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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係以臺北市社區組織培力方案為例，瞭解方案的發想與施展

脈絡，藉由探究培力單位推展社區培力工作的經驗，整理出培力過程存在之困境

與因應，並針對培力方案提供政府與培力單位與建議。 

本研究邀請了臺北市社區組織培力方案的政府承辦人員以及現階段承接方

案的培力單位工作者共 7人作為研究對象，運用質性研究的半結構式深度訪談，

共同討論對於方案的理念、工作的經驗及背後之酸甜苦辣。 

研究發現社區組織培力方案的推展初衷旨在為缺乏專精人力的社區發展援

以資源和輔導，其中工作者的培力圍繞組織基礎能力、合作與串聯能力以及推動

公民社會與行動能力展開。但隨著工作深入，工作者面臨到社區對培力工作意願

不高、政府與培力團隊在想法認知的差異、政策上存在資源制度的限制等不同層

面的困難，促使工作者得不斷地在反思、調適、對話中尋找問題克服的出路。總

體而言，雖然方案存在有效度較低、成效彰顯較慢，培力層次不深等狀況，但其

設置必要性還是獲得大致認可。  

針對發現，本研究建議： 

一、 培力方案的設置上進行人力、時長、輔導資源、評估方法等方面的彈

性調整，促進輔導機制的資源轉動和社區相關法令更新。 

二、 政府部門應增加對培力單位進入社區的協助，關注培力意識的學習。 

三、 培力單位應重視關係營造，拋開專業包袱與社區對話，並增強跨專業

的合作能力與反思覺察能力，為工作者提供更完善的督導與輔導。 

 

關鍵詞：社區培力、社區發展協會、組織發展、能力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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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concept and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organization, by taking the case of Community Organization Empowerment Program 

(COEP) of Taipei city, and to analyze experience and obstacles in the processes, as well 

as to provide recommendations for both the government and the implementing institute 

of the program. 

The study adopts the qualitative methodology by conducting the semi-structural 

interviews with seven participants, including the related government officers and the 

community workers, who were working for COEP at least one year. They are invited to 

share their perceptions of empowerment and work experience.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COEP was to provide resources 

and guidance for communities lacking in specialized personnel. At present, community 

empowerment focuses on building up the organization's capability to cooperate and 

connect, and to enable the practice of civil society. However, as this work is processing, 

the workers are facing various difficulties, such as the low motivation of the communit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the cognitiv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workers, and the limitations of policy resources. It, however, has driven the workers to 

find the solutions with the constant reflection, adjustment, and dialogue. In general, 

although COEP shows comparatively low effectiveness, slow performance, and 

insufficient empowerment, the necessity of setting up the program is substantially 

recognized. 

Based on the result, it is proposed that COEP should flexibly adjust the 

management of human resources, service duration, counseling resources, evaluation 

methods and so on, while mobilizing all-kinds resources in the community and updating 

the community-related rules and regulations. Furthermore, the government should 

provide more support for workers at the first contact with the community, and 

emphasize the study of empowerment. In addition, the implementing institute of the 

program shoul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building humane relationship and dialogue 

with the community. This effort should be coupled by the better supervis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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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dance for workers from the institutes, so that their trans-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and 

reflective skills can be strengthened. 

 

Keywords: community empowerment, communit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capacity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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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壹. 社區發展之路步步走來 

台灣的社區發展始於 1965年，至今已有五十餘年的歷史（李美珍、王燕琴，

2016）。聯合國社區發展方案作為台灣社區發展的契機，將「社區發展」定義為：

人民透過與社區、政府合作及自身參與，在自主和互助精神之下改善經濟、社會、

文化生活，提升生活素質、為國家進步作貢獻的一種過程（甘炳光、莫慶聯，1996；

徐震，2004）。 

為爭取聯合國補助，1965年行政院將「社區發展」納入「民生主義現階段社

會政策」，社區發展工作被視為實務社會福利措施的七大項之一，這被稱為是台

灣社區發展歷史的里程碑；其後 1968年全面推行社區基礎建設的「社區發展工

作綱要」及「臺灣省社區發展八年計畫」更是扣緊了國家與社區發展的聯繫；1990

年代後社區發展的走向出現了由文建會所倡議的社區總體營造和由內政部所主

導的福利社區化政策兩個方面；作為推動社區發展的重要一員，具人民團體性質、

提倡自願參與的「社區發展協會」在取代了早先運動組織性質、強制居民參與的

「社區理事會」後，也趨向以「人文地產景」規劃社區、或是聚焦社區性照顧服

務兩大型態發展（王培勳，2002；李易駿，2015）。 

社會的發展需要社區的發展，依賴社區團體和組織以促進經濟和社會結構的

建立(Lee, 2001)。因此作為極有代表性的社區組織，社區發展協會的發展成為大

家的研究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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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社區組織發展步步艱辛 

雖然社區發展已有一定時間和經驗積累，但多年來社區發展協會乃至社區自

身的發展永續性一直備受質疑。以 1994年的「社區總體營造」計畫為例，其在

一定程度上活化了社區成員的參與，社區發展協會也在執行階段習得很多社區營

造及公共事務協力合作的觀念（林萬億，2006）。但團隊指導退出、媒體關注冷

卻後，出現社區和發展協會無力維持成果的困難（黃維憲，1999）。針對這樣有

績效卻始終不夠落實的狀況，專家學者將其歸咎為協會發展易受政治力介入、資

源欠缺、社區居民參與不足、組織功能薄弱、缺乏專業能力等因素（葉嘉楠、洪

嘉欣，2006）。因此社會期待能夠由專業實務工作者、運用社區工作的方法落實

政策的施行，讓社區能夠不依賴於政府之援手，真正實現自主發展（李易駿，2015）。 

李易駿（2016a）指出，台灣之社區組織不乏權力，只是欠缺了能力，應由專

業人員藉由「社區培力」為社區和組織進行能力建構。近年來，各縣市都在嘗試

基於社區培力之概念推動社區組織的輔導和培力工作，例如桃園市政府結合專業

輔導團隊，成立「社區培力中心」分區域推行小旗艦計畫；台中市政府委派專業

團隊進駐「社區發展育成中心」並開展分區的社區培力與輔導；南投縣政府則以

專業社工培訓社區幹部的方式，建構社區間的合作機制（吳明儒，2014）。臺北

市政府社會局也於 2013 年開始推行社區組織培力方案，由專業團隊以市內立案

或籌備中的社區發展協會作為服務對象開展社區組織培力工作，建構區域性協力

資源網絡（臺北市政府社會局，2018）。可是如此的方案設計、這般的機制建構，

究竟是要如何把「社區培力」落實到社區及社區發展協會當中呢？ 

再者，事物的發展通常是機遇和挑戰並存。在社會積極提倡社區培力的同時，

社區培力工作的推行可能會面臨都市社區發展的一些不利因素，例如人際關係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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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人際互動冷漠疏遠、社區意識薄弱、社區空間不足、政治立場差異、社區領

