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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政府文化局 

南投縣社造專輔中心 

108年度『社造點提案輔導培訓課程』 

簡 章 
壹、依據 

一、南投縣政府文化局依據文化部 106 年 11 月 15 日文源字第

1063032869號函「文化部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推動社區營造三

期及村落文化發展計畫」訂定本(徵選作業)要點，辦理本縣社區營

造點之徵選與後續培力事宜，有效落實社區總體營造政策，達到社

區自主多元發展等目標。 

二、依據 108 年社造點徵選作業要點規定，各提案單位務必參與文化

局「提案輔導課程」，經修滿規定時數後，才符合提案徵選資格。 

(1)各類別社造點上課時數及規定：「培力型」、「進階型」、「學校」、

「村里」、「個人」類別之社造點，皆須參與課程共計 6小時(選

修 3小時基礎課程+3小時進階課程)。 

(2)每單位需指派 1-2 位成員全程參與，計畫主要執行者須參與培

育課程。 

(3)「基礎課程」可抵免時數：提案單位曾參加 105 年至 107 年任

一年度內由本府社造相關局會、社區大學及公所舉辦之社區營

造人才培力課程，得出具相關證明抵免基礎課程。 

(4)「進階課程」不得抵免時數。 

貳、招生對象 

有意願參與 108年度社造點徵選之提案單位(培力型、進階型、學校、

村里、個人、公所行政社造化)。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文化部 

二、主辦單位：南投縣政府、南投縣政府文化局 

三、承辦單位：108年南投縣社造專輔中心(旅讀台灣發展促進會) 

 



2 

肆、時間地點 

南投縣政府文化局 3樓第五研習教室 

（南投縣南投市建國路 135號） 

伍、報名方式 

一、報名時間：即日起到 108年 5月 15日止。 

二、(1)線上報名：https://www.surveycake.com/s/ALavP  

(2)請將報名表填寫傳真至 108年南投縣社造專輔中心(04)22230236

或回傳至 ttr51688@gmail.com，信件標題：報名 108年度南投縣

社造點培訓課程。(請擇一種方式進行報名) 

陸、聯絡方式 

108年南投縣社造專輔中心 

TEL：(04)22243622吳小姐、胡小姐 

信箱：ttr51688@gmail.com.com 

地址：南投縣南投市建國路 13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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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課程簡介 

一、初階(基礎)課程 

初階(基礎)培力課程安排社區營造基礎理論及提案實務課程，以實例

分享建立社區營造雛型概念，讓社區居民或幹部獲得推動社造工作的基本

認知與能力，從了解社區自身開始，由基礎社區資源調查做起，掌握在地

資源現況資訊，從中找出可以擴展的主題；有了基本構想之後進而將其具

體落實，使社區營造工作更得心應手。 

 

項

次 
課程名稱/簡介 師資簡介 

時

數 

1 

【與生活息息相關的社區營造與案

例】 

施明輝老師擔任信義房屋社區一家

之委員，對於台灣各地的社區營造

執行經驗分享案例。 

【施明輝老師】 

台中市社區規劃師駐地輔導計

畫-區輔老師，在社區營造、社

區輔導、社區議題操作擁有許多

豐富經驗能以分享。 

3hr 

2 

【社區營造提案工作坊】 

針對中部各縣市的社造點提案來做

分享，一來可以增加社區在思考未

來提案方向，並且可以更多元發展

社區的文化及在地的特色。 

【李安豐老師】、【社造動能網:

陳玲珠老師】 

李安豐老師：大肚山永續發展工

作室負責人，擅長在影像培力、

社區影像紀錄，能給予社區許多

專業技巧性分享。 

陳玲珠老師: 

台中市社造中心輔導老師、台中

市第四屆社區規劃師、台灣社造

聯盟監事、台中市四張犁文化協

會創會理事長、台中市社區營造

推動諮詢中心顧問。 

3hr 

 



4 

二、進階課程 

延續初階培力課程所學，進階培力課程著重於社區資源整合，並

透過跨域合作，最終達到回應社會議題、擴大社區的視野及深化社造

操作的目的。 

項

次 
課程名稱/簡介 師資簡介 時數 

1 

【田野追蹤．挖寶行動—社區資

源調查(進階版)】 

知悉何謂社區資源，協助社區進

入社區營造的第一步，瞭解社區

的一切，進行資源的調查。 

【張義勝老師】 

原莊景觀工程有限公司負責人、朝陽

科技大學景觀及都市設計系兼任講

師，在社區資源調查、僱工購料、特

色產業活化、景觀規劃能以最專業的

角度分享。 

3hr 

2 

【計畫書撰寫與提案方向】 

由老師輔導建議社區未來提案

方向，並協助建立概念，規劃計

畫書的撰寫。 

 

 
 

【沈豔秋老師】、【社造動能網：蘇清

景、陳惠民老師】 

沈豔秋老師:168 劇團團長，擅長社

區劇場、志工培訓、社區規畫。 

蘇清景老師:社寮社區發展協會/常

務理事、社寮文教基金會/董事。曾

任本局 102-106 年社造動能網輔導

老師、102-106年南投縣社造委員會

委員。 

陳惠民老師:南華大學建築與景觀學

系所/系主任、中華民國社區營造理

事。曾任本局 102-106年社造動能網

輔導老師、曾任暨南大學通識教育中

心兼任助理教授。 

 

3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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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課程時間 

一、初階(基礎)課程. 

