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 報告單位 

一、 承辦團體簡介 ─「屏東縣慈善團體聯合協會」 

屏東縣政府社會處為整合縣內慈善團體資源、倡導慈善事業社工化、合

理而有效的幫助亟需援助的急難同胞，並避免資源重疊浪費與分配不均的情

事發生，於民國 95 年底邀集縣內所有慈善團體開會研商，獲得共識，開始籌

組「屏東縣慈善團體聯合協會」，經半年籌備，於 96年 6月 17 日正式成立，

同年 6月 29日經屏東縣政府正式核准立案，並於同年 8 月 3 日向屏東地方法

院申請登記成立「社團法人」。 

二、 萬丹、高屏溪沿岸生活重建服務中心 

屏東慈善團體聯合協會於 99 年 2月 4日、於同年 12月 13 日，前後與內

政部簽約承辦「屏東縣萬丹鄉生活重建服務中心」、以及「屏東縣高屏溪沿岸

生活重建服務中心」。 

 

 

 

萬丹鄉生活重建服務中心區域範圍         高屏溪沿岸生活重建服務中心區域範圍  



貳、 辦理情形與執行成效 

工作目標從三大構面，包括個人(培育社區人才)、組織(陪伴社區發展協會穩定運作)、社區(提升居民社區參與)，見下表： 

重建中心 萬丹 高屏溪沿岸 

服

務

工

作 

目

標 

個 

人 

構 

面 

策

略 

1. 提供教育訓練訊息。 

2. 舉辦培力課程，提升社區幹部與志工專業能力。 

3. 專注與協助社區培育志願服務人力。 

策

略 

1. 提供教育訓練訊息。 

2. 舉辦培力課程，提升社區幹部與志工專業能力。 

3. 專注與協助社區培育志願服務人力。 

成

效 

1. 為萬丹鄉培訓 502 位志工，協助各社區發展各項

業務：如老人及身障送餐服務、兒童課後照顧、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等活動，運用志工高達 4,982

人次。 

2. 針對社區之幹部，以及對社區富有熱忱的志工與

居民，辦理社區會務相關工作課程，如：公文撰

寫、經費核銷、社區願景、電腦學習…等，以促

進社區幹部社區運作之能力。 

3. 100 年共計辦理 12 場次社區培力課程，統計參訓

人員共 330 人次，其中且參加人員對於講師教學

方式、以及對整體活動評鑑內容滿意度平均達 90%

以上為滿意。 

成

效 

1. 100 年舉辦 3 場次之人才培訓課程，聘請相關領域之講師

講授社區資源調查概念、影像拍攝技巧、以及認識咱們的

故鄉等主題，共計有 54人次參加。 

2. 101 年度連結九如鄉東寧社區發展協會，辦理共計 10 場

次、48小時之社區人才培訓課程，總受益人次已達 276人

次。參加人員對課程辦理之整體滿意度平均達 94％以上 

3. 連結九如鄉公所以及九如鄉洽興社區發展協會，辦理各 1

場次的志願服務人員基礎訓練及特殊訓練課程，共計有 145

人次參與。 

4. 傳達公私部門相關之技能訓練或課程學習資訊，並鼓勵九

如鄉、屏東市等社區發展協會工作人員前往參加。 

 

 