導更替頻繁等問題（劉弘煌，2016b），這些都可能使都市社區的社區發展相較於

傳統社區會面臨更多的挑戰。面對這些因都市社區特性及社區發展協會多樣性所

導致的紛繁複雜的狀況，培力單位究竟要如何因應呢？因應的過程中是否又會出

現其他始料未及的狀況呢？ 

參. 研究者自身經驗 

在社會工作的學習路上，「社區」一直是我所好奇的領域。興趣的由來或多

或少與我所熟悉的中國大陸的社會工作發展狀態相關——大陸的社工服務多從

社區生長起來：鄉村地區有特色的農村社區工作；城市地區則以社區/家庭綜合

服務中心作為服務點，在其之下再分領域開展服務。在這樣實務環境的教育下，

我非常期待來台可以學習更多社區發展與培力的經驗，卻於過程中發現社工機構

的服務多以個案為主團體為輔；常看到針對弱勢婦女、兒少的培力服務，卻較少

是以社區整體為培力取向；而在大陸社區工作發展中常被作為動員及活化社區之

學習楷模的「社區營造」，更多是文化部體系從經濟、建築、文化等專業層面構

建而非社會工作專業推動下的產物；原以為社區發展協會裡面都是社工在服務，

可瞭解後才發現其中不一定有社工的身影。社區裡常見的社工服務實在跟我設想

的在社區「蹲點」、「協助社區長出自己力量」很不一樣。這些跌跌撞撞的認識幫

助我更瞭解台灣的社區工作發展，但同時也使我不禁困惑，我所好奇的「以社區

為對象進行輔導培力工作提升社區生活品質」的社區工作在台灣應從何學習？社

區工作中非常重要的「培力」、「協力」又是怎麼對外界呈現的呢？ 

所幸在機緣巧合之下，我瞭解到了臺北市社會局在推行的社區組織培力方案，

「社區組織」、「培力」這兩個概念瞬間在我昏暗的腦袋裡激起火花，彷佛讓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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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培力型社區工作的最佳呈現方式。而又因大學畢業論文也曾探究過社區綜合

服務中心的服務困境，認識到社區工作者在面對多個服務方時可能會因多方間的

權力博弈及觀念差異而造成服務處境進退兩難，所以在看到該方案多方合作的形

式時，我的好奇更是源源不斷地湧出：各方對方案中的「培力」都有什麼樣的認

識或期待呢？培力單位要如何在實現服務設計之理想狀況的同時，協調政策計畫

設定與社區發展協會發展情況可能存在之需求差異呢？過程中多方溝通、方案推

動、組織運作等因素的相互交織又是否會給培力單位帶來意想不到的狀況呢？  

因此，研究者十分希望能夠透過臺北市社區組織培力方案，瞭解培力單位的

服務歷程及培力策略，藉此對培力的社區實踐有更深層次的認知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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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目的 

基於台灣社區發展狀況及自身經驗的發想，本研究期待以臺北市社區組織培

力方案為例，探究培力單位是如何在都市社區推展社區培力工作的；透過整理過

程中培力單位可能遭遇之困難及連動多方的服務經驗，希望能歸納出相對有效、

有持續性之社區培力策略，為今後之社區發展提供綿薄參考。 

針對上述目的，研究將從四個問題出發開展探究： 

一、 政府單位對社區培力的期待為何？培力單位自身的培力期待又為何？ 

二、 培力單位推動社區培力的形式為何？服務中如何處理政府、社區與單

位自身之培力期待？ 

三、 培力單位在培力過程是否曾遭遇服務困境？如果有，困境為何？如何

解決？ 

四、 政府單位、培力單位對社區組織培力方案之看法、建議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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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釋義 

壹. 社區組織、社區發展與社區工作 

不少學者曾就社區組織 (community organization)、社區發展 (community 

development)、與社區工作(community work)這三個概念進行比較，指出三者具有

不同的緣起和發展脈絡，側重點及運用都有所不同。社區組織緣起於改善濟貧制

度，因而其發展與社會密切結合，強調居民間的組織連結，從微視層面推行專業

化、病理化和服務導向的服務；社區發展出於協助復興經濟，因此其與地方建設

相扣連，強調政府引導，從鉅視層面施行普遍化、生活化和變遷導向的服務；社

區工作則是社會工作三大方法之一，強調專業人士提供協助的助人過程、關係，

但在實務上使用時多會將社區組織和社區發展概念納為社區工作的工作模式（甘

炳光、莫慶聯，1996；李易駿，2015；徐震，2004）。 

雖然社區組織、社區發展、社區工作深究其根源各有不同，但在廣義層面上，

這三個概念可視為相同，有不少學者和文獻會將三者調換使用。以本文探究的「社

區組織培力方案」為例，若要嚴格地依照三個概念之不同側重進行劃定，方案本

身應屬於社區發展的形式；可是方案又夾雜著社區組織的方式統籌各社區發展協

會，還有社區工作的方式由專業助人者加入其中，劃分區域之間似有相衝突又似

有相重複。因此本研究將採用廣義的定義，將社區組織、社區發展、社區工作三

詞互通使用，表達為「以社區為對象，開展一系列能提升社區個人參與及整體能

力、促進社區發展進步的工作」之意，以免因區分太細緻而造成閱讀時詞義理解

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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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社區培力 

Empowerment作為社會工作中非常重要的概念，學術上對其表述有充權、賦

權、增能、培力等多種說法，理論上意旨通過促進個人、群體環境的發展並改善

境況的行動過程和結果(Itzhaky & York, 2002)。在此概念下延伸的社區培力強調

發展社區之力量，讓其具有能力去運用資源實現社區的發展和目標（趙若新，

2008）。劉弘煌（2016b）更是言簡意賅地將社區培力概括為「授權、使能、激勵」。 

綜上，本研究之「社區培力」(community empowerment)意旨社區透過政府的

培力方案的協力進行不同層級的權能建構，長出自己的力量以改善社區發展境況，

實現社區的自主發展。 

參. 社區組織培力方案 

本研究所探究之「社區組織培力方案」（以下簡稱培力方案）出自於臺北市

政府社會局「委託辦理臺北市社區組織培力方案」實施計畫（2008）（以下簡稱

培力計畫），方案旨在由培力單位對臺北市內立案之社區發展協會開展服務。更

多資訊將於文獻探討部分作詳細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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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社區發展協會之發展與運作 

