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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社造化之探討-以屏東縣長治鄉為例 

張詠斯 1、黃鼎倫 a 

摘要 

本研究以位於長治鄉的公所為研究對象，一方面從文獻回顧中探討公私

協力在推動地區營造計畫的瓶頸；另一方面自 2015 年 1 月開始進駐社區陪

伴，與社區組織、居民、進行交流互動，共同參與協力社區環境改善議題，

由實質進駐參與的過程中，將駐地過程記錄成為分析的資料，討論對社區環

境營造協力與媒合在地團體交流的推動，並就推動的內容與過程進行記錄與

分析。在 2018 年回顧與檢視過去執行成果時，除了關切公民社會的營造與

在地化的發展，進而規劃社區營造下一個階段之目標與執行架構。透過以互

補關係共同治理的組織再造，來促使民眾與非政府組織參與政府的政策推動

與相關計畫的運作，並藉由外部專業組織協力，建構社區民眾、學校組織、

行政部門「三角互補」的網絡關係。 

在政策引導下，縣市耕耘在地社區營造，發展出不同於傳統的文化特

色，推動社區故事繪本、輔導公所為區域社造中心，持續推動的社區永續發

展。屏東縣在行政社造化、社區文化深耕及社區創新實驗三大面向的執行成

果，推行「一鄉一特色、一村一故事」，公所參與社區營造工作，逐漸發展

出各社區的文化活動。組織沒有文化相關課室，參與社區營造工作的課室很

多元，公所透過做中學，在與社區協力的同時，公所做整合者，使鄉內的社

區或學校成為好夥伴；思考輔導公所依社區特色及社造推動現況，整合圖書

館、古蹟、宗教及社區團體等資源，提出社造推動構想，鼓勵進行公所社造

藍圖規劃，推動社區營造的資源整合。「行政社造化」工作在輔導與培訓行

政人員社造知識，以社區需求為導向公所行政人員提升社區相關業務，並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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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社區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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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Making of Administrative Club: A 

Case Study of Changzhi Town, Pingtung County 

Yung-Szu Chang1  Ting-lun Huanga 

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ownship office located in Changzhi Township. On the 

one hand, it discusses public-private cooperation from literature review. To 

create bottlenecks in promoting regional planning;  On the other hand, 

researchers have been stationed in community company and have been interacted 

with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residents, since January 2015, jointly participate 

in the issues of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in the cooperative community. 

Through the essence participation and the process, team members record the 

resident process as analysis data, discuss how to push the cooperation of 

community environment creation and the interaction of local groups; besides, 

record and analyze the content and process of the promotion. While reviewing 

the past achievements in 2018 , researchers should not only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ivil socie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ization, but also plan 

the next goal and the structure of implementation of community creation.  

Through the reconstruction of joint governance by mutual complementation, it 

is important to promote the participation of people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government policies, promote the operation of related programs, 

and through external expertise organizations cooperate to construct the network 

relation of " triangular complementation" among community citizens,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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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s and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policy, 

the county and city cultivates the local community to create and develop 

different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traditional ones, promoting the 

community  story picture books and counseling offices become the regional 

centers of social creation,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ies that 

are constantly promoted. The achievement of Pingdong county carried out the 

three plans of the administrative social creation, deep cultivation of community 

culture and community innovation experiment, pushing "one township, one 

feature" “one village, one story ", township office participated in the community 

construction work, and gradually developed cultural activities groups in different 

communities. There are no culture-related rooms, classrooms of social creation 

are diversific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cooperation of township office and 

communities through learning by doing, township office be the integrator, to 

make communities or schools become good partners. Thinking about counseling 

township office depends on the condition of community features and social 

creation pushing, to integrate the resources of libraries, monuments, religions 

and community groups. This study suggests social creation pushing ideas, and 

encourage the social creation blueprint planning of township office, and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resources created by communities. "The work of 

administrative social creation is to coach and train administrative staff’s 

knowledge of social creation, and to guide the administrative staff of township 

office by taking the community demand as the guide.Promoting 

community-related businesses and assisting i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ies. 

