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活力、幸福永續
南投縣南投市營南社區發展協會辦理
106 年度全國社區發展福利社區化觀摩會計畫書
一、計畫緣起
社區發展是一項整體性、綜合性、多元性、多目標的發展工作，內容包含
有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等發展策略，在發展過程中特別強調經濟與社會、
文化與景觀、都市與鄉村，協調支援和平衡發展，尤其注重提昇民眾自治精
神與自助力量的發揮，透過民眾之社區教育和參與，真正啟發社區功能及社
區意識。
南投縣多年來朝著激發居民的參與、增進共同解決問題的能力，及改善居
民的生活品質、促進地區的發展雙重目標全力以赴。輔導各社區依個別需求
和特色，多元性思考與創意，找出社區新風格，經由縣府各局處、各鄉鎮市
公所、各社區發展協會及各志願服務團體積極努力下，略有績效。
為發揚社區發展 50 年，讓國人瞭解社區發展的歷史脈絡及軌跡，並對政
府推動社區照顧、關懷弱勢族群的工作目標與過程做一徹底檢視，擬藉由辦
理本案觀摩會，汲取社區核心幹部的建議，作為社區工作更上一層樓的學習，
共創自主活力、幸福永續的社區願景。

二、計畫目的
（一）
（二）
（三）
（四）

提供績優社區推動社區照顧、社區關懷經驗學習，減少摸索時間。
社區發展常因時因地制宜，經由已發展工作內容，激盪創新靈感。
激發公民意識，彰顯志願服務精神，照顧弱勢族群。
經由全國性的觀摩，彼此鼓舞士氣，願意繼續投入社區工作。

三、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南投縣政府、南投縣南投市公所。
（二） 主辦單位：南投縣南投市營南社區發展協會。
（三） 協辦單位：南投縣各鄉鎮市公所、南投市嘉和、芳美、福山、永
興、竹山鎮富州、延正、竹山、草屯鎮平林、富寮、
國姓鄉南港、國姓、石門、魚池鄉東光、魚池尖、埔
里鎮珠仔山等 15 個社區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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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辦理日期：106 年 10 月 13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至下午 4 時 30 分。
五、辦理地點：南投會展中心（南投市祖祠東路 26 號）
六、參加名額及對象：
（一）、參加名額：1,400 名
（二）、參加對象：
1. 中央相關單位代表，約計 10 人。
2. 全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區公所推行社區工作及社會福
利相關業務人員，約計 350 人。
3. 全國各推行社區發展暨社會福利社區化工作之社會福利機構或社
區發展協會主要幹部或工作人員，約計 650 人。
4. 南投縣各推行社會福利社區化工作之社區發展協會及相關資源團
體之主要幹部或工作人員，約計 200 人。
5. 觀摩會工作人員及各參訪地點工作人員，約計 190 人。

七、辦理項目及內容:
（ㄧ）活動主題
本活動係以展現社區發展協會投入社區照顧、社區關懷、社區產業
的活力與永續為主軸，呈現服務的多元樣貌及影響：
1. 照顧關懷面：鼓勵社區居民協力合作，提供社區內所需之在地照
顧服務及兒童課後陪伴，營造溫馨生活環境。建立社區照顧關懷
據點及日托長照站，使得生活照顧及長期照護服務等工作可以就
近社區化。
2. 文化傳承面：鼓勵社區建立終身學習，發展社區多元族群文化，
開發利用社區人力資源，加強社區營造人才培育工作，鼓勵青少
年參與社區志工服務，活絡社區青少年組織，培養社區營造生力
軍。另透過社區藝文活動之辦理，凝聚居民情感及共識，奠定社
區發展之基礎。
3. 健康促進面：宣導國民運動健身觀念，並激發民眾對健康的關心
與認知，自發性參與或結合衛生醫療專業性團體，藉由社區互助
方式，共同營造健康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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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環境美化面：鼓勵社區閒置空間活化再利用，透過居民參與模式，
自力營造景觀特色及環境美化等工作。
5. 治安維護面：鼓勵社區繪製安全檢測地圖，找出治安死角，並透
過社區安全會議之討論，尋求解決方案，例如加裝路燈或監視器、
加強守望相助巡守工作等等。
6. 環保生態面：鼓勵社區成立環保志工隊，進行環境整理及綠美化
工作，宣導社區資源回收再利用觀念，教育居民進行零廢棄及全
分類等基礎工作。
（二） 活動內容及辦理方式
為提高觀摩成效，以動、靜態方式展現：
1. 社區班隊活力秀：由社區發展協會班隊組織展現福利服務的推動成
果，引領與會者對南投縣有更深刻的認識。
2. 社區微電影：播放南投縣社區產業推動、福利社區化旗艦計畫紀錄片。
3. 靜態展示：
(1) 將南投縣社區發展概況、推展原則及未來遠景等議題製成看
板，作為觀摩大會入口處。
(2) 於會場周遭擺設社區產業展售攤位，並製作園遊券帶動觀摩人
潮，展現南投縣政府推動社區產業行銷的具體成果。
(3) 最後加強觀摩人員的社區印象，實地體驗社區的成果，展出實
物成品。
4. 社區參訪：依福利服務供給取向分組參訪，由解說人員帶領觀摩人員
實地參觀，了解福利社區化實施現況及願景；與當地志願
服務人員面對面溝通，分享服務甘苦、服務意義及影響，
堅定服務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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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活動流程：
時間