所謂社區發展協會，根據 2014年版「社區發展工作綱要」之定義，是由各

鄉（鎮、市、區）社區發展主管機關所劃定的社區，依法設立的推動社區發展之

組織。既然是為社區發展而立，那麼下文將結合社區發展之進程看社區發展協會

的發展脈絡，並嘗試剖析其發展的動力和阻力。 

壹. 社區發展協會之演變過程 

作為為促進社區發展而成立之組織，社區發展協會的出現與社區發展之進程

密切相關。「社區發展」一詞首次被引進，是在 1965年 4月 8日公佈施行的「民

生主義現階段社會政策」（鄭怡世，2006）。而 1968年內政部頒布的「社區發展

工作綱要」以及同年 9 月政府公佈「臺灣省社區發展八年計劃」，在法制架構上

完善了社區服務中心和社區發展理事會的設置（李易駿，2011）。自此，台灣之

社區發展進入以社區基礎建設、生產福利建設、精神倫理建設為主要工作內容的

「著重硬體建設」時期，由社區服務中心作為社區發展工作的執行單位，社區發

展理事會則負責協調和管理之行政業務（李易駿，2011；李易駿，2016b；林萬

億，2006；徐震，1982）。 

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社區發展進入由社區理事會為主要執行的推動階段。

1983年，政府將「社區發展工作綱要」改為「社區發展工作綱領」，並在其中明

確規範了社區理事會的性質：「社區劃定後，由鄉、鎮、市、區公所，輔導成立

社區理事會（第七條）」、「社區理事會為社會運動機構，由區內居民每戶代表一

人，選舉理事組織之（第八條）」;在此階段，社區發展被確認為社會運動，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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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會在各鄉鎮公所的承辦課員以及村里幹事的直接協助下負責社區發展的推

動業務，至於推動協調社區工作之行政業務則歸屬各級社政單位（李易駿，2011；

李易駿，2015；林萬億，2006）。 

到了 1990年代，隨著台灣政治、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無論是過去的政

府部門分工還是社區理事會的組織性質，都已不再符合社會實況（李易駿，2011）。

故 1991年 5月 1日政府新修訂了「社區發展工作綱要」，以人民團體、自願參與

性質的「社區發展協會」取代了早先運動組織性質、強制居民參與的「社區理事

會」（李易駿，2015；林萬億，2006），對社區發展協會的組織架構、運作方式、

工作重點等都作了更多詳細說明，造就政府支援、社區發展協會自發推動社區參

與的上下互動合作的社區發展格局（王威迪，2009）。 

在發展進程中，可見社區發展不再只有自上而下，執行組織不斷優化，社區

發展協會則是這演變過程中的產物（整理內容見下文表 1）。然而，制度上雖由人

民團體性質的社區發展協會取代了社區理事會，但社區理事會的思想與相關制度

仍存跡於社區發展領域的運作當中並發揮著作用（李易駿，2011），這也難免使

得社區居民自主精神迅速燃起壯大的期待在最初的幾年並未被實現，社區發展協

會並未能相對應地出現凝聚社區力量的效果（徐震，1999）。故社區發展在之後

也被期待藉由社區組織結合社區的資源和力量、更多地看到居民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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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台灣社區發展協會的演變進程 

年代 法令條文 社區發展執行組織 社區發展輔助單位 

1968-1983年 「社區發展工作綱要」 

（1968年頒行，1983年廢止） 

社區服務中心 各級社區發展委員會 

1983-1991年 「社區發展工作綱領」 

（1983年頒行） 

社區理事會 各級社區發展委員會（策劃） 

各級社政單位（行政） 

1991年至今 「社區發展工作綱要」 

（1991年頒行） 

社區發展協會 在中央為衛生福利部（原內

政部）； 

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 

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在鄉（鎮、市、區）為鄉 （鎮、 

市、區)公所。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貳. 社區發展協會之發展現況 

九十年代末，台灣的社區發展工作出現多個新焦點，當時社區組織主要有兩

大發展走向，一是由文建會所主導之社區總體營造，另一個是由內政部主導之社

區化社區照顧政策（李易駿，2015）；而作為台灣最具自發性和地方特色的草根

性社會組織（許水程，2015），社區發展協會也順應著發展潮流呈現出不同的發

展型態。社區總體營造與社區照顧兩大走向相較，前者希望能透過營造強化社區

主體性，發揮地方的獨特性和多樣性，挖掘社區潛力（社會救助及社工司，2017a），

社區發展協會在其中的角色是「合作者」，與社造專業人員或團隊合作去探索資

源，各施所長；而後者則是期待透過福利服務的輸送，強化社區與家庭功能，以

整合社區內外資源、實現社區福利服務網絡的構建（社會救助及社工司，2017b），

社區發展協會在其中的角色更類似於「執行者」，如設立關懷據點作為直接服務

提供者，以及協助公共福利的輸送和落實。  

目前，台灣共有 6,839個社區發展協會，767,969名會員，對應有 7,901,928

戶居民、共計 21,574,353 社區人口數（衛生福利部，2017）。各縣市地區的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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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協會發展狀況參差不齊，內容也各有所專。結合社區發展業務評鑑主題（內

政部社區發展工作評鑑實施要點，2012）和「社區發展工作綱要」，其工作內容

可概括為四大板塊： 

一、 社區資料蒐集與計畫制定：蒐集社區人文地史等與有助於社區發展或有關

之資料，瞭解社區資源及各項問題之個案資料；針對開展之項目以及需配

合政府政策實施的內容，制定社區發展計畫並編訂經費預算。 

二、 推展福利社區化工作：為老人、兒童、青少年、身心障礙者、婦女等群體

提供福利措施；在社區內辦理如日間托兒(老)居家服務、喘息服務、長期照

顧等類型支援性福利服務，推動社區福利網絡的構建。 

三、 推展社區發展工作：圍繞公共設施、生產福利、精神倫理之項目施展社區

工作。 

四、 開展社區自主性及政策配合性的社區工作：聚焦社區特色發展創新性服務

項目；配合政策或方案協助推展相關的社區工作。 

依據這些評鑑要點，各協會每年都需要參與社區評鑑，爭取在層層疊進的評

選中成為「甲等」、「績優」乃至「卓越」社區以獲得更好的發展機會和資源。然

而這些表現優異的「明星社區」佔全臺社區數不足一成，停擺運作或是以最低限

度維持運營的社區發展協會才是更大一部分的現況所在（張菁芬、蔡弘睿、賴湘

絜，2015；賴兩陽，2013a）。比較特別的是，台北市社會局 2018 年首度將社區

評鑑計畫改為社區認證計畫，希望以此強化社區意識，回歸到社區生活需求來促

進社區發展協會的發展（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咱ㄟ社區」台北社區認證計畫，2018）。 

迄今而言，社區發展協會基本還是因循著「社區發展工作綱要」之三大建設

來發展，與 90年代以前的差異是其不再僅僅追求基礎的生產建設，而是結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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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社會議題及政策，從工作重心更多聚焦於精神文化層面的發展。又因為台灣

老齡化之社會趨勢以及長照政策的推行，社區照顧成為現階大勢之趨，近三年辦

理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的社區發展協會數量增長尤為明顯（衛生福利部，2017）。

