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25



03/25



03/25



09/30







Whole City Awards
• LivCom Awards（國際花園城市獎）國際宜居社區大獎由聯合國環境

規劃署（UNEP）發起，是全球唯一倡導環境管理和宜居社區建設的

國際競賽，2011年第15屆，由韓國首爾松坡市主辦。

• LivCom Awards的目標是鼓勵人們採用最佳的實踐經驗、創新意識和

領導方式，提供充滿活力的、可持續性發展的環保模式社區，並改

善人們的生活品質。

ㄧ、自然與人文景觀的改善

二、藝術、文化與遺產

三、環境保護的最佳實踐經驗

四、社區公眾參與及賦權

五、健康的生活方式

六、願景與規劃



金華社區位於台灣南部的台南市南區，南區全區面積有28.038

平方公里，「金華社區」面積則為0.2796平方公里，社區地貌

四方完整，生活機能充足，交通便捷。

金華社區
JINHWA 

COMMNUITY

台 灣
TAIWAN

台 南 市 南 區
South District,         

Tainan City

台 南 市
TAINAN CITY

『探索宜居久留的－魅力金華』



金華社區模型圖



年 齡 層
人數 合計

人數

年齡層比

率（％）男 女

嬰幼人口（0-5歲） 122 133 255 4.30

兒童人口（6-14歲） 248 232 480 8.08

青年人口（15-24歲） 581 656 1,237 19.99

青壯年人口（25-64歲） 1,638 1,709 3,347 53.84

老年人口（65歲以上） 382 436 818 13.78

合 計 2,971 3,166 6,137 100

（資料來源：台南市南區戶政事務）

本社區屬於高密度人口集結地區，是融合住宅與經貿的綜合性社區

，現有住戶2,217戶，合計人口6,137人（男2,971人，女3,166人，

男：女=1：1.07），年齡層多集中於15歲至64歲間，65歲以上老人

約占13.78%，由於社區居民的經濟收入屬中上小康家庭，對老人的

居家照顧都可自行負擔，但對於安全和預防傷害的概念，則有待加強。

2015年金華社區各年齡層人口分佈情形



1、金華社區從基礎環境改造、凝聚社區意識，

改善社區生活環境。

2、將原有雜亂無章的都市之瘤，延伸為自然生

態環境和健康生活空間的營造。

3、藉由公共環境空間營造，營造人性化的

社區景觀，打造一個優質化的居住環境。

ㄧ、自然與人文景觀的改善



1、因為里民拒絕綠地出租，在爆發一連串爭議

事端後，卻凝聚起一股難以抗衡的社區意識。

2、里民對社區環境品質意識提昇「地方出錢，

建設地方」，社會資源運用創新猷，自行改善居

住環境最佳典範。

3、掌握團結契機，凝聚了一股新動力，使金華

社區麻雀變鳳凰，實現清淨家園的夢想創造出令

人刮目相看的「金華經驗」。



1.舉辦公聽會，徵詢民意，做為開發規劃依據。

2.本案土地為五期重劃之市場預定地，本里向市府

權責單位申請在未開發前由本里代管並規劃綠園

使用。

3.以「角落造景」為改造目標，規劃成中庭式綠園，

周邊預留停車空間，形成都市社區難得一見的綠

地空間。

前造改





1994年起從事生活環境改造工作，解決居住環境

表象髒亂問題、自費開闢公園、角落造景、綠

美化整體生活環境、改善交通秩序、開闢停車

空間、自行規劃示範商店街，發揮整體力量，

從點、線、面空間著手推動清淨家園工作，營

造出健康、安全、舒適的生活環境。



1999年全市第一條權衡居民的意見，由社區自行規劃
設計，從事商店街改造，改善居民消費環境品質 ‧











鄉土文化園區並做為老人健康休閒活動場所



社區營造的基本構想是將人文生態與環境生態設計的理念融入於

社區規劃之中，藉以建立「由下而上」的運作機制：

1、社區規劃自主性，自我操作與參與性。

2、社區自我管理機制和行銷策略。

3、資源循環再生利用〈資源回收、跳蚤市場、廚餘處理〉

4、推廣太陽光電、綠能產業，實施節能減碳政策。

5、中水截流、水資源再生利用。

6、社區綠化植栽多樣性〈綠建築、樹木銀行〉。

7、植物多種共生生物多樣化〈花苗木銀行〉。



以淺層地下雨水迴流和「跌水曝氣」設計，植栽水生植物和放
養生物，供做為社區生態教育的開放空間





水資源循環再利用－善用雨水、節水防災
不讓雨水直接流失，而是將降下的雨水從自己的土地下再

抽起來，利用大水協做雨水回收效果更好，利用雨水可節
省30～50%的自來水，現以每個人每一天平均耗水量為350
公升來算：只要不隨意奢侈用水，先從沖洗馬桶、刷洗地
板、灌溉花園或景觀池和生態池之補充水源等做起， 30～

