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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政府社會處 吳麗雪

莫拉克重建區
社區培力工作模式與經驗分享



一、社區自主重建
二、生活重建中心
三、目前階段(莫拉克社區培力永續計畫)

八八水災
社區服務平台
(33單位)

98.10-99.6

設立13處生活
重建服務中心

(7單位)

99.1-101.12

屏東縣政府莫
拉克颱風災後
社區自主重建

方案
99.7-100.10

莫拉克社區培
力據點

102.1-103.8

社區重建歷程



第一階段-
社區自主重建

屏東縣政府莫拉克颱風
災後社區自主重建方案

99.7-100.10



社區自主重建計畫

運用在地人力執行專案計畫提升社
區自主的能力，扶植在地青年，成為社
區優秀培力人員，在尊重社區主體下，
政府與民間以夥伴培力關係，透過由下
而上的工作模式參與在地重建，期許社
區從成長到發展營造幸福有感社區。



社區自主重建計畫

計畫期程：99年7月1日起至100年10月31日止

計畫名稱 實支金額

人力支持計畫 1,703萬0,479元

專案執行計畫 1,851萬5,527元

專案管理計畫 399萬9,000元

合 計 3,953萬6,006元



崁頂鄉
屏東縣崁頂鄉力社社區發展協會 古廟、古厝、古意人新關懷

屏東縣崁頂鄉園寮社區發展協會 南田瓦社_童趣桂花村

林邊鄉

屏東縣仁和關懷協進會 大手牽小手一起向前走

屏東縣林邊鄉永樂社區發展協會 樂情．樂活．樂社區

屏東縣林仔邊自然文史保育協會 【與水共舞~林邊新溪望】環境‧產業共生計畫

屏東縣林邊鄉生活美學會
「水水ㄟ故鄉」..

再造鎮安濕地美學生活

屏東縣林邊鄉崎峰社區發展協會 峰湧而崎

屏東縣林邊鄉水利社區發展協會 【漁村點燈．放索故事妻】 地方人文開發

佳冬鄉
有限責任屏東縣佳冬營建勞動合作社 佳冬奇蹟.木造漁情

屏東縣農漁業產業推廣協會 棄葺迎新：美麗新社區

枋寮鄉 屏東縣枋寮鄉大庄社區發展協會 枋寮鄉大庄社區發展協會漁塭故鄉

泰武鄉 屏東縣泰武鄉泰武社區發展協會 打造『安全』、『人文』、『永續』的泰武社區

東港鎮

屏東縣東港鎮共和社區發展協會 運動公園社區計畫書

屏東縣東港鎮大潭社區發展協會 舞動新活力◎大潭新風貌

屏東縣東港文化環境建設促進會 擁抱希望之鄉~鎮海社區

屏東縣東港鎮下廍社區發展協會 稻香、果香、人情鄉—下廍社區活力營造計畫



鄉鎮 申請單位 計畫名稱

牡丹鄉 屏東縣牡丹鄉高士社區發展協會 高士佛社-野牡丹花風華再現

滿洲鄉 屏東縣滿州鄉港仔社區發展協會 再現港仔驛站之新絲路心綠洲

霧台鄉
屏東縣霧台鄉大武部落舊地重建協會 有夢最美~~希望相隨

屏東縣谷川社區發展協會 「因為有你，谷川更好。」

來義鄉
屏東縣來義鄉來義部落發展協會 來義部落文化產業重建計畫

屏東縣來義鄉大後社區發展協會 竹瓦阿霧tjuwaqau興起．發光

三地門鄉

屏東縣三地門鄉德文社區發展協會 相助向前 藝起重建部落家園

屏東縣三地門鄉傳統文化推展協會 文化扎根

屏東縣達瓦蘭部落人文關懷協會 新大社部落 文化再興

萬丹鄉

屏東縣萬丹鄉崙頂社區發展協會 崙翻上陣頂尖高手崙頂木工手作坊

屏東縣萬丹鄉井仔頭社區關懷協會
共餐送愛‧互助傳情

社區重生‧再造井頭

潮州鎮 屏東縣潮州鎮檨子里社區發展協會 芒果樹下尋根集思發展

高樹鄉

屏東縣高樹鄉新豐社區發展協會 走出莫拉克 新豐站起來

屏東縣高樹鄉婦女健康協會 蛻變高樹 希望重建(讓台灣看見高樹之美)