若社區發展協會想要在社區評鑑中獲得好成績，也至少需有一項福利社區化的工

作項目（內政部社區發展工作評鑑實施要點，2012）。中央政策下行加諸以各類

計畫的經費鼓勵，使福利服務推動成為當前不少社區發展協會的工作要務。 

參. 社區發展協會的功能與困境 

一、 與社區相呼應的功能 

學者在探討社區時，指出社區之功能至少可以概括為五個方面，分別是經

濟功能、教育功能、社會控制功能、社會參與功能、社會互助功能（Warren, 1978; 

梁祖斌，1996）。而社區發展協會，因應社區居民維持社區運作發展而來的社會

關係系統，是發揮社區功能時不可或缺的社區機制（陶藩瀛，1994），功能上與

社區功能大體一致（可詳見表 2的整理）。社區發展協會的特性也通過功能和服

務得到呈現，例如在其發揮社會參與功能讓社區居民可以免除行政科層體制的

限制跟自由地參與社會生活時，為服務對象提供更多不同型態的服務選擇，顯

示了其服務的彈性和多元性；在其行使社會互助功能、結合社區之需求替代政

府向有需要的社區民眾提供更深入細節、及時的服務時，就體現了其深入性、

及時性和靈活性（單曉涵，2014）。 

從表 2 可以看到，根據社區發展協會的功能所延伸的服務型態非常多樣，

而且這些型態和運作方式還會由於各個社區的發展脈絡存在差異而有所不同；

而更值得關注的是，若社區發展協會功能能夠有效且穩定地發揮，那麼其將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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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運作的良好程度或社區功能的發揮效能產生正向影響（陶藩瀛，1994），能

夠在連結政府和民眾之時為個人提供充分的發展和發聲機會（單曉涵，2014）。 

表 2 

關於社區發展協會之功能的整理 

社區發展協會功能 功能內容 

經濟功能 

在生產、分配、消費上為個人提供協助。 

如發展生產福利建設以推動社區產業，為社區創造就業，帶動

社區經濟發展。 

教育功能 

對社區成員進行社會化，灌輸以社區文化、價值觀念、社會期

待等。 

如推展社區傳統文化活動，讓新生代保持對社區文化的認識並

實現文化傳承；又如為外籍配偶開展輔導班，幫助他們熟悉台

灣文化以更好地適應。 

社會控制功能 

透過獎勵和懲罰監督社區成員，以保持社區的穩定。 

如開展公共設施建設，維護社區環境綠化和衛生；設立社區守

望相助隊，結合警民力量維護社區治安。 

社會參與功能 

作為居民與社區、政府、社會進行連結的雙向橋樑，為居民提

供公共事務處理的機會與渠道。 

如透過會員大會處理社區民眾關心的議題；協會幹部作為意見

領袖凝聚社區共識和居民的意見，促進社區居民的社會參與和

情感交流。 

社會互助功能 

滿足成員間相互支持與照顧的需求，且隨著社區功能的分化，

互助系統會朝向人員專業化、社福組織體系制度化發展。 

如設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為社區居民提供福利服務；組建社

區志工隊伍，促進社區居民投入其中互利互助。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陶藩瀛（1994）；郭登聰（2012）；許水程（2015）；葉嘉楠、

洪嘉欣（2006）。 

二、 發展背後的艱難困苦 

不少文獻在研究社區發展協會時都會指出其發展面臨著許多議題。例如經

費不足（葉嘉楠、洪嘉欣，2006）、資源不均（單曉涵，2014）、定位不清、法

制不夠完善（吳明儒、陳竹上，2005）等等。綜合各類學者觀點，本文將社區

發展協會的困境歸類為定位、資源和環境三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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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定位 

1. 地理定位的同與不同 

從地域範疇來看，社區發展協會的「社區」定位對其發展造成重大侷限。

首先，「社區」作為社區工作的最基本概念，其含義有眾多的面向（李易駿，

2015）。早先的定義中，學者多將社區概念限定在以地域為基礎，認為社區是

人的集合，是具有共同關係的人們在一定地理區域內進行社會互動（Hillery, 

1955; 徐震，1980；陶藩瀛，1994）。而在後來的社區概念中，開始更為強調

地域以外的關係和歸屬，例如事緣/功能社區，即是由具有共同的旨趣、利益

或困擾等共同性質的人群所構成（徐震，2002；梁祖斌，1996；蘇景輝，2009），

有學者基於社區這樣兼具空間特性和追求生活共善(common good)的精神意

涵而將其譯作共同體或社群（趙若新，2008）。 

然而社區發展協會的社區劃分又因社區發展的緣起與性質，全然不同於

學理藉由居民關係和認同的劃分方式。「社區發展」的引進，初衷除了為獲得

聯合國補助，還希望藉由社區發展協助基層組織的發展建構更民主、平等、

正義的社會；但因當時社區已有鄉鎮村里這樣的基層組織，若在此之外再增

設推動社區發展的組織，會徒增行政管理與實務操作的困難，因此社區發展

引進後逐漸演變為由政府主導、以「社區理事會」之類志願性組織為輔的推

動形式；在延續 1968年以行政便利的方式劃分社區範圍的基礎上，1972年

「臺灣省社區發展十年計畫」補充「盡量與村里行政區域一致」，形成了社區

劃分與村里範圍重疊的局面；到了 1991 年社區理事會由社區發展協會所取

代，其籌設範疇也因循以行政方式劃分，故實務中人們常將社區發展協會的

空間範圍與社區畫上等號（李易駿，2015；林萬億，2006；鄭怡世，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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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兩陽，2002）。雖近年已放寬社區發展協會的設立範圍，同一組織區域內可

設立兩個以上名稱不同的社區發展協會（社會救助及社工司，2017c），但社

區發展協會與村里範圍交疊的狀況依然存在並持續影響著協會的發展。 

這樣的「相同」從制度環境上導致了社區發展協會與村里相互競爭的模

式，理事長與村里長的競合關係直接影響社區發展協會的發展及功能呈現，

社區發展協會甚至成為競選拉攏人心的工具亦或是競選失敗的戰場綿延（林

明禛，2011；蔡育軒、陳怡君、王業立，2007；謝明峰，2010）；「不同」的

方面也從社區組成性質上加重了社區居民缺乏共同生活特性的可能性，使得

提升社區意識和凝聚力更具難度（陶藩瀛，1994）。 

2. 角色定位的進與退 

社區發展協會在社區發展過程中，一直作為政府工作推展的執行單位，

同時也是社區與政府的重要對口，但卻也因這樣的中間角色而備受質疑。首

先，鑒於因循傳統基層組織形式可能無法提升社區的自發性和自主性（陶藩

瀛，1994），故社區發展協會為了落實社區自主發展而回歸人民團體本質，但

實際其民主參與的性質並沒有得到很大顯現（吳明儒、陳竹上，2005）。學者

指出（吳明儒、陳竹上，2005；葉肅科，2008），由 30人以上即可申請籌組

的社區發展協會代表多數人決議社區事務，其中的代表性議題是需要討論的。

再者，如果權力只掌握在少數人手裡會導致領導者成為協會發展的指標、已

有的人際網絡影響其他社區居民的參與等狀況發生（許慧彥，2000）。這些因

素加總起來相當於給社區發展協會的民主發展豎起一道難以突破的石壁。  

另一方面，夾雜在政府和社區當中模糊的角色定位更是嚴重影響了社區

發展協會對民主參與的引導。在探討社區發展協會的功能時也有提及，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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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在社政單位的培力和輔導之下，具多樣性和草根性的社區發展協會已然成

