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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度雲林縣推動新故鄉社區營造第二期計畫 

「社區培力課程社區經營研習入門班」實施計畫 

 

一、 計畫宗旨 

配合文化部會以社區總體營造為政策方針，期許透過此觀念以喚醒居民對自己所在

居住地方的認識關心，凝聚居民之共同意識，關心區域的人、文、地、景、產，全民一

起努力於居住地區的營造，雲林縣持續推動社區營造工作，並與農業首都的理想目標扣

合。 

本培訓課程培養社區、鄉鎮公所社區營造基礎概念，使參與社區對營造點計畫工作

有初步認識並具有提案能力，以為徵選的前置培訓，故藉此培訓課程發掘出有自主營造

潛力的社區，透過文化處及社區營造中心的協助與輔導，激發社區活力，致使政府資源

進入社區更具顯著的加乘效果。 

二、 執行方法 

徵選分類項目 

A 類社區：營造點計畫-基礎社區。凡雲林縣未曾接受社區營造點補助，且有心推

動社區總體營造工作之初階社區（不限於既有里鄰之社區劃分方式），

且經政府立案之基金會、文史工作室、社區發展協會、社區管理委員

會等，皆可參加。 

B 類社區：延續計畫-進階社區。凡參加過本處辦理之社區營造點輔導一年以上，

對社區村史之調查與出版、社區報出版、社區青年文化志工之再訓練、

社區生活館之設置（包括展示室或圖書室）、營運與管理、社區藝文特

展系列活動或讀書會活動等工作有興趣之社區。 

C 類社區：鄉鎮型社造中心。鄉鎮公所提案整合轄區社區推動工作，為整合型社區

文化活動。 

單項提案：為維持社區活力，但不希望太多計畫案，又希望與社造家族新保持密

切關係。 

專案計畫：曾參加營造點計畫，或有營造經驗，有意在社區產業、藝術及文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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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上發揮創意，尋求突破的社區。 

三、 計畫目的 

(一)、創造社區營造與環境營造的基礎學習機會。 

(二)、藉課程學習，發掘出具有自主營造潛力的社區。 

(三)、持續推動雲林縣的社區營造運動。 

四、 辦理單位、日期及地點 

指導單位：文化部 

主辦單位：雲林縣政府文化處 

承辦單位：雲林縣貓兒干文史協會 

辦理日期：104 年 3 月 21、29 日至 4月 11、12 日共計 5天 

辦理地點：虎尾鎮多功能活動中心 

五、 依據 

本計劃依據 104 年文化部「新故鄉社區營造第二期計畫」辦理。 

六、 各類營造點選課與提案資格 

(一)、參選資格：每社區派員參與課程(依各類參與人數規定)，須全程固定參加各類別之

必、選修社區培力課程，才具參加營造點遴選資格。上課參與度及踴躍度

會列入最終遴選標準。 

(二)、A 類社區：欲提 A 類計畫之社區，須修完課程 16 小時及參訪課程 8 小時，共計 24

小時。每社區至少 3 位成員固定全程參與，其中 2 位須為理事長、總幹

事或執行長，人數至多 5 位。 

(三)、B 類社區：欲提 B 類計畫之社區，須修完課程 16 小時及參訪課程 8 小時，共計 24

小時。每社區至少 3 位成員固定全程參與，其中 1 位須為理事長、總幹

事或執行長，人數至多 5 位。 

(四)、C 類社區：欲提 C 類計畫之公所，須修完課程 16 小時及參訪課程 8 小時，共計 24

小時。每公所至少 2位與社區工作相關之人員固定全程參與，人數至多 3

位。 

(五)、專案計畫：欲提專案計畫之社區，需參加第一天基本課程及各計畫的內容介紹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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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得參與參訪活動。每社區至少 2位成員參與，其中 1 位須為理事長、總

幹事或執行長。 

(六)、各社區參與人員依上述規則修完基礎課程、必修課程與選修課程，即取得提案資格。 

(七)、本課程鼓勵跨組選修其他類別課程。 

(八)、課程出席率、上課情形、作業執行力與課堂考試將作為未來徵選評分參考。 

七、 課程安排 

第一天課程 

ABC 類、單項提案共同必修基礎課程 

上課地點：虎尾鎮多功能活動中心 

上課日期：104/3/21(六) 