組 

織 

構 

面 

策

略 

1. 進行社區背景及需求分析，掌握與釐清社區真正

的需求與困境為何。 

2. 召開聯繫社區資源會議，凝聚彼此共識與建立合

作模式。 

3. 結合專業團隊與社區居民發展地方特色產業。 

4. 創辦地方合作社，創造在地經濟與就業市場。 

策

略 

1. 接觸社區意見領袖與做資源盤點工作，了解各社區組織需

求及特色，針對其的困難點進行討論與輔導。 

2. 舉辦參訪觀摩、增加經驗分享與交流活動。 

3. 召開聯繫社區資源會議，凝聚彼此共識與建立合作模式。 

4. 應用影像紀錄，協助社區行銷地方產業與文化特色。 

5. 由中心蒐集、彙編社區組織工作手冊，並提供予屏東市及

九如鄉各社區發展協會參考、運用，以提升社區組織之自

立能力。 

成

效 

1. 經需求調查，統計出萬丹社區民眾之需求以就業

服務 297案（占 71％）最高，爲提供災民最適切

的服務，本中心隨即規劃以三大服務：就業媒合、

促進地方產業發展、創造在地就業機會及第二技

能職業訓練等策略，來滿足災民就業服務需求。

三大服務內容，如下： 

(1)就業媒合部分，共計服務 292人次，媒合成功

有 44人次，穩定就業者有 34人。 

(2)促進地方產業發展：陪伴輔導崙頂、後村、灣

內、新庄、新鐘、水泉、社中、廈北等 8個村

已申請通過「農村再生計畫」方案；崙頂、灣

內、井仔頭 3個社區申請通過社區自主重建方

案。 

(3)創造在地就業機會：輔導創立「萬丹鄕井仔頭

成

效 

1. 100年完成對 19個社區發展協會、26場次的資源盤點與訪

查作業，並以協助和陪伴的方式，輔助各社區發展目標策

略、規劃執行的方式，以協助個別社區組織之健全發展。 

2. 於 101年 8～9月份協助九如鄉洽興社區發展協會編製「老

照片、說故事」社區紀錄短片。 

3. 運用社區短片拍攝方式，協助昌榮社區發展協會、九明社

區發展協會行銷發展協會所研製的天然絲瓜露以及幸福水

果酥。 

4. 100~101 年召開共兩場次之九如鄉社區資源聯繫會議，會

議中聘請專家學者，針對各社區問題進行討論，共計有 38

人次參與。  

5. 辦理一場次社區發展協會工作人員之社區觀摩參訪活動。 

6. 社區組織工作手冊已彙編完成，並將於印製後提供予屏東

市及九如鄉各社區發展協會參考、運用，以提升社區組織

之自立能力。 



清潔環保勞動合作社」、「屏東縣第一照顧服務

勞動合作社」，帶來至少 10個以上工作機會。 

(4)集合災區各界意見領袖一同開會，於 3年內召

開共 7場次之社區資源平台會議、3場次公聽

會，直接性聽取瞭解災民接受服務過程之感受

與後續需求，提昇社區在地發展之成效。 

2. 截至 101 年 7 月，共有 303 位社區民眾學會製作

紅豆味噌，並於 101 年度委託萬丹在地鮮而美食

品公司，協助更進一步的研發改良，願能將此產

業推廣到全國各地。 

社 

區 

構 

面 

策

略 

1. 於社區內舉辦相關活動，凝聚社區情感，促進居

民對其社區公共事務的關心與參與。 

2. 防災避難宣導：推動社區之水災防救工作，水災

避難宣導與演習，並透過建立夥伴關係整合地方

政府與民間組織資源，制定社區水災防範公共契

約來加強居民自主防災意識。 

策

略 

1. 於社區內舉辦相關活動，凝聚社區情感，促進居民對其社

區公共事務的關心與參與。 

2. 編製社區調查書冊，凝聚社區意識，激發社區居民的熱情

與參與，留下歷史的紀錄。 

3. 執行「你我一家親─社區意識提昇方案」方案。 

成

效 

1. 關注萬丹鄉弱勢兒童的學習狀況，為補足單親家

庭，父母照顧不周全的地方，本中心 3 年來舉辦

3場次弱勢兒童夏令營，共運用志工 53人；受益

兒童 67人。 

2. 防災講習在萬丹鄉興華國小、崙頂、新鐘、水泉、

香社、灣內、新庒、井仔頭、厦北等 9個社區，

宣導與演習加強居民自主防災意識，共有 603人

成

效 

1. 100 年度中心於屏東市雲鵬社區、九如鄉玉水社區等兩處

辦理高屏溪沿岸社區照顧服務方案，6～12 月份共計辦理

了 70場次，而參與之老人共計已達 1,039人次。 

2. 100 年於屏東市雲鵬社區舉辦端午節社區包粽子活動，共

計有 25位社區居民熱情參與。隔年舉辦了 1場次的龍年贈

春聯活動，參加人數為 43人。 

3. 100年 12月完成「雲鵬的時光盒子」─雲鵬社區調查成果



次受益。 

3. 協助新庄社區辦理兒童課後照顧班。 

4. 輔導順仁老人養護中心開辦獨居老人與身心障礙

者送餐服務。 

實體書的編印，並贈予雲鵬社區居民以及相關的公私部門

留存。 

4. 於 101 年協辦九如鄉洽興社區辦理親子鐵馬健康行活動，

並進行社區防避災之宣導；計有 53位社區居民參加互動式

之防避災宣導。 

5. 101 年於屏東市凌雲里舉辦 1 場次的雲鵬眷村贈書、老人

健檢、防避災宣導暨卡拉 OK歡唱活動，共計有 122位社區

居民前來參加。 

6. 於 101年完成「屏東縣九如鄉─你我一家親」facebook網

站的設置，加入的成員已達 479 人，累計互動的人次已達

3246人次。 

7. 於 101 年辦理國中小學生鄉土攝影比賽，活動簡章發函予

九如鄉各國中、國小、社區發展協會、九如鄉公所…等單

位，預計至 7 月底止完成各參賽作品之收件作業，8 月份

進行評選，9 月份後，並進行頒獎與得獎作品書籤卡之印

製、分贈作業。 

8. 101 年度以拍攝社區短片的方式，協助行銷社區特色與文

化產業，已完成了屏東市雲鵬社區以及九如鄉耆老、九明、

洽興、昌榮等 5個社區短片的拍攝工作。 



參、 遭遇重大困難 

萬丹與高屏溪沿岸重建中心，在干預、介入各社區初期均面臨了許多考驗，如下 

一、 對於地方而言，重建中心是屬於外部團體，彼此缺乏信任度，致初期服務

工作的推展不易，得用更多時間對居民、組織幹部來做澄清工作與化解地

方意見領袖對重建中心的誤解等。 

二、 社區內部或多或少有派系、團體可能因為爭取資源而有所嫌隙，重建中心

在扶持社區發展協會穩定運作之時，可能也會陷入此權力或政治風暴之中，

需不斷傾聽各方聲音，並一再反思本中心介入的角色拿捏或堅持初衷。 

三、 在計劃期程的時間壓力下、以及實際服務區域不小，對於社區服務目標的

擬定往往容易受制於社區意見領袖的想像、或流於為評鑑而作的表象工作，

是服務過程中常會提醒自己需暫時停下腳步，重新思索重建中心的角色地

位到底是什麼。 

 