為公部門推動社服工作的福利服務輸送管道，聯動政府部門將服務落實至每

一處縫隙（李美珍、王燕琴，2016）。許多政府政策的推動都需要和要求社區

發展協會的配合，但這樣的「官方任務」使得社區發展協會染上了不同於一

般民間組織的「半公半私」的特點（吳明儒、陳竹上，2005）。更有研究發現，

不少社區發展協會協會的成立，實際是政府主導的產物，而非源於社區民眾

自發性地想要對周遭事務予以關注（蔡育軒等人，2007）。從發起到運作都充

斥著特殊的官方性質，再結合地域定位的碰撞，狹小的區域內形成社區發展

協會、村里兩個官方窗口，使得協會在政治侍從、利益糾紛等因素的限制下

進退失據難以解套，影響協會功能的發揮（林明禛，2011；黃肇新，2003）。 

此外，一昧地配合政策發展，可能會使得社區發展協會變成政府的服務

執行工具。例如二十一世紀初政府各個部門都在推行「社區化」的方案，但

由於政策的制定權多掌握在專家學者或是少部分精英分子手中，因此這些服

務方案在計畫和執行時可能會偏離居民參與的取向或是社區的需求（陳其南，

2001；張淑慧，2016）。學者在 2016年社區評鑑報告中提到，目前大多數社

區都因應人口老化的政策推行長者服務，針對婦女、兒少、障礙者等其他福

利服務也大多只是依循政策推展，服務推行到位的社區就會在評鑑中被作為

各社區學習的標竿，其他社區便會以這些卓越社區為楷模去參訪、借鑒經驗，

然而當社區樣貌受政策和資源引導都發展為統一模板時，社區便也失去其主

體性趨於行政化發展，再也無法呈現多元的、有自身特色的社區樣貌；另外，

當社區需求與推行的服務不一致時，會導致社區發展協會在推動服務時出現

績效低落或是難以辦理的狀況（徐震，1999；張淑慧，2016；盧禹璁，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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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是染上更多官方色彩唯政策為目標步步發展，「退」是減淡政治的

濃墨回歸社區和群眾進行服務。帶著半官方的頭銜，社區發展協會的角色定

位更多是進退兩難：政策和綱要的規定導向其需要與政策同行，故退看似不

得；但只依循政策發展違背社區需求，則相當於在協會的周邊挖一條鴻溝，

難以在社區內有更寬廣的發展，故進也不得。 

(二) 資源 

1. 資金的盈與缺 

論及社區發展協會的困境，最常被提到的就是經費不足（蔡漢賢，2000；

王業立，2005；葉嘉楠、洪嘉欣，2006；賴兩陽，2004；盧禹璁，2015）。依

據社區發展工作綱要（2014）第十七條「社區發展協會之經費來源如下：一、

會費收入。二、社區生產收益。三、政府機關之補助。四、 捐助收入。五、

社區辦理福利服務活動之收入。六、基金及其孳息。七、其他收入。」，社區

發展協會理應有多個資金來源，然而作為社區型的非營利組織，因協會的組

織規模較小、服務範圍有限，因此財源取得的管道難以朝多元化發展，且經

濟不景氣的狀況下民間募款的困難度大大提升，經費不足變成社區發展協會

最容易遇到的頭號困擾（王仕圖，2005；葉嘉楠、洪嘉欣，2006），黃肇新

（2003）更將各政府方案的補助經費比喻為是社區發展協會「重新活命的資

源」。查看社區發展歷年的經費使用狀況（衛生福利部，2017），自 1999年有

記錄以來，社區發展協會的政府補助款使用比重皆為社區自籌款使用比重的

一倍以上，可見目前社區發展協會整體仍以各級政府的補助為主要經費來源，

其他經費管道的使用未有很大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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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社區發展協會持續以政府補助為經費主體，當面臨政府資源減少、不

再投入或是因各種因素無法取得政府資源時，可能就會出現社區發展及其成

果難以為繼的狀況（王仕圖，2007；盧禹璁，2015）。有的社區發展協會甚至

會因潛藏的官方性質而出現自身「理應獲得政府經費」的念頭（黃肇新，2003），

這無疑將重創社區發展的自主性。此外，政府經費的項目和種類雖多，但對

協會而言申請過程及之後的成果經營都是不易的（單曉涵，2014）。以社區評

鑑為例，林林總總的評鑑要求可能會束縛社區發展意志，而評鑑得獎社區呈

現的「群聚效應」更可能阻礙後進社區獲取資源和進步的機會（吳明儒、呂

朝賢、賴兩陽、陳昭榮，2012；劉弘煌，2014）。更有甚者，部分社區發展協

會為了通過各級機關的審核爭取到政府經費，不得不動用政治派系和各種人

脈與政府結交關係，使社區發展協會在角色定位上更因政治角力而模糊（王

業立，2005）。 

社區發展協會自身可運用的經費乃至各種資源都是相對「缺」的，而在

政府口袋里的經費是「盈」的，因此協會常常聯動政府來彌補自身資源的不

足，但在爭取資源的同時，也可能會自身資源和力量的不足而愈陷發展深淵。 

2. 專業人員的來與去 

儘管社區發展工作綱要上要求社區發展協會得聘用社會工作員及其他

工作人員來推動社區業務，但在各種發展困境之下，專業人員的缺乏貌似被

暫時擱置。從發展的歷史脈絡來看，在社區發展早期還能看到社會工作人員

的身影，那時輔導和協助社區組織是他們的工作項目之一；但自社區組織從

特殊運動團體變成人民團體性質的社區發展協會，政府為盡可能回應當時社

會的新興福利需求，捨棄了過往派社工人力指導或輔導社區的做法，自此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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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輔導僅限於行政方面而難有專業性協助（李易駿，2017）。而之後社區發展

