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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疫情時代的社造引路人線上培力 

社區營造師資培力課程及數位教材資料庫建置計畫 

▲培力課程招生簡章▲ 

一、 緣起 

台灣已經累積了二十多年的社區營造經驗，在近二年的新冠肺炎

疫情衝擊下備受挑戰。社區營造強調以「造人」為目標，以「造社

區」為手段；在重新打造社區人際網絡過程中最需要的「擴大人與

人的連結」，卻因各種防疫警戒措施被禁止或限制「群聚」。尤其在

去年五月疫情大爆發後，從政府到民間的各種社區營造相關計畫大

多被迫展延執行期程；然而也有許多社區營造團隊克服萬難、改變

操作方法，在疫情下持續推動。 

線上互動顯然已是人們重要的日常生活，而「線上社區/社群營

造模式」更將成為後疫情時代的社造工作常態之一。因此，隨著社

造人的操作策略、執行方法改變，政府部門社造補助計畫的甄選辦

法勢將調整，經費核銷規定也必須修改；然而，目前分佈各級政府

社造計畫的培訓輔導團隊及肩負引導社區重任的輔導老師、輔導

員，你們準備好了嗎？ 

過往政府部門的社造培力計畫主要針對社區幹部、志工執行，

相關師資也大多在「邊做邊學」的過程中養成，鮮少見到師資培力

計畫的推動。而文化部的新故鄉社區營造第二、三期計畫，已將鄉

/鎮/市/區公所納入行政社造化的重點工作 14 年；目前卻只有臺中

市、桃園市逐步建置區層級社造中心，其他縣市並未建立相應機

制，甚至大多處於向文化部提案二、三個公所應付了事的狀態。究

其因，除了縣市政府的政策規劃消極外，缺乏基層社造的培訓輔導

師資也是重要因素。因此，面對最接近社區的政府基層行政機關-

鄉鎮市區公所大多數長期缺席的窘境，除了文化部競爭性計畫的引

導外，為其整備外部環境與條件的社造師資培力也須配套進行。 

本計畫主持人盧思岳老師曾擔任內政部《社區營造研習教材/三

冊-心訣要義篇、入門功夫篇、公民組織篇》(2006出版，2007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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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的主編與作者之一，協同主持人楊玉如老師則是當年的執行編

輯，15年前設定的學習對象是社區幹部與志工；如今面對後疫情

時代的社造工作常態，已將培力對象調整為社區營造師資，執行方

式則從紙本套裝的社區營造教材編寫，發展成系統性的「社區營造

師資線上培力課程」及「數位教材資料庫建置」。 

本計畫執行團隊非常樂意承擔前述任務，期待社造夥伴們報名

參加此一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培力課程，共同攜手在後疫情時代積極

推動社區營造的創新和進階。 

 

二、 計畫目標 

(一) 培育社區營造師資的數位科技與線上操作能力，因應疫情調

整實施策略，並為「後疫情時代的社區營造」做準備。 

(二) 培力社區營造師資對「公共治理、世代前進、多元平權、社

會共創」四大議題面向的認知與方法，為文化部 110 年公佈

的《社區營造政策白皮書》奠定實踐的基礎。 

(三) 培力基層社造的培訓輔導師資，為鄉/鎮/市/區公所建置「在

地化的社造中心」整備外部環境與條件，奠定「行政社造

化」的扎實基礎。 

(四) 導入社群營造、社會設計、地方創生等新觀念、新趨勢，為

社區總體營造開拓視野、創新實踐策略。 

(五) 規劃執行社區營造師資系統性的「線上培力課程及分區實體

工作坊」，並建置「數位教材資料庫」。 

 

三、 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台灣社區重建協會 

補助單位：文化部(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積極性藝文紓困補

助計畫) 

 

四、 課程辦理期間 

▲社造師資線上培力課程｜十八般武藝切磋 (18 堂，每堂 2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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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原則上將於 111 年農曆過年假期後連續六週的每週二、四、

六下午 2 點半至 4 點半進行 

▲分區進階實體工作坊｜2 天 1 夜營隊(南、北各 1 場，擇一報

名) 

原則上將於 111 年 4 月份擇週末假日辦理，入選者另行通知

時間、地點 

 

五、 線上培力課程報名資格 

(一) 文化部補助建立的各縣市或公所社區營造中心之培訓輔導師

資或輔導員 

(二) 各部會或各縣市社區營造相關計畫所成立的輔導團隊之培訓

輔導師資或輔導員 

(三) 曾參與社區營造相關培訓輔導計畫一年以上的大專院校教師 

(四) 參與社區營造相關計畫三年以上經驗的社區組織、人民團

體、公司行號之領導人、主要幹部，或社區大學之教師、公

共性社團主要幹部，或各領域專業人士(如文化藝術、空間規

劃、環保生態、產業發展、社福醫療、社區安全等) 

