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寓教於樂“Edutainment”非典型的移地產學之旅 

清華通識教育中心蒯亮教授撰文二篇、羅韶奇助理編修 

期程：2017.11.30 至 2017.12.03 

＊活動紀錄影片：goo.gl/MrKcfR 

＊活動紀錄照片：goo.gl/JcWcxc 

第一篇：赴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實作 

1. 前言 

  月初帶領了清華等台聯大四校暨臺北大學、輔大傳院學生共 16 位，藉本學

期共同學習新聞學、大傳概論課程之便，實際易地換師以協同體驗產學的樂

趣，展開了赴香港中大新傳院、深圳台商菲林小鎮影視基地、東莞協益電子公

司、萬善美耐皿等大廠四天三夜的參訪實作旅程。 

  本行程的主軸，我將之定位為「寓教於樂」Edutainment。從我任教的遠距

教學平臺及清大實體授課的四百多位學生，公開徵選提企劃案，老師先預設四

天白晝到半夜的表訂內容，讓有高度自主學習動機者自費參加，未料報名超乎

踴躍，原定 10 位名額，最後超量達到 16 位的安排上限，但仍有遺珠向隅同

學，成員包括六校的醫學、生科、材料、科管院、外文、人社、傳播等科系。 

  由於活動行程緊湊滿檔，筆者儘量將時間與空間移地見學利用極大化，內

容又涵蓋產學兩部份，為求細述紀實，本文首篇揭示學術部分、港中大新傳院

之旅。第二篇產業參訪，從大陸傳尋奇到「台商傳奇」的世代奇妙旅程。 

 
圖一：香港中文大學暨深圳四天三夜參訪團成員返程合影(2017.12.03) 

2. 中文大學二萬名學生、教職員近八千位 

港中大創校五十餘年來發展迅速，學校盤踞寸土寸金的香港新界山頭，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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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府公立主要八所大學占地之最，學術地位排名與香港大學約並列首位，餘港

科技大、城市大、浸會、理工大、教育大均各有國際專業特色。香港地區近八

百萬人口，高等教育入學管道甚窄，除少數頂尖高中畢業生專攻英加澳美外，

能以雅思、SAT 高分進一般大學者僅占 17%，其中能申請進港大、中大大學部

者更須名列前 3%。 

中大研究所入學競爭也不遑多讓，以新傳院熱門的企業傳播研究所為例，

今年申請者近九百位，但只有八十位夢幻者能如願，這種入學比例臺灣各校參

訪同學嘖嘖稱奇。其他各所如廣告所、新媒體所、新聞所亦復如此。 

中大的學生規模量體約有兩萬多人，約略小於台大的三萬兩千人，也小於

清大交大中央陽明台聯大(UST)合體的四萬人，但其學術研究與教學後勤支援上

下游的區塊鏈十分龐大。例如全校教職員 faculty & staff 編制有近 8000 人，二者

約各占一半 3500 人，即便台大現行專任師資也僅二千餘位而已。中大外籍註冊

生人數約 3800 人(占全校 25%)，清大則為 500 人(占全校 12000 人不到 5%)。 

＊CUHK 香港中文大學概覽及統計資料 2016：goo.gl/HGT7s4 

＊補充 2018 年 QS 世界大學排名：香港中文大學(46)、台灣大學(76)、國立清華

大學(161)；2017 年 QS 傳院排名：港中大(20) 、台大(51-100)、政大(101-150)  

3. 組織分工權責相當、獨特書院住宿制度 

全校學生除學業的院系屬外，中大傳承了英國的書院制度，共有新亞、聯

合、伍宜孫等九個書院（與現行清大推行的厚德、載物書院等相近似）。書院有

自營的樂團、餐廳/五星級配備，運動健身、文康娛樂劇場、文創體驗區均為世

界頂級的設施，院長有實際的權限與資源，院內有混搭的各學院專精教授群

組，從旁輔導跨院跨領域的實作生活輿社團，每學期有多次仿哈利波特的高腳

椅餐敘儀式。全校園內共有六條公車大巴路線密集穿梭行駛，連附屬診所也全

天分科運作看診並有牙科及外科開刀房，與一般醫院無異。以興建中的醫學院

醫學中心巨型建物而言，資金來源為賽馬會捐款，折合台幣近六十億元。 

香港各大學校園主要建築之冠名權，大都是財團捐款並命名。例如：邵逸

夫堂、蒙明偉樓等，各校大都有且雨露均霑，形成高教的助學風氣。 

值得一提的是全校有超過三十家餐廳，較高檔的直可比擬四星級酒店且採

用絕對會員制。即使中大本校教職員，非該書院或餐廳入會員，除非該餐廳教

授會員邀請或訂席，保証無法進入消費。 

 
圖二：政大－港中大跨境實作課程先行觀摩(2017.10) 

