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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屏東縣長治鄉繁昌社區」為研究個案，運用焦點團體訪談方法，

探討在年齡層偏高、參與社造人才斷層、以及人力、物力等資源不足等限制

條件中，社區活動居民在社區發展協會推動下，其參與社區活動的動機、從

事社區活動的困難或阻礙，並整理社區居民參加社區活動的效益與感想，及

對社區發展的願景與期待。 

  本文依研究結果，針對社區未來發展提出五大面向結論與建議： 

    一、豐富活動規劃內容，滿足社區居民「再學習理念」之終身教育理念。 

    二、加強人才培訓工作，以紓緩人才、人力、經費不足等困境。 

    三、運用志工人力資源，主動邀約社區居民參與社區活動。 

    四、由社區居民落實清淨家園理念，共同建立優質生活環境。 

    五、利用在地資源，多元化推動社區產業特色。 

關鍵字：社區總體營造、社區發展協會、繁昌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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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the Communit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s’ efforts 

of promotion towards the Participation of Community 

Residents – A case of Prosperity Community in Fan-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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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was based on the "Prosperity and Prosperity Community in Changzhi 

Township, Pingtung ". Under thelimitationfactorsbelow - old age, shortage of 

participating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lack of human and physical resources, 

take focus group interviewing to explorethe motivation, difficulties and obstacles 

of community residents’taking part inthe community activitieswith the support of 

the community developmentassociation. 

Todiscover the effects, feelings, hopes of the development, by the influences of 

how community residents participate in community activities. 

1. Make activities planning more fulfilling, Let the community residents 

study for their whole life as the idea of “ study again”. 

2. Strengthen talent training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insufficient resources. 

3. Make good use of volunteers, and often invite residents to participate in 

community activities. 

4. Let the community residents complete the ideaof“home clean” by 

themselves, to builed a great place to live. 

Key words：integrated community development， community 

development， communit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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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臺灣的社區發展出現突飛猛進的發展，始於「社區總體營造」。「社區

總體營造」一詞首見 1994 年，行政院文化建設會主委申學庸向立法院提出

施政報告，當時以「建立社區文化、凝聚社區共識、建構社區生命共同體」

的概念，來作為文化行政的新思維與政策的主要目標，此政策性名詞主要目

的是為了整合「人、文、地、景、產」五大社區發展面向(維基百科，2017)。

為了推動社區總體營造的發展，內政部採人民團體型態運作方式做為社區發

展之工作中為最主要之基層組織，藉由自發性的社區民間組織，賡續推行社

區公共設施、生產福利、社區行政社造化與社會福利社區化政策，以增進社

區民眾福祉。 

屏東縣繁昌社區原名「番仔寮」，為位於山腳邊陲閩客交界的閩南農村

聚落，占地面積 4,813,230 平方公尺，因地闊人多，於 1950 年 10 月將

本地分成「繁華、繁榮、繁昌、繁隆」四村。其中繁昌村於 1996 年 9 月成

立「繁昌社區發展協會」，由吳英珠女士擔任負責人，組織人數 66 人，協

會設社區工作坊、社區成長教室、祥和志工隊以及老人關懷據點。1由於屬

傳統農村型的聚落，城鄉差距造成嚴重文化資源不足，隨著少子化影響，

                                                 

1
文化部(民 106 年 5 月 16 日)。台灣社區通-長治鄉繁昌社區發展協會。取自

https://cloud.culture.tw/frontsite/inquiry/emapInquiryAction.do?method=showEmapDetail&indexId=

37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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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青年在地文化認同感減弱，社區凝聚力也逐漸式微。加上現代工商社

會經濟壓力高漲、傳統產業沒落導致青壯年人口外流，社區內出現高齡化

現象，同時再面臨新移民人口融入社區，使得社區內除了家庭庭功能改

變，也開始出現了多元文化族群認同等問題。但社區仍有一群無給職的志

工，無私地奉獻心力與時間在社區裡提供各種服務與參與活動。是什麼樣

的動機與持續力讓社區志願工作者願意主動參與社區服務工作？居民在

參與社區發展各項活動中是否得到預期的效益呢？他們對未來社區發展

有著怎麼樣的期待與願景呢？本研究擬透過焦點團體訪談方法，整理及分

析社區居民參與社區之內在動機、外部壓力與實質效益，並為社區未來發

展提出建議。故研究目的如下： 

一、 探討社區居民參與社區活動的動機。 

二、 探討社區居民從事社區活動的困難或阻礙。 

三、 整理社區居民參加社區活動的效益與感想。 

四、 整理社區居民對社區發展的願景，並提出建議。 

貳、繁昌社區發展協會的成立與現況 

一、繁昌社區居民概況 

繁昌社區先民約在清乾隆、嘉慶年間，由福建省漳州、泉州移民來台，

以閩南籍為主，以吳、蘇、林、張等姓氏居多2。依據屏東縣長治鄉戶政事

                                                 
2番仔寮庄誌( 2013)，繁華國小>首頁>認識繁華>番仔寮庄誌>緒論。線上索引日期 105 年

12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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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所 2016 年 12 月人數統計資料顯示：全村共 573 戶、總人口 2046 人，其