50%的用水其實是可以用雨水來替代。



節水防災-善用雨水，減輕地球負擔。



金華社區沒有自己的古蹟，大多數的文化是由自己創造出來的，

新興的都市社區原本即欠缺屬於這個社區本身的「傳統」與「文化

資產」，必須重新培養，甚至是特別加以「發明」，這是金華社區

經營社區文化的緣起，塑造優質的文化藝術景觀，成為值得社區居

民「Long Stay長居久留」的根本力量。

二、藝術、文化與遺產



金鑾宮是里民宗教信仰的場所，藉廟慶展現許多傳統民俗活動，

讓眾多的信徒可體驗見證到古老的文化。



金鑾宮慶成祈安建醮，藉廟慶展現許多傳統民俗活動，志工隊適時向陣頭、

轎班、宋江陣等團隊宣導反毒、拒酒、戒菸檳，獲熱烈回響



本社區建議廟方舉辦環保、安全建醮活動，不放沖天炮、枝仔炮，本廟、友

境廟宇和居民全部採用環保鞭炮，並請新興國中選派童子軍，隨各陣頭後面

沿路維護環境清潔，創下安全、環保的廟會祭典，各界非常讚賞與肯定。

新興國中選派童子軍，都經過家長同意才參加，

創下安全、環保的慶典各界非常讚賞與肯定。



社區長青國樂團演奏





以「鄉土文化館」，提供藝術家駐點、展演服務空間，提昇里
民對藝術的鑑賞能力和文化環境的塑造





三、環境保護的最佳實踐經驗

金華社區十餘年來營造出「公園認養」、「空地代管」、

「閒置空間改造」、「角落造景」、「口袋公園」、「打

造新街」、「健康步道、安全通學步道」、「跌水曝氣生

態池」 ，以營造社區公共事務的經驗和績效，提供給政府

參考，並催化成社區政策，對民眾生活環境品質的提昇有

重大突破。



1994年起建立「空地代管」制度，針對社區四處的髒亂角落空地，

地主協商配合社區從事環境改造工作，發揮整體力量，從點、線、面

空間著手推動清淨家園工作，解決了居住空間的表象髒亂及衛生問

題，改善了交通秩序和開闢出二十二個免費停車空間約七百餘輛，並

開闢出十二個綠地空間、一座簡易運動場、鄉土文化館、綜合福利

館、創造出健康、安全、舒適的生活環境。



以企業經營的理念營造一個優質的生活環境景觀



以企業經營的理念營造健康、安全、舒適的優質生活環境景觀













本社區國民住宅區鄰棟綠地空間狹窄，原有設施老舊安全堪虞，樹

木板根隆起，環境雜亂，動員社區志工進行環境空間的整頓清理

及綠帶綠美化植栽及維護公共環境整潔綠美化及安全工作。

「都更」、「拉皮」蛻變成環保藝術長廊









參與、互動模式的社區營造

馬賽克創意拼貼









平面牆壁繪製，依設計圖彩繪



「都更」、「拉皮」蛻變成環保藝術長廊









1.本社區以組織社團化，凝聚居民的社區意識，以權責分工

執行合作，推動鄰、里、社區精神倫理及各項建設工作。

2.社區發展協會--負責推動各項軟體建設（節慶、文康活動、

教育學習、鄉土文化、才藝研習、觀摩參訪、經驗交流、健康

營造、關懷照顧、福利服務、精神倫理建設、、、等」。

3.里辦公處--掌理各項硬體建設（道路、水溝、水銀燈、環境

衛生改善、垃圾分類、資源回收、環境與空間營造、、等）



金華里辦公處
(里長&鄰長34人)

金華社區發展協會
(理事.監事.會務人員共23人)

國宅住戶管理委員會
(15人)