•本案於執行期間培植人力43名
•分佈於本縣 30個受災單位



人力支持具體成效

單位名稱 方案執行前 方案結束後

林仔邊文史保育協會 送便當兼打
掃人員

由該會續聘擔任
社區有給職幹事

枋寮鄉大庄社區發展
協會、崁頂鄉園寮社
區發展協會

勞委會多元
開發人力

留該會擔任總幹
事

高樹鄉新豐社區發展
協會

家庭主婦 協助社區提案水
保局計畫，並獲
得留任執行水保
局計畫

於101年10月計畫結束後,現仍穩定就業
達80%,其中6成以上留用社區工作~



專案具體成效～
原住民鄉

部落人才培育及發展具有自然生態環境保育之部
落文化生態觀光產業及部落兒童托育、部落老人照顧..
等。

如：三地門鄉德文社區發展協會、牡丹高士
社區發展協會、滿州鄉港仔社區發展協會、
來義鄉部落發展協會…等。



專案具體成效～
屏北及屏中區

辦理弱勢兒童課後照顧、新住民培訓課程、
農村嬉遊田園之旅、社區自主產業…等。

如：崁頂鄉力社社區發展協會、崁頂鄉園寮社
區發展協會、高樹鄉新豐社區發展協會、高
樹鄉婦女健康協會、井仔頭社區關懷協會…
等



專案具體成效～
沿海及屏南區

由居民共同美化社區環境，開辦
多項社會福利課程，造福社區居民
及增加社區凝聚力。
林邊鄉永樂社區發展協會、林邊鄉仁和關懷
協進會、林仔邊自然文史保育協會、枋寮大
庄社區發展協會、東港文化環境促進會…等



專案具體成效～
環境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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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
執行內政部生活重建中心計畫

設立13處生活重建
服務中心
(7單位)

99.1-101.12



屏東生活重建中心特性

•生活重建服務中心占最多

•直隸縣府之災區駐點社工制度

•地方政府直接挹注經費於在地社區

•與生活重建服務中心秉持伙伴合作關係



屏東縣政府督導角色

•以合作夥伴的心態

•扮演承上啟下角色

•共同完成重建任務

•協助中心釐清中央政策及要求

•充當中央與中心之間的中介橋樑解決中心遭
遇到的困難



承接單位 負責鄉鎮

中華民國弘道志工協會 林邊鄉生活重建服務中心

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 東港鎮生活重建服務中心

中華溝通分析協會屏東分會 來義鄉生活重建服務中心

台灣世界展望會 三地門鄉生活重建服務中心

台灣世界展望會 霧台鄉生活重建服務中心

社團法人屏東縣慈善團體聯合會 萬丹鄉生活重建服務中心

社團法人綠元氣產業交流促進會 高樹鄉生活重建服務中心

財團法人介惠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牡丹鄉生活重建服務中心

財團法人介惠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泰武鄉生活重建服務中心

財團法人崇義文化教育基金會 佳冬鄉生活重建服務中心

社團法人屏東縣社會福利聯盟 潮州鎮生活重建服務中心

社團法人屏東縣慈善團體聯合會 高屏溪沿岸生活重建服務中心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枋寮鄉生活重建服務中心

承接單位及負責鄉鎮



生活重建中心成果簡覽-
3年總服務量

老人福利服務(人次) 60,018人次

身障福利服務(人次) 3,647人次

兒少福利服務(人次) 12,831人次

婦女福利服務(人次) 1,854人次

心理服務(人次) 1,683人次

就學服務(人次) 889人次

就業服務(人次) 5,844人次

生活服務(人次) 8,575人次

轉介服務(人次) 781人次

其他(人次) 28,415人次

總計 124,537人次



第三階段(目前)-
莫拉克社區培力永續計畫

莫拉克社區培力據點

102.1-103.8



•本計畫由內政部補助3,057萬9,880元，
自102年1月1日至103年8月29日止。

•本縣由8個原生活重建單位承接10個據
點，另2個由本府自行辦理。

前言



據點承接NGO及負
責範圍

承接團體名稱 負責鄉鎮（含永久屋）

財團法人介惠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泰武鄉﹙吾拉魯滋﹚

財團法人台灣世界展望會 三地門鄉﹙禮納里﹚

財團法人台灣世界展望會 霧台鄉﹙長治百合﹚

社團法人中華溝通分析協會 來義鄉﹙新來義﹚

社團法人屏東縣慈善團體聯合協會 萬丹鄉

社團法人屏東縣慈善團體聯合協會 高屏溪沿岸(屏東市、九如鄉)

