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1 

 

基隆市政府106年度創意徵文 

 

 

 

 

淺談創意社區之經驗作為 

創意城市之碁石 

 

 

 

 

 

研究單位：暖暖區公所 

研究人員：戴素娥課員 



4－2 

 

第一章 研究緣起與目的 

近年來市府積極推廣以創意城市為主軸來發展本市，改造基隆老舊城市之形態，協助社

區以文化、經濟、地理環境等面向，來發展出富有在地特色之創意社區，並藉由政府經費挹

注逐步輔導本市各區各里社區以社區特色，將社區改造為富有創意元素內涵，以作為提升本

市為創意城市之碁石。 

市府在預算緊縮各項建設預算嚴重匱乏的情形下，為順利推動市政各項建設，市府各局處

暨所屬單位紛紛加強成立志工團體，大量運用區（各階層退休）之人力、物力來協助政府推

動各項業務，如環保志工、社區發展協會志工、區公所志工等等。 

本區各里社區發展協會在政府部門人力物力資源的投入下，大量召募志工，推廣在地化特

色文創產業含括小景點大改造、老舊公有房舍改造、道路街景改造、環境生態池等，各里辦

公處（社區發展協會）集地方居民、學校師生、社團等人力以創意為理念，呈現出不同風貌，

大大的改造社區公園環境景觀，提升了社區居民生活品質。 

經過市府各局處暨區公所投入人力、物力等輔導各區以里為單位成立社區發展協會，已成

功營造轄區內社區營造工作蓬勃發展態樣，以本區過港社區發展協會、碇安社區發展協會暨

中興社區發展協會為例，說明經由創意社區之成效，可作為本市提升為創意城市之碁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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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現狀檢討及問題分析 

第一節 研究現狀檢討 

一、研究現狀 

    市府社會處、文化局於民國 97年起陸續運用各里社區發展協會成立社區關懷據點，推廣

辦理各項關懷轄內年長者暨弱勢族群，如電話問安、至獨居長者或弱勢族群家中關懷訪視、

供餐或送餐等服務，在政府經費挹注下，本區各里社區發展協會紛紛擴大召募志工，辦理各

項關懷轄內長者、弱勢族群暨環境綠美化活動，近年來，市府更推廣社區旗艦（領航）計畫

以母雞帶小雞方式將經驗傳承，讓有社造經驗的社區引領其他社區，將每個社區的特色融入

社區營（改）造中，以每個里（社區）為點進而擴大為面，大大提升本區人文暨生活環境品

質，也因此成就本市推廣創意城市從社區營造為起點，本區以過港社區發展協會、中興社區

發展協會暨碇安社區發展協會為例，說明本區在市府協助下，蓬勃發展社區營造現狀及成果。 

（一）過港社區發展協會經營社區營（改）造或環境改造現況 

  過港社區發展協會於 98年起，陸續在本府社會處、文化局經費補助及指導下，辦理社區

環境改造工作，經由辦理各類活動如「畫我過港」、「拍我過港」、壺穴之美攝影及繪畫大賽、

壺穴模型陶土製作等比賽，將選出優良作品，融入社區營造概念中，並以回收寶特瓶蓋透過

有專業素養的社區民眾，引導社區志工以里民活動中心牆面為畫布，拼貼出一幅幅動人的圖

案，並且更進一步將過港路的水泥護牆運用回收寶特蓋，拼貼出一幅幅美麗街景，過港社區

經過多年來的社區營（改）造後，目前已展現出過港新風貌，分述如下： 

   

   

   

過港老舊宿舍改造後 過港路水泥護牆改造後 里民活動中心牆面改造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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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年戀戀過港〜拼出愛 

   (1)與社區內學校溝通，辦理社區兒童「畫我過港」、「拍我過港」比賽，透過活動邀請專

家及社區居民票選、評比，藉此吸引中壯年居民參與社區，認同社區並於活動中取得

優良作品，並將作品融入社區營造概念中，以展現社區新風貌。 

   (2)將成果以拼布方式呈現，美化活動中心牆面： 

過港社區發展協會在辦理一系列的社區兒童「畫我過港」、「拍我過港」比賽後，將入

選作品以拼布方式呈現，運用志工協助將過港活動中心牆面進行美化，完成後獲得廣

大迴響，將里民活動注入於文化氛圍中。 

  2.99年用愛圍繞~守護過港： 

    過港社區發展協會在政府各相關部門挹注經費及社造人才（大專青年暑期工讀等）暨

開辦各類社區營造課程，聘請專業老師進行社造人才培訓，並在理事長積極推廣下，社區

營造及關懷據點等工作蓬勃發展。 

  (1)社區文史及壺穴資料蒐集： 

     藉由與暖暖代誌社區報合作，探討過港社區過往的發展歷史資料及壺穴歷史資料保存現

況，並經由辦理一系列活動，集眾人之力，蒐集社區文史及壺穴資料，並且將所蒐集到

的資料文物，運用於社區營造中，以創造出嶄新的過港。 

  (2)辦理社區壺穴地質講座及導覽解說志工培訓： 

過港社區發展協會為維護轄區內基隆河壺穴地型景觀，邀請專家辦理壺穴地質講座，

經由辦理壺穴地質講座讓社區居民了解基隆河壺穴地型景觀形成不易，有必要好好維

護避免因人為因素破壞。 

  (3)守護壺穴宣示活動及環境維護： 

過港社區為維護珍貴的自然景觀辦理一系列的活動，如守護壺穴宣示活動、環境維護等

活動，藉由辦活動讓參與活動的社區居民了解轄區內珍貴的壺穴地貌是需要大家一起來

維護。 

  3.100年過港情~意相和 

    過港社區發展協會於 100年起陸續舉辦各項守護壺穴系列的活動，如守護壺穴宣示大

會、壺穴之美攝影及繪畫大賽、壺穴風箏天上飛、壺穴模型陶土製作、壺穴形成解說牌製

作及壺穴位置導覽圖等，並透過藝術家王傑老師指導用瓷磚彩繪方式，將暖江橋與壺穴繪

畫於活動中心正門左側牆面。 

  (1)辦理壺穴選美大賽及命名活動： 

過港社區發展協會為保護里內重要自然資產基隆河壺穴地貌，辦理一系列活動讓民眾

同時認識這個自然形成的地景，如壺穴選美大賽及命名活動，同時可讓民眾經由參與

活動，提升對社區的認同感及參與感，進而提升民眾參與社區活動意願，一起為社區

盡一份心力，達到向上提升居住品質目標。 

  (2)辦理壺穴風箏天上飛，吸引年輕族群參與： 

過港社區為吸引年輕族群參與活動，辦理壺穴風箏天上飛活動，希望將年青族群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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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及創造力，融入社區營造中，具以提升年青族群對社區營造的認同感。 

  (3)社區活動中心圖騰創作： 

  

過港社區早年為軍公教宿舍所

在地，在退休人員參與志工行列下，

將老師所學專長運用於社區營造各

類推展工作，很快的成就政府所欲

推動之社造方針並且吸引其他社團

紛紛前來取經。 

過港社區在志工協同努力下以

活動中心為主，進行一系列圖騰創

作，並以轄區內生態、文化為圖騰

主題，更運用回收之寶特瓶蓋呈現

圖騰樣式，活潑生動，美侖美奐，

可做為創意社區之典範。 

 

   4.101年打造過港百年文化見學園： 

    過港社區發展協會以打造過港百年見學園為主題，連續 3年將百年前「清法戰爭」及

「漳泉械鬥古戰場」之古蹟歷史，邀請社區暖暖代誌雜誌主編、及對過港歷史深厚認知之

在地講師，爲社區居民及暖江國小學童講述古蹟之歷史意義，並且透過在地藝術家指導，

以瓷磚彩繪方式，將歷史場景繪畫於社區活動中心正面外牆右側，以突顯古蹟歷史意義及

價值，並且為維護轄區內珍貴基隆河壺穴地景，辦理壺穴生公園解說牌及植物解說牌製

作，讓造訪的民眾可以充分了解這經大自然萬年造就而成的地景，是值得保存。 

   （1）壺穴生態公園解說牌及植物解說牌製作： 

  

過港社區發展協會藉由聘請老師

辦理生態、環境保護等訓練課程，

充實志工相關生態、環境等經驗並

將所學習之經驗運用於轄內各空地

空屋進行綠美化工作，提升轄內民

眾居家生活品質。 

社區更於 101年辦理一系列環境

保護相關活動，其中以完成壺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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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公園解說牌及植物解說牌製作等

活動，大幅提升過港社區生態環境

綠美化品質，獲得全國各地社區紛

紛到過港來吸取經驗。 

     （2）社區活動中心圖騰創作： 

  

