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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歷史觀看來，人類社會的演進總與經濟

發展存在著密不可分的關聯性，從最原

始的基礎農業，一直邁進到現今的高科技產

業，身處在各種經濟型態下的企業組織，則

為人類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榮景，例如3C

產業、金融業、電信業、營造業、運輸業

與影視娛樂業等等。然而在現今，「體驗經

濟」(experience economy)當道，「文化創意

產業」蔚為風潮，形成了另一波後起的「潮

經濟」，引領時代大步前進。另一方面，邁

入二十一世紀，我國教育體制產生了重大變

革，傳統的課室填鴨教學已難以培養學生帶

的走的知識與技能，更無法帶領他們走向

多變的未來。也因此，打破教室框架、走

向戶外，以實務經驗學習為導向，讓學生

自主建構知識的「體驗教育」(experiential 

education)，成為了另一種新興的教育派

典 (paradigm)，進而將教育帶領到另一個別具

意義的新境界。

緣此，本文將就「體驗經濟」與「體驗

教育」二者，針對其特色與異同進行討論，並

就結合兩者特性的「創擬學校」進行詳細論

述，藉以提供給產業或教育領域之相關人士

參考，以作為發展該教育事業之準據。詳細

內文如以下所述：

另類經營－體驗經濟

不同於農產品、實體商品與無形服務的買

賣運作型態，如今「體驗經濟」當道，它已成

為一種新興的商業運作模式 (business model) 

。而所謂的「體驗」，係指讓每個人以個性

化的方式參與其中的各種事件 (諸如展示、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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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實做或客製化服務之提供等 )，並讓體驗

者浸淫於過程中，進而使其擁有獨特及難忘的

感受，並且在體驗消失時，仍能保持該體驗的

意義與價值 (即擁有美好的回憶 )(夏業良、魯

煒譯，2008)。由此可知，在體驗經濟中，消費

者關切的乃是更多的「體驗感動」，甚而是追

求行動、精神或心靈的轉換 (transformation)意
義，所重視的則是美感愉悅的「體驗價值」(李
仁芳，2010)。換言之，亦即讓消費者在體驗

過程中，用「心」感受當下，進而活出自我！

談起體驗經濟，1955年成立至今的《迪

士尼樂園》，可說是眾所皆知的企業典範，迪

士尼的商業活動更是深深影響了我們的現實

生活。在迪士尼裡，每項冒險、每位卡通人

物、每間店鋪以及每位員工，甚至是每位顧

客的等候時間，均作有意義及系統性的安排

及管理，並在過程中，讓每位顧客產生正向

的感官及情感之深度體驗。迪士尼精心設計

的每一個娛樂場所，都在在實現入口處的企

業宣言：「我們的使命是在社區裡塑造一個場

所，讓孩童與家長透過豐富的活動與富有想

像力的娛樂，讓他們更加親近」(夏業良、魯

煒譯，2008；張淑華，2010)。於是，迪士尼

成功了！

而在台灣，兩位女生胼手胝足所成立

的《薰衣草森林》，則是實踐了體驗經濟的

夢想。位在台中新社郊區的薰衣草森林，利

用鄰近大自然的環境優勢，種植各種香草花

卉，並設計一系列動手體驗的課程及活動，將

園區營造為一個充滿異國風味的浪漫休閒空

間。他們將各種香草知識，轉化為料理、餐

飲、香氛產品、田園景緻與活動課程等，讓

參與者擁有視覺、嗅覺、味覺與觸覺等美學

享受，以便輕易與香草世界產生緊密連結 (林

正疆，2010)。不僅如此，他們更透過青年圓

夢的「故事行銷」，傳播了正面的企業形象，樹

立起慢活產業裡的品牌典範！

另一個成功發展體驗經濟的例子，則是

位在苗栗的《華陶窯》。這裡，實踐著插花藝

術中「花與器」合而為一的理念，進而造就

為一座既有花又有陶的人文窯場。華陶窯用

二十餘年的時間，一方面從「花陶窯景人」五

個面向，累積台灣本土文化能量，另一方面

則持續針對文化藝術進行「再詮釋」，以創新

的經營方式，提供飲食、賞景、花藝、生態、園

林建築、教育與娛樂等各領域之整合服務，透

過複合式的企業經營，將文化創意融注為一

股再生的能力，提供給國民大眾另一種全新

的五感體驗活動 (謝韻佳，2010) ！
由上可知，體驗經濟主要以「體驗」為

出發點，透過各種整合式的服務提供，例如

活動參與、休閒娛樂、餐飲、空間營造、文

化藝術、教育學習等，以滿足消費者之五感

需求，並在過程中，讓消費者擁有美好的體

驗價值與感動，使其深藏於記憶中，以成

就顧客之再購 (repurchase)或忠誠行為 (loyal 
behaviors)，藉此帶動該產業之經濟營利價

值。由此可知，體驗經濟乃是一種「感性經

濟」，更可說是一種「感動經濟」！

另類教育－體驗學習

有不少教育學者反對在課堂上以演說的

方式貫穿全場，甚或過度倚重教科書、輔助

教學器材，枯燥乏味的課程設計，重視死記

硬背與機械式的演練及個人靜態作業等，期

望能為教育注入一股新的生命力，故主張將

教育移往「真實的世界」中，「戶外教育」因

此而誕生。這些教育改革家深信，學生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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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並且想要學習教室以外的各種事物，透