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林邊鄉

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 東港鎮

社團法人屏東縣綠元氣產業交流促進會 高樹鄉

社團法人屏東縣社會福利聯盟 潮州鎮

屏東縣政府自行辦理 牡丹鄉(含中間路、高士部落)

屏東縣政府自行辦理 枋寮鄉、佳冬鄉



各永久屋基地資訊

基地名稱
負責鄉
鎮

戶數 所屬部落分布情形

中間路部落
牡丹鄉

45戶 牡丹鄉中間路部落

高士部落 44戶 牡丹鄉高士部落

新來義部落 來義鄉 270戶 來義鄉來義村、義林村、丹林村

吾拉魯滋 泰武鄉 158戶 泰武鄉泰武村

長治百合 霧台鄉 270戶
霧台鄉阿禮村、吉露村、佳暮村、大
武村
三地門鄉德文村、達來村

禮納里部落
三地門
鄉

483戶
霧台鄉好茶村、三地門鄉大社村
瑪家鄉瑪家村



培力在地組織

成立資源平台 協助成立
在地志工隊社區

工作目標

建置社區守護天使機制 協助完成轄內各社區需求調查



協助成立在地志
工隊

1.提升居民的社區意識與社區參與，進而成
為維護社區、發展社區行動的原動力。

2.透過本府魅力社區活化計畫積極鼓勵社區
提案。

3.各據點共辦理志工訓練共21場次、共約
1487人次。



1.培力社區自主力量：
持續培力莫拉克重建區社區組織加強參與
公共事務，積極建立社區自主重建力量。

2.培植社區照顧能力：
讓社區有能力能達到自行照顧社區內的居
民。

3.各據點共辦理教育訓練共297場次、觀摩共
14場，共約8000人次。

培力在地組織



1.平台會議或業務座談：結合各鄉鎮公私部門，每季
至少一次加強協調聯繫與資源整合。

2.自102年1月起每月定期召開培力工作小組會議，102
年4月起並結合文化處-文化種子。

3.定期辦理跨處室資源連結整合會議(文化處、原民處
、勞工處等)。

資源整合平台



召開時間：
共計40次

承接單位 負責鄉鎮 召開時間

財團法人介惠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泰武鄉﹙吾拉魯滋﹚ 3/29、7/18、9/5

財團法人台灣世界展望會 三地門鄉﹙禮納里﹚ 4/11、7/9、103/4/3

財團法人台灣世界展望會 霧台鄉﹙長治百合﹚ 3/22、6/13、12/3、 103/4/7

社團法人中華溝通分析協會 來義鄉﹙新來義﹚ 4/22、8/23、103/02/10

社團法人屏東縣慈善團體聯合協會 萬丹鄉 3/19、4/19、7/29、9/18 

社團法人屏東縣慈善團體聯合協會 高屏溪沿岸 3/7、6/1、7/3、9/17

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林邊鄉 3/15、8/22、103/02/27

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 東港鎮 3/26、6/5

社團法人屏東縣綠元氣產業交流促進會 高樹鄉 1/19、3/20

社團法人屏東縣社會福利聯盟 潮州鎮 01/22、05/29、08/19、10/14

、103/01/15、

屏東縣政府自行辦理 牡丹鄉 5/17、10/19

屏東縣政府自行辦理 枋寮鄉、佳冬鄉 4/12、5/11、7/6、8/30、
103/02/21



據點成果

以下列四個據點為案例：

1. 萬丹鄉社區培力據點

2. 泰武鄉社區培力據點(吾拉魯滋永久屋)

3. 三地門鄉社區培力據點(禮納里永久屋)

