由人

的「五感」所能察覺到的實質對象，空間必須存在，「人」也

要「在現場」（人必須在）。 

３. 「想像性」的空間：指由人的思維所構成的空間，由

人腦想像，投射出來的空間，想像空間並不存在於真實的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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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構思想像的「人」必須要能思維，但與身體五感無關（腦

在身不在）。 

４. 「幾何性」的空間：指數學的、概念的、純抽象的描

述空間之工具，是絕對客觀的抽象空間，其設定不會因人而異；

幾何性的空間是數學的計算，人類在並不會幫助幾何性的計

算。因此「人」不必在（無人）。  

５. 「虛擬性」的空間：指在網路中虛擬建構的空間，在

此虛擬又真實的世界裡，有自己，也有他人。但虛擬空間中的

「我」是否存在，是相當嚴肅的問題。 有些人似乎在虛擬空間

比較有存在感，可能平時不太跟人互動，但是一旦栽進網路世

界，就會像變了人一樣，完全無法相信實際上存在的那個人和

網路上說話、與人互動模式全然不同的那個虛擬 ID 是同一個

人。 

有時我會很擔心，現在網路上有許多暴力、色情、言語霸

凌等對小孩子成長發育可能造成負面影響的資訊，會讓小孩本

來只藉由網路想像轉變為實際的行動。就談談我兒子，他最近

迷上一個決鬥遊戲，必須拿遊戲中虛擬的武器，搥打敵人致死，

我看著兒子不斷猛烈攻擊，打得很起勁，不禁讓我擔心，會不

會哪天兒子手中拿著棒子等有傷害性的東西，就會潛意識的去

打身邊的人、物呢？不要說不會，其實有可能。  

事實上，我們現在社會上發生的不幸，很多都是這樣發生

的。 

上述「物理性」、「感官性」、「想像性」、「幾何性」、

乃至於「虛擬性」的空間概念之外，尚有一種屬於人「活著」

狀態的「實存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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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存空間與所在 

 

我們經常能夠意識到自己所處的空間，但是「意識」與所

在的「空間」未必能產生連結。  

相信學生都有熬夜的經驗，一整晚忙於課業，天亮了感覺

十分的睏，於是準備去睡覺。途中我忽然醒了，不過是半夢半

醒的狀態，這個「瞬間」你會發覺，：你知道現在正處於某一

個空間，但卻無法準確意識到這空間的特性，不知道你在哪

裡，、現在的時間，這就是意識與空間分離的現象。  

其實這種經驗是很難得的，因為我們通常都能掌握自己身

在何方、現在時間。除非我爬山，脫隊迷路了，我不知道我該

往何處，無法準確掌握空間，這時這種意識與空間分離的現象

就可能會發生。 

「實存空間」即是「生活世界」中的「所在」。有本書叫

「place spirits」，書名翻譯為「場所精神」。我們不太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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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因為通常指宇宙。「所在」指人所存在的空間，因

為我與其所存在的空間發生關係，就會產生存在的意義，並且

形成個人的經驗，也是醞釀生命關係的地方。  

「空間」與「經驗」相連才能夠讓人感到自己的「存在」，

如果「景象依舊、人事已非」，那麼人在當下無法與過去的經

驗連結。 

像我是中原大學的校友，在我畢業離開一段時間後，有幸

我回母校當老師。不過一回校，我心中有點感慨，當時那些對

我而言充滿回憶的建築物，通通被拆光或全面裝修，樣子全然

不同於以前，瞬間我的記憶與現在的我所處的空間沒有辦法聯

繫；雖然我處的位置跟當時一樣，不過空間對人產生了記憶，

空間與記憶連結才能讓人找回自己的存在，當這連結失效，儘

管身處同個環境，我們還是無法找回自己在舊時那熟悉的感覺。 

一直等到我看到那令人熟悉的三棵椰子樹，我就好高興，

心想：「就是它！」，馬上衝上前去看，雖然感覺比以前小了

些，不過終於跟我的記憶產生了連結。從那一剎那，我真的覺

得我要為母校做一點事情。 

 