  過港社區將社區活動中心打造為

過港文化見學服務中心。透過王傑

老師的指導，以拼貼藝術的共同創

作，一方面延續 100 年壺穴守護加

上百年文化生活聚落意象。 

  取得里長的同意，將一系列的藝

術及訴求，呈現在活動中心正門外

牆上，讓往來的人都能注意及關心。 

  製作壺穴生態公園解說牌，讓居

民、學生及來訪遊客都能透過解說

牌了解壺穴、認識植物名稱及位置。 
 

     5.102年過港有情寧靜有愛： 

    過港社區在經過多年配合政府推動社區營造已累積豐富經驗，在政府各部門經費

及人力的挹注之下，推出一系列改造過港里轄內各公園、空地、空屋（範圍最廣的為政

府老舊廢棄宿舍），民國 102年又乘勝追擊推出一系列文化活動暨建築物牆面拼貼創作

等，同時在社區居民（志工）、文史工作者的協助下，完成一幅幅生動的回收寶特瓶蓋

創作，當里民活動中心寧靜街部分牆面創作完成後，引起更廣大迴響，之後過港社區

發展協會就迎接一批批到訪的參訪團體，希望經驗交流提升來訪社區辦理社造工作的

成效。 

     （1）過港歷史繪畫競賽及徵圖活動： 

          社區發展協會為保存里內文化資產，於民國 102 年辦理過港歷史繪畫競賽及徵圖

活動，邀請專家學者、社區居民共同選出據有過港歷史代表畫作，經由社區居民共同

參與活動，凝聚共識，提升社區居民對社區的認同感，進而創造出一幅幅動人的過港

歷史繪圖，並且將這些繪圖創作應用於里民活動中心正面。 

     （2）社區活動中心寧靜街牆面拼貼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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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港社區發展協會經由辦理

一系列社區改造活動（利用回收

寶特瓶蓋，創造出一幅幅美麗圖

案）後，所呈現的成果得到社區

居民及各界熱列迴響，接續將所

學經驗以里民活動中心為主，更

進一步將寜靜街部分牆面，以台

灣藍鵲為圖騰，結合在地藝術家

與社區居民、機關、學校、團體

等，共同創造出一幅活潑生動的

圖案，頓時將寜靜街提升為富有

藝術氣息的街景，吸引全國各地

社區前來取經及朝聖。 

  

 

     6.103年三叉路口新發現： 

過港社區延續去年瓶蓋拼貼，103年在居

民們希望將三叉路口牆面拼貼成過港一部不同

族群生活文史藝術書，希望結合轄區內學校來

進行親子設計繪畫競賽，及居民徵圖活動。讓

我國民眾及新住民配偶與台灣家人，了解來自

不同文化的差異，進而學習包容與接納，增進

國人同理的認識。 

透過在地藝術家老師的指導，並運用轄區

內學校師生及社區志工之人力，於三叉路口拼

貼藝術製作一幅過港故事及特色畫作，讓更多

的過港居民都能看見並激起守護之心。並透過

「矮牆」來說故事，讓三大族群各自拼貼出自

己的生活故事，使得彼此能相互了解互相學

習，經由創意圖騰製作來呈現出轄內不同的街

道景觀，豐富行人的視覺感官，提升本市之城

市美學。 

 

 

 

     7.104年懷舊宿舍風華再現： 

    自從市府推動社區規劃師制度以來，已結合社區規劃師、區公所（含各里、社區）、

文史工作者等單位。以「區」為建設單位，配合市政府推動的市政建設。輔導地方結合

區公所、社區發展協會和各里辦公處，就里（社區）需求與願景提出方案，可於短時間

內快速提出可行之小型環境整治及改造等需求，過港社區發展協會於 104 年辦理懷舊

宿舍風華再現，結合社區志工、學生、在地藝術家，發揮創意計設，將老舊宿舍給予新

風貌，同時也提升過港社區整體居住環境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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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眷村巷弄文化再現：  

今年（104年度）過港社區發展協會結合轄內機關、學校、社團及社區居民等資源（人

力、物力），以政府所申請社區營造經費的挹注下，共同將轄區內多處政府機關老舊

宿舍大改造並且將過港里文化、歷史等題材融入改造元素後，所呈現之新風貌有一股

濃濃的過港文化氣息，同時也提升過港里（社區）街景整體城市美學。 

  

過港里寧靜街經改造後街景 過港里過港路經改造後街景 

       (2)眷村廢墟大變身： 

104 年度過港社區發展協會結合轄

內機關、學校、社團及社區居民等資源（人

力、物力），在向政府申請社區營造之經

費挹注下，共同將轄區內多處政府機關老

舊宿舍大改造並且向林務局羅東林管處

爭取價值大約 16 萬元，約 4 千株各式樹

苗和花苗，利用過港路 119號後方靠近河

畔的一塊原先是市政府公有宿舍的廢墟

空地，經過結合社區居民、學校師生、區

公所（里辦公處）和民間電腦業者等一起

努力，把這塊老舊宿舍營造成為社區花

園，還特別種植獨角仙昆蟲愛吃的光臘

樹，再配合獨甲仙幼蟲的復育工作，希望

讓曾經活躍在這裡，但已消失許久的獨角

仙能再次重返這塊棲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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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05年多元共生新文化 

宿舍圍牆拼貼創作： 

 

  為提升過港社區民眾居住品質於 105 年社

區發展協會向政府相關單位爭取補助經費，結

合社區居民、機關學校、團體等志工人力，將

政府早期員工宿舍，現因無人居住荒廢已久的

老舊宿舍大變身，經社區發展協會工作人員召

開多次會議，集眾人之力，發揮巧思，最後決

議將過港之人文、地理色彩等元素融入其中，

將多年來所累積的社造經驗，再次發揮的淋漓

盡致。 

  經大家一番的努力過後，讓原本雜亂無章的

老宿舍，重新給予新的色彩及新的風貌，結合

里民活動中心牆面美化（回收寶特瓶蓋拼貼美

麗圖案）後，整個里民活動中心周圍的街景，

煥然一新，也大大提升過港路的市容景觀。 
 

 

 

 (二)中興社區發展協會經營社區營（改）造或環境改造現況 

      中興社區發展協會於 98年起陸續在社會處、文化局、環保局等單位經費補助及指導下，

陸續針對社區人文、環境等改造工作，並由社區發展協會提出社區營造實施計畫，並且在

機關、學校、社團、社區志工及社區公寓大廈等團體協助下，完成碇和里社區營（改）造

工作，並連續多年申請市府社會處旗艦領航計畫，由有社區營造豐富經驗的過港社區發展

協會以母雞帶小雞的方式，將經驗傳承，中興社區多年來已陸續完成如 98年竹籬笆三遷的

故事、102 年竹籬笆三遷—賦予水泥牆生命力、103 年往下扎根-濕地的復育暨 105 年度提

出社區環境改造計畫-環保中興欣欣家園等社區營造工作，現今的中興社區（碇和里）以嶄

新風貌呈現，分述如下： 

   1.98年竹籬笆三遷的故事──探索中興社區變遷的歷史： 

    中興社區於民國 98年起陸續向政府申請社區營造經費補助，運用結合機關、學校、

社區公寓大廈及社區居民之人力及物力，在有限的經費下，創造出著越成效，民國 98年

社區以竹籬笆三遷的故事──探索中興社區變遷的歷史為主題，向市府申請經費並以轄



4－10 

 

區內海光一村為社區營（改）造的地點。 

      海光一村為碇和里轄區內一處具有五十餘年歷史的國軍眷村，眷村從泥糊竹籬笆牆隔

間，無水，無衛浴設備，到如今成為 11層的海光一村建設，已經歷了十分巨大的改變，尤

其是眷村住戶的人事變遷，耆老的日見衰弱，事物的變化已不復當年，五十餘年歷史的國

軍眷村，逐漸走入歷史，被時間的洪流所淡忘。也因此，針對具有五十餘年歷史的國軍眷

村，如何保存其眷村文化資產，進行其歷史檔案文件資料整理、歷史性珍貴眷村古老文物

收集、並進行常態性及長期性呈列展示，是為現代眷村文化傳承推動的重要工作。 

 

 