 

Keywords：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community to create, community 

company, government  re-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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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長治鄉鄉長 2016 年提出要成立「鄉鎮型的社造中心」來全面推展「長

治久安」社區總體營造的政策
1
，而鄉鎮地方治理的目標是打造一個嶄新氣

象的「長住久安-908 新亮點」。打造 908 新亮點未來發展願景就是希望打造

一個最適合安居樂業之鄉村型城市空間，它有書香、有慢活、有宜居的方針，

希望透過執行計畫，將長治鄉立圖書館成果暨展現社造 3.0 執行成果，帶動

社區據點落實「社區再造」，帶動在地國小學校認識社區營造主題內容並出

版在地文化繪本。透過公私協力分享交流社造的執行成果，讓社區幹部、學

校幹部、公部門主管更能深入社區學校紮根基層，看見社造成果。 

計畫內容與大仁科技大學、學校、社區合作推動老幼共學社造專案，提

供銀髮族未來有機會傳承文化脈絡，並鼓勵讓有心的師生能透過繪畫，留住

長治鄉文史故事，將文化資產、宗教文化、食農教育整理作為繪本主題。具

體執行項目：(1)召開社造委員會(2)工作坊研習(3)績優社區觀摩，推動將民

政課客家業務與社役課社區業務合作，行政室製作嶄新頁面對外公開網站新

增行政社造化專區連結，圖書館配合公所輔導社區成果呈現。  

二、研究問題 

本研究將推動鄉公所課室的社造能量，公所是未來社區營造工作持續發

展的關鍵，藉此研究增進公所對社區各類議題及福利社區化的參與力，落實

社政及民政人員權能合作，鼓勵鄉內社區及學校彼此合作，透過地方政府文

化處的計畫，使得鄉公所在社造工作的推動上具有影響力，鄉公所與社區組

織的夥伴關係也更加密切(如圖 1-1)(1)為第 1 年、(2)為第 2 年。 

                                                 
1
鄉長於會議中提出願景打造書香、慢活、宜居的城市，發展長治久安新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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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長治鄉行政社造化執行內容 

資料來源:研究者改良繪製 

三、研究目的 

當社造人才青黃不接與參與社區活動居民年齡層偏高，加上人力物力資

源都普遍不足困境，要如何創造社造佳績，研究者選定長治鄉公所以「社區

繪本」
2
、「書香閱讀」、「食農教育」

3
三大類為主軸，本研究之目的如下所述： 

一、探討並記錄社區組織參與各項公私協力社區發展活動情形。 

二、探討社區發展協會持續參與社造課程的未來影響與產出契機。 

三、探討計畫結果提出具體建議與對策，提供社區發展協會及鄉公所未來經

營社區營造工作活動設計及資源整合運用參考，有助於村落文化之發展。 

貳、文獻探討 
                                                 
2
 敘事能力運用於社區故事，歷經多次社區踏查、圖文創作，兒童將家鄉故事收錄於繪本，

對家鄉社區的人文、地景成為書本的題材。 
3
 讓孩子體驗生命的豐富是來自知足感恩，培養出尊重土地與自然的態度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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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區自主與社區培力 

