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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工作者如何影響農村社區中的量能：從跨域的動態參

與到建構可行性模式之研究 

黃崇能1* 陳惠蓮2 李涂怡娟3 

摘要 

本研究在建構社會工作者如何影響農村社區的可行性模式評估，目的以

跨域的社工助人專業的觀點，協助社區的農村再生、地方創生面臨的困境與

挑戰。研究對象，以屏東縣內執行農村再生相關人士及三所社工師生為研究

母群體，有效樣本數65份，研究方法以問卷調查法方式，探究農村社區設置

社工加值人力的可行性評估，建構社工人力需求模式。本研究問題：1.分析農

村社區在產官學界推動現況。2.從社工專業的觀點，如何影響農村社區的量能。

3.評估社工跨域資源投入農村社區發展可行性評估?依研究問題意識及需求模

式架構，提出具體建議，提供未來在各縣可行性評估之試行建議。 

關鍵字：農村再生、農村社區、農村社會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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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Social Workers Influence the Quantity and Energy in 

Rural Communities: From Cross-Domain Dynamic 

Participation to Feasibility Model Research 

Ｃhung-Neng Huang1*  Huei-Lian Chen 2
  Yi-Jyuan Li Tu

３ 

Abstract 

This research is to construct a feasibility model assessment of how social workers 

influence rural communities, with the purpose of assisting the rural regeneration of 

communities and the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local cre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oss-domain social workers helping people. The research object is 

based on the people involved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generation in Pingtung 

County and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the three social workers. The effective sample 

number is 65. The research method uses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to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assessment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social workers in rural communities. , 

To construct the demand model of social workers. This research question: 1.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ural communities' promotion in the industry, government and 

academia. 2.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social work profession, how to influence 

the capacity of rural communities. 3. Assess the feasibility assessment of social work's 

cross-domain resources investment in rural community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problem awareness and demand model framework, make specific 

suggestions, and provide trial suggestions for future feasibility assessments in various 

coun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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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本研究在建構社會工作者如何影響農村社區的可行性模式評估，目的

以跨域的社工助人專業的觀點，協助農村社區的農村再生、地方創生面臨

的困境與挑戰。屏東縣長期在政府以農業縣定位之下，造成縣內經濟發展

落後、城鄉資源均較都市缺乏乃是不爭的事實，因農村人口人力流失在都

會區，縣內人力總體資源無法有效的積累於各鄉鎮之農村，乃是城鄉失衡

的來源，而農村再造中的政策，也促成農村再生條列每年編列120餘億維持

「農村社區」發展的奶水，「農村」與「社區」是一體兩面的概念，是當前

台灣農村的經濟骨幹，我們卻發現地方政府仍持續對中央的補助依賴逐年

提升，屏東縣內的農業資源和社會資本是否為地方資本的永續根基?近年屏

東市周邊之長治、麟洛、內埔、萬丹等次級農村區域中，各鄉鎮長極力推

廣地方創生的小農經濟為前導，是展現農村社區多元經濟與多樣化的動力

，自從民國108年為地方創生元年政策推出後，全國遍地開花的執行，讓國

人體認到農村社區的生產模式、生活型態及生態維護，也吸引以農村社區

為商機的經濟發展模式，由屏東縣政府與在地社會企業公私協力下，帶動

各社區積極申請，也是各社區脫離政府補助，邁向社區財源自主的政策，

屏東縣政府也有成功輔導縣內幾家以社會責任為生產理念與環境永續發展

的為宗旨的店家，讓部分中高齡就業者突破年齡限制帶來另一個以農村為

發展的契機，將緩慢進展培根社區推廣能量，提供一個發展的管道。從農

村再生與農村社會工作的關係中，農村社會工作者在農村社區帶來甚麼樣

的助益，從跨域的社工助人專業的觀點，協助農村社區的農村再生，從文

獻中分析農村社區在產官學界推動現況，學者葉至誠(2012)認為，歸納農

村社工配合政府政策主要有3項工作範疇：1.農村再造2.地方創生3.共生社

區。農村社區的培力，農村社工作者能在於社會企業單位或政府部門，初

期協助導入社會條件與自主經濟條件，培力社區自給自主發展的能力，從

農村社工的功能與角色，反思社區應否設置社工加值人力，公私協作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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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上，可否在產官學界現有的組織結構與教育訓練推動?再者，以社工專

業在社會工作在培力社區能為農業經濟轉型時，有自主應變的能力，建立

以社區主組織為主、政府資源為輔的韌性社區，也是農村社會工作者的在

農村社區發揮助人專業所在，提升農村社區的服務能量，而農村再生的跨

域發展中，以產官學社工資源整合投入可行性為何?本研究試圖從屏東縣內

3所大學社工師生問卷中，以量化研究方式，探索意向，建構農村社工在實

務界可行性的參與模式。 

根據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目的及問題如次： 

一、分析農村社區在產官學界推動現況。 

二、從社工專業的觀點，如何影響農村社區的量能。 

三、從社工動態跨域參與投入農村社區發展可行性評估為何? 

貳、文獻探討 

一、農村社區在產官學界推動現況分析 

(一)從產官學合作策略分析：從農村再造、地方創生及共生社區觀點分析 

1. 農村再造扎根：農村再造須由農村人力及教育推廣、教育層面向下扎根

，提供青年參與農村之管道，建立「大專生洄游農 Stay 」、「大專生洄游

農村競賽」及「大專生洄游農村二次方行動計畫」系列計畫活動，提供

非農業領域專業參與農村發展，引進創意及不同專長協助農村社區，截

至 109 年共計吸引上百所大專院校， 3,901 人報名參加， 1,240 名學生駐

村，協助產業升級、品牌建立、傳承地方文化和教育等，面向繁多，成

果豐碩，青年學子從中獲得自信及成就感，提升對農村之認同與使命感

，為農村注入全新創意和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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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導入地方創生：辦理「青年回留農村創新研究計畫」，提出聘用青年共同

經營模式，導入青年創意構想並經營農村，創造農村三生新價值並協助

農村多角化經營與產業加值， 提供青年更多福利與保障，讓青年有機會

搭配社區營運而留在農村，有效帶動農村產業與經濟成長。106 年核定

補助計 56 案 個人組 30 案、合創組 26案 、 109年補助 103 案，個人組 60 

案，合創組 43 案 )，合創組 8 案 ，屏東縣共14案，鼓勵各地方政府、開

放邀請各領域專家，開設具備農業及農村相關之創新技術應用、先驅觀

念導入、經營發展管理等目標導向增能培訓課程，培訓對象不再侷限於

農村社區，導入多元創新知識與技能，厚植在地人才多元專業，提升農

村地區整體競爭力，109年計辦理多元增能培訓，提升農村地方創生自主

能力培訓 5,084 人次，屏東縣共1,056人次。 

3.辦理農村再生培根計畫，基於農村再造及地方創生專業社區人才需求，

107年起擴大由各地方政府執行，透過地方政府既有資源及多元管道，期

協助農村永續發展，讓農村再生可以落實至全國各地。至109年底累計培

訓 2,584 社區(屏東縣316個)，包含關懷班 703社區(屏東縣63個)、進階班 

324 社區(屏東縣12個)、核心班 231社區(屏東縣32個)、再生班189社區(屏

東縣29個)、結訓 1,137社區(屏東縣285個)，15 萬 7,574 人次(屏東縣1,869

人次)，已超過全國農村社區半數 ( 61%)，其中 475 個原住民社區包含平

地與山地占總培訓社區近 20%，離島 75 個社區。  

(二) 開辦農業公費專班現況 

自107年開辦農業公費專班，累計至109年止，計有嘉義大學、屏東科

技大學、明道大學、宜蘭大學等4 校開辦 10 班招收 1172 名公費生，輔導學

生畢業後從農；鼓勵大學農學校院學生參加農業職涯探索，累計至 109 年9 

校宜蘭大學、臺灣大學、中興大學、嘉義大學、屏東科技大學、高雄科技

大學、明道大學、東海大學、朝陽科技大學)2574 名學生參加；獎勵高中生

從農方案累計至 109年計 34 校 69 班參與，包括農場經營、園藝、畜產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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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產養殖、農業機械等科，讓青年學子提早認識與接觸農業；另配合青