4. 高樹鄉社區培力據點



竹林社區

丼仔頭社區關懷協會

萬丹據點

水泉社區

1. 幸福廚房

2. 萬丹紅豆餅車

3. 照顧服務工作(課
輔班、老人關懷
訪視、送餐服務)

廈北社區

1. 老人日托實驗計畫

2. 老人關懷據點

3. 課後輔導班

1. 老人日托實驗
計畫

2. 老人關懷據點

3. 農村再生計畫

1. 老人日托實驗計畫
2. 老人關懷據點

1、萬丹鄉社區培
力據點



(3).屏東縣萬丹鄉老人

日托中心實驗計畫

計畫目的：

為了讓住在家中的輕度失能及亞健康的長輩獲得適度

的照顧，首創由社政、衛政、鄉鎮公所及社區發展協會共
同攜手提供高密度、社區化的「日間托老中心-松鶴園」，
讓此類型長輩能就近在社區有健康促進運動與簡易復健，
以延緩失智減少失能，透過社區化的照顧，讓社區長輩能
有在地安老的高齡生活經驗。



(3).屏東縣萬丹鄉老人

日托中心實驗計畫

實際執行：
目前由丼仔頭社區關懷協會提供送餐服務，並先以三

個社區試辦，人數各為竹林社區8人、廈北社區7人、水泉
社區5人，時間為星期一至五，由8：00-16：00，對象為輕
度失能及亞健康長輩。

培力員在此方案中的角色及後續的發展：
1.案家關懷訪視
2.與衛生所共同合作擬定老人健康照護計畫
3.建構社區資源平台
後續由承辦單位申請聯勸人力補助，之後銜接本府家庭福

利服務中心社工員接續處理。



2、泰武鄉社區
培力據點

(1).泰武咖啡

(2).泰小石板屋

(3).部落關懷站



(1).泰武咖啡

泰武鄉曾因莫拉克風災
而受到重創，透過各種資源
投入輔導之後，才使族人藉
著恢復種植咖啡，同時也恢
復了對生活與環境的信心。



「這裡賣的是永久屋的夢想」屏東縣泰武
社區發展協會與泰武國小合作經營「泰小
石板屋」，販售部落族人種的咖啡及手工
藝品，還有小朋友的圓夢作品。

(2).泰小石板屋

http://www.wretch.cc/album/show.php?i=mayfantrip&b=501&f=1586350497.jpg�


(3).部落關懷站

隨著老人日間關懷站的成立，將與泰武國小
幼兒園結合，推動老幼共學課程，建立混齡
學習環境及友善的照顧環境，讓長者能更健
康且有尊嚴的活躍老化，使社區照顧服務永
續自主發展。



3、三地門鄉社區
培力據點

(1).大社部落：部落手工藝製作
(2).瑪家部落：發展生態旅遊
(3).好茶部落：部落接待家庭

禮納里●大家好



大社部落自古以來，相當重視藝術與傳
統文化，雖然經過八八風災，社區居民
仍傳承排灣族精美的「傳統工藝」，以
雕刻、皮雕、琉璃串珠、圖騰彩繪等方
式，展現其藝術創作的匠心獨具。

(1).大社部落



瑪家部落近年來積極發展「生
態旅遊」，遊程體驗設計也帶
領遊客回到舊部落，讓部落文
化與產業重新再現。

(2).瑪家部落



(3).好茶部落

當地居民乾脆把住處空屋作為
「接待家庭」讓遊客住宿，參
與體驗原 住民部落文化，聽
他們說故事，每家風格迥異。



(1).農村產業體驗服務方案
尋訪尾寮山與油桐花
兩天一夜農村體驗營

4、高樹鄉社區
培力據點

(2).老人福利服務方案
輔導長榮社區試辦照顧關
懷據點-菜寮社區照顧關
懷據點回憶紀錄簿課程



(3).社區培力服務方案
社區會務財務、計畫書撰寫
、社造講堂等課程

(4).婦女培力服務方案
舊庄社區烏克麗麗課程
、南華社區女性成長團
體培力工作坊



思考與反省

• 現階段社區培力據點之重點應置永久屋基
地內，以一受災鄉鎮補助一人力之服務能
量實在有限，且無督核機制之設計，影響
培力成效。



簡 報 結 束

謝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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