（三）所在就是關照生活的地方、安頓自身的地方  

 

我要說的是，我們生活中有非常多容納我們記憶的地方。

我出生在臺灣，然後搬到青島，後來我又回到臺灣臺北。當時

住在中山旁鐵道邊，儘管現在景物完全不同於過去，但是我現

在走在舊時住處附近，我還是能夠聽到轉進巷子小攤販的叫賣

聲，我還是能隱約看到路邊水溝裡清撤的水流，及滿滿的稻田，

我還是能回想起當時媽媽牽著我的手到附近的傳統市場買菜的

場景。這些巷子如果諸位看到了，一定會覺得這是到處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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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的破爛巷子，在這巷子是實體空間，但會隨著個人的經驗、

記憶，產生不同的意義。如果今天我去你老家，那麼同個老家

的實體空間，我們的感受一定不相同。  

因此，這空間需要有人去經營，有事情的發生，才會對人

產生意義，也就是因為意義，所以需要有人去關照，也就是說，

「所在」是「關照生活的地方」。  

曾經有國文課文這樣寫：有人送了我一束花，高高興興的

拿回來，裝到花瓶中，小心翼翼的擺在桌上。看著看著，總覺

得有些地方不對勁，於是開始清理原本放了些雜物的桌子。後

來還是覺得不自在，於是最終把所有房間都清理乾淨，覺得心

理舒暢。但是最後作者發覺，原來覺得房間擺飾不對勁，並不

是因為東西真的凌亂，而是因為作者需要藉由整理房間，來整

理自己的心。由此可知，心與空間會互相影響，關係密不可分。 

「所在」是「發生」生活的地方，是醞釀生命關係的地方、

容納成長經驗的地方。簡單說，「所在」是人活著的狀態，包

括人所處的「空間」，人的「身體」和「當下」的整體。也就

是海德格在《存在與時間》一書中提出「在世存有」，以及在

《詩、語言、思想》中〈建、居、思〉一文中討論「居」的觀

念，顯示人居於世上，即是存在於「天、地、神、人」「四位

一體」的渾然狀態之中。換言之，人生活在世上，就是在空間

裡要「活出」人的「存在」。 

海德格認為人存在的基礎是人對其所處之世界、人群及自

身的一切行動的「關照」，它是「在此存有」基本結構的一個

特徵。這個被「關照」的「所在」，安置了我們曾經擁有的許

多經驗，同時「關照」也包括了對此「所在」的真實責任與尊

重，因為「關照」確實是「人與世界的關係之基礎」。人可以

透過親密感、關照、責任、承諾，建立與「所在」的存在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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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與空間 

 

我們既然說人的存在與空間有關，那個空間是什麼呢？

 這我要講紀剛寫得「幾重天地幾重人」，紀剛說：「人身

在世，人不只是個體，你在不同層界的天地之中，你就有不同

的位格。」以下我會做詳述。 

二、人的「位格」與群我關係  

人活著不僅是個體的狀態，在不同的天地層界中，皆具有

不同的群體人的「位格」。在社區的生活場域中，群我關係的

掌握正顯現「社會人」位格的重要性。從人與空間關係的角度

來看，社區再造是可以透過對生活空間的關照而落實。  

 

（一）「位格」─從紀剛「幾重天地幾重人」談起 

 

「位格」就是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有「個體人」、「家

庭人」、「社會人」、「民族人」、「世界人」、「宇宙人」，

除了個體人之外，其他都屬於群體，隨著觀點、環境不同，我

們的位格也會隨之變化。 

在此，我想想談談「位格」對我的意義。小時候我們家有

四個兄弟、一個妹妹、和爸爸媽媽。我們來到臺灣，爸爸是公

務員，住在一個小宿舍。其實說是家也不過是一個房間，房間

裡面放了一張床，就給爸爸媽媽、妹妹睡，我們四個兄弟就在

外面打地鋪，所以當時如果有小偷進來，真的不知道會怎麼樣。

當時個體的概念，對我而言還滿重要的，因為我沒有自己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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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四兄弟共用一個書桌，真正屬於自己的空間就只有書桌最