   2.102年竹籬笆三遷—賦予水泥牆生命力： 

    102 年中興社區發展協會以社區營造（改造）計畫向政府申請社區營造補助經費，

並透過結合機關、學校、社區公寓大廈及社區居民大家一起來，結合里民對於文化保存

激發出主動向心力，並發動居民收集廢棄瓶蓋，利用瓶蓋等材料來拼圖與彩繪增加親子

互動一起來改善社區的景觀，並且為地球多盡一份心力。 

    (1)招募社區老照片，由老照片主人說故事，並由社區耆老帶領找尋老照片的拍攝地點，

探索社區的變遷故事。 

    (2)將探索中興社區變遷的過程，繪製成中興社區變遷歷史故事圖，讓社區了解中興社區

遷村的演變。 

    (3)辦理中興社區老照片說故事成果展，將之前調查的老照片製成掛軸，邀請社區居民一

起了解社區故事。 

    (4)將海光一村住戶過往的歷史留下紀錄，透過海光一村地下車道左右邊面牆，減少垃圾

並回收再利用，收集廢棄瓶蓋及運用其他材料，以顯目的牆面貼圖，拼貼出爺爺們以

往在海軍服役時，保衛國土的海上英姿，讓現在住在這裡的長者經過時，有著當時的

回憶，也讓陪伴他們兒孫知道爺爺們的英勇。 

    (5)邀請社區里民大家一起來，以本計畫結合里民對於文化保存激發出主動向心力，發動

居民收集廢棄瓶蓋，並利用瓶蓋等材料來拼圖與彩繪增加親子互動一起來改善社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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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並且為地球多盡一份心力。 

   

   

圖為邀請社區里民共同利用瓶蓋等材料來拼圖與彩繪之情形 

 

   3.102環保中興過港欣家園計畫： 

    99、100 年度在基隆市環境保護局輔助，完成過港社區清淨家園計畫，成果顯著，

其中 100年省電評比參加人員共節省了 2萬多度，綠生活共購、共乘在社區關懷站登記

人數達上百人次，環境清潔及資源回收等皆受到社區居民諸多的好評；每月第一個週三

清潔日參與的民眾達上百人，廢棄瓶蓋美化的牆面，更是讓來訪的其他社區嘖嘖稱奇，

在居民的認同共識下，連結在地資源，繼續營造清潔綠色消費環保議題推動及提昇社區

舒適生活環境，有了前兩年的成功經驗，102 年希望結合中興社區共同推動環保改造新

社區理念，中興社區屬眷村環境，人口老化嚴重，與過港有相似之處，且有地緣之便，

加上其社區環保意識較薄弱，盼以過港社區成功經驗，帶動兩個社區共同營造優質生活

環境，過港社區近年來在環境考核方面屢屢得獎，101 年社區營造再度榮獲文建會進階

社區最高額的補助，加上內政部獲准設立的社區長者關懷據點，連續三年評鑑榮獲優等

獎，且是全市最高分，101 年榮獲林務局全國模範社區，101 年代表基隆市參加內政部

績優社區評鑑獲得甲等獎及獎金 15萬元，是個有行動力又有執行力的社區，所以 102年

由過港社區帶領中興社區成功完成此項計畫，茲分述如下： 

     (1)利用現有志工組成社區資源、生態及髒亂點調查小組，協助中興社區共同針對暖暖

代誌對社區所做之生態調查資料加以探討、維護、關懷，以期能找出社區困境及特

色發展。 

     (2)在過港及中興兩社區中之空地種值適合該地日照、特性及適合原生生物之原生種植

物如:腎蕨、沿街草、小蚌蘭、台灣山菊、麥門冬、馬蘭…等植物，綠化社區。 

     (3)社區植物醫生：社區內之公園及花樹盆栽，由社區園藝專家指導志工及居民花木修

剪及照顧要領，於每月環保日出動修剪塑型、施肥改善土壤介質，並由居民認養公

園綠地，從事日常植栽維護工作。 

     4.103年往下扎根-濕地的復育： 

         103年中興社區發展協會提出環境改造計畫向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申請補助經費並透

http://sixstar.moc.gov.tw/blog/A205001/blogAlbumAction.do?method=doViewAlbumImg&albumId=48130&imageFileId=1249598
http://sixstar.moc.gov.tw/blog/A205001/blogAlbumAction.do?method=doViewAlbumImg&albumId=48129&imageFileId=1249582
http://sixstar.moc.gov.tw/blog/A205001/blogAlbumAction.do?method=doViewAlbumImg&albumId=48130&imageFileId=1249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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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結合機關、學校、社區公寓大廈及社區居民（志工），大家同時改善社區的環境景觀，

並且為地球多盡一份心力，所提出之計畫已於 102年執行完成，茲分述如下： 

     (1)利用原有自然生態水源，將土地復育成濕地原由及運作方式說明(聘請專業老師解

說及指導作業方向跟方法)。 

     (2)整地挖土含移植原土地上原有植物。 

     (3)濕地範圍內水土保持預防設施作業(加裝特殊防水防布打底)。 

     (4)選擇及栽種合宜植物。 

     (5)引水溝工程。 

     (6)上方檔土牆綠化的強化可兼具維護擋土牆水土保持功能及美化。 

(7)生態池淨化水質及培育在地魚種。 

     (8)生態池連接濕地步道建造: 

   

圖為中興社區執行 103年往下扎根-濕地的復育計畫後之成果照片 

   

圖為中興社區執行 103年往下扎根-濕地的復育計畫後之成果照片 

    5.105年度社區環境改造計畫-環保中興欣欣家園： 

    103年度在基隆市環境保護局輔助，社區節電成果顯著，廢棄瓶蓋美化的牆面竹籬笆

三遷，除了得到全國社造 20年首獎，已成為社區地標，更是讓來訪的其他社區民眾讚美，

在居民的認同共識下，連結在地資源，繼續營造清潔綠色消費環保議題推動，及提升社

區舒適生活環境。 

        中興在過港社區帶領下，參與環境改造已 3 年，共同推動環保改造新社區理念，已

將中興社區環保志工初步培訓，將兩塊原草木雜生的荒地綠美化，已有不同的新面貌，

中興社區屬眷村環境，人口老化嚴重，105 年環境改造計畫案經社區志工等人力投入後

也圓滿完成，營造出更優質生活環境的中興社區；中興社區近年來在環境改造方面，已

有不錯的成績，102、103 年社造有不錯的成效，今年已有 5 所中小學校，6 梯次到社區

作校外生活鄉土教學，還有設立的社區長者關懷據點，連續四年評鑑榮獲優等獎，從 102-

104年林務局綠美化，104年基隆市暖暖區旗艦社區啟航計畫，還帶領附近碇內社區一起

成長。 

        105年社區以社區環境改造計畫-環保中興欣欣家園為主題，向市府申請經費補助及

http://sixstar.moc.gov.tw/blog/A205001/blogAlbumAction.do?method=doViewAlbumImg&albumId=54779&imageFileId=1421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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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轄內機關、團體、社區公寓大廈、社區志工等人力物力辦理一系列活動，如耆老訪

談及海光一村眷舍文史調查、海軍眷村文化的沿襲及保存、環境整潔維護及綠美化等活

動，市府將於 106 年度擇日進行執行成效之書面及實地訪查方評定執行成效，以做為次

年度申請核定經費補助之參考，茲分述如下： 

 

   
圖為中興社區發展協會運用志工及機關團體一起以廢棄瓶蓋美化的牆面 

   

圖為中興區向政府申請經費並運用志工及機關團體一起將社區進行綠化美化

之成效 

 

     (1)耆老訪談及海光一村眷舍文史調查： 

透過社區耆老的訪談及文獻調查，重現海光一村歷史，希望藉由調查海光一村來了

解，從民國 49年的(美齡莊)影劇六村到 99年搬入的 11層的海光一村的心歷過程，

並為後續社區美化得題材。 

     (2)海軍眷村文化的沿襲及保存： 

在生活習慣上及遷台至今「老兵不死」所流傳下的文物實體或記憶等事務，以文字

或照片等製作出展示物，或是過往長輩所遺留下實體文物如個人勳章、獎狀等。 

     (3)環境整潔維護及綠美化： 

為維護多年來陸陸續續向政府申請社區營造暨環境改造計畫補助經費執行成果所呈

現新風貌，於 105年度持續提出環境整潔維護及綠美化等計畫。 

      a.社區髒亂點清除及維護： 

運用社區環保志工進行社區巷弄死角以及無人管理區域不定期清潔維護，監督環境

污染源(如狗糞)，勸導附近社區中元祭，集中金紙焚燒，降低污染源；為解決小廣

告違規張貼造成環境髒亂，不定時由社區志工排班進行小廣告清除，同時為永久解

決外來違規廣告張貼問題於轄區內定點設置看板給予張貼。 

      b.社區綠美化： 

環境整潔直接影響居住環境及生活品質，如果直接仰賴公部門的清掃是無法完善的，

維有社區居民自主清掃，將家戶私領域延伸到公共區域，並將社區作植樹綠美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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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回收瓶蓋作環境美學裝置，擴大落實才能達到全面清潔，整體美化的效果，藉

由志工排班打掃，及地檢署派至社區服勞役人員，達到環境清潔及喚起居民自主管

理居家環境衛生，並擴大瓶蓋拼貼藝術，利用社區故事，製成社區繪本，可帶動找

出社區特色，在社區車道兩旁牆壁拼貼出社區意象來達到經驗傳承的目的。 

  