項目

地點

內容說明

09：00~09：30 報到

各單位報到

09：30~09：45 開幕迎賓表演

社區活力秀
1. 致贈感謝狀
2. 衛生福利部長官致詞
3. 南投縣長致詞
4. 南投市長致詞
5. 南投市營南社區理事長致詞

09：45~10：15 致詞及致贈感謝狀
南投會展中心
10：15~10：50 微電影欣賞

南投縣社區產業推動、福利社區化旗
艦計畫紀錄片

10：50~11：10 社區產業攤位巡禮

南投縣社區產業攤位展示

11：10~11：20 各路線集合上車

搭車

11：20~13：00 午餐（含車程）

各參訪地點

13：00~16：00 實地社區參訪

如路線說明

16：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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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地點社區風味餐
分 7 條路線參訪，每條路線安排二個
社區實地觀摩、簡報及雙向交流

6. 參訪路線說明：為呈現南投縣多元福利社區特色，分 7 條路線。
路線別
南投市營南
社區
甲線
竹山鎮延正
社區
南投市嘉和
社區
乙線
草屯鎮平林
社區
竹山鎮竹山
社區
丙線
南投市芳美
社區
竹山鎮富州
丁線

社區

內容
105 年衛生福利部社區評鑑優等獎，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老人食堂，
福利社區化小旗艦計畫，全國自主防災評鑑 3 年優等，全國社區治
安標竿社區。
103 年衛生福利部社區評鑑甲等獎、106 年南投縣社區評鑑卓越組
優等獎，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老人食堂，福利社區化大小旗艦計畫，
社區產業行銷領航社區，茶鄉特色。
105 年衛生福利部社區評鑑卓越獎，99 年衛生福利部社區評鑑甲等
獎，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老人食堂，幸福社區柑仔店，福利社區化
大小旗艦計畫，全國社區治安標竿社區，社區民俗技藝傳承。
105 年衛生福利部社區評鑑甲等獎，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臺灣夢-兒
少社區陪伴扎根計畫，久久峰藝術村巷弄美學，社區窳陋空間改善
競賽。
106 年南投縣社區評鑑甲等獎，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福利社區化大
小旗艦計畫，社區產業行銷協力社區，活化閒置公有市場轉化為福
利社區基地，商業區老街社區發展。
97 年衛生福利部社區評鑑卓越獎，中部地區第一個卓越社區，93
年內政部社區評鑑優等獎，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老人食堂，福利社
區化小旗艦計畫領航社區。
101 年衛生福利部社區評鑑卓越獎，96 年內政部社區評鑑優等獎，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老人食堂，福利社區化大旗艦計畫領航社區，
樂齡學習中心，結合紫南宮資源推動福利服務。

南 投 市 福 山 106 年南投縣社區評鑑優等獎，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老人食堂，福
利社區化小旗艦計畫，社區產業行銷計畫，天空之橋。
社區

戊線

99 年衛生福利部社區評鑑優等獎、106 年南投縣社區評鑑卓越組優
國 姓 鄉 南 港 等獎，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老人食堂，福利社區化小旗艦計畫領航
社區，社區產業行銷計畫，農村再生計畫，台灣水鹿專業養殖區，
社區
客家聚落，九份二山國家地震紀念園區。
草 屯 鎮 富 寮 101 年衛生福利部社區評鑑甲等獎，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老人食堂，
福利社區化小旗艦計畫領航社區，社區文化傳承。
社區
103 年衛生福利部社區評鑑甲等獎，長照 2.0-C 級長照柑仔店，老
人食堂，衛生福利部守護家庭小衛星計畫，福利社區化小旗艦計畫
社區
領航社區，社區產業行銷計畫，農村再生，文化局社區營造。
106 年南投縣社區評鑑單項特色獎，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老人食堂，
魚池鄉魚池
福利社區化小旗艦計畫協力社區，社區產業行銷計畫領航社區，結
尖社區
合企業志工。
魚池鄉東光

已線

庚線

埔 里 鎮 珠 仔 103 年衛生福利部社區評鑑優等獎，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老人食堂，
福利社區化小旗艦計畫領航社區，農村再生，文化局社區營造。
山社區
國 姓 鄉 國 姓 106 年南投縣社區評鑑優等獎，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老人食堂，福
利社區化小旗艦計畫，樂齡學習中心，doc 偏鄉數位應用推動計畫。
社區

第 5 頁，共 6 頁

八、預期效益：
（一）提供 1,400 名社區發展協會幹部、縣市政府社區發展相關工作人員
充實社區需求分析、社區規劃及結合社會資源的概念及知能，並使
絕大多數的與會人員在觀摩會結束後獲得福利社區化實施的理念。
（二）邀請南投縣社區共同參與，經由籌辦的過程增進規劃協商、掌控進
度及執行活動的能力，進而思考社區發展方向與內部整合契機。
（三）以動、靜態活動的展現，介紹南投縣社區工作成果，並增進縣府同
仁之鬥志，展現南投縣多元豐富且包容之民俗文化、觀光建設、產
業發展及居民熱情，增進縣市交流，進而更熱愛鄉土。
（四）展現結合公、私部門資源的能力，激勵社區士氣，引導社區居民認
同社區發展的重要性。藉由更多社會資源及志願服務團體進入社
區，提供社區照顧與福利社區化的具體概念與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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