過「團體活動」以共同探索有意義的問題，並

讓學生運用他們身體的各種感官功能來進行

學習，如此一來，更能使其明白所學習的課

程與群體生活之間的關聯性與連結性。也因

此，學校中的某些特定課程必須在戶外中進

行，藉由各種實際體驗活動，引導學生將所

學習到的應用到真實的生活情境中，並透過

內在省思轉化為有意義的個人經驗，如此

方能有效的發揮教學之功效 (謝智謀、王怡

婷譯，2003)。當代世界傑出的體驗學習專

家，美國凱斯西儲大學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的庫伯 (David A. Kolb)認為，「體

驗學習」(experience learning)乃是「體驗的

轉換並創造知識的過程」，其思想主要發源於

美國教育學家杜威 (Dewey)所提倡的「做中

學」(learning by doing)之教育理念，後來則被

德國教育家柯漢 (Kurt Hahn)發揚光大，他創

辦了「外展學校」，利用崇山峻嶺與浩瀚的海

洋以訓練英國海員，達到了突破自我、熔煉

團隊與促進生存的目的，二戰以後並獲得了

前所有未的發展，且與心理輔導結合起來，形

成了獨特的「歷奇輔導」(adventure based 
counseling) (王燦明、李朝陽，2008)。

易言之，「體驗教育」係個人直接透過體

驗而建構知識，獲得技能，並持續學習且提

升價值的歷程 (羅鳳恩、沈揚恩、羅家昌、申

震雄、賴子敬，2008)。更具體來說，體驗教

育便是「透過體驗以進行學習」，亦即教師引

導學生親身體驗大自然、參與社會服務、實

地進行調查、訪問、參觀與實驗、實際進行

討論與發表、設計與生產工藝作品以及進行

生產活動等真實活動，並藉由省思與分享，以

察覺活動之意義及其價值，進而達成學習的

目標 (王全興，2006)。而體驗學習活動主要

包含下列幾項內涵 (黃永福、吳郁銘，2002)：
1. 體驗學習活動係體驗教育的手段。

2. 體驗學習活動為一種過程，一種將以往經

驗進行轉化的歷程。

3. 體驗學習活動講求與各種人、事、物等，實

際進行接觸。

4. 體驗學習活動講求參與而非給予。

由上可知，「體驗學習」主要源自於對傳

統教學模式受限於課本與教室等框架所進行

的一種反叛與革新，它強調以學生為主體，並

將學習場域遷移至教室以外，透過各類活

動的系統化安排，讓學生針對不同領域以進

行學習，並同時產生人際之交流與互動，藉

以達到理解知識、累積經驗與內省轉化等教

育目的。換言之，體驗學習即是以學生為中

心，強調「從做中學」，透過各種人事物的實

際體驗，讓學生自主建構知識，藉以達到學

習之功效。由此可知，體驗學習乃是一種「經

驗學習」，更是一種「建構學習」！

另類學園－創擬學校

2008年聯經出版公司所發行的「在地遊

學－臺灣生活文化全體驗」一書 (蔡淑玲、郭

雄軍，2008)，以13處休閒生活地點作為學生

戶外遊學之場域，包括農村、海洋、森林、茶

園、牧場、漁村、部落、有機農場、木工廠

等，藉此進行深度及廣度的主題化學習，這種

發源於產業的學校，可稱之為「創新性模擬學

校」(creative simulation school)(簡稱為「創擬

學校」)，其意係指一種「可創造教育價值、可

產出學習意義、可表達臺灣生活文化、可操

作體驗的模擬學校」(郭雄軍、蔡淑玲，2011) 

，其組織性質同時具有企業營利、產業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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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休閒遊憩與教育學習等多重功能。