運用轄區內對植物有專業素養

之民眾，協助社區志工針對社區環境

及生態調查，了解到社區環境終年潮

濕，植物種類豐富，蕨類高達 30 多

種，蛙類及蜻蜓更有十數種之多，較

少不為人知的如台灣山菊、海桐、金

毛杜鵑等，讓社區居民對環境生態的

重視能更有成效，達到環境教育的目

的。 

105 年度將海光一村的一塊空

地，予以整地、施肥後重新栽植，花

苗有腎蕨、沿街草、桂花、台灣山菊、

小蚌蘭、麥門冬等植物，綠美化後景

觀的改變獲得居民高度認同。 

 

 
 

(4)廢棄物再生並利用設計可美化社區材料，成為社區的亮點： 

中興社區發展協會在過港社區發展協會申請旗艦計畫暨領航計畫的帶領下，因

人力物力有限分多次，運用回收寶特瓶蓋，發揮創意將社區特色（海光一村是

一個典型眷村）文化，融入創作中，充分展現，並利用社區故事，製成社區繪

本，並且帶動找出社區特色，在社區車道兩旁牆壁拼貼出社區意象，來達到經

驗傳承的目的，碇和里經由廢棄物再生，並利用設計出美化社區素材，完成後

已成為社區的亮點。 

   

圖為中興社區在過港社區發展協會的帶領下，運用回收寶特瓶蓋，發揮創意將

社區的文化特色融入創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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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碇安社區發展協會經營社區營（改）造或環境改造現況： 

    碇安社區發展協會於 103年起陸續在社會處、文化局經費補助及指導下陸續針對社

區環境改造工作，提出社區營造實施計畫，分述如下： 

    1.104年陶板牆新視界地方史實文化烙印~打造碇安新亮點： 

碇安社區結合轄區內各機關、團體、學校志工人力，為執行陶板牆新視界地方史實文

化烙印~打造碇安新亮點計畫，運用設計圖徵稿比賽活動，選出富有碇安人文風情色彩

的設計圖案，將轄區內東暖新村圍牆彩妝，換上新衣，讓暖暖區源遠路東暖新村段整

個亮了起來，並藉由此計畫，達到教育多元化之目標，從東暖新村圍牆點亮碇安心，

再造碇安另一新休閒景點，凝聚社區居民向心力也為社區帶來新的里程碑。以身為碇

安社區人為榮。 

   

   

圖為碇安社區結合社區志工暨轄區內機關、團體、學校一起將轄內東暖新

村圍牆彩妝之情形 

(1)結合碇內地區學校師生、管委會、社區居民及志工一起拼貼出屬於碇安社區的

圖騰。 

(2)透過圍牆活化及白鐵圍籬綠美化，結合學校與社區之資源共享，促進居民對社

區的認同並共同參與學習社區文化，提升社區生活素質與培養藝文素養，增加生活

美學。 

(3)藉此計畫，達到教育多元化之目標，從綠美化白鐵圍籬及東暖新村圍牆彩妝，

建構碇安里成為基隆一特色新亮點，凝聚社區居民向心力，也為社區帶來新的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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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以身為碇安社區人為榮。 

 

   

   

圖為碇安社區結合社區志工暨轄區內機關、團體、學校一起將轄內道路圍

牆綠美化之情形 

 

    2.105年度陶板牆新視界地方史實文化烙印~打造碇安新亮點 part2： 

       105 年度碇安社區發展協會持續辦理陶板牆新視界地方史實文化烙印~打造碇安新亮

點 part2 計畫，以陶版鑲嵌方式，完成整個東暖新村圍牆改造；為持續執行 105 陶板牆

新視界地方史實文化烙印~打造碇安新亮點計畫，由碇安社區發展協會以轄碇內國小、碇

內國中學生為對象，聘請陶藝老師辦理陶版製作教學，並運用學生們製作出來的陶版圖

案鑲嵌東暖新村圍牆，於完成後讓暖暖區源遠路整個亮了起來。 

    (1)結合碇內國小及國中師生、社區管委會、社區居民及志工一起完成東暖新村牆面

(104年已完成 1/3)。 

    (2)融合在地元素製成陶板拼貼美化牆面，並於牆留下地方文史詩詞或有趣打油詩。 

    (3)以風車轉動在地新地標，啟動碇安新視野，達成碇安新亮點。 

    (4)校園與社區之資源共享，促進居民對社區的認同，並共同參與學習社區文化，提升

社區公民素質與培養藝文素養增加生活美學，營造優質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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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碇安社區發展協會於 105年持續結合社區志工暨轄區內機關、團體、學校一

起完成轄內東暖新村圍牆陶版鑲嵌情形 

 

二、106年本區各里社區發展協會賡續推動社區營造工作 

        市政府在經費有限下，持續於（106 年度）運用各區各里社區發展協會推動社區改造

計畫，藉由社區人力、物力投入每年由社區提出有關人文、社區營造、環境改造等計畫，

經由政府相關部門審核核准後於計畫執行階段或執行後，予以經費補助，並逐步將社區

引導轉型至自給自足方向，希望一方面逐步減少政府支出，一方面又能持續藉由每個社

區創意經營（小點）改造整個市容（大點），社區居民生活環境品質也因此提升，社區志

工也經由與社會各階層互動，無形中也提升了個人視野，豐富了生活，同時亦可以做為

提升本市為創意城市之碁石，可真是創造了政府與民眾雙贏局面，今年本區各里社區發

展協會，大部偏重提出人文暨生態環境保護類計畫方案，茲分述如下： 

(一)中興社區發展協會於本（106）年度賡續提出社區營造（改造）計畫- 

    中興社區發展協今年提出「中興我的家：打造眷村特色的宜居社區」之計畫，此計

畫內容以記憶盒子與故事分享工作坊、家鄉菜課程等活動為主軸；我們在舉辦活動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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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也同時由志工搜集整理社區老照片、文物等，以此紀錄、累積社區的文化素材(如下

圖示)。 

        同時，為了保持課程的整體一致，我們也安排了計畫項目介紹與地方文史說明課程，

以此為整體課程定調；另外也安排了成果展，將活動過成以具體成果展現、收攏計畫確

定主軸。同時，計畫進行期間也安排參訪活動，藉此瞭解其他社區的做法，增加將來社

造案的靈感。 

(二)碇安社區發展協會於本（106）年度賡續提出社區營造（改造）計畫- 

    今（106）年碇安社區提出以人文為主題的-書香碇安~故事列車轉動閱讀天地-計

畫向市府提出申請執行計畫補助，所提出之內容豐富，必能獲得評審委員的青睞，茲

分析如下： 

     1.書香碇安~故事列車轉動閱讀天地計畫之目的： 

      今年碇安社區提出：書香碇安~故事列車轉動閱讀天地計畫以人文為主題-向市府相

關單位申請經費補助，提出此計畫之目的為下列三項： 

     (1)希望本計畫的執行，可以增進社區的凝聚力，活絡鄰里間人際關係，提升居民的生

活品質及素養。 

     (2)希望本計畫的執行，可以達到喚起鄰近社區居民及學校師生淺在內心的熱情共同來

參與。 

     (3)希望本計畫的執行，提倡閱讀給居民一個知識性的休閒空間~營造書香社區。 

     2.書香碇安~故事列車轉動閱讀天地-預計執行項目為下列幾點說明： 

     (1)說故事玩手作：說故事對兒童的教育是一種很有價值的方法，兒童在聽故事、說故

事、看故事的活動中，可以學習語言文字的運用，可以獲得許多生活常識，可以接

近許多正確的觀念。一個會說故事、會唸故事的大人，可以激起孩子對閱讀無比的

熱情，因為每個人天生都有一對愛聽故事的耳朵。 

     (2)趣味遊戲~練習說故事：我會說故事無字圖畫書、培養孩子觀察推理、口語表達、圖

書的能力。 

     (3)閱讀分享會：小朋友沒有人陪伴的時候很容易不專心，可是有大人在陪伴他的時候，

他就會開心的跟你分享，他在書裡面看到的一切。 

     (4)培養社區故事媽媽：希望藉著故事媽媽培訓課程，增加志工職能訓練需求，培養志

工們說故事與溝通的能力，協助志工們運用故事，認識並幫助兒童發展自身思考與

價值觀，進而建立親子間共同分享與閱讀的習慣和樂趣，並提供居民間有更多互動

的機會。在推廣社區家庭親職教育部份，提供多元的團體帶領技巧，使更多有興趣

的故事媽媽及學校老師一起參與學習，達到資源共享，一同來為社區的孩子們說故

事，讓親子親師互動間搭起溝通的橋樑，讓未來推廣家庭教育活動更順暢。 

     3.書香碇安~故事列車轉動閱讀天地-預期效益： 

     (1)現今社會充斥著聲光影像的各種媒體，讓孩童們漸漸不喜歡閱讀，為了找回孩子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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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的喜愛，我們期望找到一群喜歡為孩子說演故事的朋友，除了為孩子說故事，