王本壯（2005）台灣社區營造行動的主體大致區分為:一、社區民眾:與

社區改造捨我其誰的心情進行社造的行動；二、政府部門:基於國家永續發

展的理念政策方案及計畫執行推動社造；三、研究機關與私人組織:以地方

文化保存的理念為基礎進行實際行動，需此三行動主體互相合作形成理想的

三角互補關係，才能使社造工作獲得良好成效。 

發現近年來屏東縣社區由於當前老化及青年外流，以及日漸嚴重的議員

經費或補助款資源分配不均，新住民多元文化注入社區現象，公所凝聚公私

協力，結合各部會、民間團體及學術界投入社區營造工作，致力於推動社區

發展與村落文化，已逐步引發社區組織共同關注公共事務之氛圍，因應發展

重點及階段性執行策略，來共同面對與解決各項社福問題。（黃鼎倫，2015） 

二、公私協力與地方治理 

公所普遍受收到限制而無法發揮基本的治理功能，從社區協力政策的發

展經驗，對於公所的行政社造化，透過公共建設引導公私部門針對社區投入

更多提升生活機能的作為，鼓勵更多社區營造動能讓鄉民投入公共事務。透

過鄉公所的社區營造委員會確立行政社造化的目標，首長指示由公所社役課

擔任召集啟動培訓機制，促成跨課室的社區營造工作小組，啟動公所與社區

的學習工作坊課程，促成公所與在地社區學校的互動，挖掘各社區的社區營

造永續經營方向。 

社區營造推動主要在為公所之行政社造化注入一股活水，培力社區透過

參與過程，聯繫會報意見回饋，透過辦理研習課程與觀摩活動，協助社區執

行社區發展計畫，辦理成果發表會，借重專業輔導團隊力量，開創社區多元

發展，形成公私協力伙伴關係。行政社造化意義，行政部門清楚掌握社區需

求，適時提供行政協助，透過資源整合、輔導及陪伴，讓社區主導的需求，

鼓勵社區組織永續發展
4
。 

                                                 
4
 2017 屏東縣社區營造中心社區共學行動講堂，九如鄉公所社會課長，分享工作之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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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陪伴輔導與外部資源 

研究者長期參與觀察及行動研究，在社區跨域連結，一般社區營造政策

的價值理念，往往期待盼經由行動研究分析，將城鄉轉型及永續發展的社造

案例，提供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的可行途徑，社區營造與跨域治理的學理探

討，名詞解釋社群指的是一群具有利他精神、公民精神的個人、組織團體，

彼此間在某個共同價值引領下，共同關心某項議題，甚至轉化為集體行動，

參與社群行動的個人團體或組織並不會受到任何區域形式的影響。 

研究者從以上文獻探討，提出個人觀察與分析，社區自主在於人，如何

讓人才培力?可以借力使力，透過外部輔導團隊陪伴與培力，找出青年人才

讓社區永續經營。公私協力過公民參與，當外部資源與公部門合作，帶領社

區進行行政社造化，結合社區文創加值思維，推動社區產業亦須要有品牌與

基金管理，發展文化意象，透過資源聯結學校共同參與社造，陪伴在地組織

共同推動社會企業。 

四、行政社造化 

由公所層級社區營造工作，讓公所成為小型的衛星社造中心，在地輔導

各社區社團，進而讓各公所藉由行政社造化機制，立即反映居民需求，透過

在地策略及社區特性，實行不同的輔導方式，有助建構更鮮明的地方特色。

為能擴大全面引動社區社團，行政社造化的推動，配合推動地方政府層級的

社區營造推動委員會，應延伸至與民眾第一線接觸的公所層級，透讓公所依

其在地屬性與需要，提出和在地居民息息相關的各項社造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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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國內研究者或公部門對「行政社造化」的定義 

研究者 年代 行政社造化定義 

黃世暉 2002     公所乃行政體系最基層單位，。 

高松根(中

華大學工業

產品開發設

計與習作/ 

講師) 

2008    「行政社造化」是透過由上而下的指導原則，使社區

總體 

  營造工作成為地方自治事項，並提升地方政府社區總

體營 

  造工作整合層級，發展區域競合策略及資源配置等原

則的 

  發想，最後形成由下而上的「社造知識化」。 

曾旭正 2014     行政社造化，顧名思義即是政府部門的行政措施能

具有社 

  區營造的內涵，這可從兩個角度切入。 

周美吟(國

立台南藝術大

學建築藝術研

究所碩士) 

2015     公所乃行政體系最基層單位，上承縣市政府、下接

社區與   

  民眾，在社造推動上有其特殊的角色值得探討。 

洪育慧(大

仁科技大學文

化創意產業研

究所碩士) 

2016     行政社造化有利於社區繪本的製作，社區繪本的製

作讓社 

  區意識更加凝聚。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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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表所整理國內學者專家對行政社造化之見解，公部門執行行政社

造化的熱潮在 2015 年，研究者將行政社造化定義為：由公部門橫向行政人

員（鄉長、課室主管、承辦人等）、及輔導團隊（大學教授、社區人士、外

聘委員）組成，依據在地國小學校及其社區特色、資源、在地文化等，配合

社區的需求以及鄉公所的願景，公私協力的社區營造。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流程與架構 