環保義工大隊
(113人)

守望相助大隊
(87人)

鄉土環境教育中心
(7人)

綜合福利館 保健志工隊( )
(36人)

長壽會
(委員13人)

婦女會
(委員15人)

青年會
(委員1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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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公眾參與及賦權

社區居民共有113人組成社區志工隊，每星期日或假日擇定髒

亂點、防火巷清理與維護，公園綠地空間維護和花草樹木修剪，

環境清潔、垃圾分類、資源回收、生廚餘堆肥製作。



1、「以社區為導向的治安維護體系」，促使公共治安成

為整體社會的責任，要將依賴警察人員的巡邏、偵查

、執法、轉換成鄰、里、社區自治的催化者，

２「守望相助巡守隊」能有更多時間協助服務社區居民

，加強環保、衛生、交通秩序、家戶查察訪視、防疫

、防災、減災系統建立，以及家暴、性侵害防治。





62臺南市政府103年度「推動社區治安營造」績效評鑑
南區金華社區守望相助隊榮獲特優獎項





社區各社團表演



減鹽、肥胖防治、 安全促進、活躍老化、菸酒檳榔防制、營造
生活化運動社區。



每年舉辦運動大會師活動，全體參加人員必須先做暖
身運動，以免接續活動時發生運動傷害。



每年舉辦運動大會師活動，全體參加人員必須先做暖身運動，以免
接續活動時發生運動傷害，健行結束後，各社團成果展出及表演。



每年舉辦運動大會師活動，全體參加人員必須先做暖
身運動，以免接續活動時發生運動傷害。



每年舉辦運動大會師活動，全體參加人員必須先做暖身運動，以免
接續活動時發生運動傷害，健行結束後，各社團成果展出及表演。



減鹽、肥胖防治、 安全促進、菸酒檳榔防制、活躍老化、營造
生活化運動社區。



拒菸檳宣導話劇演出，
加強居民對於檳榔危害健康之意識。



協助衛生局、所、安排口腔黏膜健康檢查服務以及轉介。



健康減重~ 量身高、體重、腰圍
鼓勵居民多參與健康休閒活動，推動社區健康減重活動。



0~3歲幼兒保育，結合彭婉如文教基金會在活動中心三樓成
立臺南市第一區社區保母系統，每周二至周五上午9:30至
12:00免費提供社區居民使用。

社會
局



老伴不能只 ONLY ONE 



老伴不能只 ONLY ONE 



老伴不能只 ONLY ONE 



高齡友善環境8大面向說明：
住宅：提供長輩居家環境安全檢視、打造長輩住宅友善環境、提供長輩基本生

活需求服務(如送餐和家事服務)…等。

通訊與資訊：能提供長者活動資訊、課程資訊、增加長輩資訊之取得性…等，

確保長輩與社會的連結。

交通運輸：提供長輩舒適交通運輸環境、提供長輩搭車的優惠、要有便利的大

眾運輸或接送設計。

無障礙與安全的公共空間：提供長輩舒適及乾淨的公共環境、號召志工加強清

理道路障礙、輔導商家提供無障礙空間…等。

工作與志願服務：鼓勵長輩擔任志工為社區服務、提供長輩訓練課程…等。

社會參與：提供不同性別、族群老人社會參與及學習的機會、辦理社區參與

之宣導及訓練…等。

社區及健康服務：提供各種社會服務、休閒娛樂，服務的提供（如：到府服務）

應有所整合並且行政手續簡單。

敬老與社會融入：提倡敬老文化與增進跨代互動，並且鼓勵業界發展各種銀髮

服務和產品，創造銀色GDP。



高齡友善問卷調查
社區志工事前訓練課程



本社區為評估「高齡友善社區推動計畫」，配合成功大學趙子元教授及
研究生傅楡茹小姐進行問卷調查，研究對象為住在台南市南區金華里之
60歲以上高齡者，研究採普查方式進行，共發出1100份問卷，總計回收
976份問卷，其中968份為填答完全之有效問卷，問卷填答率為83%，調查
時間為102年3月23日至102年4月19日，一共歷時28日，由金華社區約20
位志工協助完成問卷調查。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性 464 47.9%