趨向重視專業知能的社區福利化，場域的窄化使得受多元社區訓練之社工系

畢業生離開社區場域，高流動率和流失率之下的社區發展協會缺乏專業人員；

現在社區發展協會的幹部以中老年為主，在人力、財力和專業知識有限的情

況下他們需要運營協會去開展社區發展工作綱要中所規定的 22 項工作，財

務報表、計劃申請等對他們而言已是心有餘而力不足；除了難以應付本身的

社區發展事務，影響社區發展協會功能的發展，還容易因專業能力不足而在

社政體系被邊緣化，影響其他政府資源的申請（蔡漢賢，2000；吳明儒、陳

竹上，2005；葉肅科，2008；葉嘉楠、洪嘉欣，2006）。 

由於社會發展和制度變遷，專業人員的「來」「去」使社區發展協會變得

像把「鈍器」，沒有足夠的人員力量和專業知能，只能事倍功半地去克服困境

繼續前行於社區發展的道路。 

(三) 環境 

「環境」因素則像是攪拌機，令定位和資源兩方面的狀況都交織在一起，

再澆上都市化環境的獨特影響，使得社區發展協會的發展之路更加如履薄冰。

劉弘煌（2016b）指出，雖然城市相對鄉村發達，意味著可以更容易迅速地獲

取更多的資源，教育平均水平、幹部與志工專業程度更高也為社區帶來更多

創新發展的可能，但由於都市型社區具有居住人口集中、高流動性、外來人

口眾多，族群與職業多元，人際互動短暫、匿名性，交通便利，生活節奏步

調快，居住空間擁擠等特點，因此都市社區常常面臨人際關係淡漠、人際互

動疏遠、社區意識淡薄等不利於社區發展的因素；加諸社區空間不足、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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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差異、社區領導更替等現象的影響，使得社區都市的社區發展會相比傳

統社區面臨更多的挑戰，可能會增加區域內的社區發展協會的發展阻礙。 

梁祖斌（1996）從社區意識層面具體剖析，指出在傳統社區中，社區成

員能大致達到相互支持照顧、合作互賴的人際關係理想情況，在社區當中成

員可獲得安全感和歸屬感，並透過集體行動保障個人和集體利益；而在都市

化社區中，人們流動性變大，這使得人際關係不穩定且不深入，人際間的疏

離感取代過往社區中的歸屬感，社區關係和組織也因為人們情感建立的淺薄

而難以深耕。在缺乏情感連結的情況下，現代社會關係中的個人主義被推崇，

社區居民與社區的關係可能會以資源交換為基礎，以為社區的付出和收穫來

衡量社區歸屬，社區發展協會難以避免地需要處理在人們社區事務上「搭便

車」的情況（許慧彥，2000）。 

葉嘉楠和洪嘉欣（2006）強調了都市化社區對社區發展協會人力的影響，

都市的年輕人大多忙於工作較少有時間可以參與社區事務，而能空閒待在社

區的大多數退休長者，這也導致了社區發展協會的幹部、志工偏高齡化，難

以為推動社區發展注入新鮮活力。 

單曉涵（2014）則側重空間的議題，表示城市空間寸金寸土，部分社區

發展協會因活動場地不足而被限制了發展的空間，無論是要自行吸收外部場

地的租金，還是轉嫁到活動參與者的參與費用上，都並非長久之計亟需解決。 

肆. 小結 

社區發展協會的演變和優化使其承載著發展社區自主性的歷史任務，其各項

功能的積極調動也有助於促進社區居民參與和社區福祉最大化。然而前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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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社區發展協會的角色定位、資源狀況，所處的都市化環境，都可能給他們帶

來不同程度和層面的發展阻礙（詳見表 3的整理）。 

那麼，以社區發展協會為對象的培力方案，難免會在服務中遇到融雜上述類

似發展阻礙的社區發展協會，本研究希望能釐清文中那些存在於不同層面的消極

狀況是否會影響到對社區發展協會的培力工作，以及在培力單位的培力理念中又

將如何看待或處遇這些發展阻礙。 

表 3 

關於社區發展協會發展困境的整理 

定

位 

地理定位 因區域與村里行政劃分一致，導致了與村里相互競

爭的模式； 

居民缺乏共同生活特性； 

角色定位 由少數人代表多數人導致代表性不足； 

半公半私性質使協會更容易受政治力影響； 

一昧配合喪失自主性無法滿足社區真正需求； 

資

源 

財務 需仰賴配合政府政策和方案申請以獲得財務支援； 

發展較弱的社區會因競爭力弱而更難獲取資源陷

入發展的惡性循環； 

人力 協會幹部人手不足，且高齡化； 

專業人員流動率大； 

環

境 

都市化社區特性 造成情感互動、活動空間、發展人力的限制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自上述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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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多元的社區培力方案 

壹. 歐美社區培力相關方案 

歐美在社區培力方面的方案，多是針對偏遠社區開展培力工作，如鄉村弱勢

社區志願服務的資源運用、高齡友善社區的營造、在地老化等皆為其中重點（吳

明儒，2014）。下文將以美國西雅圖的社區營造實踐以及英國蘇格蘭的社區培力

方案 ACE(Achieving Community Empowerment)為例進行介紹呈現。 

一、 西雅圖的社區營造實踐 

西雅圖的社區發展經驗常常被運用作社區營造的範例，但在 Jim Diers的著

作社區力量——西雅圖的社區營造實踐（黃光廷、黃舒楣，2009）中，可以看

到工作中蘊含著很多培力的理念。1988年，西雅圖市長將既有的社區發展辦公

室、社區服務中心和市民服務局整合為「社區發展局」。社區發展局旗下設置和

管理著 13個社區服務中心，而每個社區中心又連結著個人、社區組織和政府各

部門，旨在以社區為單位積極迅速地推行和協調政府業務，以社區服務中心整

合社區之多元需求與議題，協助社區中利益群體建構共同合作和溝通的平台。

這裡的社區發展局其實可視作是類似於社區培力育成中心/社區營造中心的存

在，連結著各社區發展協會去調動社區力量，只是因其直屬於政府，因此它能

夠在社區的實踐上具有更多公權力的成份、幫助社區有效連接資源，但同時它

又能與社區協力去挑戰政府制度的不完善。比較不同的是台灣的社區培力/營造

中心體制定位上更多承接「計畫性」業務的，而非社區培力專責單位，在社區

力量和資源的整合性上較為缺失（曾旭正，2009）。 

為了讓社區關注到社區需求和存在議題，社區發展局以「社區媒合基金」

的方式作為補助，鼓勵社區以集體行動來改善社區；為了提昇社區的組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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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發展局開展了「社區鄰里領袖計畫」，培養社區組織和幹部處理社區議題、

調動居民參與、認識社區資源等多方面知識技能；為了實現社區永續發展的理

念，社區發展局透過「P-社區園圃計畫」為居民提供社區參與的機會，並藉此

凝聚社區意識、生成更多社區資源；最後社區發展局還建構了「社區規劃制度」，

從制度上保證了社區自主發展的權利，也能讓社區發展更切合社區需求、居民

更有意願、意識持續的關注和參與。 

總結這些服務經驗，作者提出了三個社區培力的策略：1. 在社區組織和動

員方面，圍繞社區文化和既有網絡為基礎，發展出居民有迫切性、具體且容易

達成的議題來組織實踐；2. 在社區參與機制方面，政府應盡可能拓展與社區連

結渠道，優化與社區對話、回應社區需求的方式；3. 在社區發展資源方面，採

取基於社區資產的發展方式(Asset-based community development)，積極調動社

區資源，避免對外部資源的過度依賴（劉弘煌，2016b）。這些發展內容都可以

為台灣的社區培力提供行動指南，學習到針對社區組織、參與、資源不同方面

的多元培力方式。 

除了上述三個策略，西雅圖的經驗還有非常重要的是一點是讓大家認識到，

若要透過政府所推動的計畫真正實現社區培力，必須要注意官僚體系的內部整

合——「形成以社區為主、政府為輔的夥伴關係」，才能使社區擺脫權力體制的

限制，並進而發揮出社區潛力。同時也強調政府看到社區在業務推行上的重要

性（這也是社區的資源），扮演好輔助與促進的角色。這些圍繞計畫設計和政府

角色提出的建議，無疑是為培力乃至其中更深的權力層面給予了大家省思的空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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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蘇格蘭的社區培力方案 