本研究主軸為先探討公所如何推展社區營造，架構是公私協力應該是

夥伴關係，在長治鄉公所以社福為基礎，透過鄉立圖書館進行社區關懷據

點的互動，配合社役課的社區業務輔導，結合清潔隊的環保工作進行，有

效強化社區與公所結合之社區營造經驗，積極建立其相互配搭與整合發展

之夥伴關係。 

本研究先探討公所如何推展社區營造與資源盤點後進行綜合彙整分

析，進一步結合在地國小、社區組織及公部門的計畫成效，以公民參與、

社區營造、公私協力等三角構面以利永續發展機制，將長治鄉的資源整

合，佐以 SWOT 分析相關資料，研究變項為相關因果的研究與變相間的關

係，最後提出結論與建議事項。 

在既定研究的中介變相關係與之下，本研究架構是領導方式和公所員工性

格，影響了組織氣氛。以社區議題與社區自主性關聯探討，兩者之間相輔相

成建構永續經營關係之可能性；研究假設以由下而上社區自主的執行為基

礎上，使社區居民參與凝聚共識，共同打造社區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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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與工具 

(一)焦點團體法 

本研究的主軸是社區營造，牽涉層面涵蓋公部門與私部門，雖有公私

協力在長治鄉在地的社區營造，研究嘗試引導社區組織潛在威脅點上思

考，以公私協力角度對公所角色功能看法；社區組織對於社造有何功能；

以書香慢活宜居的全鄉願景社區能配合的方向為何，在舊有的社區營造基

礎上激盪出創意的思維，形塑社區營造在地需求，透過社區自主管理，資

源連結外部人才，運用世界咖啡館的論壇舉行，來討論長治鄉願景藍圖。 

(二)參與式觀察法 

本研究採取行動研究，進入社區去了解社區現狀或參與社區會議及活

動，以特定社區和研究範圍，研究時間為 20 個月，從 2016 年 9 月至 2018

年 5 月。以居民生活的情境和環境，作為研究本身和研究方法的基礎，參

與者角色的表現，包括在田野觀察研究中，建立並維繫與當地居民的關

係，直接觀察及其他資訊蒐集。 

(三)深度訪談法 

本研究為質性研究運用，因此採用半結構性的深度訪談，對公部門、

學校與社區組織為訪談對象，彼此針對社區的定位與印象符號關聯。訪談

前先擬定訪談大綱，並篩選過適合的訪談對象，提供受訪者了解訪談內容

題目，訪談過程中以錄影，配合筆記等紀錄受訪者的意見，於訪談結束

後，將對話錄音繕打成逐字稿，以便進行後續分析。     

三、研究對象與參與者 

經與指導教授先就本研究相關領域探討，並經由田野調查了解脈絡，

預計與公所的單位主管與課室主管都是可以提供研究面向相當資訊的公部

門；其次為非營利組織的幹部，社區發展協會、人民團體；再者為有關的

學校及宗教團體或個人，可以提供相當寶貴的意見。  

本研究訪談流程可分為確認訪談對象、準備前置作業、安排訪談時間

地點、進行訪談、訪談資料整理與綜合分析、結論與建議等，為讓訪談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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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依序完成相關步驟。 

四、訪談進度與大綱 

分別對公部門人員、學校及社團代表、宗教團體幹部、社區組織幹

部、居民等不同類型的受訪者，施行訪談。如前所述：訪談重點在於社區

經營過程，從公私部門以及民眾參與對於社區發展所連結的關係，因此將

以「受訪者與社區發展之關係」、「社區活動與社區發展之關係」、「目前

社造政策對社區影響」三大面向做為訪談大綱之構面。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長治鄉的推動經驗 

在長治鄉公所的整體課室，絕非一個社役課能改變成事，行政機關與

社區業務有關係還有民政課之村里業務，圖書館辦理社區活動，行政室公

所網站行銷，短期內社區工作想法與方法，提供相關行政支援，在公所組

織結構上應改變，使公所成為一個社區營造的戰鬥群，若能促成村幹事具

備社造能力，構思未來的願景藍圖，提昇各社區發展推動，中期目標規劃

全鄉治理發展，長期打造 908 新亮點，書香、慢活、宜居，長住久安宜居

城市大邁進 (如圖 4-1) 。 

 

圖 4-1：長治鄉行政社造化設計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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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長治鄉公所  