中男生 1095 人、女生 951 人，16 歲以下孩童及學生占 211 人，然而 65 歲

以上老年人口 323 人，占全村人口比例 15.8%。根據行政院經建會以聯合

國高齡定義，65 歲以上作為老年人口比率為衡量標準來說，繁昌社區已符

合「高齡社會」標準。 

社區居民在政治活動上極為熱絡，現任立法院院長蘇嘉全、立委蘇震清、

吳亮慶議員均為繁昌社區本地人，所謂「地靈人傑」，社區共同體意識，

仍有待強化。但整體來說，文化活動的參與上則顯得不甚熱衷。 

二、繁昌社區發展協會 

    「繁昌」社區最早淵源於 1946 年 4 月 1 日屏東市長治區繁昌里，1950

年 39 年 10 月全省地方行政區域調整，始改為屏東縣長治鄉繁昌村迄今。

3社區內基層組織除村長及村幹事外，早於 1996 年就成立繁昌社區發展協

會，但發展活動僅限於媽媽教室休閒舞蹈班及老人會歌唱班。自 2015 年 1

月份現任(第 6 任)理事長吳英珠女士兒子當選繁昌村村長後，社區營造工

作始積極推展。內設社區工作坊、社區成長教室、祥和志工隊以及老人關懷

據點， 社區發展重點為發展社區產業、社會醫療照護、人文教育推廣及環

境生態維護等工作。 

                                                                                                                                    

日取自 http:/ /www.fhps.ptc.edu.tw。 
3
屏東縣政府(2017)，屏東縣長治鄉公所，村里風采，各村簡介，繁昌村。線上索引日期:2017

年  9 月 18 日。取 http://www.pthg.gov.tw/towncgt/。 

 

http://www.pthg.gov.tw/townc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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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吳英珠理事長家族為首的社區發展協會工作人員有 10 位，成員幾乎

是村長家族總動員，甚至不斷號召親戚鄰居來參加社區志工行列，來協助

辦理社區發展活動策畫、執行工作，以促進社區發展，增進居民福利，建

設安和融洽、團結互助之現代化社會為宗旨。未來發展願景是希望社區居

民都能共同參與社區發展活動，並藉由社區活動規劃，鼓勵社區居民透過

終身學習，將幸福氣息帶進社區，展現快樂、美滿社區4。  

三、志工團體 

繁昌社區於 2015 年 5 月辦理志工培訓課程，成立社區工作坊培訓了 80

位志工，老中青共同參與社區活動是繁昌社區人力組合的特色。2015 年 7

月成立祥和志工隊成立，由社區內熱心公益人士組成，成員約 30 位，以軍

警退休人員及老農居多。因社區目前並無專屬環保志工隊，每月第一、三

週之週五上午六點半均是由村長率隊協助社區環境清潔打掃，擔任定期維

護社區環境保護以及社區治安巡守工作，其次配合社區活動需求協助推動

公共事務議題。祥和志工隊可說是社區內較具專業訓練素養之志願工作組

織，對社區環境保護維護工作極具貢獻。 

四、服務長者的社區關懷據點 

    專門為社區 65 歲以上長者量身設計的社區關懷據點，於 2016 年 1 月

份成立，每週五上午於繁華村惠迪宮廣場辦理社區關懷據點日成長課程，

                                                 
4
文化部(2017)。長治鄉繁昌社區發展協會。線上索引日期 2017 年 9 月 16 日。取自     

ttps://cloud.culture.tw/frontsite/inquiry/emapInquiryAction.do?method=showEmapDetail&indexId=37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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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長者約 57 位，阿公 20 位，阿嬤 37 位，平均年齡 72 歲。社區長者們

可以藉由關懷據點日的活動走出家裡，參加為他們量身設計安排的健康促

進活動與各種生活學習課程，還可與社區中其他的老人與熱心的志工互

動，大家閒話家常中分享生活點滴，生活上互相關懷，一方面既能調劑身心，

又能終身學習，中午共餐服務豐富菜餚滿足長者的胃，希望長輩們的身心

健康得到實質效益。 

五、社區成長教室 

社區成長教室也就是早期的媽媽教室，成員約 30 位。課程內容設計

以推廣倫理教育、家政指導、衛生保健、健康休閒養生及學習烹飪美食為

主，也提倡文化休閒活動，充實社區居民精神生活。近年來鼓勵社區 媽

媽偕同家中成員一同參與學習成長課程，加強社區親職與家政教育， 重

建倫理道德，提升家庭生活品質，讓社會於溫馨祥和之境為宗旨，協助及

鼓勵社區家庭參與社區福利及志願服務工作，同時也積極創造了社區服務

的實質效益。 

參、文獻探討 

一、社區總體營造的理念 

    社區營造的概念源於日本的造町，「社區總體營造」一詞，實譯自日本

的「まちくり」一詞。「まちづくり」是兩個字，「まち」與「づくり」，從

日文的漢 字寫法即為「町」與「造」或「建構」，也就是「造町」。不過「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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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文中 的空間意義，從城、鎮、市區，到社區、街道，都可以用「町」的