還能提供說演俱佳的表演能力，期盼吸引已遠離閱讀的孩童們，能透過精采有趣、

互動討論的聽故事活動中，走進閱讀的繽紛世界。 

     (2)透過聽故事、說故事、看故事的活動中，可以學習語言文字的運用，可以獲得許多

生活常識，可以接近許多正確的觀念，有效凝聚向心力，建立革命情感，可以培植

社區軟實力。 

     (3)藉此計畫向下紮根並結合學校與社區之資源共享，教育多元化之目標，以達學校社

區化，社區學校化，共創地方榮景。 

     (4)培養學生宏觀視野：藉此計畫培養學生透過閱讀提升各方面學習能力，奠定學生基

本學習能力，逐步將所學運用於求學過程，開擴學生視野，著眼台灣-放眼天下。 

(三)碇祥社區發展協會於今（106）年以-碇響找碴趣－碇社生態調查-計畫向市府都市發

展處提出申請補助經費，並於核可後現正積極執行此一計畫中，此計畫執行之目標

如下： 

        1.引發居民對自然尊重應關心。 

        2.增進社區居民的互動與凝聚力。 

        3.促進學校與社區連結。 

        4.達到居民自主參與社區環境維護。 

        希望藉由此一活動讓參與社區居民認識家鄉、保護環境、珍惜資源，愛我家園，更    

希望從活動中發掘出人才及各種專業達人，共同參與社區營（改）造或環境改造，更想

讓居民共同來經營這塊屬於我們的居住環境，提升我們居住環境品質。 

三、研究現狀檢討 

   (一)過港社區發展協會於民國 97 年起，陸續運用各里社區發展協會成立社區關懷據點，

推廣辦理各項關懷轄內年長者暨弱勢族群，如電話問安、至獨居長者或弱勢族群家中

關懷訪視、供餐或送餐等服務，在政府經費挹注下，本區各里社區發展協會紛紛擴大

召募志工辦理各項關懷轄內長者、弱勢族群暨環境綠美化活動，近年來市府更推廣社

區旗艦（領航）計畫，以母雞帶小雞方式將經驗傳承，讓有社造經驗的社區引領其他

社區，將每個社區的特色融入社區營（改）造中，以每個里（社區）為點進而擴大為

面，大大提升本區人文暨生活環境品質，過港社區發展協會經多年辛苦經營之下逐漸

累積豐富的社區營（改）造或環境改造經驗，有完善的社團組織並與轄區內機關、學

校、社團有著良好的合作默契，基本上現階段在維護多年來完成補助計畫上，仍屬良

好狀態，茲分述如下： 

     1.過港河濱公園： 

    過港社區於民國 98年-105年之間，向政府相關單位提出社區營（改）造或環境改造

等計畫，雖已歷經六、七個年頭，在社區發展協會持續的維護下仍屬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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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過港里河濱公園現在維護之情形拍攝時間為 106年 4月份 

 

    2.里民活動中心牆面美化 

        過港里社區發展協會在 100 年至 103 年間，陸續將里民活動中心以回收寶特瓶蓋拼

貼出一幅幅美麗圖案，雖經多年在社區辛苦的維護下仍保持良好狀況。 

   

圖過港里里民活動中心牆面美化現在維護情形拍攝時間為 106年 4月份 

 

     3.三叉路口新發現 

      過港里社區發展協會在社區延續去年瓶蓋拼貼，於 103 年居民們希望將三叉路口牆面

拼貼成過港一部不同族群生活文史藝術書，希望結合轄區內學校來進行親子設計繪畫

競賽，及居民徵圖活動，完成了過港郵局之三叉路口護欄美化作品，雖經 2 年個年頭

在社區辛苦的維護下，仍保持良好狀況。 

   

上圖為過港里過港郵局之三叉路口護欄美化作品現在維護情形拍攝時間為 106 年 4

月份 

 

     4.市府老舊宿舍換新裝 

      過港社區發展協會於 103年-105年陸續完成轄區內政府機關老舊宿舍換新裝計畫，但

於 106 年 4 月再度造訪時改造後空間似乎未再利用，大門深鎖有些可惜，建議相關單

位可規劃改造後空間，運用於公共事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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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過港里社區發展協會執行市府老舊宿舍換新裝計畫現在維護之情形拍攝時間為

106年 4月份 

  (二)中興社區發展協會 

      中興社區發展協會於民國 98年起，陸續運用各里社區發展協會成立社區關懷據點，近

年來市府更推廣社區旗艦（領航）計畫以母雞帶小雞方式將經驗傳承，讓有社造經驗

的社區引領其他社區將每個社區的特色融入社區營（改）造中，中興社區在過港社區

發展協會的帶領下將社區的特色融入社區營（改）造或環境改造後，大大提升里內之

人文暨生活環境品質，經這幾年辛苦經營之已累積較多的社區營（改）造或環境改造

經驗，社團組織已趨完備，再加上與轄區內機關、學校、社團有著良好的合作默契，

基本上現階段在維護這幾年來完成補助計畫上，仍有些需要加強之狀態，茲分述如下： 

    1.102年竹籬笆三遷—賦予水泥牆生命力 

      102 年中興社區發展協會以竹籬笆三遷—賦予水泥牆生命力計畫，向政府申請社區營

造補助經費，並透過結合機關、學校、社區公寓大廈及社區居民大家一起來，結合里民

對於文化保存激發出主動向心力，並發動居民收集廢棄瓶蓋，利用瓶蓋等材料來拼圖與

彩繪增加親子互動一起來改善社區的景觀，因基隆多雨完成後至今，已多年來在社區志

工維護不易下，現今瓶蓋已斑駁，社區志工表示園區內植物，因連日來大雨生長受影響，

到是草長的特別快，勢必要再請志工們一起做環境整理工作了。 

   

圖為碇和里中興社區發展協會執行 102年竹籬笆三遷—賦予水泥牆生命力計畫現在

維護之情形拍攝時間為 106年 6月份 

    2.103年往下扎根-濕地的復育 

          103 年中興社區發展協會提出環境改造計畫向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申請補助經費，

並透過結合機關、學校、社區公寓大廈及社區居民（志工）大家一起來改善社區的環

境景觀，並且為地球多盡一份心力，所提出之計畫已於 102 年執行完成，經過這幾年

濕地的復育維護情形尚可，看見魚兒悠遊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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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碇和里中興社區發展協會執行 103年往下扎根-濕地的復育計畫現在維護情

形拍攝時間為 106年 6月份 

 

 

   3.105年度社區環境改造計畫-環保中興欣欣家園 

    中興在過港社區帶領下，參與環境改造已 3 年，共同推動環保改造新社區理念，已將中

興社區環保志工初步培訓，將兩塊原草木雜生的荒地綠美化，已有不同的新面貌，中興

社區屬眷村環境，人口老化嚴重，從 102-104 年向林務局申請綠美化輔助完成後，將整

個眷村改造，並於 105年社區以社區環境改造計畫-環保中興欣欣家園為主題向市府申請

經費補助及結合轄內機關、團體、社區公寓大廈、社區志工等人力物力辦理一系列活動

如耆老訪談及海光一村眷舍文史調查、海軍眷村文化的沿襲及保存、環境整潔維護及綠

美化等活動，經一系列的環境改造（綠美化）後，現在的中興社區已呈現不同已往的風

貌，此計畫於 105年完成後目前維護狀況尚稱良好。 

   

圖為碇和里中興社區發展協會執行 105年度社區環境改造計畫-環保中興欣欣家園

計畫現在維護情形(拍攝時間為 106年 6月份) 

 

   (三)碇安社區 

        碇安社區發展協會於 103 年起陸續在社會處、文化局經費補助及指導下續針對社區

環境改造工作，提出社區營造實施計畫有 104年陶板牆新視界地陸方史實文化烙印~打造

碇安新亮點暨 105年度陶板牆新視界地方史實文化烙印~打造碇安新亮點 part2，並於計

畫執行完成後，現階段對所執行完成計畫，在維護上屬良好的狀況，分述如下： 

    1.104年陶板牆新視界地方史實文化烙印~打造碇安新亮點 

        碇安社區發展協會於 104 年以陶板牆新視界地方史實文化烙印~打造碇安新亮點為

主題，向政府相關部門提出申請補助經費，在與社區志工、轄區內學校（碇內國中、國

小）合作，完成了轄區內東暖新村圍牆的陶版藝術鑲嵌計畫，再配合於 103 年將白鐵圍

籬綠美化後，使整個東暖新村段的遠源路街景亮了起來，同時在碇安里辦公處配合之下，

在完成後的這段時間內因基隆多雨，作品完成後維護不易，但在維護單位不定期進行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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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等維護工作，目前現階段維護情形尚可狀況。 