本研究以位於長治鄉的公所為研究對象，一方面從文獻回顧中探討公

私部門在推動地區營造計畫的瓶頸；另一方面自 2015 年 1 月開始進駐社

區，與社區組織、居民、進行交流互動，共同參與協力社區環境改善議

題，由實質進駐參與的過程中，將駐地過程記錄成為分析的資料，討論對

社區環境營造協力與媒合在地 

團體交流的推動，並就推動的內容與過程進行記錄與分析所示。        

研究者透過社區組織幹部一起學習進行研習，進而激發彼此的學習效果，

這樣的效果與提昇社區能力有相當的距離，提昇社區能力部分未有效果，或許

一些結構層面的因素，與社區理事長的觀念、執行方案有關，研究者行動投入

的實地社區輔導，受到正面的肯定，轉換為具體計畫方案的社區行動。 

長治鄉行政社造化行動方案受限於時程，在輔導策略上並不完全以社區

組織的特性為主要考量，對社區能力評估的基礎，社區組織能力的轉變，

未就社區問題或需求而構思輔導的策略，行動計畫在進入社區後即選定一

個可行的主題來操作。社區的能力而進行輔導需先進行社區能力評估，再

發展輔導行動計畫，組織輔導團隊、建立資源平台、決定優先議題及發展繪

本策略。這次的經驗提醒在時程不受限制的情況下，輔導策略必須對社區

能力評估及社區議題發展，對社區組織會有較好的協助。 

公所統籌負責規劃辦理整體計畫工作，社區營造人才培育工作坊以社

區主要業務為主，在各別社區輔導部分，外聘委員負責檢討調整現有計畫

內容，具體推動各項計畫，落實社區為主體之推動模式，進行專業諮詢及

專家資源連結。公所成立社區營造推動委員會，統合各課室行政資源及協

調工作，並依縣級局處的社區特色進行藍圖規劃，建立在各級政府內部橫

向及外部縱向之夥伴關係。在幾次的社區聯繫會議請各自說明對計畫案的

想法，藉此釐清各社區的需求，同時評估公所的能力，社區間達到彼此觀

摩的功能。 

公所扮演協調聯繫社區的平台，召開社區聯繫會議，由大學的輔導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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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給予知識與技術協助，召開人才培力工作坊、社區繪本與社區地圖培

力，社區一起投入老人與志工人力，對家鄉繪本故事有一致努力的目標。

行動導向一邊做一邊學習，一邊磨合繪本指導師資，朝共同目標前進，聯

合社區可以共同完成繪本發行工作。在社區附屬組織運作方面，在計畫的

執行過程，對社區、輔導團隊與公所三者之間均是彼此學習的歷程。 

長興地區（今長治鄉、麟洛鄉）為客家移民邱永鎬與邱仁山子孫所開

墾，藉由火燒圳、竹葉圳等水圳的開鑿，粵籍村落共組祭祀公業與神明

會，組織較為嚴密。在多年的社造基礎下，社區營造計畫以行政社造化、

社區文化深耕及社區創新實驗三大方向，透過理念培育、資源整合、藝文

社造、跨域合作等方式，增進地方政府及社區自治永續發展的能量。 

「長治鄉打造 908 新亮點」升級 2.0，邀請社區、宗教的幹部帶領志工

參與行政社造化「書香、慢活、宜居」的願景。舉辦台 24 線論壇與 1895 活

動只是開端，希望這些討論互動在未來可以被實踐，繪本的出版也是希望圖

書館的理念可以持續發酵。 

結合跨域資源發展人文風情特色，推動大學相關科系產學合作鼓勵青

年參與，鄉鎮市區公所的比縣市政府更貼近社區，發揮陪伴的功能相互扶

持，公所也能做到其他上層單位不易做到的動員作用，特別是要聚合一個

以上的社區時，往往有賴於公所扮演居間的角色，充分掌握社區營造精神

的公所應該發揮在地特色為目標。   

二、執行成效 

公所普遍受收到限制而無法發揮基本的治理功能，從社區協力政策的

發展經驗，對於公所的行政社造化，透過公共建設引導公私部門針對社區

投入更多提升生活機能的作為，鼓勵更多社區營造動能讓鄉民投入公共事

務。透過鄉公所的社區營造委員會確立行政社造化的目標，首長指示由公

所社役課擔任召集啟動培訓機制，促成跨課室的社區營造工作小組，啟動

公所與社區的學習工作坊課程，促成公所與在地社區學校的互動，挖掘各

社區的社區營造永續經營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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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發掘行政社造化在公所執行白皮書裡，如何透過相關政府部會