概念來涵蓋(王章凱，2012)。而第一次在台灣出現，是在 1994 年由文建會

申學庸主委於立法院教育委員會提出，以「文化建設進行社區總體營造」為

主題的工作報告，正式提出「社區總體營造」這個名詞。 

    而後政府部門與學者陸續產出對「社區總體營造」的主張，相關主張與

看法整理如下表： 

表 1 社區總體營造的定義 

  1999 文建會 是以社區共同體的存在和意識作為前提和目標，藉著

社區居民積極參與地方公共事務，凝聚社區共識，經

由社區的自主能力，配合社區總體營造理念的推動，

使各地方社區建立屬於自己的文化特色，也讓社區居

民共同經營「產業文化化」、「文化產業化」、「文

化事務發展」、「地方文化團體與社區組織運作」、

「整體文化空間及重要公共建設的整合」及其他相

關的文化活動。 

2001 黃武忠 以社區共同體的存在和意識作為重點目標，藉著社區

居民積極參與地方公共事務，凝聚社區共識，讓社區

的自主能力，擁有屬於自己的文化特色，其基本理念

包括由下而上、自動自發以及永續經營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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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陳其南 「社區總體營造」的本質，不只在在於營造一個社

區，實際上它是在營造一個新社會，營造一個新文

化，營造一個新的人，換句話說，「社區總體營造」其

實是在「造人」，也只有透過文化的手段，重新營

造一個社區社會和社區人。 

2005 盧思岳 區營造的是「生活」，食、衣、住、行、育、樂無

所不包，所以稱為「總體」。生活的長期累積就是

「文化」，因此，社區營造所提出的計畫或推動的

工作便需扣連「在地文化特色」，而非把每一個社

區都營造成相同的模式。 

2007 江學通 「社區總體營造」係以創造社區文化特色為策略，在

推動過程中除強調社區居民的參與外，更重要的是啟

發居民的社區意識。其運作方式與社區發展一樣均強

調社區居民的自發性與自主性，在理論上是一種由下

而上的操作方式。 

2012 游智雅 
因社區民眾的自主與參與，使生活空間獲得美化，生

活 品質獲得提升，文化、產業、經濟再行復興，原

有的地 景、地貌煥然一新，進而促使社區活力的再

現。如此全 面性、整體性的規畫與參與社區經營創

造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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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王章凱 社區總體營造訴求由下而上，工程既廣且深。是一營

造「生命共同體」，所運用的就是地區資源的整合、

民眾 力量的匯集、社區意識的凝聚，已經促成台灣民

間自主 社區運動的崛起。這股力量所培養出來的

地方特色文 化，是一地方文化創意產業的基礎工

程。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綜合以上諸研究者之觀點，本研究將「社區總體營造」定義為：社區居民

透過對生活環境相關議題之認識、認同、實際行動的過程中，培養參與社區

活動的意願與能力，發展出屬於自己社區的在地特色。要使社區營造工作能

夠持續推動，除了領導者的積極態度、領導方法之外，關鍵在社區居民是否

能形成社區共同體的「社區意識」，願意以關懷、分享與互助的精神自動自

發地去參與社區事務。 

   認為社區總體營造所強調的概念不只是針對區域空間，也不只針對社區

居民，而包括以下項目： 

1. 社區居民有著社區共同體的存在與意識。 

2. 以居民居民為主體，從事共同參與經營社區發展工作。 

3. 發展出屬於自己的地方特色生活文化產業。 

4. 社區居民共同關心社區內人文、產業、教育、公共事務等的整體歷程。 

5. 運用公私協力資源，營造方式由下（社區）而上（政府）。 

6. 強調人的生活與自然環境共存共生，才能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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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社區居民－社區資源-產業產業－行政資源四者關係密不可分。 

8. 以共同創造生活福祉與永續的生活環境為宗旨。發展議題必須整合

「人、文、地、景、產」五大面向。 

二、社區發展協會的推動 

「社區發展」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上廣泛使用的名詞，1964 年由

張鴻鈞教授從聯合國引進台灣，1965 年行政院頒布「民生主義現階段社會政

策」將「社區發展」列為社會福利措施七大要項之一。 1966 年臺灣省政府

社會處將原有之「基層民生建設」與「國民義務勞動」合併，加入聯合國

世界糧食方案之經費補 助，擬定「臺灣省社區發展八年計畫」後改為「十年

計畫」，以社區基礎建設、生產福利建設、精神倫理建設為社區發展主要內

容展開工作(徐震，2004)。我國開始在各地推動社區發展工作，當時標榜的

是全面性的社區生活品質提升，包括「基 礎工程」、「生產福利」及「精神

倫理」等三大建設(蕭良材, 2013)。1991 年 5 月內政部擬公布「社區發展

工作綱要」，為各級政府推行社區發展工作之準則。 

    臺灣政府 20 多年來凝聚公私協力，制定發展政策並結合各部會、民間團

體及學術界，共同推動社區營造工作 (王威迪，2009)。致力於推動社區發

展與村落文 化，從理念推廣、人才培育及文化保存，已逐步引發民眾共同

關注公共事務之社會風氣(文化部，2015)，並於社區營造發展不同階段，提

出因應重點及階段性執行策略，來共同面對解決各項社會問題與需求，已逐

步累積不少豐碩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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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發展協會是臺灣推動社區發展的正式組織，根據衛生福利部社會救