另一方面，體驗經濟，亦有其教育學

習之功能，亦即一種以商業為領導的教育模

式，透過使學生成為積極的參與者而開啟的

新興市場，它的焦點從提供者轉移到使用者

上，也因此，在新的學習市場中，消費者、員

工和學生都是積極的參與者，更準確地說，是

彼此互動的學習者。透過教育體驗，消費者(學
習者 )在積極參與的同時，也吸收在他面前展

開的各種事件，以獲得知識與技能，進而達

到學習之目的。換言之，營利性只是商業經

營各種功能的其中一項，而企業之營運尚包

含產銷功能、服務功能、人力發展功能、教

育功能與社會責任功能等。在教育層面上，企

業主要可透過「活動體驗」之實踐，以達到

啟發消費者之目的，這便是企業所具有的「教

育功能」，企業亦可從中獲得營業利益，以達

到企業永續經營之目的！相關概念可參照圖1
之所示。

而發源於產業並熟悉教育運作的「創擬

學校」，它將「體驗經濟」與「體驗教育」進

行完美融合，由於其獨有的特性，進而成就

一種不同於「體制內學校」及「營利事業體」的

特殊營運模式，它以體驗學習為主體，並從

中發展體驗經濟，藉此獲得營業收入，因此

可定義為一種另類的教育事業經營體，一種

不同於正規學校的另類教育學園。換言之，在

創擬學校中，學習是核心，更是內容，不過

它仍以商業行銷為包裝，更以企業永續經營

及產業發展為終極目標 (如上述圖1之所示 )。
著名的創擬學校，例如台中地區的《老

樹根魔法木工坊》，它原為一間兒童木製教具

的生產商，而後轉型為「觀光工廠」及「文

創園區」，提供一般民眾觀光遊憩之休閒空間

與創意活動等，而如今更以「創意木頭」為

主要經營內容，以自然的環境為經營空間 (包
括阿嬤菜園、三合院、舊有工廠等 )，設計出

各種形式的體驗活動課程，讓各級學校學生

企業

圖1：企業營運的各種功能及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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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親近木頭、玩賞木頭與再造木頭，透過

五感學習，以培養學生之想像力與創造力，例

如木頭DIY彩繪活動、動手鋸木頭、布袋偶

彩繪與演出、創意木頭遊戲、廢木創作比賽

等。又如宜蘭地區的《香格里拉農場學校》，原

為一座觀光休閒果園，而後轉型為可進行休

閒遊憩與教育學習的「教學農場」，它提供各

種生活化的體驗活動，藉以讓孩子認識台灣

傳統文化之內涵，像是迎媽祖、打陀螺、搓

湯園等，農場經營者更致力於將農村打造為

一座自然體驗學園，讓孩子踏在泥土上自由

發展，與大自然接近，更與社會貼近 (郭雄

軍、蔡淑玲，2011；蔡淑玲、郭雄軍，2008)。

結語

由上文可知，「體驗經濟」與「體驗教

育」二者，其歷程皆以「體驗」為核心，前

者強調透過體驗以引發消費者之五感知覺，進

而使其產生美好的消費感受。而後者則是在

體驗過程中，藉由動手操作與親身體驗之歷

程，讓參與者進行五感學習，藉以達成教育

之功效。再者，「體驗經濟」以顧客為主體，它

將活動場域佈置為一展示舞台，並將各種服

務之行動當作為一場精心安排的演出 (夏業

良、魯煒譯，2008)，透過客製化之服務與各

類消費活動，滿足消費者各種需求，以提升

其顧客滿意度，進而型塑出其消費忠誠度，以

達到產業價值提升之目的。而「體驗教育」則

是以學生為主體，它將活動場域佈置為一間

學習教室，並將各類體驗活動包裝成系統化

的課程，透過親身體驗之學習歷程，以提升

學習者在認知、情意與技能層面上的知識價

值。換言之，場域即教室，活動帶領人員則

為教師，而活動參與者即為學習同儕，他們

皆以體驗活動為學習核心，在彼此互動的歷

程中，共同進行特定主題的建構學習與人際

交流，進而達到教育的目的。

由上可知，「體驗經濟」與「體驗教育」二

者，皆以「體驗」為核心，並強調「五感知

覺」。不過二者在實施策略與最終目的上則有

所不同。前者以消費者為主體，後者則以學

習者為主體；前者以提升產業價值為目的，後

者則以提升知識價值為目的。有關上述二者

之異同，可參照下圖2之所示。

而「創擬學校」，則是發源於產業，而又

同時提供教育性質體驗及服務的企業，它完

美融合了「體驗經濟」與「體驗教育」之特性 (如
上圖2之交集處 )，一方面將學生當作為教育

學習之主體 (即體驗活動之學習者 )，另一方

面則為體驗活動之消費者，它以提供知識學

圖2：「體驗經濟」與「體驗教育」之特性與其異同

教育品質Education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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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之服務為經營主軸，但最終則是以企業營

利及經濟發展為目標 (亦即學生從事體驗活動

下的「營利回饋」)。不僅如此，創擬學校亦

可透過體制內學校的「國中小戶外教學」之

學習管道，發展多元化、活潑化與差異化之

學習課程，以介入教育市場之經營，吸引更

多「消費者」(即國中小學生 )進行服務之購

買，拓展廣大市場。

由此可知，創擬學校可說是一種「另類

教育事業經營體」，它具有教育之氣質，更同

時具備企業的營利目的性，在現今時代中，具

有一定程度的發展潛能與商業利基，值得各

界關注。若相關單位能挹注更多資源 (包括政

府、非營利組織、民間企業等 )，扶植更多創

擬學校設立，將有助於該產業之蓬勃發展，進

而帶動我國另類教育事業向前大步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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