經費補助，找出屬於長治鄉的文化特色，公私協力組成團隊，透過雁行理

論帶領產業發展，六堆客家文化發展需仰賴在地學校、社團等資源共同協

助發展，未來將結合客庄特色，作為帶動地方發展之平台形塑客家六堆精

神，將客家傳統工藝、文學、音樂讓民眾動手創作過程中，認識客家文化

其中蘊含敬天、惜字、勤勉、愛家的精神。 

社區營造推動主要在為公所之行政社造化注入一股活水，培力社區透

過參與過程，聯繫會報意見回饋，透過辦理研習課程與觀摩活動，協助社

區執行社區發展計畫，辦理成果發表會，借重專業輔導團隊力量，開創社

區多元發展，形成公私協力伙伴關係。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建議對於社區營造相關計畫的效益評估與公私協力應該要有新

的思維跟更細緻的做法，透過社區結盟形成輔導團隊的方式，具有以下的優

勢：1、能夠延續並傳承績優社區寶貴的實務經驗。2、社區組織間建立的結

盟關係，有利於「大手牽小手」方式的推動。3、有助於未來「聯合社區」

提案的產生。4、外部輔導團的「駐地工作站」陪伴，有助於社造互動的平

台。 

「行政社造化」工作即在輔導與培訓行政人員社造理念，具文化思維及視

野，以社區需求為導向，整合社區相關業務，協助社區永續發展（資料來源：

文化部官方網站）。 

目標（一）提升區公所人員瞭解社區營造相關「知識」；    （二）增進區

公所人員推動社區營造業務「能力」；    （三）培養區公所人員具備適當社區

營造「態度」。 

看見長治鄉社區正精彩，鄉公所致力於行政社造化是引進專業團隊協助

社區工作的推展，更是聯合社區常見的推動方式，專業團隊主要成員包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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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相關科系的教師及社區實務工作者，外聘委員可以在發想、規劃、執行與

評估階段進入社區，給予建議或提供諮詢，可以讓聯合社區不會陷入團體思

考的迷失中，而有更多元發展的可能。 

透過社區結盟形成輔導團隊的方式，具有以下的優勢： 1.能夠延續並

傳承績優社區寶貴的實務經驗。 2.社區組織間建立的結盟(collaboration)關

係，有利於「母雞帶小雞」 方式的推動。 3.有助於未來「跨社區」提案(如：

內政部旗艦計畫)的產生。 4.社區輔導團的「蹲點」輔導，有助於社區資訊

的流通及互信基礎的建立。 

二、建議 

研究者在回顧與檢視過去執行成果時，除了關切長治鄉的營造與在地化

的發展，還有省思歷年政策引導的影響，進而規劃社區營造下一個階段之目

標與執行架構。思考透過以互補關係共同治理的「網絡模式」，來促使民眾

與非政府組織參與政府的政策推動與相關計畫的運作。在民眾參與政策執行

的必要前提下，公部門應有效的「授權」與「使能」，並藉由非政府組織的

平台與協力，建構一個社區民眾、非政府組織、行政部門「三角互補」的網

絡關係。 

從過往各類計畫推動執行的經驗看來，各補助計畫項目經費核定前若能

有更深度的審查及輔導調整機制，將可提升獲補助計畫的後續執行成效，即

所謂「預防勝於治療」的概念。尤其可以適當參考民間企業的思維及運作模

式，畢竟現今社會不同以往，公部門應當適時進行調整與創新。 

三、後續研究建議 

參考台南歷史區域中社區駐地工作站的建構與運作過程經驗，歸納以下

三點結論，期望對後續以駐地工作站協助社區組織與居民參與社區環境營造

能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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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區駐地工作站運作模式之工作內容：以社區環境營造的角度，建構在

地資訊平台，協助加深居民公共意識，並促進在地店家與社區的交流互

動。 

2. 社區環境營造計畫的參與式規劃生成特性與成效：社區工作站能協助社

區組織對社區營造點的後續管理能力，累積經驗促成帶動歷史環境再生

之契機。 

3. 社區環境營造計畫之整合：社區組織雖能致力於社區內環境營造點的改

造，但在這改造點與社區環境發展的整體性的關連較不易呈現，此是需

有對該社區環境發展熟悉的環境規劃者的協助，駐地工作站可期待有此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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