年教育及就業儲蓄帳戶方案提供優質農業職缺，參與青年期滿 3 年可領回

儲蓄金 36 萬元，欲升學者可申請農業公費專班，欲從農者則可申請青年從

農相關輔導措施，而農村社工是否有機會比照農業公費專班，納入農業公

費專班之一環，也是可試行之方案。 

(三) 推動創新農村生活文化走向共生社區 

從地方創生的觀點，擴展農業生產、生活、醫療、在地觀光、老青共

宅、中高齡就業及生態等層面之多元功能，輔導農村婦女生產與生活經營

能力，辦理農村高齡者生活輔導，推動農村青少年農業教育及社區服務，

社區農業產業永續經營人力培育，辦理食農教育推廣等，累計至 109 年服

務 86.1 萬人次，做為農村社工未來開發農村社區永續發展新契機。 

(四) 農村社工在農村社區專業工作範疇 

農村社會工作是社會工作的一環，社會工作是一種幫助人和解決社會

問題的工作，它服務於社會上的貧困者、老弱者、身心殘障者和其他不幸

者，預防和解決部分經濟困難或生活方式不良而造成的社會問題，實現人

與社會和諧發展。農村社會工作要全面服務於農村群眾需求，推進社會工

作發展，促進社會建設，是個系統工程(葉至誠2012)。而農村社工主要有3

項專業工作範疇：1.農村再造2.地方創生3.共生社區等3項；農村社工與3項

專業工作關係為何?1.從農村再造的關係來看：農村再生培根計畫是設計規

劃系統性的課程讓參與的社區得以從了解自己、農村社工的專業乃在協助

掌握問題與需求，綜合論之，從產官學合作策略分析、開辦農業公費專班

、推動創新農村生活，社會工作者在農村社區專業工作範疇實務工作中發

現，農村不僅是農民生產與居住的場所，也是大多數其他非農民的活動空

間，農村的功能從以往以生產為唯一目標，轉而同時扮演著自然生存基本

條件的維護、生物多樣性動植物的保護、文化及人文景觀的維護角色等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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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農村社工的工作範疇，國發會(2021)研究報告指出，台灣隨著全球化

(globalization)和在地化(rurality)，形成農村機能的變遷，我們必須知道農村

與整個農業、農民在地區、國家或全球分工的生產網絡位置，以及它們對

於農民生活的社會結構關係，也需要瞭解農村中各種不同產業之間的網絡

關係，以及它們對於農村生活的影響。 

二、社工進入農村社區工作發展的歷史脈絡與時空背景分析 

(一)農村社工之功能 

從產官學界在農村社工現有的組織結構與教育訓練推動現況，來分析

屏東縣農村社會工作一門課程，目前國內所有大學校院社工系所未開設，

亦無相關師資，而農村社會工作僅在「社區工作」一門學科內單章介紹，

而查閱國內以農村社工為課程的國家圖書館碩博士論文查詢系統、著書或

相關期刊，僅學者葉至誠於2013年所著《農村社會工作》一書，聊表一格

，甚為可惜，社工界長期以來未能重視，亦無人倡導，然農村社工在「社

區工作」主要工作範疇仍以「農村再造」、「地方創生」及「共生社區」為

社工主要功能，如此，農村社會工作對於現代社會中的「農村再生」、「地

方創生」及「共生社區」相輔相成，農村社工在三者中需能發揮功能，方

能定位在農村社區的角色。 

(二)農村社工之角色 

檢視我國自2007年起建立社工師之證照制度，2008年修正《社會工作

師法》，在2014年首次舉辦專科社工師分科甄審，依照目前國內大多數的社

工師服務的對象，共分成5大領域，分別為：「醫務領域」、「心理衛生領域

」、「兒童、少年、婦女及家庭領域」、「老人領域」、「身心障礙領域」，然未

將與『農村社工』有關的『社區社工』歸納其中為主因，再者，現存的『

社區社工』中無社區社工的分類，僅有社會工作員的角色，即為「促進能

力的角色」、「協調各團體的角色」、「社會設計的參與者角色」、「倡導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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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及「輔導行動者的角色」等5種， 而檢視縣府在社區中有社工員加

值人力獎(補)者，目前僅有衛生福利部以『長期照顧10年計畫 2.0：強化照

顧管理人力資源』獎(補)助社區關懷據點以社工專業人力(或照顧員)，而屏

東縣迄今(2021)年385據點中，申請5日C據點服務中僅有12個有申請社工專

業加值人力，以最低法定薪資34,916之專業服務費，而如何結合或參考該

加值人力配置運用。 

三、從社工動態跨域參與投入農村社區發展可行性評估 

(一)社工動態觀點：從培根社區分析之 

就組織之動態觀點而言，組織為一自然系統，是個有機體，既為有機

體，就有某些需求，因此，組織效能便是在特定情境下，組織滿足這些需

求的能力，有此能力，組織方能生存和維持其均衡（陳明璋，1982）；如將

效能界定為組織在環境中得到有利的談判地位，藉以獲得稀少而有價值的

資源（Yuchtman & Seashore, 1967）。而社會工作者如何將此種效能觀考慮

到組織系統的內外環境及其過程，為農村社區倡導與介入的過程，形成適

合人與家庭、人與社區之助人模式，從農村社工的工作範疇中，農村再造

是第一個可介入的現階段工作，屏東縣農村再生的培根計畫以「農村再生

、先做培根、培根做好、根留農村」為培訓目標，依農村社區在生活、生

產、生態三生條件不同之差異，開辦循序漸進的四階段課程，進而規劃政

策法規類、社區營造與農村規劃類、公共設施及環境整建類、產業活化類

、文化保存類、生態保育類、資訊及推廣類八類課程，期能由認識農村再

生計畫開始，逐步訓練社區在地人力，繼而研提屬於社區自己的農村再生

計畫，逐步實現社區未來發展的願景，呈現出社區自己的特色，協助社區

做需求檢整及盤點，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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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農村社工在培根社區培力階段動態觀點需求構面 

培力階段 課程內容 社工協助需求構面 

關懷班 1.核心課程：農村再生計畫及相關法規介

紹。 

2.自選課程：農村發展案例分享、初步社

區議題工作坊、農村社區產業概念。 

完成社區宣言 -對

社區之期待（形式

不拘 -可以文字、

詩詞、錄音、圖

畫、照片等）。 

進階班 1.核心課程：社區資源調查與社區地圖製

作、農村發展課題與對策或農村優劣勢分

析、農村營造經驗觀摩研習、社區組織運

作實務與討論。 

2.自選課程：農村營造概念及各項發展實

務介紹、認識社區防災、農村文史資料紀

錄、氣候變遷與低碳社區、農村營造操作

技巧與方法、生態社區概念與實務、政府

資源尋找及運用、農村社區產業盤點、其

他與農村再生相關之課程。 

社區資源調查紀錄

並製作社區地圖、

農村社區發展願景

及課題、觀摩研習

心得。 

核心班 1.核心課程：社區願景分析及具體行動方

案規劃、社區計畫實務操作討論及輔導、

農村再生計畫及社區公約初步討論、農村

美學、社區僱工購料或活化活動實作。 

2.自選課程：社區防災規劃、農村社區產

業活化、農村多元發展規劃、農村再生條

例相關子法規介紹、低碳社區實踐方法、

農村社區產業環境分析、農村社區產業特

色發覺、其他與農村再生相關之課程。 

完成僱工購料或活

化活動實作課程、

社區整體發展構想

（含構想圖）、土

地分區及設施規劃

（初步構想及示意

圖）。 

再生班 1.核心課程：農村再生計畫討論及修正、

社區會議召開技巧實務操作、僱工購料活

化活動實作。 

2.自選課程：農村社區產業發展願景、其

他與農村再生相關之課程。 

完成模擬社區會議

或社區大會 

、討論並初擬農村

再生計畫草案。 

資料來源：修正自謝政勳(2016)；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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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工跨域觀點：從社區培力分析之 