下面的抽屜。26歲我結婚，我搬離宿舍，但是把當時所用過的

所有東西，都塞進那個只專屬於我的抽屜，我就去美國讀書了。

沒想到，不久，宿舍就改建了，建築物也要拆了，不過可以請

家人認領家具等物品，我馬上打電話給在臺灣的三哥，問他家

具的事。結果三哥說：「都丟了」，我說：「裡面的東西呢？」

他說：「那些爛東西，當然通通丟了！」我每次演講都會提到

這件事，就是藉由講述，抒發自己東西被丟的遺憾。不過講到

後來其實也沒什麼，因為我也不太記得裡面有什麼東西了。  

我想說「位格」對於我們定義自己有著重大的意義，也形

成我們對該空間所扮演的位格及藉由人與人互動所產生的記

憶。 

從個體人到宇宙人的七個位格，是表現在七個不同層次的

空間範圍之內﹔人存在的意義若能以「做人的位格」詮釋，那

麼，人的存在與「 所在」的關係也發生於這七個位格和七個層

界的「領域」之中。換言之，不同層界的「做人的位格」是定

位在自己所認同的「領域」之中，由「個體人」向外擴大，最

後回到了具有形上意義的「小宇宙」與「大宇宙」的「宇宙人」

呼應，也同時回到了主體自身。在這七個位格中 ，除了「個體

人」，其他六個位格都是屬於「群體性」的，而「宇宙人」雖

然似乎回到了個體，卻是群體人位格中最飽滿的狀態  。 

在我們的經驗中，「個體人」與「家庭人」的位格是最具

體的；而「民族人」和「國家人」位格在臺灣特殊的政治意識

型態的「教化」和轉變中，雖不明確，但不陌生；而「世界人」

位格也已是面對全球資源所形成的一種態度與反思；至於「宇

宙人」位格則是個人依其精神上的需求而自處的一種狀態。在

這七種位格中，唯獨「社會人」一直沒有在公民教育過程中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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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在過去，「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格修養與社

會貢獻的關係中，服務社會的概念是隱藏在「家族」的結構之

中，並非存在於城市文明的「社會」。  

 

（二）公共議題的反思─難道只要有人情味就好了嗎？  

 

人是群居動物，與社會（群體）密不可分。事實上，我們

對於我及群體有個界線，因此我們會防禦他人闖入私人的生活

圈，或者當我們踏進公共場域時，行為會與處在個人空間時有

所不同。 

之前我看過一本書叫「公民群體與道德」，裡面提到臺灣

人雖然有人情味，但一說到公共議題就垮了；這是我幾時年前

的書，不過你會發現現在一樣通用。  

我在國外九年的時間，有件事對我跟太太衝擊很大，其實

就是「公共議題」。有的時候我們會用自己的文化及觀點判斷

人跟人的關係。人好、有人情味固然好；不過國外是這麼想：

我與人之間有個明顯的界線，線以內我有絕對的權力，也有負

責任的義務；但是一旦跨過這條線往外走，就牽扯到公共議題，

就是大家的地方，那麼相對的就要改變自己的位格。所以變成

臺灣不太知道要尊重別人，只要自己方便就好，對待公共物品

要不是「掠奪」就是「離棄」，沒有公共的概念。  

造成現在「教育」也成了問題，比如說，媽媽叫孩子只要

讀書就好，不用做家事也不需要嘗試其他事物，結果卻是剝奪

了孩子成長的機會。所以要怎麼讓國人有良好的公共社會的概

念，是一個重要的議題，才會懂得一同維護公共事務，共同關

心公共議題。 

「公民社會」的定義乃由公民社會中具有「公民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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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組成有組織的群體，且有明顯的公共利益關係，與傳統社會