助及社工司(2014)，社區發展工作綱要條例中明列：社區發展協會是由社區

居民基於共同需要，循自動與互助精神，配合政府行政支援、技術指導，有

效運用各種資源，從事綜合建設與社區發展，以改進社區居民生活品質為宗

旨，來從事社區發展活動。現行社區發展協會的工作重點，依據黃明月等人

2003 年對「臺北市社區發展協會現況調查研究」成果顯示，社區發展協會

的工作內容，以社區健康營造之 推動最多，其次是社區環保之推動，第三

是社區安全之維護，第四是社區倫理之 建設，第五名是福利社區化。其工

作內容，以「媽媽教室」及「老人關懷訪視」 的比例最高，近年來改稱為

「社區成長教室」及「社區關懷據點」，隨著高齡化社會需求，逐漸發展為

各社區發展工作極重要的組織。社區總體營造的觀念已漸漸被大家認同，而

社區發展協會屬最基層的組織，更應以提昇社區居民生活品質為前題，大家

同心協力，共同為自己的社區貢獻心力，才能改善居民的生活環境， 提昇生

活品質，促進家庭的祥和美滿 (蔡茂億，2005)。  

    以社區發展協會作為台灣推展社區工作基層組織來推動社區營造，已

邁過三十餘年。根據內政部衛生福利部社會救助及社會司 2016 年統計資

料顯示，臺灣地區已成立之社區發展協會計有 6,881 個，參與社區發展協

會會員已達參與社區發展協會會員已達 782,241 人之多，其中社區觀摩人數

從 2015 年的 96,342 人增加到 2016 年 115,082 人之多，可見地方各界

對推行社區發展極為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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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以看出內政部為貫徹社區發展工作之推行，採人民團體型態運

作方式，做為推行社區發展之工作中為最主要之基層組織。藉由這個自發

性 的社區民間組織，賡續推行社區公共設施、生產福利、社區行政社造

化與社會福利社區化政策，以增進社區民眾福祉。因此近五年來，隨著社區

發展協會的成長，全國參與社區發展協會的人數也日益增加。 

這個非營利組織是透過城鄉基層社區內熱心人士自動組織的人民團

體，社區 居民基於共同需要，發揮自動自發與互助精神，結合各級政府、

民間團體及學術 界的資源投入社區工作，希藉由社區居民自主性的集體

行動，面對社區發展各項 議題，在總體營造工作歷程中，其中一定程度

的貢獻。 

肆、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焦點團體訪談法。焦點團體訪談又稱焦點團體、團體深度訪

談，或焦點訪談，乃研究者將訪談運用於團體情境，並透過團體互動與討

論的過程，達到蒐集研究資料的目的(鈕文英，2017)。透過焦點議題討論可

於短時間內激發多元觀點，並產生合力效果，如此可獲得個別訪談較難達

到的多種視框，以及研究者參與者間的互動(Crabtree, Yanoshik, Miller, & 

O’Connor, P,1993)。本研究採引導式訪談，先以訪談大綱架構準備訪談主

題及內容。在訪談過程中，由於受訪者多為中高齡社區居民，大多以台語

對談，提問、順序、措辭等可依當時實際情境需求而異，使訪談內容更具

彈性，有較多的發揮空間，讓受訪者在自然氛圍下 表達其想法或經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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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以利訪談工作順利進行。 

訪談對象包含公部門社區駐點培力者、社造發展活動推動者及社區參

與者，不同身分當中包含：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村長、屏東縣政府社會

處社區駐點培力者、社區發展協會工作人員、社區志工、社區村民等 8 人。

針對研究目的探討參與社區活動的動機、從事社區活動的困難或阻礙、參

加社區活動的效益或感想以及對社區發展的願景或建議等四個主題。受訪

者是曾經共同推動研究個案社區營造之工作夥伴，在進行訪談過程，建立

在原本互信關係中，可以蒐集到可信度較高的資料。 

伍、研究結果 

本研針對研究目的將受訪者所得訪談的資料內容彙整後分析後分述如

下： 

一、參與社區活動的動機 

焦點團體進行開始，以問題：「請問您為什麼會參加社區的活動？」，進

入不同身份參與社區活動動機之討論。綜合受訪者訪談內容，發現社區參與者

參與社區活動有共同因素，除公部門社區駐點培力者「受村長精神感召」外，

其他居民多因為孩子大了，有時間可以參與服務等「服務因素」；學習新事物、

活到老學到老等「學習因素」；生活多點變化、可以認識新的朋友、喜歡鬥鬧熱

等「人際促進因素」；及幫助社區老人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人活著就要多動動、

學東西是一件很趣味的事等「身心健康促進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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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身的工作是社會處駐長治鄉鄉公所國民年金推廣業務，104年初到

繁昌村做業務宣導，因工作關係就和剛就任的村長熟識，發現這位年輕的村

長熱心公益，深得村民的喜愛，又剛好他的媽媽是繁昌社區發展協會理事，

又談到對社區發展的願景，受到村長全心投入社造精神所感召，所以決定陪

伴新人，因此以社區規劃師身分擔任社區培力者角色。(訪談者 C) 

我婆婆是第六屆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最早這個協會只有媽媽教室…… 

去年一月份我老公當選繁昌村長，公公、婆婆年紀也大了，理所當然我就得

全職幫忙社區的行政事務。我把它當成是自己家人的事一樣看待，雖然很忙

也很累，還好我的孩子已經大了，有的去上班，有的在外面讀書，不用我操

心，讓我可以全心幫忙老公處理社區村民服務的工作，順便也可以學點東西。 

(訪談者 D) 

我年輕的時候，工作之外回家就是帶小孩、做家事，幾乎都在忙自

己家裡的事。現在孩子長大，都在外地忙他們的工作。除了家事之外，比較

有空閒的時間，可以參加社區的活動，和朋友一起去社區服務人群，也能體

會到以後我們老了的生活到底是怎麼樣，當我們還有能力的時候，就多去服

務老人，當志工幫忙社區老人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順便可以讓我們的小孩

或其他的年輕人看到，看他們能不能稍微向我們看齊……。希望當我們老的

時候，也會有人為我們服務。(訪談者 E) 

