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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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社會教育
所謂的社會教育，即是指學前兒童到高齡長者皆可接受的終身學習教育制度。在橫的方
面，包括正規、非正規及非正式的教育活動；在縱的方面，涵蓋家庭、學校、社會等 3 種面向；
對學習主體而言，終身教育提供給每個人隨時隨地均可學習的教育體系。
臺灣於 1970 年代後開始加強推展終身教育，1995 年（民國 84 年）於教育部發布之中華
民國教育報告書中，便將「規劃生涯學習體系，建立終身學習社會」列為我國教育發展的重
要方向。
為了提昇民眾公民素養，關心社會重大議題，自 1998 年（民國 87 年）起陸續設立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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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並訂該年「終身學習年」，推動多項專案計畫，建置終身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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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民國 91 年）教育部頒布「終身學習法」，明定各縣市應普設社區大學，整合社
區學習資源，提供終身學習支援管道，培養學習型公民，建立終身學習社會，2010 年（民國
99 年）推動學習型社區方案，2011 年（民國 100 年）將由城鄉為首，啟動「學習型城鄉」計
畫，結合中央相關部會資源，逐步擴大規劃辦理，為使國中小補校教學設備、空間作有效運
用，除持續保留補校進修教育及終身學習之功能，並活化提供社區成人及高齡民眾多元性學
習平臺，將現有學習空間轉型為「社區性多功能學習中心」，以便社區民眾使用，另一方面，
融入休閒教育理念，鼓勵民眾透過休閒活動，學習新事物、培養體能與運動興趣、學習關懷、
服務他人與回饋社會。

壹、蘇澳國小──蘇澳社教站
蘇澳社教站位於宜蘭縣蘇澳鎮蘇西里中山路一段 366 號，主要的召集人為當時蘇澳國小
校長吳枝坤，工作團隊為學校的教師們，在蘇澳地區辦理多年的社會教育活動，很受社區民
眾的歡迎。蘇澳社教站的成立，不僅有助於學校與社區的互動，更提供了社區民眾再學習的
寶貴機會，曾辦理成人認字班、繪畫班、國樂班、電腦班及親子才藝班等各項教育活動。

貳、宜蘭縣社區大學──蘇澳分班
在宜蘭社區大學成立之前，推廣教育班於宜蘭技術學院、佛光大學、復興工商專科學校
以及海洋大學（借用蘇澳海事學校教室）各校中開辦，提供宜蘭縣民進修的機會。惟開班課
程類別各有不同特色與偏向，招生人數亦尚未能滿足廣大縣民的需求。宜蘭地區之教改人士
576

在 1998 年（民國 87 年）年底開始提出設置宜蘭社區大學的構想，並與教育局開始進行討論。
1999 年（民國 88 年）8 月，宜蘭縣政府再召集縣內各文教團體會商社區大學籌辦事宜，同年
10 月 6 日正式成立「宜蘭社區大學教育基金會」，推動籌設宜蘭社區大學。於 2000 年（民國
─羅東分校成立，在社區大學逐漸普及的同時，為了協助社區發展，加強民眾對人文、社會、
環境、生活藝能等等知識、縮短城鄉差距，自 2002 年（民國 91 年）下學期起亦在蘇澳鎮設
立了港邊社區分班及白米社區分班，於 2013 年（民國 102 年）於長安社區開設分班，提供蘇
澳民眾就近學習的便利性。透過結合社區設立分班，落實社區大學關懷社區，以提升社會公
民之素養。

第二節、補習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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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年）4 月進行試辦，獲得各界迴響。2001 年（民國 90 年）2 月，宜蘭社區大學的第二校區

補習教育為社會教育的一環，以臺灣現今所定之「補習與進修教育法」便指出「國民補
習及進修教育，以補充國民生活知識，提高教育程度，傳授實用技藝，培養健全公民，促進
社會進步為目的」。

教育以國小、國中補校為主。1953 年（民國 43 年）國民政府於社會教育推行委員會內設置「補
提供失學者可受教育的機會。目前蘇澳鎮共有 1 所小學及 1 所國中設置補校，分別為蘇澳國
小內的初級補習學校與 1973 年（民國 62 年）設立於蘇澳國民中學的附設中級補習學校。
短期補習教育為現今最為普遍的補習教育類型，其類別也較多元。1950 年（民國 39 年）
之前稱為傳習所。1949 年（民國 38 年）教育廳頒訂「臺灣省公私立短期補習班管理辦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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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教育輔導會議」，並依「國民教育實施綱要」規定國民學校應設置失學民眾補習教育，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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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臺灣的補習教育可分為為國民補習教育、進修教育及短期補習教育 3 類。國民補習

為短期補習班設立管理制度及辦法。其類別可分為文理、農、工、商、法、家政、藝術、體
育等等。科目上普通補習班以國文、外文、數學、史地、物理、化學、生物等科目為主要授
課內容；職業類則有縫紉、汽車駕駛、珠算……，並依現今社會需求而增加及變化。統計蘇
澳鎮於 1900 年（民國 79 年）至 2011 年（民國 100 年）立案之補習班共有 19 所，其中以文理
類立案的短期補習班共有 17 所，技藝類共 2 所。
【表 6-3-1】蘇澳鎮立案短期補習班（至 2011 年（民國年）100 年統計）

類別（細目）

文理

外語

美術、美工、設計、書法、圍棋、攝影等

數量

14

3

1

資料來源：宜蘭縣補習班資訊管理系統：「http://bsb.edu.tw/afterschool/?usercity=42，2012.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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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2】蘇澳鎮立案短期補習班列表

補習班名稱

班址

立案文號

福德東路 39 號 1-4 樓

府教終字第 1010129472 號

私立稚元文理短期補習班

城東路 105 號 1-2 樓

府教終字第 1010028548 號

私立小鯨豚文理短期補習班

神洲路 20 號 1 樓

府教終字第 1000094124 號

私立亞洲鐵人文理短期補習班

中山路一段 182 號

府教社字第 1000021235 號

私立欣欣文理短期補習班

中山路一段 385 號

府教社字第 0990128031 號

私立洺堂文理短期補習班

和平路 36 號 1-2 樓

府教終字第 0970138499 號

私立童心園文理短期補習班

蘇南路 243 號 1-3 樓

府教社字第 0970096777 號

私立蔣老師珠心算短期補習班

聖湖里蘭陽新村 20 號

府教終字第 0960160507 號

私立全方位文理短期補習班

中山路 1 段 441 號 2 樓之 1

府教終字第 0960099374 號

私立真善美文理短期補習班

中山路 1 段 431 號 1-2 樓

府教終字第 095012332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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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愛莉美語短期補習班

中山路 1 段 528 號 1-2 樓

府教終字第 0940059857 號

教育篇

私立立文文理短期補習班

和平路 119、121 號 1-3 樓

府教終字第 0920148388 號

私立文勝文理短期補習班

中山路 1 段 343 號 1-2 樓

府教社字第 0920100220 號

私立太陽花田文理短期補習班

蘇港路 349 號

府教終字第 0920004562 號

私立欣欣語文短期補習班

和平路 18 號 1-3 樓

府教終字第 0910082432 號

私立文心珠心算短期補習班

南興路 74 號 1 樓

11966

私立張老師文理短期補習班

隘界路 20 巷 15 號 1-2 樓

77566

私立陳建華老師專業英語短期補習班

蘇南路 229 號 2 樓

教社字第 95039 號

私立家禾音樂文理短期補習班

仁愛路 161 號

教社字第 7606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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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哈佛文理短期補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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