在介紹 The Achieving Community Empowerment（以下簡稱 ACE）之前，先

簡要介紹方案的推展單位——蘇格蘭社區發展中心（Scottish Community 

Development Centre, 簡稱 SCDC），這是一個秉持「社區很重要」的信念在社區、

社區組織與政府間開展跨領域合作，協助社區擴大民主參與，同時為社區政策

制定提供服務經驗和建議的組織(SCDC, 2019)。 ACE是該組織在 2009年在 Big 

Lottery Fund資金補助下在蘇格蘭開展的為期五年的全國性社區能力建構方案，

方案透過一系列輔導課程展開，每年大約與 10個社區組織合作，旨在通過提供

指導支援、編寫學習材料、促進參與項目之間的知識、經驗和學習交流來建構

社區組織的能力；而在參與方案的過程中培力團隊會帶領社區組織圍繞評估，

計劃，執行和檢視這樣一個流程來進行能力建構的嘗試(ACE, 2017)。 

據方案指導手冊介紹(The ACE Guide) (ACE, 2015)，在評估的階段時，培力

團隊應從三個方面來執行：一方面是幫助社區組織認識社區，看到社區的優缺

點、資產、資源網絡等狀況，再基於這些來思考社區組織的定位和發展目標；

另一方面是充分認識社區組織的狀況，評估其在組織運營、成員能力、社區居

民調動性、政策影響力等各個方面的有效性；還有一個方面就是評估利益相關

者可調動資源，看到社區組織、社區、利益相關者不同主體對於社區發展的動

機、能力、和機會，藉此更清晰地瞭解到資源網絡應從何而建。 

在進行計劃階段時，培力團隊首先需要明確社區所期待實現的階段性目標，

並協助其設定可以判斷目標達成的方式和指標；其次是將目標落實為行動計畫

的具體步驟，配合以期程表來幫助計畫的推進和進度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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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執行階段培力團隊需要更注意培訓課程內容在實務上的可用性，輔導社

區組織對照其實施的工作內容與計劃階段設定的目標是否相符，盡可能讓社區

組織去實踐運用評估階段所羅列的各種資源和技能。 

到了最後的檢視階段，則是要帶領社區組織去反思整個流程下來所做的工

作及取得的進展，包括結合實踐情況重新評估社區組織能力的程度，讓社區組

織更瞭解自身能力狀況且對日後的社區工作更有自信；還有陪伴社區組織的成

員一起整理和反思整個工作過程中學到的及未達成的，藉此思考未來工作中如

何更上一層樓。 

相較於美國西雅圖的社區實踐，ACE更多是以社區能力建構的方式來進行

培力輔導。培力團隊將方案作為各社區組織交流進行和合作的平台，透過課程

將知識技能與實務結合，並在社區組織實踐的過程中予以支持和輔導。過程中

社區組織也可以不斷地認識自己的能力並持續地提昇，有效地長出社區組織自

身的力量。這樣全面的培力策略對社區組織培力方案的推行而言，可謂是非常

寶貴的學習和參照經驗。 

貳. 台灣社區培力相關方案 

一、 政府部會的社區培力方案 

為了促進社區發展，政府一直都有針對提升社區能力的培力實踐。例如被

稱為是社區總體營造進階版的「台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以下簡稱六星計畫），

其整合各部會既有的社區政策發展出「產業發展」、「社福醫療」、「社區治安」、

「人文教育」、「環境景觀」、「環保生態」等六大面向，希望透過六個面向全面

提升社區的自主和永續經營的能力，營造社區由下而上、居民自主參與公共事

務的氛圍（臺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推動方案，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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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委員會推行的「莫拉克重建區社區培力永續發

展計畫」也是呈現社區培力的良好範例。該計畫聯合民間 NGO專業團隊、內政

部、相關部會和縣市政府，通過設立培力據點、提供專業指導會議和訓練、建

構不同單位合作的溝通渠道來為重建區內的居民和社區組織進行培力，以期協

助社區居民安居樂業，提昇對社區認同感和歸屬感（莫拉克重建區社區培力永

續發展計畫，2013-2014）。雖然內政部在 2013年在報告該計劃辦理情形時有提

及培力服務偏重個案處理缺少社區整體的提升，社區培力工作者在過程中會存

在需同時整合社區成員需求與政府重建計畫以及組織資源能力不均，甚至存在

沒有專業團隊承辦培力據點的狀況，但該計畫還是於 2014 年圓滿完成階段性

任務並結束了災滿五年的重建工作（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委員會，2014）。 

而衛生福利部辦理的「福利化社區旗艦型計畫」（以下簡稱旗艦計畫）則是

從健康和照顧層面切入培力社區組織。旗艦計畫以母雞帶小雞的形式，由績優

社區來帶其他具有潛力社區，採取社區結盟合作深入社區發展的力度（社會救

助及社工司，2014）。期待在給予社區組織輔導和培力的同時，著重促進社區間

的聯合互助，更有力地協助社區福利工作的推展（李易駿、賴兩陽，2014）。雖

然計畫在執行中存在專業輔導人力不足和社區較缺乏協助經驗、對計畫不夠瞭

解等影響計畫執行的狀況，但總體而言方案還是頗有成效備受認可（李易駿、

賴兩陽，2014）。 

像這樣積極響應上級單位對於社區發展的重視，聯動社區與專業社群合作

的還有文化部，不少計畫都能看到社區培力的影子。例如社區營造和文化補助

計畫，依據文化部推動社區營造及村落文化補助作業要點，鼓勵社區及社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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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在文化進行社區內外的協力合作，或是在文史資產、生態環境等各層面鼓勵