因為我去年剛好退休下來，理事長是我的朋友，就邀我一起參加社區活

動。以前上班那麼忙哪有時間想到要當志工這件事，退休之後想體會一下不

一樣的工作。而且家裡的小孩長大了，住在外面也很少回來。想說出來看看

社區有什麼需要我幫忙的地方，讓自己的生活多一點變化，也能比較充實一

點。因為每個人都會老，我現在為老人服務，等我老了一樣有人為我服務，

這樣不是很好嗎!(訪談者 F) 

而且來這裡可以學習新的東西，就像人家說的「活到老，學到老」啦! 也

可以認識新的朋友，人活著就要多動動，不然老了動不了就慘了……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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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老了才不會得老人癡呆症。(訪談者 G) 

是村長找我來這裡的，反正在家也無聊，出來可以打發時間，就來學

學，可以學東學東西是一件很趣味的事。來了才發現很多認識的鄰居也來

參加活動，我這個人本來就很喜歡鬥鬧熱，久而久之，時間到了大家就會

相邀一起來。(訪談者 H) 

二、從事社區活動的困難或阻礙問題： 

    訪談續以問題：「請問您在辦理社區活動中，有遭遇什麼樣的困難或阻

礙嗎？」，邀請社區參與者提出從事社區活動的困難或阻礙問題。綜合受訪

者訪談內容，社區居民認為在社區發展推動過程中面臨的困難與阻礙有：不

會寫計畫、經費短缺、政府要求不明、電腦不熟、文筆也不好、沒有上過班、怕

自己能力不夠、學不起來、剛來的時候什麼也都不會、沒有社區活動中心，缺乏

適當場地。人力資源不足，願意主動出來服務的志工大概只有三分之一、大家

還是以家裡的事情為主，比較沒有時間，或者剛好家裡有事情。研究者依以上

研究結果將困難與阻礙整理分為「個人阻礙因素構面」及「外在因素構面」。 

其中「個人阻礙因素構面」又可區分為「能力因子」，如：不會寫計畫、

電腦不熟、文筆也不好，及「經驗因子」，如：沒有上過班、剛來的時候什麼也

都不會，及「內在因子」如：怕自己能力不夠、學不起來。「外在因素構面」又

可區分為「家庭因素」，如：人力資源不足、還是以家裡的事情為主；「資源因

素」，如：經費短缺、政府要求不明；「社區與組織阻礙因素」，如：沒有社區

活動中心，缺乏適當場地。 

以前我們不會寫計畫申請經費，買吃的喝的或活動材料都要花錢，有時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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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申請經費也不夠用，常需要自掏腰包或熱心的村民捐贈，尤其今年參加社區

活動的村民越來越多，花費就更兇，有時我們得酌收一點材料費才夠用。(訪

談者 A)。 

社區居民大多務農，拿大支筆(鋤頭)不是拿小支筆(寫字的筆)的，知識水準普

遍不高，協會在申請計畫時真的是需要一些比較能幹而且熱心的人來 幫忙辦活

動……，最大的阻礙在於人才不足、經費短缺、政府要求方向不明（計畫的撰

寫，成果的呈現方式）以及做成果核銷，對我們社區這些人電腦不熟，文筆也

不好的人，是一件很困難的事(訪談者 B)。 

因為繁昌社區沒有社區活動中心，缺乏適當場地推廣環境教育。原來申請

計畫也要注意很多面向，不見得申請得到，沒有經費就辦不了事…，依現有的

人力資源及設備不足情況下，要順利推行社區發展計畫，是有某些程度的困難

(訪談者 C) 

願意主動出來服務的志工大概只有三分之一，其他的人是有叫有來沒叫沒

來，比較被動，大多以農事太忙或在家帶孫子為理由回絕……。本社區沒有活

動中心，辦個活動常常要向大廟、學校甚至民宅到處借場地，又沒有經 費支付

場地費……，別說場地，單槍、電腦、布幕還有擴音器這些基本配備 都是村長

自掏腰包購買，或向議員申請議員補助款，申請到公部門的經費實 在有

限……，平常沒在做電腦文書工作的人怎麼會寫計劃呢？更何況是做成 果及經

費核銷，還要應付考評工作，對我們工作人員來說都是很大的困難和挑戰(訪談

者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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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大的困難就是比如說辦活動時，剛好遇到兩個人都比較沒有時間或者

有事不能參加，我們還是要以家裡的事情為主……，心中的落寞感當然會有

啦!……，做習慣了怕因為自己沒去老人家沒人幫忙，少了人手工作沒人做怎麼

辦？會不放心。(訪談者 E) 

 

以前我都在家帶孫子，也沒有上過班，本來怕自己能力不夠，學不起來， 還好

目前我所從事的這個志工工作還算蠻單純的，不會有覺得什麼困難的地 方，其

實有心最重要，多做多學，不會就問，而且志工們大家都會互相幫忙。 (訪談者

F) 

以前剛來學的時候，什麼也都不會，有請人家教，老師怎麼教，我們就 怎

麼學，日子久了之後，就會了，不會很難學啦!這裡的人都很好相處，有困 難，

大家會互相幫忙。這麼老了來學點東西也不錯，很久沒當學生要更認真 點才

行。(訪談者 G) 

