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營大台灣，要從小社區做起

行政社造化的模式與突破之機會

以「金華經驗」成功案例引言：
「築夢30年」－ 打造金華黃金歲月

成就六星社區－「登上國際舞台」



1、「台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以「產業發展」、 「人文教育」、

「社區安全」、「社福醫療」、「環保生態」、「環境景觀」

六大面向為主軸，對於推動健康台灣與凝聚公民意識，及社區

整體發展具有指標性意義。

2、以推廣的績效，進而推動全面性的社區改造運動，創造優質

的人文教育、環境景觀，健全的健康、福利體系，安全聯防系

統結合現代科技，展現智慧型的健康社區新風貌。



「社區」是生活在同一空間的一群人、願意經營共同理想的目標，

就社區的環保、衛生、交通、治安、終身學習、休閒育樂、創造

共同享受的利益，在互動過程衍生出來的行為就是社區發展的脈

動，也就是一個社區的新文化、現階段，本社區致力於「健康、

安全、宜居」及「高齡友善、關懷照顧」的福利體制建立，滿足

居民的需求，與世衛接軌，躍登國際舞台。

社區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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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難與救援 健康、安全、宜居
社區總體營造工作

成立社區推動小組

公部門、醫院、學校、機構

金華社區
推動委員會

台南市社區
營造協會

專家、學者、企業

南區區公所、署立台南醫院

交通處、社會處、教育處

知識

促成

參與

社區
居民

社區
組織

社區民眾、團體

新興國小、國中、大專院校

消防、衛生、環保局、衛生所

台南市立醫院、成大醫院

衛福部國健署、台南市政府

金華里
辦公處

資源知識

防制議題規劃、策略方法

社區議題分析、監測管理

社區威脅因素調查、列管

企業協助、技術指導、理念
傳承、經驗分享

建立資源整合及網絡系統

建立交流平台，
傳遞健康社區生活型態

防制教育課程或研討會

警察局、六分局、金華派出所

台南市護理學校、社區大學
資源共享、策略聯盟、永續發展



策略聯盟推廣中心
金 華 社
區

環保、文化、健康

福利、安全、衛生

環保、文化、健康

環保、文化



98年：九十八年度臺南市社區規劃師駐地計畫。
九十八年度台南市社區福利社區化計畫。

99年：九十九年度臺南市社區規劃師輔導計畫。

100年：100年度台南市社區規劃師輔導計畫。
台江家園守護圈學習暨駐地輔導計畫。

101年：101年度臺南綠市社區培力計畫。
101年度社區環境改造輔導計畫(環保署) 。

102、103年：台南市政府環保局環境改善輔導計劃
協辦台南市政府都發局都市自主更新計劃
台南市政府都發局綠社區培力計劃（98~104年）
高雄市政府高雄厝在地材料與技術操作輔導計劃

台南市社區營造協會歷年執行專案：
（針對全市社區規劃輔導）



以「金華經驗」成功案例引言
「築夢30年」－ 打造金華黃金歲月
成就六星社區－「登上國際舞台」



象對：與參程全」人新外 Passion-培員人交外年青區社華金

營訓「者加參之。

(1)拔擢金華青年外交官：決選條件為需參與前述全程培訓、
服務社區、交流參訪、累積臉書人氣、發表政見。社區也
可從活動中得到年輕族群的語言、網路活動能力資源。

(2)青年外教官獲選代表(當屆外新人)可與里長、理事長、
社區幹部一同訪視外國社區或國際發表活動，進行對外交
流，藉此拓展青年國際觀，回饋鄰里。

(3) 「人新外Passion- 營訓培員人交外年青區社華金「內之
介簡容：年青秀優之力能語外具區社羅網，培假暑寒辦舉

劃計訓( 為容內訓培 ：識認務事關相區社、儀禮化文際國、
呼招國各單簡及文英交外 、語對應…等 ) ，居輕年區社讓

化文際國與區社華金解瞭更此藉以可民 。

(ㄧ)、社區人才培力，拔擢青年外交官內容簡介：



周理事長、柯里長向成大、長榮、嘉藥、中華醫事科技
大學學生說明訓培員人交外年青



「ICYE」是一個非營利的國際文化交流組織，其
宗旨為透過各國青年的交換計劃，讓年輕人有機

會在國外從事多方面的志工服務並寄宿在接待家

庭一年，藉由直接面對不同的文化、生活型態與
價值觀，獲得跨文化的經驗， 擁有更寬的國際觀

與人生觀。

ICYE (International Cultural Youth Exchange)



金華社區國際志工江佩珊舉辦國際婚禮來自瑞士、英國、日本、韓國中國、
香港、宏都拉斯、菲律賓、新加坡、台灣、、、十餘國志工、嘉賓齊聚一場
婚禮，可謂是金華社區的聯合國日，熱鬧非凡。

金華社區國際青年志工江佩珊舉辦國際婚禮



（二）、以「社會企業」的理念
推動社區營造與產業發展

社會企業是協助建立社會和諧、扶助弱勢族群、減少貧窮、
提昇整體社會環境品質和生活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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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惠雯區長、中華醫事大學曾信超校長、陳美珠主任蒞臨



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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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社區民眾的完整健康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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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結合宗教、廟宇推動社區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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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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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改造環境景觀開創
「產業發展」的營業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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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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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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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中心三樓屋頂設置太陽能光電發電設備，並申請
與台電系統並聯。

「低碳社區」，以太陽能替代石化燃料使用



活動中心三樓屋頂設置太陽能光電發電設備，並與台
電系統並聯，系統廠商每年大約20％回饋區公所。



太陽能充電站

改善前:

 社區日照充足，可於活動中心外佈告欄
旁設置太陽光電系統

改善為:

 活動中心外佈告欄旁設置太陽能充電站
，做為社區居民電動機車充電用。

預期效益:

 1.32kW×1,364度/(年kW)=1,800度/年

 具觀摩示範作用

太陽能充電站

太陽能光電發電板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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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參與、互動模式的社區營造



馬賽克創意拼貼

參與、互動模式的社區營造





「都更」、「拉皮」蛻變成環保藝術長廊



減鹽、肥胖防治、進促全安 、活躍老化、菸酒檳榔防制、營造
生活化運動社區。



老伴不能只 ONLY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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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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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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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家庭」的中心思維

一、 「家」對大部份的人而言是再安全不過的地方，但卻

也是發生危險最多的地點。其實只要多一分的注意，就能

避免許多意外的發生，由於安全社區的基礎在於廣泛家庭

的參與，安全社區需要由社區紮根作起，推動社區居民共

同參與安全社區事務進而減少事故傷害發生，降低因意外

所需付出的社會成本，並朝永續發展，以建構「安全健康

之目標」，將事故傷害的預防，融入生活中以降低因事故

而造成的傷害。



2014年金華國際安全社區專家、學者研討會，討論金華安全家庭
推動計畫構想及安全家庭執行工作要點。



參加日本舉辦第六屆亞洲安全社區會議2012-11-27-12-03



參加韓國舉辦第七屆亞洲安全社區會議2014-05-12-18
(贈送韓國釜山市市長賀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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