   

圖為碇安里社區發展協會執行 104年陶板牆新視界地方史實文化烙印~打造碇安新

亮點計畫現在維護情形(拍攝時間為 106年 6月份) 

     2.105年度陶板牆新視界地方史實文化烙印~打造碇安新亮點 part2 

        碇安社區發展協會於 104 年以陶板牆新視界地方史實文化烙印~打造碇安新亮點

為主題，完成了轄區內東暖新村圍牆的陶版藝術鑲嵌計畫，再配合於 103 年將白鐵圍

籬綠美化後，因東暖新村圍牆長度很長，社區無法於年度內完成，並於 105 年度接續

以陶板牆新視界地方史實文化烙印〜打造碇安新亮點 part2 之計畫向政府提出申請補

助經費，同時在申請計畫核准後，在碇內國中小師生暨社區志工們的協助下，經過陶

版教學→製作→鑲嵌等工作完成後，整個東暖新村段的遠源路街景頓時亮了起來，同

時在碇安里辦公處配合之下，在完成後的這段時間內，不定期進行清洗等維護工作，

目前現階段維護情形屬良好狀況。 

   
圖為碇安里社區發展協會執行 105年度陶板牆新視界地方史實文化烙印~打造

碇安新亮點 part2計畫現在維護之情形(拍攝時間為 106年 6月份) 

第二節 問題分析 

  一、侷限於少數社區推動社造無法延伸推廣至各里： 

   (一)本區各里社區發展協會於成立後經過多年歷練，於從事社區營造或環境改造等之經

驗已趨成熟，但都局限於少數幾個里，尚無法更近一步推廣至各里，分述如下： 

     1.社區志工人力青黃不接導致志工人力召募無法承接： 

       本區有些里社區因社區發展協會理事、監事改組後理事長異動，導致原有志工流失，

新任理事長無法於有限時間內召募足夠志工人力，嚴重影響社區持續推動社區營（改）

造或申請環境改造等，也中斷了原有社區正在進行中之各項計畫，必須俟新任人選有

意願接續時，方可再行推動相關計畫。 

     2.因居住之里人口結構限制之原因導致志工人力召募不易： 

本區有些里因里內人口結構限制（如本區暖東里為山區型居住民眾大部分年老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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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志工人力嚴重不足之情況下，造成無法推動社區營造或環境改造之情事。 

     3.因外來新住民對里內環境生疏感造成疏離導致志工人力召募不易： 

本區因臨雙北城市近年來因雙北房價居高不下，本區相對房價低，造成許多民眾遷入，

平日上班往來雙北，生活圈依就在雙北，相對造成與居住地的疏離，導致社區召募志

工人力不足，影響社區申請推動社區營（改）造之成效。 

     4.里人口數少導致志工召募不易： 

本區少數幾里因人口數少且大多為年老長者對於推動里內各項計畫，所需召募之志

工人數亦嚴重不足，導致無法向政府相關單位提出社區營（改）造或環境改造之計

畫。 

     5.部分里因缺乏地方熱心人士共襄盛舉致召募志工不足： 

本區部分里因缺乏熱心人士致無法召募大量志工，且社區推動社區營（改）造最基

本的就是人力，在人力缺乏的狀態下，造成本區許多社區發展協會目前還停留在成

立社區關懷據點的階段，無法更進一步提出社區改造或環境改造之計畫。 

    (二)本區各里經過社區營造或環境改造後無法持續維護改造後之地方（場所），影響整

體市容景觀，茲分述如下： 

      1.現有志工人力不敷使用致無法持續維護改造後之場所： 

本區各里社區發展協會在人力（志工）、物力有限下，於當年度許多社區持續向政府

相關部門提出新的社區營造計畫補助經費，於核可後便傾全力執行新的營造計畫，

導致無法兼顧維護已執行完畢之計畫，影響社區營（改）造或環境改造後成效與利

用，希望政府部門重視到此一情事，並協助決解此一問題。 

      2.組織內人員異動短時間內執行後之計畫難以持續維護： 

本區各里社區發展協會組織依法於一定年限後必需改選新任的理事、監事，在人員

更迭後造成領導階層異動，新任之理事長於上任後，有些上任執行未完成之工作也

無法於短時間內銜接上，有時新上任理事長因與前任理念不同，致於前任執行完成

之計畫，後續維護無法落實。 

      3.社區營（改）造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政府需挹注相關協助方可讓社區營造永續

經營： 

即便是一個小景點改造計畫，所需投入之人力、物力都是執行單位龐大的負擔，更

不用說還要維護已執行完成之計畫，有些計畫在執行後，經過一段時間後再利用的

效能已遞減許多了，所以政府需協助找尋相關資源，並將資源適時挹注，協助社區

解決問題。 

      4.已執行完成之計畫欠缺維護經費： 

本區各里社區發展協會在多年的經營社區營（改）造或環境改造後，已執行完成之

計畫，許多部分為社區綠美化部分，在完成改造出所呈現成果，讓人眼睛為之一亮，

但在基隆多雨潮溼的環境下，雜草生長快速，或植栽維護上皆需大量投入人力、物

力，在現階段本區各里社區發展情形，要做到充分維護尚屬困難，需政府相關經費

的再挹注，方可將已執行完成計畫做到充分的維護。 

二、各里缺乏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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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區各里在成立社區發展協會有 13里，並成立社區關懷據點（老人送餐服務）有 9

里，有申請社區營（改）造或環境改造計畫者計有 4 或 5 里，相較之下屬較少，最大原

因應為社區志工人數太少，無法因應社區營造所需大量人力，造成社區發展協會未能提

出社區營（改）造或環境改造計畫主因。 

   (一)本區部分社區發展協會關懷據點因志工人力缺乏送餐服務改與民間業者合作： 

本區部分社區發展協會因志工人力不足，致無法運由志工來辦理餐飲服務，在經政府

相關部門同意下改由與轄區內機關團體（礦工醫院供餐部）、民間業者（餐飲業）合

作，由餐飲業者提供飯食再由社區志工分送獨居長者（老弱婦孺），至於社區營造這

方面，便無法執行了。 

   (二)本區部分社區發展協會因組織無正常運作致無成立志工隊 

       本區部分社區發展協會因社區內組織： 

       1.本區部分社區發展協會因人口結構因素導致志工招募困難。 

       2.本區部分社區發展協會因社區外來人口多缺乏認同感導致志工招募困難。 

三、各里缺乏專業人才： 

        本區各里社區發展協會普遍缺乏設計規劃之專業人才，目前現階段各社區各項計畫

執行大部分由政府聘請專業人士（團隊），協助社區執行所提出之計畫，政府各部門雖已

有委託專業規劃計設團隊輔導社區執行申請計畫，但最終還是無法引導社區執向自給自

足階段，所以要解決此一問題，應是政府應大力引導社區有各類專業領域居民，願意參

與社區營造或將目前已參與志工，依其專業或興趣培養第二專長，並願意將其專長投入

社區營造，並且在志工投入社區營造後給予實質鼓勵，讓各多人願意參與，方可進一步

引導更多的社區走向自給自足的方向。 

(一)本區各里社區發展協會普遍缺乏有志之士暨專業設計規劃人才，致無法更進一步申

請營區營（改）造或環境改造計畫： 

    本區各里社區發展協會仍有多數停留在社區關懷據點的階段，無法更進一步提出社

區營（改）造或環境改造等之計畫，大部分原因為缺乏有志之士暨專業設計規劃人才，

建請政府相關部門應積極協助社區解決之一大問題，許多社區如有專業團隊加入輔導後，

應能快速加緊腳步，在人力、物力挹注下使組織更完備，志工人力也更充足，再加上政

府運用旗艦社區之概念，應很快的便能將社區營（改）造或環境改造等計畫執行，並做

好維護工作。 

(二)希望政府積極輔導發展協會參與由專業設計規劃公司協助提出計畫，並協助執行計

畫： 

    本區各里於近年來向都市發展處提出與都市發展相關計畫，並由規劃計設公司協助

社區一起執行所提出來的計畫，藉由專業團隊輔導社區執行各項申請計畫，應是解決社

區缺乏專業志工問題的最佳選擇，希望政府相關部門應積極輔導志工人力不足之社區，

由專業計畫規劃團隊，來引導社區願意配合政府相關措施，讓社區志工參與社區營（改）

造等計畫後所呈之成果，可得到滿滿的成就感與榮譽感，無形中也提升了參與志工行列

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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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區碇祥社區發展協會 105年度向市府都市發展處提出-碇響藝起趣活動-計畫，在