 
*預計招收 60-80名，將以社造資歷長短、報名順序先後等，

作為錄取考量依據。 

*主辦單位保有對本活動相關內容、辦法的最終解釋權。 

 

六、 報名方式及報名期限 

即日起至 111 年 1 月 24 日(星期一)17:00 止，採線上報名，報

名連結如下： 

https://forms.gle/y9VLhnvxqDvp112H6  

 

 

 

預計於 111 年 1 月 27 日(星期四)前以 E-mail 方式寄送正取及

候補等通知，報名時請務必留下正確 E-mail 地址，並留意收

https://forms.gle/y9VLhnvxqDvp112H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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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七、 課程研修說明 

1. 社造師資線上培力課程-後疫情時代社造師資的十八般武藝 

▲使用 YOUTUBE 直播方式上課，於課程前提供課前提問單

及觀看連結。 

▲課程分為九大領域，每領域 2 堂課程，共 18 堂；課程規劃

及時間詳見附錄。 

▲課程中將採 Google 表單簽到及中場密碼點名。 

▲參與研修課程數超過 75%(14堂)，始可報名參加分區進階

實體工作坊。 

 

2. 分區進階實體工作坊-2 天 1 夜實作營隊 

●分為南、北兩場次進行(地點暫定於桃園市、高雄市)，待線

上培力課程結束後，符合報名資格者可擇一場次報名。 

●兩場皆為 2 天 1 夜營隊行程，本單位補助當晚住宿以及提供

第一天晚餐+第二天早、午餐。工作坊流程表詳見附錄。 

●報名分區進階實體工作坊資格： 

參加本計畫線上培力課程研修課程數超過 75%(14堂)。 

預計招收共 30-40人，將以修課時數多寡、社造資歷長短、

報名順序先後等，作為錄取考量依據。 

●參加線上培力課程 75%以上或全程參加進階實體工作坊者，

均可獲得培力證書。 

 

3. 進階實體工作坊培力證書頒授典禮 

●預計於 111 年 5 月份擇一週末假日在臺北市舉辦。 

 

八、 主辦團隊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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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職位 經歷/簡介 

盧思岳 計畫主持人 

台灣社區重建協會創會理事長 

社團法人台灣社造聯盟第五、六屆

理事長 

吾鄉工作坊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 

文化部全國社造會議專業研究執行

團隊協同主持人暨社區營造政策白

皮書多元平權議題委員副召集人 

臺中市社區營造暨博物館地方文化

館諮詢推動辦公室計畫主持人 

楊玉如 協同主持人 

社團法人台灣社造聯盟秘書長 

台灣社區重建協會理事 

愛社享生活文化有限公司負責人 

文化部全國社區營造會議暨專業研

究執行團隊執行長 

臺中市社區營造輔導平台(市層級社

造中心)計畫主持人 

廖于瑋 協同主持人 

台灣社區重建協會理事長 

社團法人台灣社造聯盟理事 

透南風雜誌暨旬味月刊總編輯 

透南風文化創意有限公司共同創辦

人 

信義房屋全民社造計畫評審團評審

老師 

楊欣培 專案執行 
台灣社區重建協會專案執行長 

吾鄉工作坊股份有限公司企劃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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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宛盈 專案執行 
台灣社區重建協會專案執行 

吾鄉工作坊股份有限公司執行秘書 

陳柏豫 專業支援 臻里創意開發有限公司專案執行 

 

九、 聯絡方式 

台灣社區重建協會 楊欣培、賴宛盈 

聯繫電話：(04)2582-6569 

電子信箱：wuxiang42242@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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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社造師資線上培力課程－後疫情時代社造師資的十八般武藝 

課程規劃：(以下日期、師資為暫定，將視授課老師時間微調) 

(1) 社區營造前膽趨勢 

日期 課程名稱 預計邀請講師 

2/8(二) 
為何而戰－ 

公共治理與社會共創 

向家弘/社團法人台灣社造

聯盟理事長、文化部全國

社造會議專業研究執行團

隊協同主持人暨社區營造

政策白皮書社會共創議題

委員 

2/10(四) 
真心不騙－ 

多元平權與世代前進 

夏曉鵑/世新大學社會發展

研究所教授、文化部全國

社造會議暨政策白皮書多

元平權議題委員召集人 

(2) 疫情下的社造應變 

日期 課程名稱 預計邀請講師 

2/12(六) 
各式線上課程、會議互動軟體

介紹及社區營造運用 

林政文/願境網訊股份有限

公司(KKBOX線上音樂串流

服務平台)後端工程師 

謝玲蘭/臺中市太平區公所

社區營造中心計畫主持人 

2/15(二) 