4. 台大梁朝雲、政大別蓮蒂兩課程模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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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繼 2013 年首度帶清大等校團 20 位學生訪港後，去年再推動先導港臺

移地教學，承前政大傳播學院羅文輝院長（現任港中大研究教授）、中大企業傳

播所長黃懿慧教授、吳世家教授玉成得以兩度隨行觀摩，2016 年邀請台大生物

資源傳播所碩博班梁朝雲、岳修平教授師生團，今年 2017 十月政大企管所別蓮

蒂教授師生團，兩校各組成移地教學活動與中大新傳院，將課程模組化。 

台大梁老師 2016 年通過校級認定開設社會企業專題，與港中大吳世家老師

的企業社會責任課(USR)相互交流，吳老師安排四家港國際級外商一軍企業及在

地弱勢社團個案全英文教學，兩校師生各 10 位港臺互訪並切磋報告，完成 54

小時移地課程並授予選課 3 學分。 

2017 年 10 月，有政大企管所女神封號的別蓮蒂老師更與港中大吳世家老師

兩校接軌，半年前即先籌備交流課程列入課綱，並經政大院校級認列通過，開

學選課後甄選 10 位政大 EMBA 優秀研究生赴港全英文教學，吳世家老師排出

頂級世界陣容，包括赴美強生亞太總部、奧美公關公司在港總經理等四大跨國

企業全程接待研討，政大研究生五天四夜受益良多，有近半學生為首次訪港。  

別教授晚間竟意猶未盡，召集研究生開白天行程檢討會，並規劃第二天行程對

策，用心至感如同國企高階主管演練般，這堂課 3 學分密集內訓得殊為不易。 

有了二次如上的跨境實作體驗，為此次清大為主的中大移地教學鋪路。 

5. 羅文輝、邱林川、吳世家三師移地授課 

為準備此行，我特於開學前再赴港場勘，並邀請三師作如下安排： 

①羅文輝教授講授新聞學課。羅老師是美國最頂尖密蘇里大學新聞博士，歷任

政大新聞系主任及院長。他強調被採訪手法產出的 fact 與真實人物的 truth 有所

不同，閱聽人得知的訊息是經過新聞室控制所呈現，未必是完整連貫全盤的，

他並引証蘇鑰機教授（前院長）的報業論証說明。(Fact vs. Truth)羅教授在台教

職逾二十年，曾在港客座一年，現已任教九年，他誇讚港臺大學各有專攻，香

港的優勢是有國際化視野。筆者特延伸羅老師論述的意涵，即「地圖本身並非

完全地表地球的呈現」，即使 google map 也只是傳統地圖功能的更新而己；地表

隨著時空遷移的本質為 truth，而某時某地被我們所記錄的面向則為 fact。 

②邱林川教授為中大新傳院傳研中心的主任。他學歷為北京大學、武漢大學

畢，為早期陸生首批赴港完成中大碩士、美國南加大傳播博士。邱教授為活躍

於社會運動與關懷新媒體社群的健將，他介紹港中大新傳院研究的議題取向是

全球化的、多面向的。他竭誠歡迎台生難得到訪，並以簡餐招待。 

當他強調：中大新傳院有 29 位堅強的專任師資，也有 31 位幹練稱職的行

政人員團隊。尤其是學院長期認養二本國際期刊，包括 SSCI 及一本臺灣唯一境

外的 TSSCI，例如現任院長李立峯教授（美國史丹福大學傳播博士），也是研究

當代民意激進化與傳媒角色的大師。筆者加註這種研究陣容能量，是臺灣各校

難以望及項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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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港中大新聞傳播學院 C-centre 參訪（前排左起分別為邱、羅兩位教授） 

