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投縣政府文化局 

南投縣社造專輔中心  

111年度「社區營造點提案輔導培訓」簡章 

一、前言 

南投縣政府文化局依據「文化部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推動

社區營造及村落文化發展計畫」（文化部 111 年 3 月 3 日文源字第

1113005590 號函），特辦理 111 年度南投縣社區營造點徵選計畫及後

續培力、輔導等相關作業事宜。 

依據 111年度南投縣社區營造點徵選計畫規定，欲提案「培力型」、

「進階型」、「個人（青年）」及「公民審議」類別之單位或個人務必參

與文化局「提案輔導課程」至少 1 小時，才符合提案徵選資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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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考量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仍然嚴峻，為維護民眾健康，

防範其因群聚而感染，本年度（111 年度）課程部分將採取線上直播方

式辦理，至於參與實體輔導諮詢之學員則請務必配戴好口罩，做好防

疫措施。 

二、目的  

（一）強化在地社區組織或其他立案之人民團體成員或個人（青年）等

對社區營造相關概念的認識與了解。 

（二）強化欲提案單位或個人之提案能力，輔導及陪伴其完成社區營

造點提案工作。 

三、邀請參與對象 

（一）對社區營造工作具有熱忱或興趣之南投縣各社區發展協會、公

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民間組織團體及個人等皆可參加。 

（二）欲提案「培力型」、「進階型」、「個人（青年）」及「公民審議」

類別之單位或個人務必參與文化局「提案輔導課程」至少 1 小

時，才符合提案徵選資格。 



 
 

四、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                     

（二）主辦單位：             南投縣政府文化局 

（三）承辦單位：111 年度南投縣社造專輔中心（    大葉大學） 

五、輔導課程與輔導時段授課地點 

（一）輔導課程：採線上直播方式辦理，請學員依據輔導課程之時間，

點選下方 Google Meet 視訊會議連結：https://meet.google.com/xrr-

mysp-oxn 

（二）輔導時段：採實體面對面輔導方式辦理，請參與之學員事先以電

話或線上預約輔導時段，並請務必配戴好口罩，做好防疫措施。 

六、輔導課程時間內容 

 時間 課程主題 授課講師 課程時數 

111 

年 

6 

月 

30 

日

（四） 

10：00-12：00 

【青村走台步，如何與社區共創】 

面對地方人口老化、區域發展不均的問

題，社區青年人力的引入，是帶動社區活

力與創新力的重要方式，如何引導青年參

與社造，營造青銀共創之社區，大家一起

來腦力激盪。 

李俊憲 2 小時 

13：00-15：00 

【探索社造 4.0與永續發展目標 SDGS：

轉譯成符合社區需求的提案計畫】 

鑒於聯合國宣布之「2030 永續發展目標

（SDGs）」之 17 項核心目標，以及文化部

110 年發布之「社區營造政策白皮書」中，

揭櫫了未來六年（111 年-116 年）社區營

造政策（社造 4.0）的四大重要面向，包括

「公共治理」、「世代前進」、「多元平權」

與「社會共創」，因此，輔導團隊將以此為

本，引導社區後續依此目標與政策面向進

行計畫書撰寫與願景規劃。 

林擎天 2 小時 

https://meet.google.com/xrr-mysp-oxn
https://meet.google.com/xrr-mysp-oxn


 
 