女性 504 52.1%

年齡

60~64 55 5.7%

65~74 462 47.7%

75~84 391 40.4%

85~ 60 6.2%

教育程度

不識字 115 11.9%

小學 331 34.2%

中學 239 24.7%

高中 221 22.8%

大學 62 6.4%

職業 已退休 258 26.7%

未退休 710 73.3%



年齡

教育程度 職業

健康狀況



項目 人數/平均
分數

百分比

居住狀況

獨居 10 1.0%
僅與配偶同住 31 3.2%
兩代家庭 357 36.9%
三代家庭以上 569 58.8%
僅與其他親戚朋友同
住

0 0.0%

安養機構 0 0.0%
其他 1 0.1%

家庭狀況

已婚 828 85.5%
未婚 6 0.6%
喪失配偶 120 12.4%
離婚 32 3.3%

交通工具

汽車 10 1.0%
機車 447 46.2%
兩者皆有 262 27.1%
無 202 20.9%
其他（腳踏車） 47 4.9%

生活滿意

健康狀況 4.02 80.6%
經濟狀況 3.67 73.3%
他人互動 4.48 89.6%
整體 4.48 89.6%



居住狀況

家庭狀況

交通工具

生活滿意



編號 問項
人數/
平均

百分
比

標準
差

1

請問您認為社區內是否需要為高齡者提供客
製化的交通服務(例如:接送至社區參與課程、
活動、健檢…等。)?

889 91.8%

2
請問您是否滿意社區內的無障礙環境及空間(
例如:無障礙坡道、電梯)?

4.57 91.3% 0.55

3
請問您是否滿意社區內的公共活動場所(如:
公園、活動中心)?

4.59 91.8% 0.54

4 請問您是否滿意社區內的人行環境? 4.38 87.7% 0.53

5 請問您是否滿意目前的居住環境與安全性? 4.18 83.5% 0.46



編號 問項
人數/平

均
百分比 標準差

6 請問您是否滿意目前社區為高齡者所舉辦的活動? 4.59 91.7% 0.53

7
請問您是否滿意社區提供的高齡者照護機制與關
懷措施?(例如:關懷訪視、血壓服務、醫師諮詢)

4.62 92.3% 0.52

8
請問您是否滿意社區舉行關於高齡者的社區活動
之頻率?(例如:健康講座、銀髮族課程)

4.42 88.3% 0.52

9
請問您是否同意高齡者在社區中是被他人所尊重
的?

4.43 88.6% 0.53

10

請問當社區舉辦活動時，活動舉辦的資訊，例如:
地點、交通方式等，是否都確實地進行宣傳，並
提供充足的資訊?(說明:各鄰鄰長發送宣傳單、資
訊或張貼海報於社區公園公告欄。)

4.11 82.2% 0.59

11
請問社區中是否有提供相關的工作或志願服務給
高齡者?(例如:巡守隊守護爺爺、保健志工、環保
志工)

4.40 88.0% 0.51



ㄧ、網絡連結(跨領域資源連結)

由於社區資源有限，推動社區工作必須要結合其他資源，甚至發掘資源，
才能永續經營，是以積極與社區發展協會所轄區域內之組織，如社福團
體、政府機構、宗教團體、學校、醫院、工商企業等單位結合一起推動
福利服務，藉由專業人員提供福利社區化觀念的諮詢、方案設計的指導、
協助辦理相關訓練、協助資源結合等等，使參與社區可以在團隊合作之
氛圍下成長。

網絡連結

社區、NGO團體

學校、醫院 宗教、工商企業

政府機關



美國衛生福利政策首長參訪金華國際宜居社區
受衛生福利部之邀，由國際消費者食品組織協會 主席CAROLINE SMITH 

DEWAAL所率領的訪問團，專程到台南市金華社區參觀，美國友人對金華社區

營造優質生活環境，打造社區新故鄉，創造優質的人文教育、環境景觀、健

全的健康、福利體系、安全照顧系統結合現代科技，展現智慧型的健康社區

新風貌。田納西州衛生署長特頒贈金華社區傑出貢獻獎章。 2015/5/15

張惠雯區長、中華醫事大學曾信超校長、陳美珠主任蒞臨



成功大學護理系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中華醫事科技
大學、臺南應用科技大學、長榮大學社會力研究發展中

心南台科技大學、協助研習課程編排及活動帶領

多元管道結合、社會資源運用



電話問安

關懷訪視

二、服務項目執行績效－1.關懷訪視



保健志工隊每周一~五陪同PGY醫師訪視社區殘障弱勢



保健志工隊每周一~五陪同PGY醫師訪視社區殘障弱勢



每星期六免費餐食共餐服務，以輕鬆活潑研習活動的課程
安排，促進老人身心健康，安享康寧晚年。

二、服務項目執行績效－2.餐飲服務



志工媽媽們，宣導學員，飲食中鹽攝取過多是高血壓的主要原
因，要改變吃重鹹的飲食習慣。



銀髮小學堂今天共餐加菜!慰勞大家為準備參與社區各項揭
幕儀式，天天參與，上、下午都得參加，足感心ㄟ!



