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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社區輔導執行情形

輔導社區

五大策略

強化公所功能

發展區域網絡

網路社群力量

互助互利互享

社區競賽形成

風氣

共同學習成長

運用社工專業

母雞帶領小雞

增強社區能力

投入福利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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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強化鄉鎮市公所功能，發展區域網絡

從修改社區評鑑要點切入－將公所納入評鑑

 93年度以前，本府辦理社區考核僅有6、7個社區參
加，無對公所考核，造成無提報社區公所，即無須
接受上級業務考評。

 94年度起，修改要點，將公所列入實地考評（與社
區分開），明訂各公所有提報社區參加義務，並訂
定獎懲（不提報，停止補助1年），及社區提報數可
按每10個提報1個，每年有18個以上參加。

 96年度起，增加績優公所獎勵金，期使各公所更加
投入業務，每年均有20個社區參加，呈現激烈競爭，
蓬勃發展，社區明顯感受公所投入社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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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鄉鎮市公所辦理社區幹部聯誼會

起初僅有竹山鎮公所辦理

社區幹部聯誼會，迄今陸續

有南投市、草屯鎮、 埔里鎮、

竹山鎮、國姓鄉、名間鄉、

仁愛鄉、信義鄉等8個公所

(全縣共13個公所)推動辦理，

形成良性競爭，也讓社區幹

部更加感受到鄉鎮市公所的

重視。
仁愛鄉公所辦理社區幹部聯繫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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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縣自94年度開始，即每年對各鄉鎮市公所進行

社區發展業務評鑑。

96年並對前三名公所

給予獎勵金，以達實質

鼓勵。

經7年來的持續推動，

讓各公所鄉鎮市長重視

社區發展業務之推動，

部分公所並由鄉鎮市長

親自業務簡報，也激發

各公所精進社區發展業

務工作。

南投市公所接受本府社區業務評鑑



5

辦理社政主管聯繫會報，培力公所人員，並充分雙向溝通

至屏東縣竹田鄉公所、屏東縣政府社會處、竹田鄉六份社區、泰武鄉

平和社區參訪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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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鄉鎮市公所編列預算聘請大專院校輔導團隊

公所聘請亞州大學輔導團體駐點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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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增強社區組織能力，投入福利服務。

1.輔導社區幹部按期改選，健全組織運作。

 101年度輔導79個社區完成理、監事改選工作。

 102年度輔導62個社區完成理、監事改選。

 103年度迄今輔導18個社區完成理、監事改選。

2.依法督促社區改選，主動逕行「限期改選」及「限期整理」
行政處分。

 101年有9個、 102年有7個社區因理監事逾期未改選，
本府逕行「限期改選」處分，並已有15個社區完成改選。

 另魚池鄉頭社、名間鄉錦梓等2個社區經本府「限期整
理」處分，並已完成改選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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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增強社區組織能力，投入福利服務。

3.督促社區依章程收取常年會費，健全會務及財務發展。

 101年度輔導34個、102年度輔導41個收取常年會費，
除健全組織運作外，並增加社區穩定收入之財源。

4.補助本縣社區總幹事津貼，慰勞服務社區辛勞。

 編列86萬4千元經費，每一年度每人補助3,600元，以會
務正常運作為限，101年補助192個社區，總經費67萬
餘元。102年補助208個社區，總經費72萬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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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運用社工專業，母雞帶領小雞。

 本府配置1名專責社工員（90.3迄今）輔導社區工作。

 運用社工團體工作技巧，在潛力社區規劃辦理團體工作
方案並由本府社工員擔任團體領導者，促使社區成員增
強內聚力、深化福利服務方案內容，強化社工輔導社區
之工作模式。

 邀集具潛力19個社區辦理3次團體工作成長活動並由本
府社工員擔任團體領導者，進行社區團體督導及相互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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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運用社工專業，母雞帶領小雞。

 100及101年度由南投市永興社區結合南投市嘉和、內
興、鳳鳴、平山、龍泉社區等6個社區，獲得內政部福
利化社區旗艦計畫辦理「深耕社區-樂活南投好幸福」
分別補助99萬6千元及90萬元。

