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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社區 
體驗南投˙分享感動 

101 年度全國社區發展福利社區化觀摩會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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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縣多年來，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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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使社區照顧、關懷弱勢族群的工作目標與過程做一徹底檢視，擬藉由辦

理全國性福利社區化觀摩會，汲取社區菁英的建議，作為社區營造更上一層

樓的學習。 

二、計畫目的 

（一） 提供績優社區的社區照顧、社區關懷經驗學習，減少摸索時間。 
（二） 社區發展工作常需因時因地制宜，經由已發展工作內容，激盪創

新靈感。 
（三） 激發公民意識，彰顯志願服務精神，照顧弱勢族群。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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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單位：內政部。 
（二） 承辦單位：南投縣政府、南投縣南投市公所。 
（三） 執行單位：南投縣南投市嘉和社區發展協會。 
（四） 協辦單位：本縣各鄉鎮市公所、水里鄉上安社區發展協會、國姓

鄉南港社區發展協會、竹山鎮富州社區發展協會、南

投市永興社區發展協會、草屯鎮金鈴園社區發展協

會、埔里鎮桃米社區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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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辦理日期： 
民國 101 年 12 月 7 日（星期五）上午 8 時 30 分至下午 5 時。 

五、辦理地點： 
南投縣政府文化局演藝廳（南投縣南投市建國路 135 號） 

六、參加名額及對象： 
（一）、參加名額：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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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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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 人。 

4.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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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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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活動係以展現民間團體投入社區照顧、社區關懷的活力為主軸，呈現服

務的多元樣貌及影響： 

1. 照顧關懷面：鼓勵社區媽媽協力合作，提供社區內之托育照顧服

務及兒童課後輔導，營造溫馨成長環境。建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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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民俗才藝組曲：社區班隊以具地方特色的才藝串聯本縣鄉鎮市的

民俗風情，社區營造成果，引領觀摩會與會者對本縣有更深刻認識。 

2. 靜態展示： 

(1) 將本縣社區發展概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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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依本活動主軸分六區（照顧關懷區、文化傳承區、健康促進

區、環境美化區、治安維護區、環保生態區）展出看板、活動

影帶、書面資料、實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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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社區參訪：依福利服務供給取向分成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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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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活動流程：  

時間 項目 地點 內容說明 

08：20~09：30 報到 

南投縣政府 

文化局演藝廳 

各單位報到 

受獎人員彩排 

08：20~09：30 受獎單位採訪 
受獎單位得獎感言之採訪，並同步轉

播於大會頒獎舞台。 

09：30~09：40 開幕迎賓表演 
賽德克族太鼓－出征 
仁愛鄉親愛國小 

09：40~10：00 開幕式 長官及來賓致詞 

10：00~10：10 致贈感謝獎牌 致贈承辦單位、執行單位感謝獎牌 

10：10~10：30 
社區評鑑 
績優單位頒獎 

頒發績優單位獎牌： 

縣市政府及卓越組、優等、甲等、單

項特色獎及創新獎社區。 

10：30~10：40 
身心障礙快樂樂團 
信義鄉雙龍社區 

10：40~11：00 
社區評鑑 
績優單位頒獎 

11：00~11：20 
參觀靜態展區及各路線

集合上車 
搭車  

11：20~13：00 午餐（含車程） 各參訪地點 參訪地點用餐 (特色風味餐) 

13：00~16：00 實地社區參訪 
如參訪路線 

說明 
分 7 條路線參訪 

16：00~17：00 綜合座談 
南投縣政府 

文化局演藝廳 

雙向溝通 

17：00 結業式、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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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參訪路線說明：為呈現本縣多元福利社區特色，分 7 條路線。 

路線別 內容 

甲線： 
南投市嘉和社區 

社區民俗技藝傳承、福利社區化旗艦型計畫、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社

區守望相助隊示範點、八八風災永久屋基地。 

乙線： 
竹山鎮富州社區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老人送餐與聚餐、樂齡學習中心、新移民生活輔

導、結合社寮紫南宮廟宇資源推動社區照顧服務。 

丙線： 
水里鄉上安社區 

社區聯合防災、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社區產業聯盟、內政部 99 年度

社區評鑑卓越社區。 

丁線： 
國姓鄉南港社區 

客家聚落、社區自籌經費舉辦義學堂、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農村再生

計畫、台灣水鹿專業養殖區、九份二山國家地震紀念園區。 

戊線： 
南投市永興社區 

內政部福利社區化旗艦型計畫領航社區、橫山賞鷹產業活動、社區規

劃師駐地輔導計畫、社區守望相助。 

已線： 
草屯鎮金鈴園社區 

金鈴楝樹綠園道、街道信箱博覽會、家戶馬賽克圖騰、社區公園認養、

資源回收幫助弱勢團體、子女教育獎學金。 

庚線： 
埔里鎮桃米社區 

紙教堂社區見習學堂、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暨南大學、桃源國小、福

同宮等資源連結、生態觀光產業。 

 
八、預期效益： 

 （一）提供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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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營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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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本縣社區共同參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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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本縣各大面向工作成果，並增進縣府同仁之鬥志，