所謂的「跨域」，係涵蓋了跨部門、跨行政區劃、跳脫公、私分野的夥

伴關係，以及橫跨政策專業的合作，而社工跨域觀點，乃以助人專業為主

軸，是一種跨越社工專業領域以協力的助人模式。以屏東縣在社區培力為

例，今(2021)年屏東縣社區共計26個社區進入培訓，開課社區多分佈在屏

東北區，且部分鄉鎮有群聚參與效應，而在屏東南區則多為單個社區參與

的情形，對應地方政府核心政策發展，高山河谷生活生產區：該區全部涵

蓋原住民區，由於各社區多朝向發展觀光體驗與部落特有農產行銷，也是

該區開辦農村美學、產業盤點、產品包裝、部落農業、產業活化等課程的

培力。統計2018至2021年，申請培根社區從2018年的28個、2019年66個、

2020年71個，迄今2021年75個，增加幅度為5.5%，綜觀屏東縣歷年來「培

訓社區數」與「結訓社區數」的對應關係發現，屏東縣今(2021)年381個社

區已有265個社區進入培訓課程，平均培訓率大約68.5%，目前是高於全台

灣的培訓率，然經過10餘年來的培根輔導，在政府輔導組織健全的社區的

培根計畫下，為何見仍見樹不見林，培根社區在切斷政府資源後，真的有

斷奶了嗎?或者僅初期的曇花一現呢?在申請培根社區組織的專業輔導員中

，是否專業度獲能量不足，最後，從農村社工地方創生是第2個工作範疇，

為讓農村成功再造，地方創生可否為農村再生提供創新的產業契機?營造農

村社區脫離政府長期補助，自創財源與政府補助斷奶，也是農村社工介入

協助培根社區執行及地方創生的功能價值。而如何從農村再生的跨域發展

中，以產官學在社工資源整合投入可行性為何?也是本研究所要預測的研究

價值。 

(三)社工動態參與模式 

從產官學合作策略中的農村再造、地方創生及共生社區觀點及開辦農

業公費專班中，讓青年學子提早認識與接觸農業現況與農村社區在專業工

作範疇的分析中，設計規劃系統性的課程讓參與在社區的社會工作者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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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社區倡導，培力社區能力及價值，農村社工的專業乃在協助掌握問題與

需求之實務課程之學用倡導，並以社工動態及跨域之社會行動，是一種進

行中的社工專業協力的助人模式。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方法採用問卷調查方法以及訪談方法，在量化方面，採用描述

性統計、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相關分析進行資料分析，質化方面，

以深度訪談法，依據文獻探討及訪談法，以紮根理論歸納出訪談題綱，並

對特定人物採實地面訪方式，獲得第一手資料等進行歸納分析。 

一、研究對象及抽樣 

(一)研究對象 

以屏東縣內執行培根社區相關人員及屏東縣3所社工系師生為研究母群

體，預定發放問卷215份為研究樣本，在本研究問卷區分性別、年齡、校名

、系別及身分別等，研究者透由其他管道以先行獲得調查名冊，再實施問

卷調查，以利掌握樣本與調查名冊相符合，如表2所示。 

表2 預定發放問卷的樣本(N：215) 

個人資料 組別 人數 百分比 備註 

性別 
男 

女 

68 

147 

31.62 

68.37 

 

年齡 

18-20 歲 

21-22 歲 

23-40 歲 

41 歲以上 

45 

41 

98 

31 

20.93 

19.06 

45.58 

14.42 

 

校名 

屏東大學 

屏東科技大學 

美和科大 

大仁科大 

8 

62 

65 

80 

3.72 

28.83 

30.23 

3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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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別 
社工系所 

社會系所 

207 

8 

12.3 

96.27 

 

學制 

日間部 

夜間部 

進修部及進修學院二技部 

進修部及進修學院四技部 

65 

36 

66 

61 

24.18 

16.74 

30.69 

28.37 

 

就讀身分 
一般生 

在職生 

102 

113 

47.44 

65.55 

 

學校職稱 

大學 1-2 年級 

大學 3-4 年級 

碩士班研究生 

大學講師 

大學助理教授以上 

90 

68 

29 

19 

9 

41.86 

31.62 

13.49 

8.84 

4.1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質性訪談 

訪談名單中計有8位為研究訪談樣本（如表4研究對象樣本分析），年齡

介在40-65 歲之間，以本研究領域具代表性人物，有三個鄉長、2位民意代

表、2位培根社區代表及1位關懷據點代表，訪談人選所需實施訪談，並依

訪談要綱取得口述資料後，撰打逐字稿後予以編碼。 

表 4 質性訪談樣本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代號 領域代表性 訪談人選說明 

A 鄉鎮首長 萬巒鄉長 林國順 

B 鄉鎮首長 內埔鄉長 鍾慶鎮 

C 鄉鎮首長 長治鄉長 古佳川 

D 民意代表 屏東縣議員 李世淦 

E 民意代表 立法委員 莊瑞雄 

F 培根社區 隘寮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潘玉燕 

G 培根社區 95-109年間農村再生資深輔導員 陳惠蓮 

H 關懷據點 和興社區營關懷據點理事長 曾德富 



社會工作者如何影響農村社區中的量能:從跨域的動態參與到建構可行性模式之研究 | 57 

 

 

二、動態參與模式架構 

 

 

 

 

圖 1 研究架構圖 

三、測量工具 

(一)量表來源及計分方式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經由屏東縣內屏東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教授李

聲吼、曾儀芬，美和科技大學吳鄭善明、張齡友及大仁科技大學李涂怡娟、

及余金燕等人，經三次修正後所設計題項建構後，內容效度經由學者林鉦

棽進行審查及修正，如表 5 所示，供填答者填寫，共計 25 題；計分方式

採用 Likert5 點尺度量表衡量，為賦予「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

「同意」、「非常同意」等 5 五個級別答覆 1-5 之評分，選答分數越高表示

越同意，反之則不同意，得分越高者。 

本衡量構面計實務課程(農村實習、農政蹲點及農村社會工作課程)、

學用倡導(農村社工公費生、農村社工領域分組及農村社工學用定位)、社

會行動(倡導立法及認知實踐)等三個變項計 8 個構面，各構面變項之衡量如

表 5 所示。 

 

 

feedback 

自變數(IV) 

樣本背景 IV1-7： 

(性別、年齡、校名 

系別、學制、就讀身

分、學校職稱) 

依變數(DV) 

1.實務課程 DV1 

2.學用倡導 DV2 

3.社會行動 DV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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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各構面變項之衡量 

衡量構面 農村社工員可行性倡導量表題項 
參考 

文獻 

農村實習 

1.未來社工暑假實習願意到農村培根社區。 

2.未來社工暑假實習願意到公私營農場。 

3.未來社工暑假實習願意到農會及所屬單位實習。 

4.未來社工暑假實習願意到農業科學園區。 

李 聲

吼 、 曾

儀 芬 、

吳 鄭 善

明 、 張

齡 友 、

李 涂 怡

娟 及 余

金 燕 修

訂(2021) 

農政蹲點 

5.未來社工寒假方案實習願意到農村培根社區帶領。 

6.未來社工寒假方案實習願意到社區執行地方創生相

關計畫。 

7.未來社工寒假方案實習願意到社區執行社區共生相

關計畫。 

農村社會 

工作課程 

8.開設農村社工課程有選修意願。 

9.大學社工不需另開設農村社工課程，於相關課程介

紹即可。 

10.大學社工、社會系所可開設農村社工訓練及證照，

後未來可在社區擔任社工人力。 

農村社工 

公費生 

11.您選擇就讀農村社工原因是公費生的相關補助。  

12.就讀農村社工公費生畢業後要分發社區任社工人力

意願程度? 