轄區內居民運動（運用）頻繁的里民活動中心旁碇內十五號公園內的場所，在政府委

外的規劃設計公司的協助與指導下，並結合社區志工們同完成了此一計畫後，同時豐

富了社區居民生活，給了到碇內十五號公園休憩的人們不同的感觀。 

 

   

   
圖為碇祥里社區發展協會執行 105年度向市府都市發展處提出碇響藝起趣活動計

畫情形 

2.本區碇祥社區發展協會於 106年持續向市府都市發展處提出「碇響找碴趣－碇社生

態調查計畫」： 

本區碇祥社區持續於 106年度持續向市府都市發展處提出「碇響找碴趣－碇社生態調

查計畫」，運用公園資源調查，引發居民對自然的尊重與關心，從各項活動中發掘人才

及達人，並將人才吸引投入社區志工行列，配合政府於十五號公園各項新設施，完工

後應可提供社區居民更多休憩的好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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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預期效果及建議 

本區各里社區發展協會在政府相關部門的協助下，於多年來向政府部門提出申請補助計

畫並在結合轄區內機關、社團、學校等資源，再加上社區志工人力後，陸續完成許多富有地

方人文、地理環境色彩的社區營（改）造或環境改造後，許多原本老舊且髒亂不堪的廢棄空

間暨雜草叢生的空地，經設計規劃改造後無不以嶄新的面貌，呈現在社區居民眼中，有些計

畫執行後（如環境改造後），提供社區居民休憩的好處所，這也讓社區居民對社區有了高度的

認同感與成就感，進而願意投入社區的志工行列，這對政府以引導社區走向自給自給的方向

是有很大的助益；但由於本區各里社區發展協會在經過多年後，已執行計畫為維持計畫執行

之效能，必須不定期的進行維護，所需耗費的人力或物力是維護單位龐大的負擔，在此為解

決此問題有幾個建議提供政府相關單位參考，如執行完成計畫建議，可再挹注維護經費、增

加專業人才（團隊）人力輔導社區朝更專業領域發展、藉由專業人力（團隊）提升，已發展

多年之社區往更專業領域成長、政府相關部門應持續督促申請單位持續維護已執行計畫等，

分述如下： 

第一節 預期效果 

本區各里社區發展協會在政府相關部門的協助下，於多年來向政府部門提出申請補助計

畫並也在核准後在社區結合轄區內機關、社團、學校等資源再加上社區志工人力後，陸續完

成許多富有地方人文、地理環境色彩的社區營（改）造或環境改造後，許多原本老舊且髒亂

不堪的廢棄空間，經設計規劃改造後無不以嶄新的面貌，呈現在社區居民眼中，大大提升社

區居民的生活品質，有些計畫執行後（如環境改造後）提供社區居民休憩的好處所，這也讓

社區居民對社區有了高度的認同感與成就感，進而願意投入社區的志工行列，這對政府以引

導社區走向自給自給的方向是有很大的助益；本區原有部分里社區因志工人力不足等因素，

致無法更進一步提出社區營造計畫，但在政府相關部門協助下，委託專業規劃設計公司投入

協助或指導社區提出社區營（改）造或環境改造等計畫，在專業團隊的協助下，均可順利完

成申請計畫，這也解決了部分社區在志工人力不足，無法推動相關社區營造工作之窘境，茲

分述如下： 

一、 本區各里社區在公部門協助下社區營造工作已蓬勃發展 

    本區各里社區發展協會在政府相關部門的協助下，結合轄區內機關、社團、學校等資源

再加上社區志工人力後，陸續完成許多富有地方人文、地理環境色彩的社區營（改）造或環

境改造後，許多原本老舊且髒亂不堪的廢棄空間，經設計規劃改造後無不以嶄新的面貌，有

些計畫執行後（如環境改造後），提供社區居民休憩的好處所，這也讓社區居民對社區有了高

度的認同感，進而願意投入社區的志工行列，這對政府以引導社區走向自給自給的方向，是

有很大的助益。 

（一）過港社區發展協會 

    過港社區發展協會於 98年起陸續在本府社會處、文化局經費補助及指導下，陸續辦理

社區環境改造工作，經由辦理各類活動如「畫我過港」、「拍我過港」、壺穴之美攝影及繪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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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賽、壺穴模型陶土製作等比賽，將選出之優良作品融入社區營造概念中，並以回收寶特

瓶蓋透過有專業素養的社區民眾，引導社區志工以里民活動中心牆面為畫布，拼貼出一幅

幅動人的圖案，並且更進一步將過港路的水泥護牆運用回收寶特蓋拼貼出一幅幅美麗街景，

這二年過港社區發展協會陸續將轄區內老舊政府機關宿舍，重新改造富予新風貌，更提升

整個里（社區）生活品質，更呈現出不同以往老舊雜亂無章的街景，這是經過多年來社區

營（改）造，結合社區志工、機關、社團等人力後在辛苦經營後，所得到的成果，目前已展

現出小景點大改造後的過港新風貌。 

（二）中興社區發展協會 

    中興社區發展協會於 98年起，陸續在社會處、文化局、環保局等單位經費補助及指導

下，針對社區人文、環境等改造工作，並由社區發展協會提出社區營造實施計畫，並且在

機關、學校、社團、社區志工及社區公寓大廈等團體協助下完成碇和里社區營（改）造工

作，並連續多年申請市府社會處旗艦領航計畫，由有社區營造豐富經驗的過港社區發展協

會，以母雞帶小雞的方式，將經驗傳承，中興社區多年來已陸續完成如 98年竹籬笆三遷的

故事、102 年竹籬笆三遷—賦予水泥牆生命力、103 年往下扎根-濕地的復育暨 105 年度提

出社區環境改造計畫-環保中興欣欣家園等社區營造工作，現今的中興社區（碇和里）以嶄

新風貌呈現。 

（三）碇安社區發展協會 

    碇安社區發展協會於 103 年起陸續在社會處、文化局經費補助及指導下陸續針對社區

環境改造工作，提出社區營造實施計畫，結合轄區內各機關、團體、學校志工人力，為執行

陶板牆新視界地方史實文化烙印~打造碇安新亮點計畫，運用設計圖徵稿比賽活動，選出富

有碇安人文風情色彩的設計圖案，將轄區內東暖新村圍牆彩妝，換上新衣，讓暖暖區源遠

路東暖新村段整個亮了起來，並藉由此計畫，達到教育多元化目標，從東暖新村圍牆點亮

碇安心，再造碇安另一新休閒景點，凝聚社區居民向心力，也為社區帶來新的里程碑。以

身為碇安社區人為榮。 

（四）碇祥社區發展協會 

    本區碇祥社區發展協會於 105 年-106 年度向市府都市發展處提出「碇響藝起趣計畫」

與「碇響找碴趣－碇社生態調查」計畫，在專業設計規劃團隊的協助下，已完成 105 年碇

響藝起趣之活動計畫，配合碇內公園改造後，將使園區內各類使用環境利用率，達到最大

效益，並於 106年度再度向市府都市發展處提出「碇響找碴趣－碇社生態調查計畫」，預計

藉由此一活動讓參與社區居民認識家鄉、保護環境、珍惜資源，愛我家園，更希望從活動

中發掘出人才及各種專業達人，共同參與社區營（改）造或環境改造，更能讓社區居民共

同來經營這塊屬於我們的居住環境，提升我們居住環境品質。 

二、本區碇祥里在專業設計規劃團隊協助下連續 2年向市府相關單位提出設計規劃方案 

        本區碇祥里社區發展協會於 105年-106年度向市府都市發展處提出「碇響藝起趣計

畫」與「碇響找碴趣－碇社生態調查計畫」，在專業設計規劃團隊的協助下，已完成 105

年碇響藝起趣之活動計畫，配合碇內公園改造後將園區內各類使用環境利用率達到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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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並於 106 年度再度向市府都市發展處再提出與人文生態環境有關「碇響找碴趣－