的「鄉民」不同。公民有基本的權力，如：「言論、集會結社

自由」、「參政權」、「生存權」，但也有相對的義務，比如

要參與公共事務，除了要消極的監督政府外，也要積極創造各

種新穎的社會制度，共同達成「社區營造」的願景。  

講者希望以培養公民參與公共事務的能力，讓底下的聲音

更能夠被聽見（意即政策由下而上影響，不再是過去由上而下

的命令形式）。 

人民的生活其實面臨許多問題，例如安養、托育、兩性、

親子、衛生等，這些問題政府不一定能夠瞭解，更別說能夠親

近民眾，走進社區解決問題，因此我們需要積極參與政府決策

的過程，並且自身也要打開心門，讓民間或者政府的社區服務

更能夠直接服務民眾。 

 

（三）群我關係與社區服務 

 

 



184．心靈環保講座選輯（一）：明心淨境 

 

我認為目前成效彰顯的社區服務為「健康服務」，因為近

年來健康意識上漲，人民會比較有意願參與，所以建議如果想

為社區做事，可以嘗試由「健康服務」開始。  

紀剛強調中國文化的核心思想是「群」，「群我文化觀」

是文化意識相、是一種價值取向。公民社會的群我關係是源自

於柏拉圖的《理想國》，近代政治哲學所發展的「社群主義」

並不同意現代自由主義將人視為能獨立於社會的個體，而主張

個體的存在只有在特殊社會文化脈絡中才能被認同。同時，不

僅強調個人權利、責任與社會利益相平衡的重要性，而且還強

調確保強大的社群不會壓迫個人的需要。事實上，在西方文化

脈絡中是有其公民社會的文化基因，個人的權力與責任的清楚

界定是群我關係的基礎。反觀我們文化「群」的意識很清晰，

而人「個體」的意識卻相對模糊，群我關係則依各人道德標準

而有所不一。 

從紀剛「群我文化觀」強調的人之「位格」是與其所處之

天地層界領域有關，則「社會人」的位格必呈現於社會領域之

中。如前所述，人與空間的關係是「相互關照」，也就是在生

活中經營「所在」，不同的「位格」就會展現於由個體到群體

不同層界的「所在」之中。 

不過我認為，現代人就是因為將我與群的界線劃分得過於

分明，因此反而失去了做自己的機會。例如，講者在捷運上看

到小孩在玩，馬上孩子的爸爸就教訓孩子說：「不要玩！這不

是你的家！」。將捷運視為公共場所沒有錯，但只因為要在公

共場所行為舉止要合乎社會規範而失去自己，那麼這社會規範

對孩子的創造力可能就會有負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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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回顧臺灣「社區營造」的經驗 

（一）由基層勞動力的政治資源到環境危機的社區抗爭  

 

社區的概念其實對大家而言並不陌生，社區其實就是基層。 

1948年之後，臺灣政府從「國民義務勞動」動員基層勞動

力參與地方建設。「國民義務勞動」是凝結基層完成共同建設。 

1952年聯合國開始推動社區發展運動，強調對發展中國家

及地區推動消費工作，為社區弱勢族群服務，發展包含對衛生、

安全、健康的發展。 

1955年推動木柵實驗區，推動基層民生建設工作。  

1968年以「社區發展工作」進行政治的「教化」與廉價勞

動力的「剝削」，都顯示出政府不但無視於草根社區的存在，

更以形塑的「社區意識」鞏固國家認同。  

1987年黨禁解除，社區開始發現公共議題，並起來抗議。 

1990年代國家面臨合法性危機，1994政府的「社區總體營

造」國家政策提出「生命共同體」的論述，透過文化認同整合

政治認同。然而，以「文化建設」為名的社區營造，仍然陷在

以由上而下的官僚體系呼喚由下而上的草根自主性的暖昧與尷

尬之中。 

 

（二）由上而下的國家政策引導─由下而上的社區營造  

 

剛剛提到 90年代國家面臨合法性危機，因此 1990年代興

起「社區營造」運動，乃是為了解決台灣社會之民主化、全球、

國家認同等問題，才逐漸發展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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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在台灣政治環境中，有其特殊的意義，尤其台灣