以前只在家帶小孩，很多事都不會，現在每個禮拜來參加活動，不會的時

候都會有人教，學的速度就快，我覺得學習是一件很趣味的事。很喜歡跟 大

家在一起，大家都很「互相」，而且志工都會在旁邊幫忙，所以沒什麼困難。

(訪談者 H) 

 

三、參與社區活動效益與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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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焦點團體訪談在蒐集社區居民對於參與社區活動或觀察到社區辦理

活動的困難後，期待透過問題：「請問您參加社區活動得到什麼效益或感

想?」，蒐集並整理關於社區居民持續參與活動獲得的效益與感想。綜合受訪

者訪談結果，研究發現社區活動參與者認為在社區發展推動過程中得的效益

有：開一些成長課程、活到這麼老了，還再當學生我覺得很高興等「達到學習

效益構面」；活動過程居民之間能更加認識、因為參加活動讓大家溝通更加順

暢、經常和家人討論，分享辦的情形和感想，和家人朋友更多聊天話題，大家

感情越來越好、和家人朋友更多聊天話題，大家感情更好、突然多了很多朋友、

社區的人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樣等「人際效益構面」；及每次看到活動很熱鬧，

我們就像小孩子一樣好快樂、為社區這些老人服務時，看他們快樂，當然自己心

情也會快樂、來到這裡，精神比較有所寄託，生活也比較有重心，感覺日子較快

活、和朋友鄰居一起學習心情很快活，感覺有歸屬感等「身心健康促進效益構

面」。 

人家都說我們社區的人很開朗，因為辦理社區活動時，把熱心社區工作的

人都找出來為大家服務，助人為快樂之本嘛！而且大家凝聚共識，讓社區居民

感情更活絡，居住環境改善了……，參加活動過程居民之間能更加認識，彼

此認識後就更有話聊，本來是親戚鄰居較沒往來的，因為一起參加社區活動

而關係變好了……。(受訪者 A)  

我覺得我們這個社區越來越有活力，大家的感情也越來越好，願意來參

加社區活動的人數從二十幾個增加到六十幾個，而且老中青都有，假日辦活

動，連小朋友也跟阿公阿嬤來，熱鬧滾滾……；工作人員組織分工得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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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居民不棄嫌(台語)，才能讓活動進行順利，這些都是很值得高興的事，表

示我們社區發展協會的努力，大家都有感受到。(受訪者 B) 

以前會覺得說可能退休以後會感覺比較空虛，可是現在退休後，可以全心

參加社區活動，感覺很充實，和好朋友相邀一起去，生活也比較有動

力……。我們兩個人都對社區活動比較有憧憬和期待，經常和家人討論那個 

活動辦起來怎麼樣，分享辦的情形和感想，和家人朋友更多聊天話題，大家

感情越來越好，每次看到活動很熱鬧，我們就像小孩子一樣好快樂。(受訪者 E) 

因為參加活動以前原本認識的人，往來就更熱絡，來參加社區活動也認 

識很多很不錯的朋友，我覺得出來當志工人與人之間的人際關係也會比較

好……。突然多了很多朋友，社區的人大家就像一家人樣，我們覺得我們這

些做志工的大家感情都不錯，結交到一些可以作伴的好朋友，這是我做志工 

最大的收穫。(受訪者 F) 

為社區這些老人服務時，看他們快樂，當然自己心情也會快樂。而且社 區

也會開一些成長課程，我最喜歡跟健康養生有關的課程，還有到國小去和小

朋友一起上課學習也很有趣……，我覺得讓社區居民有時間聚在一起，同心

協力的為社區做些對社區有幫助，讓社區會更進步的事。(受訪者 F) 

我覺得每個星期來社區關懷據點很快樂，可以參加很多活動，村長

會找很多老師教我們上課，以前我們都沒機會讀書，活到這麼老了能夠再當

學生我覺得很高興也很感恩……，來社區參加活動當中讓我學到很多，就像

古人說的「活到老，學到老」，而且來到這裡，精神比較有所寄託，生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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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有重心，感覺日子較快活啦!(受訪者 G)。 

和朋友鄰居一起學習心情很快活，感覺有歸屬感。在這裡可以與大家聊

天、溝通，分享，意見交流，日子在過比較快。我最喜歡和社區的人一起吃

飯，四菜一湯才交 30 元，有魚有肉還有菜，好吃又便宜，就像在辦桌一樣， 

說實在不知道是人多吃飯熱鬧比較好吃，還是飯菜真的好吃。(受訪者 H) 

四、對社區發展的願景或建議 

    最後，焦點團體以問題：「請問您對繁昌社區的發展有什麼願景？」，

邀請社區參與者對社區發展提出建議。綜合受訪者訪談內容，社區參與者

認為在社區發展中期待與願景分為三個面向，第一面向為增多課程次數與

類別，其中包括養生健康的課程、語言類、法律常識、資訊學習、休閒類、

烹飪等。 

談到願景，當然我們社區最希望的就是經費多一點，有錢好做事，人家

說錢不是萬能，但沒有錢萬萬不能，透過成長活動教他們一些知識， 像健康、

養生、法律、認識網路這種生活課程，讓社區的人歡喜學習，也希望大家感

情越來越好，就像一家人一樣。(訪談者 A) 