＊附註：港中大校長由國際公開招選，前校長沈祖堯(2010-2017)及現任校長段

崇智(2018-)皆為醫學背景，出生於香港並於海外留學歸港。 

③觀摩吳世家老師的公共關係課程期末報告。吳老師畢業於美國業界評比第一

名的波士頓大學公關研究所，以及上海復旦大學博士，曾擔任臺灣 CHANEL 傳

媒總經理多年。吳世家博士以「Fucol 化粧品牌」及「香港航空」實戰情境主

題，由學生分組報告互評進行演練。現場竟能動員由該兩家公司總經理率公關

經理全程參與出席講評，該班學生遍及美加澳法台及中國等地，宛如小型聯合

國，師生、業界全英文深入淺出對答如流，台生觀摩歡呼驚異連連！當場我有

幸轉達參與報告 8 組同學，每組一份清華通識中心林文源主任贈予的紀事本，

受贈同學十分喜歡。課後並由吳老師在校設宴兩桌分享此行同學。 

 
圖四：港中大課程觀摩合影與致贈紀念品（左起第四位為吳世家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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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快樂學習、止於至善的境教反思 

面對臺灣過去高教改革從量變到質變，使得社會就業學徒制崩解，各大學

種種層次招生管道，競相竭澤而漁放縱學歷通膨而不顧，尤其當前少子化生源

銳減，而朝野瞻前顧後似束手無策，各大學何去何從，值民粹大旗當道，似難

有開懷心胸格局深耕正能量。 

環顧香港、新加坡大學，仍保有臺灣高教二三十年前的風貌。亦即大學教

育的目標應回復到菁英化抑或公共化的迷思？再者，臺灣高教學費凍漲逾十多

年，大學資源已長期被扭曲受限仰賴政府挹注，倒底高教制度應類化成社會主

義的福利抑或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路線？  

我帶學生此行小壯遊出訪，是一種非典型的學習，是自我檢視“沙箱”

(Sand box)的行動，也是想實現另類“教師不服從”的價值主張。 

我深知在當前高教環境氛圍也是件不討喜的舉措，甚至途中若有不慎發生

意外事件，我個人會背負對學校甚或家長的責難。16 位學生們肯自費參加課外

行程不離不棄，難能可貴的是陽明醫學系施瑾沂與輔大大傳陳逸安同學，已分

工拍完 16 分鐘短片、餘均分組陸續產出專題報告中，另清大助教羅韶奇、中央

大學賴振民老師協助策劃至感，尤其本校林文源主任行前回來後鼓勵有加，囑

催我和盤托出，只能野人獻曝以收拋磚之效。 

這趟四天紮實的學思之旅，我看到學生們的志氣，舟車勞頓再忙再累不以

為苦，他們自在跨出這一小步，正成就各自未來的一大步！ 

 
圖五：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前合影 

第二篇：從大陸尋奇到台商傳奇，三家生產基地的故事 

1. 菲林谷小鎮、影視基地陳永順董事長 

① 跨領域學習，不要自我設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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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深圳菲林谷電影小鎮合影 