展現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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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縣市別
 社區數

(101年6月)
分配名額 演藝廳

 B1
演講廳

南投縣 272                  37 37                    -                     

臺北市 356                  48 48                    -                     

高雄市 786                  106 -                  106                    

新北市 439                  59 59                    -                     

臺中市 589                  79 79                    -                     

臺南市 674                  91 -                  91                      

宜蘭縣 237                  32 32                    -                     

桃園縣 239                  32 32                    -                     

新竹縣 178                  24 24                    -                     

苗栗縣 279                  38 38                    -                     

彰化縣 539                  73 73                    

雲林縣 421                  57 -                  57                      

嘉義縣 352                  47 47                    -                     

屏東縣 456                  61 -                  61                      

臺東縣 149                  20 20                    -                     

花蓮縣 174                  23 23                    -                     

澎湖縣 91                    12 12                    -                     

基隆市 144                  19 19                    -                     

新竹市 114                  15 15                    -                     

嘉義市 68                    9 9                      -                     

金門縣 97                    13 13                    -                     

連江縣 20                    3 3                      -                     

合計 6,674               900                  585                  315                    

南投縣政府  敬邀

 101年度全國社區發展福利社區化觀摩會  各縣市參加名額分配表

竭誠歡迎各縣市社區工作伙伴蒞臨本縣觀摩，惟因本府開幕及頒獎典禮場地座位有限

，扣除受獎單位及各級單位貴賓，僅能安排552個座位，故各縣市觀摩人員必須以現場

LIVE方式，於B1演講廳欣賞開幕式及頒獎實況電視牆轉播，敬請見諒！！

 幸福社區

體驗南投․分享感動



縣市

聯絡人

聯絡電話

及手機

聯絡人

電子信箱

編號 單位（社區）名稱 姓名 職稱 身分證字號 出生年月日 通訊地址 行動電話
參訪路線

(請填寫優先順序)
交通方式 餐別

1

第一優先：

第二優先：

□無法參加，不需便當。

□無法參加，需便當。

□自行租用遊覽車

□自行開車

□搭乘大會提供之接駁車

（□高鐵台中站□台中火車站）

□葷

□素

2
範例：

高雄市○區○社區發展

協會

王○○ 理事長 L00000000 50月1月1日 高雄市○區○路○號 0911222333
第一優先：甲

第二優先：乙
自行租用遊覽車 葷

3
範例：

嘉義市○鎮○社區發展

協會

陳○○ 總幹事 L00000000 60月1月1日 嘉義縣○鎮○路○號 0922333444 無法參加，不需便當。
搭乘大會提供之接駁車
-高鐵台中站

無

4

第一優先：

第二優先：

□無法參加，不需便當。

□無法參加，需便當。

□自行租用遊覽車

□自行開車

□搭乘大會提供之接駁車

（□高鐵台中站□台中火車站）

□葷

□素

5

第一優先：

第二優先：

□無法參加，不需便當。

□無法參加，需便當。

□自行租用遊覽車

□自行開車

□搭乘大會提供之接駁車

（□高鐵台中站□台中火車站）

□葷

□素

6

第一優先：

第二優先：

□無法參加，不需便當。

□無法參加，需便當。

□自行租用遊覽車

□自行開車

□搭乘大會提供之接駁車

（□高鐵台中站□台中火車站）

□葷

□素

7

第一優先：

第二優先：

□無法參加，不需便當。

□無法參加，需便當。

□自行租用遊覽車

□自行開車

□搭乘大會提供之接駁車

（□高鐵台中站□台中火車站）

□葷

□素

甲線：南投市嘉和社區。    乙線：竹山鎮富州社區。      丙線：水里鄉上安社區。      丁線：國姓鄉南港社區。

戊線：南投市永興社區。    已線：草屯鎮金鈴園社區。    庚線：埔里鎮桃米社區。

＊請自行填寫優先參訪路線，選擇路線若已額滿，將由大會代為安排適當之路線。如僅參加上午頒獎典禮，請註明「無法參加」，並選擇是否需大會提供便當，避免資源浪費。

＊搭乘高鐵者，請於12/07上午07:55-08:05於台中烏日站1B大廳集合。搭乘台鐵者，請於12/07上午08:15-08:20於台中火車站大門集合，逾時不候。

＊請於101年10月15日前將報名表由縣市政府彙整後，以電子郵件回傳南投縣政府社會處並請電話確認，聯絡人：呂建蒼 社工員，電話：(049)2229871、2244056、E-mail：
powerlufly@gmail.com。

幸福社區  體驗南投․分享感動  101年度全國社區發展福利社區化觀摩會  參訪人員報名表

直轄市、縣(市)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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