肆、 創新突破作為 

重建中心 創新工作 內容說明 

高屏溪沿岸 

社區趴趴走

系列 

中心獨力編導、拍製了「社區趴趴走系列」，並發佈至 YouTube

網站，以宣傳、紀錄所服務的各個在地社區的人文景觀、地方

產業…等之資源與特色，並宣導中心的服務功能以及提高中心

的曝光率。目前中心已完成屏東市雲鵬社區、九如鄉耆老社

區、洽興社區、九明社區以及昌榮社區等共計 5個社區的短片

拍製與上傳作業，並已有數百人次前去點閱觀賞。 

「番外篇」

記事本 

中心於 100年 12月份印製了 200本的「番外篇」記事本，並

免費贈送予各社區發展協會、公私部門以及相關之工作人員使

用。此記事本除可提供相關人員隨手記札外，其內容係運用照

片及短句，以另一種詼諧、有趣、非制式化的角度，宣導中心

的服務內容以及工作人員的付出與用心。 



萬丹 

「萬丹紅豆

味噌」 

1. 以萬丹鄕特產紅豆

2. 本中心編制「種下紅豆夢」裡，有紅豆味噌製作方式，與

食材營養價值，免費提供對紅豆味噌有興趣之民眾，並放

置萬丹鄉公所、圖書館與公部門單位，供日後學者參考。 

為產業主體，結合屏東縣屏北區社區大

學倪光輝老師，研發「萬丹紅豆味噌」，走入萬丹各社區開

辦紅豆味噌製作培訓班，藉以開創鄉民就業機會，增加經

濟收入，改善家庭生活。 

「有限責任

屏東縣第一

照顧服務勞

動合作社」 

100年 8月 8日，創立「有限責任屏東縣第一照顧服務勞動合

作社」，藉由承辦屏東縣居家服務方案，來創造萬丹鄉受過照

顧服務訓練之鄉親的就業機會，同時也啟發並培養萬丹鄉民互

助照顧的情操，使萬丹鄉老弱婦孺都能在自己熟悉的社區裡得

到良好照顧，實現社會福利社區化的理想境地。 

「萬丹鄕井

仔頭清潔環

保勞動合作

社」 

輔導井仔頭社區居民成立「萬丹鄕井仔頭清潔環保勞動合作

社」，連續 2 年成功輔導其順利標到屏東縣政府辦公大樓清潔

打掃工作，每年創造 4個工作機會。 

 

伍、 檢討與建議 

檢討 建 議 

事務涉及跨部門，所依循之法令規章絮亂，

因此各單位、社區本身於初期耗費許多時

間、熱情，在解說與釐清各層面的法律規範

內容。 

建議主管單位可編纂方便查閱並囊括跨部門

相關法令規章或補助資訊的書冊，提供工作人

員運用，以更有效率地提供災區服務。 

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地方為縣政府

（社會處）。但因其他部門亦需要有災後重建

的執行成效，因此發生其他非主管部門直接

來電或來函強烈要求中心配合辦理相關事

項，導致中心原本規劃執行的工作期程與工

作人力受到影響。 

建議主管單位可明確告知其他相關部門，若有

需重建中心配合辦理之事項，應先行告知主管

單位並經評估適切性後，再決定是否轉請重建

中心配合執行。 



重建中心的設置，是以災後的生活重建為方

針，但在部分受災情形較輕級的地區、以及

在評鑑個案成果數字的壓力下，個案服務工

作易流於一般常態性的服務。 
建議主管單位針對不同受災等級的區域，可思

索、回歸生活重建服務的本質與初衷，予以適

度調整，避免公私部門人力資源的重疊與浪

費。 
在執行人力、經費資源有限，服務規劃的內

涵變得較為表淺，致無法在有限的重建服務

期間內，集中人力與經費資源，做深入、有

系統性的議題規劃與服務。 

重建中心在服務之初，災區民眾對中心一無

所聞，甚至以為是詐騙之徒，導致中心要多

方宣導服務功能，建立中心的可信度。 

主管單位若能編列行銷經費，做重建服務中心

整體形象的電視媒體宣導，必是能讓中心的服

務宣導更加事半功倍。 

重建中心的退場，先前的成果與資源如何維

持、延伸下去，或將服務轉型、整併成為本

會其他業務之中。 

建議，重建服務中心所有辦公設備，轉贈給銜

接承辦團體本身，以及公部門適時資源持續挹

注，把原本的成果延續下去，如「屏東縣第一

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繼續在萬丹鄉關懷服

務萬丹鄉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