我希望村長能多找一些老師來上不一樣的東西，我想學插花，也想學

煮東西、學日文唱日本歌……還有好多，多學一點東西，我們比較有事做，

生活也比較趣味。(訪談者 H) 

     第二面向期待志工人力可以增長及擴大志工的年齡層。社區居民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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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志願服務發揮專才、增加社區陪伴的能量、改善社區的環境、發展社

區休閒農業、提供社區長輩午餐等，以提升社區整體照顧質量。 

協會在申請計畫時真的是需要一些比較能幹而且熱心的人來幫忙辦活

動。我希望把社區一些以前上班現在退休的人拉出來為社區服務，發揮他們

的社會經驗一起來服務社區……，也希望我們社區環境是乾淨又漂亮，社區

居民大家心情愉悅，生活平安……，也希望發展一日農夫的體驗活動，把觀

光拉進社區，發展社區休閒農業(訪談者 B) 

希望更多村民可以走出來參與社區活動甚至擔任志工，陪伴更多需要關

懷的人，我們共同的希望就是讓鄉下退休的村民有個健康的退休生活環境，

大家有事做，發展社區產業有錢賺，互相鼓勵互相關心，成為一個有溫度充

滿活力的社區。(訪談者 D) 

資源如果可以再多一點的話，當然做的會更理想，有經費的話就有比較

多的經費可以辦比較多的活動，請不一樣的老師，做不一樣的活動，老人家

中午也可以吃好一點。如果我們資源多一點的話，甚至每個月都可以帶他們

出去活動，我們最喜歡出去別的社區觀摩，最好都免費。所以經費爭取多一

點是我最大的希望。(訪談者 E) 

我希望慢慢的可以把我們這個地方環境改善得更美麗，社區的人能一起

出來照顧自己村莊的人，也希望這個活動年輕人也願意參與，可以一直持續

運作，因為每個人都會老，我現在為老人服務，等我老了一樣有人為我服務，

這樣不是很好嗎？(訪談者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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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面向期待發展社區產業特色以增加經濟效益。社區居民期待透

過社區產業的發展形成體驗活動、觀光、休閒農業等，除了增進經濟收

入，也帶動社區成為有溫度、充滿活力的社區。 

談到願景，當然我們社區最希望的就是經費多一點，有錢好做事嘛!人

家說錢不是萬能，但沒有錢萬萬不能......，希望發展一日農夫的體驗活動， 

把觀光拉進社區，發展社區休閒農業。(訪談者 B) 

大家都有事做，發展社區產業有錢賺，互相鼓勵互相關心，成為一個有

溫度充滿活力的社區。(訪談者 D) 

發展在地產業特色，以後讓更多的人來觀摩我們社區，帶來人潮。然後

我們社區有一些農產品可以把它再製造、加工，推出自己的品牌，我們不要

只是務農，因為農夫賺的錢真的是很少，如果經由製造、加工把這些產品再

推銷出去，沒有經過中間的剝削，大家的利潤增加了，多賺一點錢，社區就

會更繁榮，社區更繁榮，大家的生活就會更好過(訪談者 E) 

綜合上述，社區參與者對社區發展的期待與願景包含：多開設

生活成長課程推廣終身教育、更多社區人力資源投入社區關懷、以

及發展社區產業特色，增加經濟效益等。針對參與者的期待，研究

者認為社區營造工作規劃者，首先要如何將終身學習、志願服務人

力、發展社區產業等所有的資源彙整串連起來，在促進社區居民之

間的凝聚力和合作創造在地產業特色的同時，能夠增加當在地工作

機會，讓社區居民將更願意留在本鄉發展，也吸引年輕人返鄉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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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這些願景對人力、物力、財力明顯不足的研究個案社區而言，的確是

謀求社區永續發展之策略。 

陸、結論與建議 

    在推動社區營造工作的過程中，「活動」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無論是

要瞭解社區在地特色、或是凝結社區向心力、甚至是開創永續經營之社區，

都可以透過社區發展活動來完成。因此依據本焦點團體訪談結果及研究發

現，提出以下之相關建議與具體策略如下述說明： 

一、豐富活動規劃內容，以滿足「再學習理念」之終身教育理念 

經焦點訪談結果顯示，社區居民希望多開設生活成長課程，以滿足學

習需求。建議除了配合中高年齡層居民設計之養生、健康促進、環保等生活

應用課程之外，再多規畫如球類運動、舞蹈律動、樂器演奏、合唱團以及美

食烹飪等活潑有趣且富多樣性的休閒活動，提高社區居民參與意願，使社區

居民能從活動中增進生活情趣與滿足。 

二、加強人才培訓工作，以紓緩人才、人力不足、經費不足等困境 

根據焦點訪談結果顯示，個案社區發展遭遇之困境提出以下建議： 

(一) 派員參加「社區規劃師」培訓課程 

學習公部門社造相關計畫之撰寫、經費編列、實際執行及成果報告等

項，並將受訓課程與政府補助款之申 請格式互相搭配，如此一來，就

可以將社區實際需求依官方行政程序， 適時提出申請與核銷，公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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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資源也能充份利用，有助於解決社區 營造工作經費不足之困境。 