13.農村社工公費生走入社區服務應設有服務年限以利

未來轉職。 

農村社工 

領域分組 

14.大學社工系應開設農村社工專門課程。 

15.研究所社工系應設農村社工組別鼓勵專業取向。 

16.社工或社會系所開設農村社工訓練學分，取得後可

分發社區擔任社工人力。 

農村社工

學用定位 

17.村(里)應設置社區社工人力協助社區社會工作。 

18.可運用現有社區關懷據點社工人力加值人力協助社

區社會工作，不用另外增設社區社工人力避免工作重

疊。 

19.村里社工人力執行培根社區、地方創生與共生社區

工作；關懷據點社工人力執行課程兩者各自分工分責

互不影響。 

倡導立法 

20.我會關注農村社工員的未來發展。 

21.我贊成有關單位設置農村社工人力。 

22.我願意支持農村社工人力倡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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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各構面因素分析 

本因素分析採用方法，用 KMO 檢定是否> 0.5 判斷是否適合進行因素

分析，進行因素分析，個別因素負荷量低於 0 .6 者(一般為 0.5 )予以刪除，

檢視該因素，重複以上步驟，直到每一因素負荷量皆高於 0.6進行信度分析，

檢視 α 值( 總信度和個別因素之信度)檢視 α 值，刪除題項後可以提升 α 值

的，就會刪除該提項以提升 α 值，因素負荷量愈高，內部一致性愈佳( 吳明

隆、涂金堂，2005 ) 。從實務課程、學用倡導及社會行動 3 個主變項中，本

預試量表共 35 題，第 1 次萃取結果顯示，適切性 KMO 值為.907，將因素

負荷量低於 0.7 以下的題項刪除，其餘因素負荷量分布在.598 至.872 之間，

根據試題分析的結果，實務課程變項的「農村實習」原 5 題、保留 4 題，

「農政蹲點」原5題、保留 3題，「農村社會工作課程」原 5題、刪除 2題、

保留 3 題，學用倡導變項中「農村社工公費生」，「農村社工領域分組」原 4

題項、刪除 1 題、保留 3 題，「農村社工在社區組織定位」原 3 題、未刪除

題項，社會行動中，「倡導立法」原 3 題、未刪除題項，「認知實踐」原 5

題、刪除 2 題、保留 3 題，並進行 3 次萃取，最後保留 25 題，如表 6。 

表 6 各構面因素分析 

題項 

因素負荷量 

1 2 3 
共同

性 

1.未來社工暑假實習願意到農村培根社區。 .602 .722 .872 .713 

2.未來社工暑假實習願意到公私營農場。 .612 .748 .871 .758 

3.未來社工暑假實習願意到農會及所屬單位實

習。 
.638 .768 .867 .770 

4.未來社工暑假實習願意到農業科學園區。 .662 .783 .884 .792 

5.未來寒假方案實習願意到農村培根社區帶領。 .580 .605 .728 .690 

認知實踐 

23.農村社工一詞是從課堂上聽到的。 

24.農村社工一詞是從課堂外聽到的。 

25.若我校系開設農村社工公費學程，我會報名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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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未來寒假方案實習願意到社區執行地方創生相

關計畫。 
.570 .642 .749 .629 

7.未來寒假方案實習願意到社區執行社區共生相

關計畫。 
.678 .673 .767 .647 

8.貴校若開設農村社工課程有選修意願。 .705 .765 .801 .765 

9.大學社工系所不需開設農村社工課程保留在社

區工作概論。 
.064 .072 .085 .074 

10.您贊成開設農村社工訓練及證照，未來可在社

區擔任社工人力。 
.763 .837 .910 .872 

11.您選擇就讀農村社工原因是公費生的相關補

助。  
.788 .819 .898 .865 

12.就讀農村社工公費生畢業後要分發社區任社工

人力意願程度? 
.796 .889 .903 .343 

13.農村社工公費生走入社區服務應設有服務年限

以利未來轉職。 
.731 .865 .910 .825 

14.大學社工系應開設農村社工專門課程。 .665 .713 .822 .763 

15.研究所社工系應設農村社工組別鼓勵專業取

向。 
.619 .751 .810 .759 

16.農村社工訓練學分，取得後可分發社區擔任社

工人力。 
.612 .737 .805 .751 

17.村(里)應設置社區社工人力協助社區社會工

作。 
.608 .740 .830 .713 

18.運用社區關懷據點社工加值人力協助社區社會

工作，不另外增設社區社工避免工作重疊。 
.196 .247 .379 .253 

19.村里社工師(員)執行培根社區、地方創生與共

生社區工作；關懷據點社工人力執行關懷據點課

程規劃與帶領，兩者各自分工分責、互不影響。 

.650 .658 .773 .649 

20.我會關注農村社工員的未來發展。 .563 .602 .704 .613 

21.我贊成有關單位設置農村社工人力。 .760 .801 .905 .817 

22.我願意支持農村社工員倡導。 .759 825 .907 .866 

23.農村社工一詞是從課堂上聽到的。 .754 819 .914 .851 

24.農村社工一詞是從課堂外聽到的。 .748 829 .915 .854 

25.若我校系開設農村社工公費學程我會報名甄

選。 
.610 .701 .813 .75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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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度分析 

本研究對於信度量測的使用方法為內部一致性信度，以Cronbach’s α 值

來衡量因素的信度及變數間聚集的效果，Cronbach’s α值越高表示信度越佳

，通常Cronbach’s α值大於0.7 以上較好(吳明隆、涂金堂，2006)。信度

(Reliability)指在相同條件操作下，對相同或相似的母數進行測驗均能得到

相同的統計結果，強調結果的一致性。最常被使用的衡量工具為Cronbach’s 

α，是驗證信度係數、分析內部的一致性的指標。在驗證性因素分析中，可

以針對模組裡每個潛在變項進行組合信度的測量，在基礎研究中，

Cronbach’s α若介於0.7至0.98區間都可以算視為高信度數值，但若低於0.3則

必須予以拒絕，若介於0.4至0.7區間，則表示尚可接受(Fornell & Larcker, 

1981)。本研究8個構面之信度分析值如表7。 

表 7 各構面信度分析 

衡量 

構面 
農村社工員可行性倡導量表題項 

Coeffic

ient 

Alpha 

農村 

實習 

1.未來社工暑假實習願意到農村培根社區。 

2.未來社工暑假實習願意到公私營農場。 

3.未來社工暑假實習願意到農會及所屬單位實習。 

4.未來社工暑假實習願意到農業科學園區。 

0.76 

農政 

蹲點 

5.未來社工寒假方案實習願意到農村培根社區帶領。 

6.未來社工寒假方案實習願意到社區執行地方創生相關

計畫。 

7.未來社工寒假方案實習願意到社區執行社區共生相關

計畫。 

0.78 

農 村 社

會 工 作

課程 

8.開設農村社工課程有選修意願。 

9.大學社工不需另開設農村社工課程，於相關課程介紹

即可。 

10.大學社工、社會系所可開設農村社工訓練及證照，

後未來可在社區擔任社工人力。 

0.82 

農 村 社

工 公 費

生 

11.您選擇就讀農村社工原因是公費生的相關補助。  

12.就讀農村社工公費生畢業後要分發社區任社工人力

意願程度? 