社會文化認同危機在政權更替過程中，與政治統治權的合法性

訴求之間，有其動態的關連性。  

當然，「社區營造」在台灣二十年的發展是一個值得觀察

的現象。由於政府以由上而下的政策，來推動這樣一個必須奠

基在由下而上自發性的居民參與過程，基本上有其本質意義上

的矛盾。至目前為止，政府推動的各項社區營造專案計畫，雖

然許多只是實質空間的建設或改造，累集了一些具體的成果，

卻也帶動了一些社區的內在動力，「參與公共事務」的社區培

力是可見的成果。 

現在值得探討的事，我們政府說社會營造可以由下而上，

但實際上有落實的程度為何？還有為何只有受法律保障時，我

們才有辦法實現社區營造由下而上的概念。簡單來說我們現在

看到的社區營造，幾乎都在鄉村，城市裡頭案例極少，而且成

功例子極少，就算有社區營造的例子，也大部分只停留在公共

議題的探討。我認為如果要真正落實社區營造，那麼我們必須

要走進「家」，因為社區營造的目的是要讓生活變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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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什麼是社區營造的真意 

在此我的討論並非強調以政治分析，去理解台灣目前社區

營造的現象與問題，而是試圖回歸到生活層面檢視社區營造的

成就與挑戰。  

 

（一）什麼是社區營造的本質 

 

社區營造的本質簡單來說就是「Empowerment」。就是提

升居民的能力、增加居民的權力。  

對日常生活的居民而言，「社區」是一個模糊的概念。從

過去快速發展的社區營造案例經驗裏，可以清楚的發現社區營

造並沒有涉入生活實踐的領域，也就是說，社區營造並沒有進

入日常生活脈絡，所有的行動仍停留在「社區公共事務」的討

論與參與層面。這些行動，其實是由一些被稱為「社區代言人」

或「代理人」所推展的。無可諱言，透過了政治性的對話、協

商、斡旋，多少鬆動了原本由上而下的政治決策方式，也少許

影響了政治資源分配的模式。然而，藉由資源的下放，也達成

了官僚體制收編社區的政治目的，真正的社區問題仍隱藏在日

常生活脈絡之中。簡單地說，社區營造進不了家門。  

 

（二）參與公共事務的能力 

 

其實，社區營造的最終目的，應該是使每一個在生活脈絡

中的家庭，能享有較優質的生活（並不意味著較富裕的物質享

受，而是較佳的品質）。 

對我而言，「社區營造」就是「家的營造」，我身邊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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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貢獻於公共事務的人，但我發現，他們幾乎都是出身於家庭

有些問題的孩子，有時我在想或許社區的問題，就是從家庭開

始，因此社區的營造，必須由家庭做起。 

其實我們在生活中，解決問題就在解決自己的問題。  

 

（三）真實世界的生活議題 

 

 社會中充滿許多人跟人之間形成的小圈圈，但是每個圈圈

都環環相扣、錯綜複雜，我們不可能看到有任何一個小圈圈是

獨來獨往的。這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倘若如此，社區營造所涉及的議題，一定會包含在真實生

活中錯綜複雜、環環相扣的生活議題和有機互動的關係，例如：

居家安全、衛生、健康、環保、節能、老人安養、幼兒托育、

兩性分工、親子關係、休閒娛樂、家庭溝通……這些生活中的

種種，沒有一項是與生活實踐無關的，也沒有一項生活實踐不

需要進入家庭的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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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社區營造最終的目的是要進入家庭的生活實

踐，否則社區營造的一切活動只能在家庭生活領域之外處理，

甚至淪為社區活動，事件一過，就煙消雲散了；所謂「社區公

共事務」的參與，最後只造就了少數社區代理人的政治利益。  

 

四、社區再造的展望 

 

社會問題錯綜複雜，但經由社會分工，就能夠將複雜的問

題依照個人的專長迎刃而解。於是社會需要各行各業的專長，

如此才能在特定的領域給予品質保證的服務。至於，如何讓與

生活相關的專業能跨越各自的封閉系統而合作，是專業的必要

反省。更重要的是，如何在形成支撐生活實踐的自給自足社區

小系統？是未來社區再造的重要課題。  

 

（一） 真實世界與專業分工 

 