(二) 組成「社區工作坊」做社區人才培訓工作 

  社區中的人力資源開發，除 坊間訓練之外，亦可在社區內邀集志同道

合，願意共同為社區願景努力的人，在社區內依人力資源專長不同而舉

辦社區人才培訓課程，針對繁昌社區的人文生態產業特色，邀請社區居

民一起進行田野調查、設計與 規劃等行動，讓學員深入認識自己社區

之歷史、文化特色資源等，培植社區人才。亦可藉此培訓具服務熱忱之

文化導覽解說員，以說故事方式行銷地方人文特色。其課程設計內容

如下： 

1.認識社區文化特色資源。 

2.如何從事社區文化導覽工作。 

3.如何擔任活動領隊與導覽者的角色。 

4.學習導覽資料的編輯、解說與運用。 

5.學習活動安排與流程。 

6.文化導覽經驗分享。 

 

(三)與社區內小學合作繪製家鄉故事繪本 

     由具美勞、資訊專長老師指導 學生與社區居民，實地訪尋在地耆老所

記錄下歷史陳跡，用畫筆及文字樸實的紀錄下來，讓古老的故事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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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現，共同創作社區在地文化特色之家鄉故事繪本，藉此讓珍貴的鄉

土史料，能夠繼續保存下來。 

(四)鼓勵社區居民參加居家服務之訓練課程 

因應人口結構高齡化社會來臨，醫療技術進步因素，現代人平均壽命延

長。因繁昌社區本身為高齡化社會，老人照顧需求相對增高趨勢，所以長期

照護人力需求逐年增加。 因此建議由社區無工作且具服務熱忱之居民參加

居家服務員、病患服務人員訓練課程，成為正式長照服務員，不僅僅能

創造二度就業機，亦期透過在地化之社區照顧，使老人留在熟悉的社區中

生活，由社區就近提供家庭照顧者一個適當之喘息服務，減輕長期照顧問

題帶來的家庭負擔。如此就能發揮社區之自助互助功能，達人力資源充分

利用之效。 

三、運用志工人力資源，主動邀約社區居民參與 

 (一)運用志工人力資源邀約：建議由社區志工主動熱情邀約，並給予

收入較低社區居民經費上的優惠措施，以期避免因個人阻礙因素

或經濟因素， 而無法參與各項社區發展活動。 

 (二)多鼓勵從職場退休之黃金人口投入社區服務工作：根據焦點訪談

研究結果中有顯示社區人力及人才方面之不足，發現這個志工熱

忱有餘卻能力不足的農村社區，就現有的人力資源要順利推行社

區發展計畫的確有某些程度的困難。因此建議社區領導者多鼓勵

從職場退休之軍公教人員投入社區志願服務工作行列。這些具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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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歷練兼具熟悉文字工作能力的黃金人口，也許體能與工作效率

不如年輕人般意氣風發，但所蘊藏的潛在力量不容忽視。 

四、由社區居民落實清淨家園理念，共同建立優質生活環境 

(一)向行政院農委會申請各項農村再生補助計畫，將廢棄農地變更農牧地

從事畜牧養殖業或造林地等策略，透過閒置空間的改造與創新經營，

以達充分土地再利用之經濟效益，亦可建造社區不同風貌之自然景

觀。 

(二)成立環保巡守隊及環保志工隊，以落實清淨家園，維護環境之理念，

由社區居民共同從事社區環境清潔、空間綠美化及周邊環境改造工

程，共同建立一個乾淨又健康的生活環境。亦辦理各項環保教育課

程，加強社區居民環保意識教育宣導，以期透過環境宣導教育，喚起

我們對社區生活環境的愛護和保護意識，及有效率技巧性的做到資源

回收再利用，充分運用資源不浪費，讓大自然生生不息。 

五、利用在地資源，多元化推動社區產業特色 

(一)透過多元化經營方式提高產業價值 

   由於社會環境的變遷而漸著重於觀光休閒產業，因此建議社區農民配合

「認識在地糧食，推動地產地銷」為主軸，融入農事體驗與飲食教育，

共同推動食農體驗活動。發展觀光農場、以綠農料理餐廳推廣社區特色

農產品、生態保育園…… 等經營方式，來增加農民收益。 

(三) 妥善運用本身資源，發展出社區特色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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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配合文化部推動之「青年參與社區及村落文化行動計畫」，運用

既有休閒產業、在地特色老故 事新題材、自然景觀等資源，規劃出

富趣味性農村懷舊風體驗活動。並配合週休二日觀光休閒潮流，串

聯瑪家鄉原住民文化園區、禮納里部落等原住民文化旅遊景點及內

埔鄉六堆客家文化園區文化景點，再融入長治鄉崙上小吃店客家美

食及在地「品福」、「爐正」、「爐園」等閩南傳統特色飲食，成為文化

創意產業生活圈，提供遊客假日休閒好去處，透過群聚效益，共創文

化產業創意聚落生活圈，以創造實質經濟效應。 

(四) 推廣「養水種電」綠農產業，將廢棄豬舍或閒置農舍，配合屏東縣政

府農業處推行之「養水種電」太陽能產業政策，轉售電能給台電公司

增加農民營收，不但可提高土地使用率，使閒置空間充分利用亦能提

昇經濟效益。 

以上建議由研究結果整理而成，期待提供給繁昌社區及其他非營利組織

參酌，使組織能更妥善運用社區人力及公部門財力資源，有效盤點與整合社

區資源後，再多元化的發展地方產業特色，藉由帶動地方產業來活絡地方經

濟。更進一步將所有的資源彙整串連起來，發揮資源共享的加乘效應，達到

社區營造永續發展之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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