 本府在全縣社區研習亦聘請績優社區幹部擔任課程講師，
以帶動具潛力社區，並鼓舞績優社區幹部。



▲南投市芳美社區陳淑雲總幹事。 ▲南投市永興社區邱建昌總幹事。

▲本府社會處呂建蒼社工員。 ▲竹山鎮富州社區楊麗娜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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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發感謝狀給予富州社區社會處資深社工員教導電腦操作

社區議事主持技巧演練班－陳勁達老師 徐老師以個案研討方式，教導學員更正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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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教學－任卡爾老師

影片教學－全體學員大合照

學員專心國外社區影片製作情形



14
社區工作坊－社區幹部投入、微笑地認識彼此神奇的骰子，激發團體思考

辦理4次潛力型社區培力工作坊18個社區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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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屯鎮富寮社區全體學員上台分享

鐵釘遊戲學員認真研究 打招呼成員互相介紹認識

社區紀錄片「古川町物語」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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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本縣潛力型社區個別培力計畫

日期 受輔導社區

Day 1
上午－竹山鎮富州社區

下午－集集鎮和平社區

Day 2
上午－魚池鄉中明社區

下午－草屯鎮富寮社區

Day 3
上午－仁愛鄉合作社區

下午－埔里鎮籃城社區

Day 4
上午－信義鄉信義社區

下午－南投市內興社區

由本府聘請潘中道教授、廖淑娟教授、
本府社會處組成社區輔導團



17參訪高雄縣政府微風市集



18參訪嘉義縣民雄鄉豐收社區、大林鎮明華社區



到公所辦理 始業式

社工進行婦幼家暴防治宣導

社區幹部參與踴躍－集集鎮

警察局派員說明－鹿谷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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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區評鑑形成風氣，共同學習成長。
 聘請2位教授、1位社區實務工作者及社會處人員組成社區評鑑小組，共

3個參加卓越組、19個社區參加績效組及13個公所接受評鑑。

▲水里鄉上安社區－林秀雲教授書面審查 ▲國姓鄉南港社區－義學堂成果展現

▲草屯鎮雙冬社區－樂齡學習 ▲南投市嘉和社區－文化深耕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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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請2位教授及1位社區實務工作者、社會處人員組成社區評
鑑小組，共1個參加卓越組、17個參加績效組。

▲草屯鎮富寮社區志工充滿熱情、活力 ▲仁愛鄉合作社區 原住民森巴鼓隊

▲南投市內興社區－廖淑娟教授講評 ▲竹山鎮富州社區－新移民融入社區



22

聘請1位教授及2位社區實務、社會處組成評鑑小組，共2個參
加卓越組、20個社區參加績效組及13個公所參加。

▲埔里鎮籃城社區－少年舞獅、打拳頭

▲南投市內興社區－老人送餐快樂菜園

▲本府社區評鑑小組

▲竹山鎮富州社區－居民凝聚力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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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推展網路社群力量，互助互利互享。

 民國91年4月開始建置「社區發展會務管理系統」網路運

用服務，有『最新消息』、『社區發展協會查詢』等2項

功能。

 在既有基礎上，於99年獲行政院研考會補助增建『社區訊

息快遞』、『社區行事曆』、『社區連結網』、『社區幫

幫忙』等4項服務功能，並重新命名為「南投社區協力

網」 ，並命名為「南投社區協力網」。



24



25



26

南投社區協力網

本縣救災時，展現網路動員的力量 社區幫幫忙提問畫面

社區行事曆查詢畫面 社區幫幫忙人員提問畫面



在102年爭取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70萬元新增
『社區財務公告徵信』、『社區會計系統』等2
項服務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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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建立Facebook南投社區協力網社群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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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本府舉辦研習加以錄

影錄音，並放置於本府

網站供社區幹部上網下

載研讀，目前有60堂
課程，且研習教材電子

檔案放置於網站，期使

達到舉辦研習訓練之最

大效益，鼓勵社區幹部

終身學習。

建置本縣「社區數位資訊學習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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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本縣「社區發展專屬網站」

規劃成「南投社區協力網」、

「最新消息」、「社區會務」、

「衛生福利部補助」、「本府

社區發展工作計畫」、「法規

下載」、「社區評鑑」、「師

資人才」、「相關查詢」、

「政令宣導」、「講座MV」、

「研習教材」、「縣政報導」、

「社區簡介MV」、「社區紀

錄片」等15個單元，總共有

419筆豐富資料，提供給予社

區幹部即時實用、知識多元的

社區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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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本縣社區發展紀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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