因為時代與環境不斷在演變，以他個人為例：三十多年前陳董是台大電機

系畢業生，一路從基層工程師做起，直到開電子公司當起「電子大亨」，由於他

對影視產業有濃厚興趣，便轉型開拍電影、找人才與劇本、籌資金設場地片

棚，並積極開辦影視動畫學院，成為上中下游的產業鏈。 

② 識時務，追求最適經濟規模。 

他分析韓國影視市場，當人口數量達到五千萬人，影視產業自然形成群聚

效應，經濟規模進入量產並制度化。反觀台灣曾有優勢人才，過去一直成為韓

人爭相取經對象，但現在已時過境遷，人口量體只有二千三百萬，不足以支撐

國片市場，又缺乏海外票房，難以走出自我困局。 

③ 從「大陸尋奇」到「台商傳奇」 

早在八十年代，台灣在本土經濟飛躍成長後，鑑於水電人資廠房俱缺，生

產接單成本激增只有西進大陸，蔚為當時的風潮。惟當時主政者曾大力推動南

向設廠，但奉行不渝者，在西元二千年發生亞洲金融風暴危機時，因東南亞各

國幣值狂貶，台商南向者大都鍛羽而歸，反其道西進者卻因大陸經貿起飛，大

都與時俱進躲過一劫。 

也正因此大時代的背景，中視曾推出「大陸尋奇」節目，將中國大江南北

山川文物風土人情的點滴入鏡，成為家喻戶曉的經典節目，歷久不衰。此段膾

炙人口的懷舊時尚，恰如身其境近二百萬台商及眷屬的最佳記憶點。 

為印証台商在大陸打拼，付出世代階段性的歷史貢獻，陳董便興起開拍

「台商傳奇」的系列節目，力邀曾在中視三十餘年並擔任副總經理的湯健明主

委，登高一呼出馬邀集製作團隊，目前已完成初剪三輯的台商故事。 

本次筆者帶團實作參訪，二天日夜奔波赴深圳三廠行腳，也是註記同學們

在該節目即將播出前的場勘，共同以「半自主學習」方式達成實証效果。 

2. 萬善美耐皿公司參訪、戴慶林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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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東莞萬善美耐皿公司合影 

  因為車程的關係，抵達東莞的時間有些延誤，便由總經理特助戴仁傑（戴

董之大兒子）代表為公司作介紹：萬善美耐皿在世界上出產量為數一數二，產

品以外銷為主，長期客戶包括 TARGET、CARLISLE（卡萊爾）、Walmart（沃爾

瑪）、迪士尼等外國大廠， 2010 年還獲得上海世博會授權為指定使用工廠。 

  之後由特助、副總、廠長親自帶領參觀工廠，從原料、花紙（圖案）、成

行、研磨、包裝都詳細解說，由於美耐皿屬於傳統行業，目前工廠裡的一線作

業員偏多，未來會考慮逐漸以機器取代人力的方式，且因為工廠器械噪音，所

以需為員工做好工安防護與定期健康檢查。 

  萬善是目前大陸唯一擁有檢驗實驗室的美耐皿製品商，有褪色檢測、三聚

氰胺測試、沸水及硫酸測試等，最後針對不同的國家標準做溫度測試，層層把

關下不僅能輸出至歐美先進國家，更讓消費者吃得健康、安心。 

  戴董在創業初期與他人合夥，不料當時大陸民眾消費水準不高，導致中高

價位的美耐皿接受度低，所以有些合夥人紛紛離去，但戴董仍堅信走著這條

路，如今獲得了許多世界級標準認證，擁有完善的實驗室及良好的工作環境，

萬善美耐皿可說是傑出台商的代表！ 

 

圖八：與萬善美耐皿戴慶林董事長互贈禮品 

3. 協益、協隆（東莞）塑膠電子公司、楊宗憲總經理 

http://www.sirtec.com.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19&Itemid=33


 

圖九：參訪協益電子於東莞之協隆、協勝子公司 

第三天清晨由協益電子(SIR-TEC)派專車輸送同學們至公司，全自動車門設

計讓同學驚呼連連。楊總經理介紹：協益電子主要是做塑膠製品，例如印表機

的外殼、電玩搖桿等，其射出成形技術的優良品質在業界廣受好評，且公司員

工一個待得比一個久。在東莞的業績也是數一數二的。 

SIR-TEC 有一句標語「One more ounce, get results.」意思是指若是大家都多

用心一些、便能得到成果，如同管理學中本來不相關的圓圈，要是再畫大一

點，每個「一點點」最終都會產生交集將盲點補齊。這讓公司的團隊合作不僅

更緊密，也能讓每位員工有所成就，認為自己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接著參觀協益的產品設計辦公室，每位設計師都在自己的電腦桌上繪製 3D

圖，並由陳駿哲廠長帶領介紹生產線的製程設備，同時也提到技師和設計師必

須要互相溝通，才能做出可行的物品。讓學生們意會到原來每一個小小的塑膠

製品，必須經過這麼多的環節才能到消費者的手上。 

目前協益電子公司更開發「免開瓶醒酒機」於美、加等國率先上市，放在

四星以上 Hotel 供房客隨時取用想喝的酒類及容量，最終在退房時一併計算入帳

單中。醒酒器中亦有細緻的電路設計可以辨識不同酒類的完美保存溫度，由於

強調生產品質控管，工廠產線人員更是要換上鞋套與噴氣清潔才能進入。 

 