上課地點：南投縣政府文化局  南投縣南投市建國路 135號 

時間 課程名稱 時數 

108.05.18(六) 

AM 09:00-12:00 

與生活息息相關的社區營造與案例 

【施明輝老師/信義房屋仲介股份公司-評審委員】 
3hr 

108.05.18(六) 

PM13:30-16:30 

社區營造提案工作坊 

【李安豐老師】、【社造動能網:陳玲珠老師】 
3hr 

 

在下午工作坊課程中邀請 3位不同領域與專業老師同時進行工作坊課

程，將請依據提案之方向選取任一課程，下表為各提案組別： 

 

社
區
營
造
提
案
工
作
坊 

時間 提案組別 師資 

108.05.18(六) 

PM13:30-16:30 
影像紀錄提案 李安豐老師 

108.05.18(六) 

PM13:30-16:30 
社區文化深度之旅 尤瓊霞老師 

108.05.18(六) 

PM13:30-16:30 

社區資源調查 

文化資源挖掘 
陳玲珠老師 

108.05.18(六) 

PM13:30-16:30 
其它 

上述 3位老師

(依提案方向，

配對指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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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進階課程 

上課地點：南投縣政府文化局  南投縣南投市建國路 135號 

時間/地點 課程名稱 時數 

108.05.25(六) 

AM 09:00-12:00 

田野追蹤．挖寶行動—社區資源調查(進階版) 

【張義勝老師/原莊景觀工程有限公司】 
3hr 

108.05.25(六) 

PM13:30-16:30 

計畫書撰寫與提案方向 

【沈豔秋老師】、【社造動能網：蘇清景、陳惠民老師】 
3hr 

 

在下午工作坊課程中邀請 3位不同領域與專業老師同時進行工作坊課程，

將請依據提案之方向選取任一課程，下表為各提案組別： 

 

計
畫
書
撰
寫
與
提
案
方
向 

 

時間 提案組別 師資 

108.05.25(六) 

PM13:30-16:30 

社區資源調查 

文化資源挖掘 
蘇清景老師 

108.05.25(六) 

PM13:30-16:30 

移工多元文化 

個人提案 
陳惠民老師 

108.05.25(六) 

PM13:30-16:30 
社區劇場 沈豔秋老師 

108.05.25(六) 

PM13:30-16:30 
其它 

上述 3位老師

(依提案方向，

配對指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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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報名表 

108年度南投縣社造點提案輔導培訓課程報名表 

姓名  現職/單位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電話/手機  e-mail  

現居地址  

是否曾經參與

105-107年度內

社造相關培力課

程或社造工作 

□否。 

□是，曾參與＿＿＿＿＿＿＿＿＿＿＿＿           

例如：106年南投縣政府文化局社區營造人才培力課程 

□申請折抵學分，＿＿＿＿＿＿＿＿＿＿＿＿          

  說明折抵學分證明 

社

造

員

種

子

培

訓

課

程 

初階(基礎)課程 

□ 5/18(六)09:00-12:00 與生活息息相關的社區營造與案例 用餐調查□葷□素 

□ 
5/18(六)13:30-16:30 

社區營造提案工作坊 (擇一選擇) 

□影像紀錄提案           

□社區文化深度之旅 

□社區資源調查與文化資源挖掘 

□其它 

進階課程 

□ 5/25(六)09:00-12:00 田野追蹤．挖寶行動—社區資源調查(進階版) 

                              用餐調查□葷□素 

□ 
5/25(六)13:30-16:30 

計畫書撰寫與提案方向 (擇一選擇)          

□社區資源調查與文化資源挖掘 

□移工多元文化 

□社區劇場 

□其它 

說

明 

1.每堂課以 60人為限，報名額滿為止。 

2.若發生風災、水災、震災、土石流災害及其他天然災害之時，將依「天然災害停止

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決定是否停課，停課及補課資訊將於南投縣政府文化局網站公

告。http://www.nthcc.gov.tw/index.asp  

回傳信箱：ttr51688@gmail.com  傳真：(04)222302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