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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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內容效度 

本問卷以內容效度為研究測量編制方式，係指測驗能測出所欲測量行

為領域的程度，測驗的內容效度必須顧及研究構面內容、研究變項兩個向

度：內容效度愈高，乃測驗愈能測出擬測量的研究問題內容與研究目標。

本研究以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經由專家等6人，經三次修正後所設計題項

建構後，內容效度經由學者林鉦棽進行審查及修正，衡量構面計實務課程(

農村實習、農政蹲點及農村社會工作課程)、學用倡導(農村社工公費生、

農村社工領域分組及農村社工學用定位)、社會行動(倡導立法及認知實踐)

等三個變項計8個構面。 

13.農村社工公費生走入社區服務應設有服務年限以利

未來轉職。 

農 村 社

工 領 域

分組 

14.大學社工系應開設農村社工專門課程。 

15.研究所社工系應設農村社工組別鼓勵專業取向。 

16.社工或社會系所開設農村社工訓練學分，取得後可

分發社區擔任社工人力。 

0.79 

農 村 社

工 學 用

定位 

17.村(里)應設置社區社工人力協助社區社會工作。 

18.可運用現有社區關懷據點社工人力加值人力協助社

區社會工作，不用另外增設社區社工人力避免工作重

疊。 

19.村里社工人力執行培根社區、地方創生與共生社區

工作；關懷據點社工人力執行關懷據點課程，兩者各

自分工分責互不影響。 

0.83 

倡導 

立法 

20.我會關注農村社工員的未來發展。 

21.我贊成有關單位設置農村社工人力。 

22.我願意支持農村社工人力倡導。 

0.87 

認知 

實踐 

23.農村社工一詞是從課堂上聽到的。 

24.農村社工一詞是從課堂外聽到的。 

25.若我校系開設農村社工公費學程，我會報名甄選。 

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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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質性訪談題綱 

本研究以紮根理論為資料蒐集方法，研究者將所蒐集的資料，經由分

析歸納、事件的比較、對照，形成假設與驗證等一連串的步驟，最後建立

理論（李瑞聲，2011）。以概念和概念間相互的關係，進而達到概念密度飽

和，而產生適當的理論來詮釋現象中的變異，以理論的發展和資料的蒐集

分析是密不可分的（周德禎，2001）。資料分析分為3個部分；開放編碼、

主軸編碼和選擇性編碼3個步驟來進行探究，本題綱以文獻探討及李聲吼等

7位學者所建構修正，如表8。 

表 8 質性訪談題綱 

題項 備註 

1.您贊成社工暑假到農村培根社區實習。  

2.您贊成社工暑假實習到公私營農場、農會及所屬單位及農業科學園

區實習。 
 

3.您贊成未來社工寒暑假實習願意到社區執行地方創生及共生社區相

關計畫。 
 

4.您贊成開設農村社工訓練及證照，未來可在社區擔任社工人力。  

5.您贊成大學社工系應開設農村社工專門課程。  

6.您贊成村(里)應設置社區社工人力協助社區社會工作。  

7.您贊社區關懷據點社工人力協助社區工作，不另外增設社區社工避

免工作重疊。 
 

8您贊成村里社工人力執行培根社區、地方創生與共生社區工作；關

懷據點社工執行關懷據點課程規劃與帶領，兩者各自分工分責、互不

影響。 

 

9.您贊成有關單位設置農村社工人力。  

10.您願意支持農村社工人力倡導。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李聲吼、曾儀芬、吳鄭善明、張齡友、李涂怡娟

及余金燕(2021)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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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果與討論 

一、樣本及變項描述性統計分析 

本研究預定發放 215 份，因疫情關係，三校共發放 100 份，回收 65 份，有

效問卷共 65 份，如表 9 所示。 

表 9 回收後有效問卷的樣本特性分析(N：65) 

個人資料 組別 人數 百分比 備註 

性別 
男 

女 

42 

23 

64.61 

35.38 

 

年齡 

18-20 歲 

21-22 歲 

23-40 歲 

41 歲以上 

4 

29 

23 

9 

6.15 

44.61 

35.38 

13.84 

 

校名 

屏東科技大學 

美和科技大學 

大仁科技大學 

12 

23 

20 

18.46 

35.38 

30.76 

 

 

 

系別 
社工系 

社工所 

53 

12 

81.53 

18.46 

 

學制 

日間部 

夜間部 

進修部及進修學院二技部 

進修部及進修學院四技部 

18 

12 

21 

14 

27.69 

18.46 

32.30 

21.53 

 

就讀身分 
一般生 

在職生 

27 

38 

41.53 

58.46 

 

學校職稱 

大學 1-2 年級 

大學 3-4 年級 

碩士班研究生 

大學講師 

大學助理教授以上 

12 

23 

12 

11 

7 

18.46 

35.38 

18.46 

16.92 

10.7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一)實務與課程各構面之平均數、標準差及變異數與分量值之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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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0 分量表中，「農政蹲點」分量值(M=3.72)平均數較高，其次為

「農村實習」(M=3.49)，最後為「農村社會工作課程」(M=3.42)性最低，

在本變項 3 個構面中整體而言，整體中，「農村社會工作課程」4.02 可行

性倡導最高，農政蹲點為中度偏高取向。 

表 10 實務與課程各構面之平均數、標準差及變異數與分量值 

構面／題項 

平均

數 

(SM) 

標準

差 

(SD) 

變異

數 

(S2) 

分量值 

SM SD S2 

一、農村實習 

3.49 1.07 1.14 

1.未來社工暑假實習願意到農村培根

社區。 
4.31 .86 .74 

2.未來社工暑假實習願意到公私營農

場。 
2.89 1.31 1.65 

3.未來社工暑假實習願意到農會及所

屬單位實習。 
3.30 1.23 1.51 

4.未來社工暑假實習願意到農業科學

園區。 
4.10 1.53 1.81 

二、農政蹲點 

3.72 1.13 1.43 

5.未來社工寒假方案實習願意到農村

培根社區帶領。 
3.66 1.34 1.72 

6.未來社工寒假方案實習願意到社區

執行地方創生相關計畫。 
3.82 1.24 1.54 

7.未來社工寒假方案實習願意到社區

執行社區共生相關計畫。 
3.67 1.33 1.75 

三、農村社會工作課程 

4.02 1.74 3.02 

8.開設農村社工課程有選修意願。 4.01 1.54 2.37 

9.大學社工、社會系可開設農村社工

課程獨立於社區工作概論做介紹。 
3.95 1.24 2.07 

10.大學社工、社會系所可開設農村

社工訓練及證照，未來可在社區擔

任社工人力。 

4.05 1.66 2.7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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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用倡導各構面之平均數、標準差及變異數與分量值之現況分析 

表 11 學用倡導各構面之平均數、標準差及變異數與分量值現況 (n=6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表 11 分量表中，「農村社工公費生」分量值(M=4.20)平均數較高，

其次為「農村社工學用定位」(M=3.95)，最後為「農村社工領域分組」

(M=3.90)性最低，在本變項三個構面中整體而言，整體中，「農村社工公

費生」學用倡導(M=4.20)最高，農村社工學用定位與農村社工領域分組為

構面／題項 
平均數 

(SM) 

標準差 

(SD) 

變異數 

(S2) 