圖十：與協益電子楊宗憲總經理、陳駿哲廠長等餐敘合影 



小結 

這趟產學之旅，我歸納有如下幾點： 

 
圖十一：與港中大吳世家博士、台灣 Fucol 化粧品牌代表等餐敘合影 

1. 教育即生活，工廠即教室。 

  這句美國教育哲學家杜威的名言(第一句)，大家都能朗朗上口，但筆者忝

為人師多年，仍汗顏很少能做到。充其數每學期僅能一二次走馬看花去媒體、

廣告公司走走。尤其時下教育理念精進的產物，已有遠距隔空、翻轉教學、磨

課師、三明治式、自主學習等多元樣貌。 

  我個人認為，所謂「2030 年代大學教室高牆即將倒下，變為廢墟」的危

言，屆時即未成真，這種規劃小社群的「類私塾」、移地教學模組化，似可提供

選項參考，前曾述及台大、政大與港中大的合作案即為先例。 

2. 從經師人師，到業師如影隨行形(shadow learning) 

  無論是典範轉移或角色扮演，是教學或常民會提及的借鏡或引喻。對大學

部課程而言，傳道授業解惑三者，第一及第三者在維基百科、FB、google 大神

的平臺，網路社群的搜尋及共筆的「電子同僚」相助下，已發揮的淋灕盡緻，

即經師遍地，惟獨第二者「授業」的適格業師難尋！ 

  此行適有菲林影視基地陳董、協益塑膠電子公司楊總及陳廠長、萬善美耐

皿戴董，他們身經百戰歷練職場多年，如果推動甄選同學當小跟班「如影隨

形」shadow learning 一天特助制度，當有意想不到的驚奇業師成效。 筆者已有

舖排容擇期試辦。 

3. 去中心化(decentralize) 

  此行的成員是跨清交等六校、跨院系醫到人社多領域、跨年級大一到碩博

TA 都有的「烏合之生」（尤其有 6 位是第一次出國）老師只管核心行程，其餘

組團帶隊生活作息掌控，都由同學自動自發並且自愛的輪值完成。老師在二批



出發行前會，就拋出不主導以去中心化的運作，這次「類社團」產教上課，完

全按預定表操演無縫接軌，就連一路照應拍照的清大韶奇 TA，與陽明瑾沂全程

動態錄影輔大逸安後製都是默契，渾然天成一次到位。 

4. 從製造業到服務業的思維 

  大學本來就是生產學位的工廠，生產一貫化的學碩博士頭銜。在香港中大

同學看到頂尖師資群，異地易師而教並觀摩穿著時尚高材生，言之有物的實戰

討論對答；接著在深圳工廠，看到基層道具工班、灰姑娘及多組領班上千人匠

心獨運的打磨、壓花、檢視製程，前後兩實景的反差很大。  

  我一路談到：在工廠工作的「社會大學」所有成員，他們的薪資與知識可

能不比正規大學師生多，但對社會的貢獻是等量齊觀的。製造業從①來料加工

的 OEM 到②產品設計 ODM、進而③擁有品牌 OBM，算是服務業的終端理想，

兩種業態其實有連貫的奧妙。例如萬善美耐皿戴董說，該廠也接受少量客製化

(custom-made)的訂單，不只是數以萬計的量產。 

  準此，跨專業的設計師的創意導向如磁磚的樓貼、衣服版樣的飾作、人體

彩繪的刺青、教堂窗花玻璃、街頭巷尾的塗鴨都可以成為生活的器皿。 

5. 迎接與時俱進的教育 4.0 

  繼工業 4.0 之後，人類生活將進化到物聯網、大數據運算、機器人等 AI、

VR/AR/MR 的情境。學習端對教學端推出教育 4.0 的期望，想必既迫切又不希望

受到傷害。最後我試寫出內心的未來教育想像： 

①學位銀行化並自主化：可以將學分零存整付，而且大學像銀行或比特幣制，

可以跨行交易折算或似投資外幣組合自主化跨系課程。 

②學費鬆綁化：台灣高教用地攤式收費(港星美日韓均比台至少三至五倍起跳，

研究所更高達十倍)，卻要辦得像精品百貨公司並做世界評比，也算是奇蹟。 

③師資待遇經濟自由市場化：打破各院系及各校齊頭式假平等，無論專兼任師

資待遇，均用公信機制價格追平市場供需，惟新玉山計劃已泛起新的「紅眼

症」更棘手難治。如何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有賴共創 4.0。 

 

圖十二：學生自主採訪業界人士（陳董）、工廠參觀（協益）了解實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