今天共餐炒米粉，周理事長慰勞大家參與社區活動的辛勞。



每周一至周六，保健志工隊每日輪值，負責血壓站、醫
護、急救、聯繫之預備工作

二、服務項目執行績效－3.健康促進活動



每周一至周六，保健志工隊每日輪值，負責血壓站、
醫護、急救、聯繫之預備工作

服務項目執行績效－3.健康促進活動



2015年金華國際安全社區與萬國健康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提供遠距檢測儀器，
建置遠距健康照護之服務資訊系統，建構互通之電子照護的完整健康資料。

遠距健康智慧社區營造



每周一至周六，保健志工隊每日輪值，負責血壓站、醫
護、急救、聯繫之預備工作



衛生所、醫療院所醫師至社區幫長者施打流感疫苗



遠距照護服務~健康促進、
預防保健、健康管理



永寶安康系統提供社區長者健康檢查

專業護理人員血糖檢測服務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長官、英國國民健康主管機構
研究專員參訪金華社區「智能化養老科技」檢測儀。



本班學員約有一半的人沒有配戴眼鏡，佔48.9%。在輔具方面則僅有6

人使用，有39人未使用輔具，佔86.7%。在走路的平穩度方面，則發現全
數老人介於平穩到很平穩之間，佔100.0%。

保命防跌訓練及檢測服務



體適能健康運動操適合老人室內運動





促進資源連結與整合，藉由競賽活動凝聚長者團隊
向心力，強化長者的身心健康。



本社區防災隊隊員分組負責，在災害發生時優先搶救出待援

的弱勢者，另設有保健志工隊為救援預備隊，於撤離人數不

足時，立即追蹤處理。 (檔案建檔情形請參閱書面資料)

三、高關懷及特殊個案紀錄



守護爺爺每天穿梭社區大街小巷協助維護社區安寧



達成「活到老、學到老」之學習精神，讓社區長者享有更多學習之權
利及樂趣。提供長輩彈性化、生活化之選擇，社區安排繪畫、才藝、
語言、保健、短片欣賞、社會新知…課程，特開辦(銀髮小學堂)。

五、永續創意與發展－銀髮小學堂



由大部分70歲以上長者組成的珍愛老寶貝打擊樂團表演



由大部分70歲以上長者組成的珍愛老寶貝打擊樂團表演

珍愛老寶貝－環保桶打擊樂團練習



珍愛老寶貝－太鼓練習



銀髮小學堂-老人失憶症防治，傳授對失智症的正確
認知，減少誤解與負面的態度。



銀髮小學堂~畢卡索世界，許多學員雀躍的說；他這輩子活到7、80歲，
從來沒畫過畫，這是他一生的第一幅畫，我要帶回去跟我家人、孫子
分享，您看多麼感人的心語，自己打造了一個小確幸，還帶給一家人
歡樂，好感人喔!



金華社區銀髮小學堂辦理室內槌球比賽樂趣多，欲罷不能 ，
很受老人喜好。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長青手工藝課程



每月最後一個星期三，舉辦銀髮小學堂 happy公車郊遊趣，
33人懷著雀躍的心情，一大早就在等候去遠足，劉區長更是
一大早就趕來跟大夥寒喧問候，讓我們都很感動。





爺奶星光大道，回憶當年有個當歌星的夢! 很美 !



吃茶養身課程，提供養肝茶、養生茶、安神茶、
明目茶，都是老人的最愛。



銀髮族學習，改變觀念，自我保健



手腦並用 走迷宮、數獨，許多老人真的走不出來。



Puzzle(趣味拼圖)



中華醫事大學長期照護系陳美珠主任指導
讓人非常感動的生命繪本製作



中華醫事大學場照系陳美珠主任指導
讓人非常感動的生命繪本製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