分量值 

SM SD S2 

四、農村社工公費生 

4.20 .79 .63 

11.您選擇就讀農村社工原因是公費

生的相關補助。  
4.65 .801 4.65 

12.就讀農村社工公費生畢業後要分

發社區任社工意願程度? 
3.92 1.051 3.92 

13.農村社工公費生走入社區服務應

設有服務年限以利未來轉職。 
4.17 1.013 4.17 

五、農村社工領域分組 

3.90 .89 .81 

14.大學社工系應開設農村社工專門

課程。 
3.94 1.007 3.94 

15.研究所社工系應設農村社工組別

鼓勵專業取向。 
4.14 .954 4.14 

16.社工或社會系所開設農村社工訓

練學分，取得後可分發社區擔任社

工人力。 

3.64 1.104 3.64 

六、農村社工學用定位 

3.95 .57 .32 

17.大學社工系應開設農村社工專門
課程。 

4.05 .982 4.05 

18.研究所社工系應設農村社工組別

鼓勵專業取向。 
3.91 1.035 3.91 

19.社工或社會系所開設農村社工訓

練學分，取得後可分發社區擔任社

工人力。 

3.92 1.012 3.92 



社會工作者如何影響農村社區中的量能:從跨域的動態參與到建構可行性模式之研究 | 67 

 

 

中度偏高之倡導取向。 

(三)社會行動各構面之平均數、標準差及變異數與分量值分析 

由表 12 分量表中，「認知實踐」分量值(M=3.91)平均數較高，其次為

「倡導立法」(M=3.49)，整體中，「認知實踐」社會行動最高(M=，倡導

立法為中度偏高之倡導取向。 

表 12 社會行動各構面之平均數、標準差及變異數與分量值 (n：65) 

構面／題項 
平均數 

(SM) 

標準差 

(SD) 

變異數 

(S2) 

分量值 

SM SD S2 

七、倡導立法 

3.49 1.07 1.14 

20.我會關注農村社工員未來

發展。 
4.31 .86 .74 

21.我贊成有關單位設置農村

社工人力。 
2.89 1.31 1.65 

22.我願意支持農村社工員倡

導。 
3.30 1.23 1.51 

八、認知實踐 

3.91 1.13 1.43 

23.農村社工一詞是從課堂上

聽到的。 
3.66 1.34 1.72 

24.農村社工一詞是從課堂外

聽到的。 
3.82 1.24 1.54 

25.若我校系開設農村社工公

費學程，我會報名甄選。 
4.27 1.33 1.7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主變項對背景變項差異性分析 

為探究樣本的背景變項(性別、年齡、校名、系別、學制、就讀身分學

校、職稱及身份別)在「實務課程」、「學用倡導」及「社會行動」3 個主變

項的差異情形，以背景變項為自變項，三個主變項為依變項，以多變量變

異數分析(MANOVA)來考驗不同背景變項，若達顯著性，則進行單因子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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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數分析(ANOVA)及雪費(Scheff”e)事後比較，最後再以獨立樣本 t 檢定考

驗背景變項對主變項的差異情形。 

(一)背景變項之考驗多變量變異數分析(MANOVA)考驗結果： 

表 13 所示，共變量矩陣等式的 Box 檢定性別(.117)、年齡(.53)、校名

(.13)、系別(.80)、學制(.39)、就讀身分(.51)及學校職稱(.61)均顯著性 p 值為

> 0.05，未達顯著，表示多個變量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設。 

表 13 背景變項之多變量變異數分析(MANOVA) (n：65) 

變項別 性別 年齡 校名 系別 學制 就讀身分 
學校 

職稱 

Box's 

M 共變

異等式

檢定 

10.33 29.41 18.118 8.15 19.85 9.15 17.2 

F 1.70 1.59 1.46 1.65 1.06 1.78 1.03 

df 12 18 12 12 18 12 18 

顯著性 .117 .053 .13 .80 .039 .51 .6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背景變項之多變量檢定分析 

再檢視表 14「多變量檢定」結果，Wilks’ Lambda 除了「學制」一項顯

著性 p值為 0.034<0.05，達顯著水準外，性別、年齡、校名、系別、就讀身

分、及學校職稱均>0.05，多變量檢定結果未達顯著，然「學制」可當控制

變項測量依變項影響程度外，無其他可比較之意義，故除「學制」一項外，

其他 6 個背景變項無需要再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ANOVA)及事後比較檢

定比較，如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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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背景變項之多變量檢定 Wilks' Lambda (λ)分析(n：6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背景變項在主結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定及雪費事後比較 

由表 15 結果分析發現，「農村社會工作課程」F 值 3.363(p=.019<0.05)

有顯著差異，以「不同學制」測量「實務課程」上，會影響「實務課程」

的倡導，雪費事後檢定值比較方面，不同學制的受訪者在實務課程之農政

蹲點>實務課程之農村實習>實務課程之農村社會工作課程；在「學用倡導」

各分量均無顯著差異；在社會行動方面，認知實踐 F 值 3.1(p=.028<0.05)有

顯著差異，以「不同學制」測量「社會行動」上，「不同學制」構面會影響

「社會行動」的程度，雪費事後檢定值比較方面，不同學制的受訪者在社

會行動的認知實踐>社會行動的倡導立法。 

(四)學制背景變項在主結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ANOVA)檢定 

表 15 學制背景變項在主結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ANOVA)檢定結果 

變項/分量 平方和 df 平均值平方 F 顯著性 事後比較 

實務

課程 

a.農村實習 

組間 3.883 3 1.294 1.728 .162 

b>a>c 

組內 173.78 232 .749   

總計 177.66 235    

b.農政蹲點 

組間 3.656 3 1.219 .999 .394 

組內 282.85 232 1.219   

總計 286.50 235    

變項別 Wilks' Lambda (λ) F df 顯著性 

性別 1 .027b 214 .994 

年齡 .927 1.961 214 .798 

校名 .994 .024b 214 .962 

系別 .981 .756b 214 .605 

學制 .982 .470 214 .034 

就讀身分 .975 .756 214 .051 

學校職稱 .991 .535 214 .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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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農村社會

工作課程 

組間 5.417 3 1.806 3.363 .019 

組內 124.55 232 .537   

總計 129.97 235    

 

d.農村社工 

公費生 

組間 3.02 3 1.007 1.620 .185 

d>f>e 

組內 144.13 232 .621   

總計 147.15 235    

e.農村社工

領域分組 

組間 1.786 3 .595 .734 .533 

組內 188.21 232 .811   

總計 189.99 235    

f.農村社工

學用定位 

組間 .875 3 .292 .899 .443 

組內 75.29 232 .325   

總計 76.16 235    

社會

行動 

g.倡導立法 

組間 .232 3 .077 .227 .877 

h>g 

組內 79.09 232 .341   

總計 79.33 235    

h.認知實踐 

組間 1.874 3 .625 3.100 .028 

組內 46.77 232 .202   

總計 48.642 235    

註1:a農村實習、b農政蹲點、c農村社會工作課程、d農村社工公費生、e農村社工領域

分組、f農村社工學用定位性、g倡導立法及h認知實踐。 

註2：* p <0.05  ** p <0.01  *** p <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主變項相關分析 

本研究所有變數(Variables)包含相關係數，相關係數的強度大小與意義

是 1.0 為完全相關、.70-.99 為高度相關、.40-.69 為中度相關、.10-.39 為低度

相關.10 以下為微弱或無相關(邱皓政，2007)，而為變數兩兩之間的相關係數，

其絕對值越高表示相關性越高；經檢定顯示，在 3 個主變項中實務課程、學

用倡導及社會行動 8 個構面之 Pearson 相關性方面，除學用定位對 7 個變項

相關性均不顯著及認知實踐對社工課程不顯著外，其餘均達相關性顯著，如

表 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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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 各變項積差相關係數(Pearson) 