七、社造專輔中心輔導時段時間表 

 輔導時段 輔導單位 地點 時數 

111 

年 

7 

月 

1 

日

（五） 

10：00-12：00 

【社造專輔中心輔導團隊】 

輔導項目：計畫書撰寫、提案方向諮詢、

經費編列、電腦文書處理…等 
文化局  

1 樓彩排室 

2 小時 

13：00-17：00 

【社造專輔中心輔導團隊】 

輔導項目：計畫書撰寫、提案方向諮詢、

經費編列、電腦文書處理…等 

4 小時 

註：1.報名同時段之提案單位，團隊將再另行電話通知，安排實際到場之輔導時間。 

2.考量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提案單位至多指派 2 位成員到場參與輔導即

可。 

3.除上述輔導時段外，若有意願提案單位無法配合參與，可提早告知社造專輔中心

輔導團隊，團隊將以線上視訊會議或另安排時段協助輔導，惟時間上仍須於 7 月

6（四）前完成。 

八、輔導課程師資介紹 

授課講師 師資簡介 

李俊憲 

現任拾壹品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及彰化縣二林鎮斗苑休閒農業區 理事

長，參與社區營造輔導實務經驗豐富，其專業領域涵括社區資源整合規劃、

人才培訓、解說導覽、遊程規劃、青銀共創、績效評估…等面向。 

林擎天 

現任大葉大學休閒事業管理學系助理教授，長年投入社區營造輔導工作，實

務經驗豐富，其專業領域涵括社區資源規劃、解說導覽、文化元素開發、文

化創新利用…等面向。 

 

九、「線上提案說明會」影片瀏覽網址 

 為協助提案單位了解 111 年度南投縣社區營造點徵選計畫，南投

縣政府文化局另拍攝「提案說明會影片」，詳細說明徵選計畫之重點及

案例分享，影片預計 6 月 23 日（四）前上傳網路平台（如下），歡

迎提案單位自行瀏覽。因提案說明會不納入「提案輔導課程」時數，

故請提案單位務必參與文化局「提案輔導課程及輔導時數」至少 1 小



 
 

時，才符合提案徵選資格。 

（一）「文化社造在南投」：臉書粉絲專頁（主平台） 

 https://reurl.cc/Gxl71v 或掃描右方 QR 碼連結☞ 

（二）「南投縣社區營造家族大匯集」：南投縣社造臉書社團 

 https://reurl.cc/q53y7E 或掃描右方 QR 碼連結☞ 

十、注意事項 

1.因應中央防疫政策及環保政策，參加實體輔導之學員請務必全程配戴口罩

及攜帶環保杯參加課程。 

2.礙於場地限制，實體輔導時段之面對面討論與諮詢，每個單位（社區發展

協會、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非營利組織、民間團體或個人），以「1-2 位」

參與為原則。 

3.參與課程人員中，至少 1 人為社區幹部或計畫執行者，且務必全程參與課

程。 

4.參加課程人員簽到後，該堂課超過 1/3 未參加課程者，該堂課程時數不予

核發時數證明。 

5.若參與課程人員因其他事務臨時無法參與，請推薦單位內其他人員參與，

並通知執行單位。 

★聯絡方式★ 

若對本課程內容有任何問題，可連絡社造專輔中心輔導團隊 王仁政 先生  

E-mail：ultraman.neos@gmail.com 

電話：04-7561488 / 0918-768-801 

https://reurl.cc/Gxl71v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60748691366637/
https://reurl.cc/q53y7E


 
 

 

111年度「南投縣社區營造點提案輔導培訓」 

報名表 

參 加 人 員 

聯 絡 資 料 

姓名 聯絡電話/手機 職稱 

   

E-mail 電子信箱  

參加人代表

單位名稱 
 

輔導課程與輔導時段 

輔導課程 

□ 全部參加（4 小時） 

□ 青村走台步，如何與社區共創（6 月 30 日 星期四，上午 10:00-12:00） 

□ 探索社造 4.0 與永續發展目標 SDGS：轉譯成符合社區需求的提案計畫（6 月 30

日 星期四，下午 13:00-15:00） 

輔導時段 
□ 7 月 1 日 星期五，上午 10:00-12:00 

□ 7 月 1 日 星期五，下午 13:00-17:00  

★報名事項： 

報名者請於 6 月 28 日（星期二）下午 5 點前以下列方式擇一報名，並請務必撥冗參與活動，

以免影響他人權益。 

1.將報名表傳真至社造專輔中心輔導團隊 FAX:04-7569349 王仁政 先生收 

2.將報名表透過電子信箱郵寄至 ultraman.neos@gmail.com，信件標題請寫「報名 111 年度南投縣

社造點提案輔導培訓」 

3.電話或 LINE 聯絡社造專輔中心輔導團隊 王仁政 先生 報名  

電話：04-7561488 / 0918-768-801 /  Line：請搜尋手機號碼 0918-768801 

4.線上報名系統：https://reurl.cc/GxLZyv  或手機掃描右方 QR 碼連結報名☞ 

 

https://reurl.cc/GxLZy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