共 7 小時 

時間 內容 講師 

08：30－09：00 報到 

09：00－09：10 開幕式 文化處長官 

09：10－10：00 雲林社造 劉銓芝 處長 

 休息時間 

10：10－11：00 社區營造經驗 楊厝社區 吳麗玲 

 休息時間 

11：10－12：00 社區組織運作實務 社造中心主持人 楊永雄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3：50
自我畫像與人生履歷表(家族

分組) 
王志華 老師  分組討論 

13：50－14：00 休息時間 

14：00－15：30
專案計畫說明(總說明、繪本、

影像) 

楊永雄老師、唐麗芳老師、

蔡順仁老師 

15：30－15：40 休息時間 



4 
 

時間 內容 講師 

15：40－17：10
專案計畫說明(工藝達人、社區

傳統產業、劇場、手路菜) 
賴孟玲老師、廖彥勳老師 

17：10 賦歸 

分組：每組找一社區負責，時間、地點、場地、茶水、投影設備、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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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家族)課程 

ABC 類社區必修課程、單項提案選修 

上課地點：(各家族決定) 

上課日期：104/3/22~4/11(各家族決定) 

共 6 小時 

時間 內容 講師 

2 小時 社區資源盤整及基本資料建立 家族輔導老師 

  

2 小時 特色工作坊 家族輔導老師 

  

2 小時 
計畫書撰寫工作坊 

 

家族輔導老師 

社造中心 

1. 計 4家族 

2. 時間地點由各家族訂定，可分兩次或三次上課。 

3. 每組 1社區負責—場地、時間、茶水、設備、記祿 

 

 



6 
 

社區實地參訪活動 

A、B、C類社區共同必修基礎課程 

參訪地點：西川社區、○○社區 

上課日期：104/3/29(日) 

共 8 小時 

時間 內容 講師 

07：30－08：00 報到 

08：00－09：00 
出發前往參訪地點(一) 

台中西川社區 

09：00－09：30 社區相見歡 全體人員 

09：30－12：00 參訪與導覽 

12：00－13：00 西川社區風味餐 

13：00－14：00 
出發前往參訪地點(二) 

○○社區(接洽中) 

14：00－14：30 社區相見歡 全體人員 

14：30－16：00 
參訪與導覽 

16：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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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交流與心得分享 

A、B、C類社區共同必修課程、單項提案選修 

上課地點：虎尾鎮多功能活動中心 

上課日期：104/4/12(日) 

共 3 小時 

時間 內容 講師 

08：30－09：00 報到 

09：00－09：10 長官致詞 文化處長官 

09：10－10：10 
整體課程檢討講評(一) 

(課程心得分享與建議) 

各參與社區幹部/輔導老

師 

10：10－10：20 休息時間 

10：20－11：20 
整體課程檢討講評(二) 

(課程心得分享與建議) 

各參與社區幹部/輔導老

師 

11：20－12：00 各類社區執行注意事項 
文化處承辦人員-張力元 

科長 

12：00 午餐、賦歸 

 

 

八、 預期效益 

（一） 凝聚社區居民共同意識，達成社區「生命共同體」的目標。 

（二） 以文化包裝振興地方特色產業，活化社區生活，推廣地方特色文化。 

（三） 為社區生活留下記錄，帶動其他社區居民關心社區各項議題。 

九、 注意事項 

（一） 執行社區成果展演者，社區內部人員不得支領演出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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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項計畫執行成果應配合各項在地文化推廣、社區遊學、進一步參與相關藝術表

演或結合深度文化之旅路線。或透過網站宣傳、建立各項交流機制，提供多元文

化議題討論，或辦理各項創意人會議，以引介社區在地元素，激發相關從業者製

作電視戲劇節目、電影、表演藝術節目、書籍出版等可能。 

（三） 本計畫各項記錄作品、劇本、影音資料允宜保存於該地鄉鎮圖書館，以建構在地

社造與文史知識寶庫等。 

（四） 社區總體營造之主要精神在由社區居民自主參與經營，以文化藝術形式做為切入

點，進行社區文化活動之計畫，計畫書之提送，以對社區整體發展有助益及有自

籌款配合者，為優先考慮。 

（五） 本計畫以軟體活動為主，硬體建築及設備不在本獎助範圍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