 

農村 
實習 

農政 
蹲點 

社工 
課程 

社工 
公費
生 

領域 
分組 

學用 
定位 

倡導 
立法 

認知 
實踐 

農村

實習 

Pearson相關 1        

顯著性 

（雙尾） 
        

N 65        

農政

蹲點 

Pearson相關 .602** 1       

顯著性 

（雙尾） 
.000        

N 65 65       

社工 

課程 

Pearson相關 
-.189** 

-.275*

* 
1      

顯著性  

（雙尾） 
.004 .000       

N 65 65 65      

社工 

公費

生 

Pearson相關 
-.317** 

-.457*

* 
.680** 1     

顯著性 

（雙尾） 
.000 .000 .000      

N 65 65 65 65     

領域 

分組 

Pearson相關 .296** .406** -.176** -.173** 1    

顯著性  

（雙尾） 
.000 .000 .007 .008     

N 65 65 65 65 65    

學用 

定位 

Pearson相關 -.014 -.018 .098 .114 -.108 1   

顯著性  

（雙尾） 
.827 .778 .134 .081 .097    

N 65 65 65 65 65 65   

倡導

立法 

Pearson相關 .237** .269** -.129* -.133* .553** -.033 1  

顯著性  

（雙尾） 
.000 .000 .048 .041 .000 .611   

N 65 65 65 65 65 65 65  

認知

實踐 

Pearson相關 .221** .249** -.081 -.090 .643** -.030 .727** 1 

顯著性  

（雙尾） 
.001 .000 .216 .170 .000 .642 .000  

N 65 65 65 65 65 65 65 65 



72 |現代桃花源學刊  第十一期 

 

註 1：對角線數值為 Pearson 考驗值 (雙尾) 

註2：* p <0.05  ** p <0.01  *** p <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質性訪談歸納結果分析 

1.開放性譯碼之信、效度度分析表： 

題項：(1)至(10)綜合歸納分析如表 17 所示。 

表 17 質性訪談歸納結果分析表 

訪談類別/ 

紮根理論 

開放性譯碼 

第 1 層 

逐字稿(摘略) 

主題性譯碼 

第 2 層 

信度分析 

選擇性譯碼

概念性意義 

效度分析 

鄉鎮首長類 

研究場域： 

萬巒鄉 

訪談人： 

本研究 

被訪談人： 

A 

時間: 

110/07/12 

 

1.學生來能學到甚麼? 

2.鄉內農村培根社區能提供資源? 

3.學生未來是否願意返鄉就業? 

4.有無師資指導? 

5.鄉內農村培根社區社工督導能

量? 

6.能提升鄉內專業地方創生資源? 

7.可可、咖啡農場是機會 

8.持樂觀贊成看法 

9.願意接受並鼓勵 

10.支持鄉內村內設置社區社工師

(員) 

協助社區社會工作，可先以 1、2

個村試行。 

11.願意支持農村社工員之倡導 

1.人口流失 

2.觀光旅遊 

3.遊客減少 

4.專業人才 

5.錢留萬巒 

1.農村社區 

2.地方創生 

3.專業人才 

鄉鎮首長類 

研究場域： 

內埔鄉 

訪談人： 

本研究 

被訪談人： 

B    

時間: 

1.農村農業蕭條，到處檳榔作

物，機會渺茫，可可是失敗作

物。 

2.民眾要經濟又要環保兩難。 

3.地方創生要有大企業資金挹

注。 

4.社區不能一直依靠政府經費、

要斷奶。 

1.農村蕭條 

2.農民經濟

發 

3.展與環保

兩難 

4.社區財務

自主 

5.社工能量

1.農村社區 

2.地方創生 

3.社工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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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7/16 5.鄉內好幾家農場經營不下去 

6.社工能力有限，起不了大作

用。 

7.來培根社區實習非常歡迎，但

鄉公所無法給予承諾未來的學習

師資，要請學校或縣府協助。 

8.贊成學生社工到鄉內培根社區

實習 

9.政府若有經費不會反對，人才

要發揮，對培根社區有助益當然

好。 

有限 

鄉鎮首長類 

研究場域： 

長治鄉 

訪談人： 

本研究 

被訪談人： 

C    

時間: 

110/07/23 

1.農村人口大量流失外都會區。 

2.經費不足施政受影響。 

3.自籌財源鼓勵地方創生。 

4.檸檬、觀光農場。 

5.鼓勵鮭魚返鄉，鼓勵大企業設

廠。 

6.建立旅遊特色景點。 

7.中高齡就業機會。 

8 教育資源連結。 

9.社工背景能了解弱勢家戶才是

要關注的一群，贊成社工投入鄉

內任何單位實習等，會克服困難

協助。 

10.支持鄉內村內設置社區社工人

力協助社區社會工作，可全面試

行。 

11.全力支持農村社工員之倡導 

1.盤點農村

社區 

2.盤點師資

能量 

3.專業度進

駐 

4.影響地方

創生 

地方創生 

農村再生 

社會企業 

社工專業 

民意代表類 

訪談人： 

本研究  

被訪談人:  

D 

時間: 

110/08/12 

1.願意協助校內四所社會系、社

工暑假實習到公私營農場、農會

及所屬單位及農業科學園區實習 

2.內埔鄉內農村培根社區有那些

可供學生或社區助益，都願爭取

。 

3.鼓勵畢業學生返鄉就業。 

4.能爭取提升鄉內專業地方創生

資源。 

1.人口流失 

2.觀光旅遊 

3.遊客減少 

4.專業人才 

5.錢留萬巒 

1.農村社區 

2.地方創生 

3.專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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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內埔的仍有其他小農經濟，可

請研究團隊來盤點。 

6.願意接受並鼓勵各校的社工、

文創系等師生的投入。 

7.支持鄉內村內設置社區社工師

人力， 

協助社區社會工作，有機會將協

助倡議。 

8.願意支持農村社工員之倡導 

民意代表類 

訪談人： 

本研究 

被訪談人： 

E   

時間: 

110/08/16 

 

1.屏東農村農業之所以蕭條，是

因為前幾任地方政府無宏觀眼

界，未來有機會服務屏東，將支

持高鐵延伸高雄潮州案，將帶動

高科技企業與人才進駐屏東，首

要解決交通問題的框架。 

2.我是一個農業專家，地方創

生、農村再造本是我的專業。 

3.支持縣內各鄉鎮村里設 置 社 區

社工人力協助社區社會工作。 

4.社工公費生若由農委會負責應

當可行，但目前須先提交相關數

據說服農政委員育教育部，未來

社工人力如何投入社區、經費將

是最要解決大問題，我全力支持

農村社工員之倡導。 

5.共生社區需要完整配套才能施

行，未來可找一兩個社區試辦 

1.高鐵南移

高雄潮州案 

2.交通是經

濟發展首要 

3.支持社工

公費生之倡

導 

4.支持縣內

各鄉鎮設置

社工人力 

5.願意倡議

社工投入相

關農村再生

與地方創生 

6.共生社區

可行性試辦 

1.農村經濟 

2.高鐵南移 

3.社區社工 

4.共生社區 

5.倡導立法 

培根社區類 

訪談人： 

本研究   

被訪談人： 

F   

時間: 

110/08/12 

1.我們社區是農村再生培根計畫

受惠者，情列建議社區來爭取成

立 。

2.從提案到核准通過再到初期關

懷班、進階班、核心班級最後的

再生班，非常辛苦，志工人員不

穩定，起初會信心動搖意志不堅

，但終究會度過難關。 

3.現在我們的產品達 12 項，能獨

立主主財源，也是地方創生的成

1.農村再生

培根計畫 

2.自主特色

多元產品建

立 

3.社區旅遊

特色景點 

4.地方創生 

5.社區社工

人力配置 

1. 農村再生

培根計畫 

2.地方創生 

3.農村再生 

4. 非營利組

織 

5.社工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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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案例。 