雖然人際間的關係是錯綜複雜，且密不可分，但是說到「現

實社會的專業分工」，就不能像是人際圖示一樣，互相重疊。  

生活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且包含了許多複合性的內

容，也需要不同專業領域的關照。然而，任何專業也只能照顧

生活中特定的單一議題，提供局部的服務，而專業分工的必要

性，是為了有效率地服務社會。事實上，在我們一般的現實經

驗之中，分工反而造成了專業之間合作的困難，也形成了專業

之間的斷裂。分工而不能合作的問題，是因為專業分工的「現

實社會」並無法回應生活所在的「真實世界」。  

事實上，我們活在一個不需要「合理化」就已存在的「真

實世界」之中。在這個真實的世界裡，生活的所有真實課題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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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相互重疊、環環相扣，組成為一個複合的狀態。在這個錯綜

複雜而又整體呈現的狀態之中，這些不同課題的範圍界限非但

並不清晰，同時更彼此交疊，且產生許多有機互動的關係，而

真實的生活就發生在這有機的關係之中。  

 

 

（二）專業與真實生活關係的調整 

 

然而，為了因應社會的需求，滿足社會功能的分工，我們

必須將真實生活中的事物歸類於各種不同的專業領域之中。此

時，每一個專業領域的界限，反而變得非常確定而清晰，而各

個領域之間也絕不重疊，甚至保持一定的距離。因此，每一個

專業領域各司其職，各有其社會任務。而事實上，從社會資源

的分配來看，被社會機制保障的專業分工，也同時壟斷了部份

的社會資源，形成了專業權力對一般生活者的權力宰制關係。

即使我們必須接受專業分工的事實，在我們的經驗中，真實問

題是很難被完全歸納在各個專業領域，除非將問題分化、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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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或簡化，才能勉強地被納入專業領域。於是，整體而錯綜複

雜的有機關係被拆散了，複合性的生活議題也被摒除於各專業

領域之外；即使我們相信局部的問題可以被專業處理到相當的

程度，而局部結果的總合並不等於整體，換句話講，真實的生

活是無法被全整地照顧到。 

專業分工如果是一個不得不接受的事實，我們如何面對這

樣的困境，是每一個專業必須深刻反省的。在這裏提出兩個修

正的策略。 

首先，我們必須在觀念的層次上，以個別的專業為中心，

擴大每一個專業關懷的範圍。如此不同的專業就必須有所交

疊，在共同關懷的範圍之內，透過對話，呈顯各專業不同的認

知與價值；相異的價值可以彼此學習，相同的價值可以共享。

如此不同專業領域關懷範圍內所含蓋的生活課題，就會有相互

交疊的可能。 

然而，雖然專業之間有了交疊的可能，如果專業的操作仍

然局限在各自封閉的系統之中．那麼分工而不合作的現象，將

依然存在。因此，第二個策略就是在專業的領域界定上，每一

個專業都應該啟開一些「缺口」，一方面可以吸納真實生活的

養份，另一方面更可以將專業的智慧與技能投入真實生活之

中。如此，在原有界定清晰的專業關係之間，可以形成一個有

機而互動的專業運作方式，也可以保持自我批判與反省的趨動

力，真實的生活便能得到關照（跨界合作）。於是我們需要一

種作用力游走於各個領域之間，不斷地擴大各專業關懷的範

圍，同時也隨時保持各專業領域的缺口。也就是跨界、跨領域

的合作。 

如此藉由專業的部分重疊，而不是像傳統社會各專業間都

有明顯隔閡，才能讓分工有效率，才能在面對問題時，不同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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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人士能夠共同激發出新的解決方案。然而，到現在社會還是

存在不同專業有明顯隔閡的情形，不只關在自己的圈圈各自研

究，還排斥其他行業進入自己的領域，講者認為這是現代社會

分工需要反省的部分。 

 

真實世界的生活課題 

 

 

現實社會的專業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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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共生生活─大系統與小系統 

（一）人與自然共生的狀態 

 