碇社生態調查」計畫，預計藉由此一活動，讓參與社區居民認識家鄉、保護環境、珍惜

資源，愛我家園，更希望從活動中發掘出人才及各種專業達人，共同參與社區營（改）

造或環境改造，更能讓社區居民共同來經營這塊屬於我們的居住環境，提升我們居住環

境品質，並藉由社區營（改）造或環境改造之成果，由每一里社區的創意計畫之小點面，

擴大串連全區之小點面，成就本市提升為創意城市之根本。 

第二節 研究後之建議 

一、 執行完成計畫建議可再挹注維護經費 

        本區各里社區發展協會多年經營與改造後，所執行完成計畫為數也越多，同時要於

當年提出新的執行計畫，又要維護已執行完成之計畫，如無完善的組織與強大志工陣容，

是無法兼顧的，這應是眾所皆知之事，為避免社區發展協會為維護已執行計畫成果，在

無缺乏人力、物力之情形下維護成效恐不彰，建議政府相關部門應充許維護單位以維護

之所需向政府相關單位提出維護計畫，於核可後可提出相關之補助，方可將執行後各項

成果提升再運用效能。 

二、 增加專業人才（團隊）人力輔導社區朝更專業領域發展 

        本區各里於近年來向都市發展處提出與都市發展相關之計畫，並由規劃計設公司協

助社區一起執行所提出來的計畫，藉由專業團隊輔導社區執行各項申請計畫，應是解決

社區缺乏專業志工之問題的最佳選擇，希望政府相關部門應積極輔導志工人力不足之社

區，由專業之計畫規劃團隊來引導社區願意配合政府相關措施，讓社區志工參與社區營

（改）造等計畫後所呈成果，可得到滿滿的成就感與榮譽感，無形中也提升了參與志工

行列的興趣。 

三、 藉由專業人力（團隊）提升已發展多年之社區往更專業領域成長 

        本所多里社區發展協會已經營多年，在組織完備及志工人力充足下，應可藉由專人

團隊的引導，朝更專業領域前進，將社區之人文、經濟、地理等特色發揮的淋漓盡致，

創造出更符合社區需求，更提升社區居住品質，同時更注入創意城市元素，真正落實創

意社區做為創意城市碁石之意涵。 

四、 政府相關部門應持續督促申請單位善盡維護已執行之計畫 

    本區各里社區發展協會在經過政府多年來的引導與相關部門的協助下，已有多里已

具有相當豐富的社區營造經驗，也執行完成很多的計畫，建議政府相關部門應做到監督

已執行完成計畫之後續維護工作，因為計畫之執行故然重要，計畫執行後之維護更重要，

惟有充分維護已執行之計畫，方可讓計畫執行後之運用效能保持不變，甚或提高。 

   五、可充分運用本市各社區成功營（改）造之經驗協助發展中之社區，茲分述如下： 

(一)以本區各社區發展協會申請社區營（改）造成功經驗為例，可做為本市各社區改造

之參考，茲分述如下： 

      1.以過港社區發展協會社造成功經驗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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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區過港社區發展協會經過多年不斷向政府提出社區營造或改造計畫，並且充分運

用社區原有資源如志工人力（退休之軍公教人員）及空地空屋（市府老舊宿舍），並結

合地理環境（基隆河壺穴地型）與政府各部門人力物力投入協助成功的將社區居住環境

加入許多創意元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成功的將轄區內基隆河沿岸綠美化，提供社區

居民良好休憩場所，同時也將里民活動中心牆面收集廢棄瓶蓋以地方特色為題材，創造

出一幅幅美麗的圖案，豐富了社區居民的視覺色彩，也提升了居住品質，更可作為創意

城市之碁石。 

  

過港里民活動中心寧靜街牆面運用回

收寶特瓶蓋拼貼台灣藍鵲圖騰 

將百年前清法戰爭及漳泉械鬥古戰場

古蹟歷史，以瓷磚彩繪方式，將歷史場

景繪畫於社區活動中心正面外牆 

  

現在的過港河濱公園綠草如茵情形 老舊警察宿舍予以改造換上新裝情形 

(2)過港社區連續 2年以向政府相關單位申請旗艦領航計畫成功經驗傳承予中興社區： 

過港社區發展協會經多年來累積社（改）造成功經驗，並透過母雞帶小雞方式與本

區碇內地區之中興社區共同提出旗艦領航計畫，成功的將經驗傳承給中興社區，中

興社區在經過過港社區發展協會協助，成功將社區老舊眷村予以新風貌，同時也提

升了中興社區居民的生活品質。 

2.以本區碇安社區發展協會充分運用與轄區內機關學校合作方式創造出具地方特色的

社區營造成果為例： 

碇安社區運用轄區內中小學師生及社區志工等人力資源，再聘請陶瓷老師進行陶瓷創

作教學，再將陶瓷創作成品運用於社區營造中（以鑲嵌方式進行東暖新村圍牆牆面美

化後整個街景亮了起來），成功的給社區環境加入創意元素，為人們帶來不同的視覺

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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碇內社區發展協會與碇內國中小學師

生合作，進行陶土創作教學後成果展

示情形 

碇內社區發展協會將陶土創作成品以

鑲嵌方式，進行東暖新村圍牆牆面美

化後，讓整個遠源路亮了起來情形 

   3.以本區中興社區發展協會藉由與過港社區經驗傳承方式成功營（改）造社區環境      

提升民眾居住品質為例： 

   (1)中興社區草創期過後正處於發展中有些瓶頸，適逢政府推行旗艦領航系列，經由過

港社區經驗傳承領航行與中興社區共同提報旗艦領航計畫，透過經驗交流在過港社

區的帶領下中興社區將轄區內影劇六村、海光一村等眷村文化元素成功加入改造之

中，102年設造案以「竹籬笆三遷的故事」，將海光一村變遷與社區四個寶貝結合一

起，收集廢棄瓶蓋及運用其他材料，以顯目的牆面貼圖，拼貼出爺爺們以往在海軍

服役時，保衛國土的海上英姿，讓現在住在這裡的長者經過時有著當時的回憶，也

讓陪伴他們兒孫知道爺爺們的英勇。 

  

中興社區傳承過港社區經驗結合社區眷村在地文化特質，收集廢棄瓶蓋及

運用其他材料以「竹籬笆三遷的故事」，將海光一村變遷與社區四個寶貝

結合一起，完成一幅幅動人心弦且充滿童趣的圖案。 

     (2)中興社區發展協會發揚在地眷村麵食手藝文化，帶領各位志工不定期試做各式懷舊

餅類，完成作品後在將餅送給需要關懷的獨居長者，成功的將眷村麵食文化推廣，

引起一般居民熱烈迴響，造就了碇內地區一股濃濃的懷舊風，也使中興社區營（改）

造朝向自給自足方向踏出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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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社區程理事長將眷村麵食手藝文化發揚光大，製作各式麵食加惠地方

長者 

   （二）將本市各社區成功之營造或改造經驗製作成教材： 

  市府相關單位可將本市各社區之營造或改造之成果製作成教材，對本市各區發展

中社區人員進行種子教師培訓，藉以提升各社區提出社區營造或改造計畫之能力，並

且激發出更多的創意作品，將這些小點面的創意作品串聯起來，可成就本市走向創意

城市的行列。 

（三）積極鼓勵具豐富社改經驗之社區帶領發展中且遇瓶頸之社區共同申請社造補助

計畫： 

  本區過港社區發展協會經多年經營社造工作，已累積豐富的社造經驗，無

論是各種專業志工的培訓都已造就了強大志工團體，再經過多年的社造經驗，

每個志工都可發揮其專長，協助受輔導社區以在地文化基礎，一定可激發出富

創意的社區營（改）造成果。 

（四）新成立或發展中遇瓶頸之社區可向豐富社改經驗社區商借有豐富經驗之志工協

助： 

1. 本區中興社區發展協會在完成多次申請社造計畫後，造就了許多專業且有社

造經驗的志工，在區公所協助下情商中興社區志工到新成立的碇內社區發展

協會擔任志工，引領碇內社區發展社區營（改）造工作，並且碇內社區在今

年度向政府提出社區營造計畫且獲得政府經費補助。 

2. 本區碇祥社區發展協會在專業設計規劃公司協助提出社造計畫並協助完成

計畫之執行： 

本區碇祥里社區發展協會於 105 年~106 年度向市府都市發展處提出「碇響

藝起趣計畫」與「碇響找碴趣－碇社生態調查計畫」在專業設計規劃團隊的

協助下已完成 105年碇響藝起趣活動計畫，在碇內公園改造後使園區內各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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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環境之利用率達到最大效益；並於 106年度再度向市府都市發展處再提

出與人文生態環境有關之「碇響找碴趣－碇社生態調查」計畫，預計藉由此

一活動讓參與社區居民認識居住環境、保護環境、珍惜資源，更希望從活動

中發掘出人才，期盼能激盪出一幅幅創意思維並將其注入社造中，定能提升

居住環境品質且能豐富生活色彩，更能提升本市為創意城市。 

  

圖為碇內公園在碇祥社區執行營（改）造-碇響藝起趣計畫後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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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委員挺鋒審查意見： 

1.本研究具實用性，也切合現在持續推動的社區化目標。 

2.亮點社區的經驗分析極佳，但經驗複製、拓展至其他社區也遭遇問題，作者

雖有提出，但少數成功經驗總是可貴。如何讓專業團體與其他社區產生新的

動力元素? 可以進一步申論。 

3.在執行上，依社區能量區分等級，進行不同資源配置與輔導，是否為更好的

策略? 值得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