4.拙荊草系列產品例如蜂蜜、精

油、薰香、茶葉蛋、面膜等，都

是培根計畫的協助。 

5.滿足部分高齡就業機會。 

6.建立隘寮社區旅遊特色景點。 

7.運用實習生在隘寮社區實習機

會給予互相學習，幫學校培育更

多農村再生、地方創生人才。 

8.目前月營運 4-6 萬，減少政府補

助。 

9.贊成開設農村社工訓練及證

照，未來可在社區擔任社工人

力。 

10.贊成村里社工師(員)執行培根

社區、地方創生與共生社區工

作；關懷據點社工執行關懷據

點課程規劃與帶領，兩者各自

分工分責、互不影響 

11.贊成大學社工系應開設農村

社工專門課程。 

12.願意支持農村社工員倡導。 

13.農村社工公費生不熟悉。 

6.開設農村

社工訓練及

證照 

7.支持農村

社工員倡導 

培根社區類 

訪談人： 

本研究 

被訪談人： 

G 

時間: 

110/08/28 

1.隘寮社區培根計畫輔導經驗 

2.旗山圓潭圓富社區輔導地方創

生經驗 

3.高雄六龜、杉林社區共生社區

推動經驗 

4.南投阿里山個鄉鎮培根社區輔

導經驗 

5.從屏東、高雄、南投跟社區輔

導經驗，看見社工扮演重要推

手，助人專業專業度、服務熱忱

的本質等。 

6.贊成開設農村社工訓練及證

照，未來可在社區擔任社工人

力。 

1.社工助人

專業延伸之

外部效度 

2.借鏡不同

縣市經驗看

屏東縣的經

驗。 

3.社工系應

開設農村社

工專門課程 

4.農村社工

訓練及證照 

5.共生社區

推動 

1. 社工助人

專業 

2.共生社區 

3. 農村社工

訓練及證照 

4. 農村社工

員倡導 

5.留才農用 



76 |現代桃花源學刊  第十一期 

 

7.贊成村里社工執行培根社區、

地方創生與共生社區工作；關懷

據點社工執行關懷據點課程規劃

與帶領，兩者各自分工分責、互

不影響。 

8.贊成大學社工系應開設農村社

工專門課程。 

9.願意支持農村社工員倡導。 

10.農村社工公費生不熟悉。 

6.輔導地方

創生經驗 

7.社區培根

計畫輔導經

驗 

社區關懷據點

類 

訪談人： 

本研究 

被訪談人:  

H 

時間: 

110/08/28 

1.有意願申請培根計畫，困擾為

培訓人員班底為志工擔心參與不

穩定。 

2.東寶黑豬肉行銷經驗，未來可

為協會奢區中高齡者帶來就業機

會。 

3.關懷據點面臨轉型需求，不能

只靠政府補助。 

4.疫情帶來斷炊困擾，非費短

絀。 

5.社工人力為據點帶來顯著的助

益，非常贊成並認同社工專業

度，未來能結合根計畫。 

6.目前本關懷申請 5 日 C 據點有

補助奢公加值人力，而社工員經

常須配合縣府、公所及村辦的實

需做非據點的工作，強烈建議社

區增加社工配置，村里社工執行

培根社區、地方創生與共生社區

工作；關懷據點社工執行關懷據

點課程規劃與帶領，兩者各自分

工分責、互不影響。 

7.農村社工訓練及證照，未來可

在社區擔任社工人力回饋社區 

1.培根計畫

志工參與培

訓不穩定 

2.疫情影響

據點營運。 

3.認同社工

專業度，未

來能結合根

計畫。 

4.社居與據

點均須分開

設置，避免

過勞。 

5.贊成學用 

 

1. 社工助人

專業 

2.留才農用 

3. 農村社工

訓練及證照 

4. 農村社工

員倡導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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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一、結論 

(一)在學術上意涵 

1.描述性統計分析分析結論部份：1.實務與課程中的「農村社會工作課程」

(M=4.02)可行性倡導最高；學用倡導中的「農村社工公費生」學用倡導

(M=4.20)最高；社會行動中的「認知實踐」(M=3.91)社會行動最高。 

2.背景變項在主結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定及雪費事後比較方面，「學制(在

職生與一般生」會影響「實務課程」的倡導，雪費事後檢定值比較方面，

不同學制的受訪者在實務課程之農政蹲點>實務課程之農村實習>實務課

程之農村社會工作課程；在「學用倡導」各分量均無顯著差異；在社會

行動方面，認知實踐 F 值 3.1(p=.028<0.05)有顯著差異，以「不同學制」

測量「社會行動」上，「不同學制」構面會影響「社會行動」的程度，雪

費事後檢定值比較方面，不同學制的受訪者在社會行動的認知實踐>社會

行動的倡導立法。 

3.主變項相關分析方面，經檢定顯示，在 3個主變項中實務課程、學用倡導

及社會行動 8 個構面之 Pearson 相關性方面，除學用定位對 7 個變項相關

性均不顯著及認知實踐對社工課程不顯著外，其餘均達相關性顯著。 

(二)在實務上意涵 

1.農村社區在產官學界推動現況。 

(1)鄉鎮首長方面，共同認同及贊成應推動農村再生、地方創生及認同社工

專業與設置社工專職社區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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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意代表方面，共同認同及贊成推動農村再生、地方創生及認同設置社

工專職社區人力，一位認同且願意爭取公費社工以為社工倡導。 

(3)學界方面，屏東縣三所社工系師生，均認同設置農村社工，為師資部份，

需中央單位支持後始會開設。 

2.從社工專業的觀點，如何影響農村社區的量能。 

(1)培根社區與關懷據點方面，共同認同及贊成推動農村再生、地方創生。 

(2)認同設置社工專職社區人力，開設農村社工專業課程、農學農用，認同

且願意公費社工以為社工倡導。 

(3)社工介入培根計畫可支持社區培力，從農村再造、地方創生進而營造共

生社區之目標。 

3.從社工動態跨域參與投入農村社區發展可行性評估 

(1)農村再造方面，由社工介入社區培根計畫，由四階段課程之需求建構社

工助人專業技術，導入方案，協力培根計畫執行。 

(2)地方創生方面，導入地方創生，從「青年回留農村創新研究計畫」，提

出聘用青年共同經營模式協助方案，協助青年創意構想並經營農村，創

造農村三生新價值並協助農村多角化經營與產業加值， 提供青年社會福

利與保障，搭配社區營運而留在農村，有效介入農村產業成長。 

(3)共生社區方面，目前需培力足夠社區能量後，建構好社區產業、醫療、

就業及資源連結後，始能建構共生社區之量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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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從本次的三校師生跨域的動態參與及可行性量質化分析後，本研

究建構可行性模式如以下四點建議： 

(一)以屏東縣內 3 所大學社工系師生於暑期實習或方案合作模式，於農村

培根社區、公私營農場、農會及農業科學園區等入鄉實習、從實地考

察，盤點社區資源，以多元行動面向的進程，回應地方創生及典範農

村的侷限。 

(二)產官學合作開設相關學分班、研習班及增開農村社會工作課程及研究

領域分組，鼓勵並獎助研究以農村社會、農村社工論文相關研究，根

基農村助人專業知能。 

(三)為留才農用，在社工、社發系所現有招生人數中增加「農村再生」公

費生員額，縮短學用落差。 

(四)農村再生培根計畫中編入「農村社區社工」加值人力提升農村再生量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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