我們現在來談談人與自然共生的狀態，分為兩種：「共生

的關係」、「共生關係的空間」。「共生的關係」說的是，共

生關係間的有機體共同合作，讓人能夠正常運作，活下去。「共

生關係的空間」是有層次的，從小範圍到大環境。  

我們來談談我們希望共生的關係發生在哪一個空間層次。

先來談談我們最小的空間層次，就是人體。我們至今還是對人

體有許多的奧秘有待我們去研究，但是就像天氣冷了，我們還

是得穿衣服，我們雖然不懂人體，但我們卻受人體影響很深。

通常我們人體先從內部開始尋找資源，等到內部或附近找不到

時，我們才會尋求外部資源。 

 

（二）大尺度系統與小尺度系統 

 

「小系統」相反詞為「大系統」，金融、福利、教育是個

大系統，它專指某領域環繞一個特定的議題，將某個議題與社

會劃分，專門討論並著重於此議題。  

但是講者認為社會各領域其實環環相扣，沒有特定的界

線，我們應該以小尺度的系統，結合多種專業，以更有效的方

式解決問題，也就是盡量讓各專業的界線逐漸模糊，藉由各專

業的融合才能促進社會分工的效率。  

面對目前永續生活的挑戰，專業分工也造成了顯著的問

題，就是：人為「大尺度系統」的宰制。由於工業革命所帶來

的「都市化」和「工業化」，嚴重污染了我們所賴以生存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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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環境，當時即已引起了廣大的注意。專業界針對此一問題，

試圖以「環境工程技術」把其所製造的污染物，控制在一個人

為的「大尺度系統」之內來處理，不讓其污染擴散到自然環境

中。然而，都市化與工業化的二氣化碳的排放造成了溫室效應，

氣候的改變影響生物的生命週期，直接影響了地球生態系統的

健康，反而威脅到我們自身的生存。簡單說，與自然隔絕的人

為「大尺度系統」是造成「不可持續的今天」主要原因。  

這種「大系統」不僅反映在環境建設上，也應用在經濟、

社會和政治的運作，形成了壟斷，犧牲了社會實踐的公平性和

個人主體的自由。 

地球生物的生態關係是由幾個大的循環系統相互支撐的，

這是一個生物學的「大共生」關係；而人類作為地球生物的一

員，從未脫離自然而生存，從人的生活來看，這是一個社區的

「小共生」關係。我們並非要以「小系統」取代「大系統」，

而是可以「不依賴」目前正在運作的環境、經濟、社會的「大

尺度系統」。我們要從獨立封閉的、解決單一問題的、滿足單

一需求的「大系統」中解放，擺脫消費文化與父權的宰制，以

「家的營造」深化「社區營造」，回歸人的存在，面對生活的

真實，活出「身、心、靈」的關照。  

 

各位同學，你看「糞」怎麼寫：「米田共」，由此可知米

的成長需要田與糞共同的養分，才能茁壯，人也是一樣，要互

相合作，社會才會變得美好。 

大系統間的所有小圈圈，也就是共生關係，彼此之間環環

相扣，就像金融風暴一來，不管經濟地位為何，只要是這大系

統的一份子，我們都會受到波及，除非我們在大系統外，不過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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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稍微不依賴大系統。大系統是一個龐大複雜、迴路

長、耗能耗材、固定無彈性、統一規格、標準作業、專業產品

壟斷、依賴大量投資等，就像核能發電廠。但是反觀小系統，

緊湊精簡、迴路短、省能省材、應地置宜、隨時應變、在地智

慧參與、信任管理等，就像我們家裡的太陽能板發電一樣。講

白了，長久來看，大系統太耗能，可能不能永續，但小系統比

較自由，較能夠永續。 

 

 

不過很抱歉，我們還是活在自己的小框框，沒有辦法將思

考層級跨越至公共議題，這非常可惜！我們要思考如何從自己

的思想框架跨越，就像我們的家的屋頂曾有七隻鳥從下蛋到成

長飛走，那個鳥巢的空間也是無意間創造出來的。所以有很多

的空間是需要我們去將它活出來的。就如本來被關在鳥籠裡的

鳥一樣，我們如何打開自己思想牢籠，讓思想自由、社會變的

更好且互利，這是我們要思考的問題。  

空間是需要活出來的。我們就回到我們自己活的空間，好

好地將我們自己的家活出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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