WJ Mantis公益防疫線上「一

周一螳課」 

爺奶熊寶貝和防疫醫護人員

喘息服務 

(信義房屋-社區共生行動互

提案人/林偉爵 

 

提案單位代表/邱秀蘭(新

北市永和區民權社區發展

協會理事長)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A%BF%E4%B8%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A%BF%E4%B8%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5%81%E5%AA%92%E4%BD%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5%81%E5%AA%92%E4%BD%93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F%B3%E6%A8%82%E4%B8%B2%E6%B5%81%E6%9C%8D%E5%8B%99&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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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網獲「信義之星」獎項)  

(3) 社區營造跨域合作 

日期 課程名稱 預計邀請講師 

2/17(四) 人與環境永續共生 

廖于瑋/台灣社區重

建協會理事長、透南

風文化創意有限公司

共同創辦人 

2/19(六) 
傳統與當代－ 

文化資產的社區營造 

林崇熙/國家教育研

究院院長、文化部

全國社造會議暨政策

白皮書公共治理議題

委員 

(4) 社造新方法的導入 

日期 課程名稱 預計邀請講師 

2/22(二) 
社會設計與設計思考 

 

張聖琳/國立臺灣大

學創新設計學院 D-

School副院長、建築

與城鄉研究所教授 

2/24(四) 台灣地方創生策略與故事 

陳美伶/中信金融管

理學院講座教授、前

國家發展委員會主

委、台灣地方創生基

金會董事長 

(5) 公共資源整合營造 

日期 課程名稱 預計邀請講師 

2/26(六) 公民審議在社區營造的實踐路徑 

陳文學/國立暨南國

際大學公共行政與

政策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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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二) 公所社造中心的規劃與推動 

盧思岳/台灣社區重

建協會創會理事長、

臺中市社區營造暨

博物館地方文化館

諮詢推動辦公室計

畫主持人 

(6) 青春社造世代攜手 

日期 課程名稱 預計邀請講師 

3/3(四) 青銀合創的理想願景與實踐策略 

李俊憲/拾壹品文創

公司負責人、文化部

青銀合創培訓工作坊

計畫主持人 

3/5(六) 鄉村社區攜手打造代間支持系統 

楊富民/花蓮縣牛犁

社區交流協會專案執

行長 

(7) 多元族群培力營造 

日期 課程名稱 預計邀請講師 

3/8(二) 
建構原住民族在地知識系統的理想

與實踐 

比令‧亞布/台中市

和平區博屋瑪國民小

學校長 

3/10(四) 
從社區/社群營造談新住民的公共

參與 

鄒佳晶/菲律賓新二

代，曾參與「台積電

青年築夢計畫」、文

化部「青年村落文化

行動計畫」及教育部

「U-start創新創業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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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社區營造與公民科技 

日期 課程名稱 預計邀請講師 

3/12(六) 雲端地圖與維基百科的社區運用 

吳哲銘/大茅埔調查

團團長、東勢創意

執行協會常務理事 

3/15(二) 
網路社群媒體與串流平台-官網、

FB、IG、YouTube的運用 

張瑞夫/公益網紅，

台中后里萬秀洗衣

店的返鄉青年 

(9) 社區防災與防疫 

日期 課程名稱 預計邀請講師 

3/17(四) 社區防災與韌性社區 

李永展/中華經濟研

究院能源與環境研究

中心研究員 

3/19(六) 後疫情時代社造再省思 

陳錦煌/新港文教基

金會創會董事長、前

行政院政務委員暨九

二一震災重建推動委

員會執行長 

 

分區進階實體工作坊流程表： 

日期：暫定 111 年 4 月份擇週末假日辦理 

時間 第一天 時間 第二天 

  10:00-12:00 
甲乙丙三方的夥伴關

係探討(分組討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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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引言人-郭瑞坤老師 

13:00-13:30 報到 12:00-13:30 用餐及交通 

13:30-15:30 

社區提案計畫輔導技

巧(分組討論與發表) 

引言人-楊玉如老師 

13:30-16:30 

社區訪視輔導演練與

角色扮演 

(赴社區實地演練或

課堂對話工作坊，由

老師與社區幹部搭配

進行簡報、提問、導

覽、出難題等情境角

色扮演) 

15:30-17:30 

社區訪視輔導技巧－

內部輔導老師&外部

訪視委員(分組討論

與發表) 

引言人-盧思岳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