社區居民之共同關注和參與。 

還有一些部會也在計畫中套用了培力這個政治時尚用詞（如勞動部培力就

業計畫、原民會的原住民族文化人才培力計畫等），在各自領域提供著不同程度

輔導和培力來增進特定群體的能力，但較少是專門針對社區或社區組織，且政

府的培力方式尤以提供資金和課程為主。 

二、 台北市以外五都的社區培力相關實踐 

順應社區發展的潮流以及回應福利推廣之需，近年來各縣市都在社區培力

方面有所實踐。以發展程度相對良好的六都來看，新北市政府社會局於 2017年

補助實踐大學創建了社區培力育成中心，通過督導、講習、分級實地輔導等形

式提昇社區及組織幹部之職能，結合新北市聯合社區旗艦計畫來為社區培力（新

北市政府補助民間單位辦理新北市社區培力育成中心實施計劃，2018）。 

桃園市政府社會局採取「社區自主培力計畫」為社區進行資源連結和能力

培養，其內容包括媒合師資建立社區培力人才資料庫，以社會局自辦的「非營

利組織發展中心」作為凝聚民間社會力、激發民間潛力的資源平台和培力中心，

並結合各區公所和社會局，為社區提供不同主題的輔導（桃園市非營利組織發

展中心，2016；桃園市政府社會局，2018）。 

台中市政府社會局在 2016 年整合了原有的社區育成中心、社區照顧關懷

據點輔導和樂齡行動教室服務，並結合社區服務相關資源，在全市開設了六個

社區培力中心，委託專業團隊以分區分級的形式進行社區培力和輔導（臺中市

社區培力資源網，2019）。同時輔之於「福利培力補助計畫」，結合專家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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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局、區公所、社區培力中心建構輔導機制（臺中市 108 年度社區發展培力

補助計畫，2018）。 

南部都會的培力狀況也與北部類似。台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專業團隊承辦

社區培力中心，並依照「社區培力育成計畫」1為社區幹部提供培力相關的研習

和資源連結（臺南市政府社會局，2018）。高雄市政府則設立了高雄市社區願景

培力中心，由專業輔導人員進行社區培力和福利服務的推廣，例如開設社區技

能學堂為社區培育人才資源，在市內建構出以培力中心為銜接平台的協力團隊

（長榮大學社會力研究發展中心，2018） 

以六都的社區培力情況大致來看（詳見表 4的整理），各縣市政府多透過設

置一個中心的方式，為專業人力的輔導進駐和資源網絡搭建平台。而經過研究

瞭解，承辦單位在中心所服務的工作項目也大致相像，如開展社區培力課程、

研習講座和專業咨詢，提供會議和實地輔導、進行社區能力調查和資源連結等

專業性工作；但研究同時也指出，承接培力中心的服務開展的團隊可能會在落

實契約所約定之工作內容的同時被一併地要求完成部分政府之行政工作，在此

之下可能會造成再科層化效果，影響服務的提供和專業化發展（李易駿，2016a）。

這是探究培力方案的實踐時值得省思的狀況。 

                                                             
1 但網上關於該方案的資訊較少，只能透過市府的決標公告、臺南市社區培力育成中心的社交軟體消息大

概而知。網路搜索臺南市的社區培力方案更多是都市發展局其下之「綠社區培力計畫」的相關資訊——該

計畫以社區參與課程自主探索社區的改造方式，在專業團隊和政府資源協助下進行景觀的營造與綠化（臺

南市綠社區培力新種子散播計劃，2017） 

表 4 

六都社區培力實際情況整理（以社會局下的方案計畫為例） 

地區 方案計畫/施展媒介 執行單位 

台北市 社區組織培力方案 
北區：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 

南區：社團法人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 

新北市 社區培力育成中心 實踐大學 

桃園市 社區自主培力計畫 非營利組織發展中心、桃園市各區公

所、桃園市政府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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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臺北市社區組織培力方案 

隨著社區組織發展的重要性愈加顯著，臺北市社會局遵循「社區發展工作綱

要」所述之應聯合相關單位為社區發展工作有關人員提供培訓，於 2013 年引入

專業社工資源啟動社區組織培力方案（張菁芬等人，2015），針對全市 362 個社

區發展協會開展培力工作（衛生福利部，2017）。從對內層面看，其目的是為了

提升運用資源的能力與效能，提高居民生活品質，促進社區特色發展；對外則是

希望透過建構區域間協力資源網絡和促進各部門資源單位與社區間的合作，支援

與維護社區發展（培力計畫，2018）。 

一、 方案具體內容 

接下來將結合臺北市政府社會局的培力計畫，介紹培力單位其在承辦方案

的過程中需要分區執行的工作內容。 

(一) 提供社區組織培力輔導 

其一，培力單位需要以各社區發展協會的發展狀況為依據，輔導其規劃不

同等別的培力目標與方式；其二，培力單位應針對社區之個別化需求予以實地

（續上表） 

地區 方案計畫/施展媒介 執行單位 

台中市 福利培力補助計畫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臺中市各區公臺

中市各區社區發展協會或各區公所 

社區培力中心（六區） 靜宜大學、財團法人老五老基金會、

社團法人大大人長期照護關懷協會、

社團法人台灣公益 CEO協會、社團

法人台中市城鄉發展協會、亞洲大學 

台南市 社區培力育成計畫 

社區培力中心 

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 

高雄市 社區願景培力中心 長榮大學社會力研究發展中心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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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協助覺察社區議題，盤點社區之多面向資源，輔導社區組織運作、發展

規劃和特色施展；其三，培力單位要記錄實地輔導、各類活動和服務。 

在服務量上，計畫要求每區培力單位每年至少為 72個社區發展協會提供

輔導服務。此外，每年至少重點培養 10個社區發展協會作為培力成果的示範

或特殊性案例，供外界參考學習。 

(二) 建構區域性協力資源網絡 

培力單位可以透過會議、工作坊、課程的方式進行資源網絡的建構；並著

力於將各社區發展協會與轄內機關（構）、學校、團體、專業社群或村里辦公

室等單位進行聯動合作。 

在服務量上，培力單位每年至少要辦理 4場次區域網絡活動，且需分散至

每個行政區域至少辦理 1 場次。相較於往年計畫，2018 年版培力計畫還新增

了一項：每行政區域至少要促成 3個社區發展協會與其他專業單位的合作。 

(三) 推動社區發展和培力成果的呈現 

表現為每年至少辦理 1 場次社區培力成果發表會，並需要配合社會局辦

理年度社區成果發表活動。 

二、 方案承辦情況 

方案自 2013 年開展至今已歷經三期的工作開展，每一期培力方案的執行

策略都有著不同側重和服務型態（具體期程及對應承辦單位如表 5所示）。第一

期（2013 年-2014 年）的培力方案聚焦於都市型社區的能力培養，以「地方性

策略夥伴」的建構方式陪伴社區長出「善用存在的資源」、「建立網絡的關係」、

「成員集體參與社區行動與解決問題的共同機制」三種能力（羅秀華，2014）。

第二期（2015 年-2016 年）培力方案的執行團隊在養成社區能力的基礎上增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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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實踐公民權利」的部分，以期從單單組織的發展層面進階至社區的治理來

回應社區之需（張菁芬等人，2015）。第三期（2017年）培力方案將目標設定為

社區協力資源網絡的構建，希望透過持續的培力以及社區成功經驗的系統化擴

散實現社區發展的永續（社團法人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2018）。 

迄今社區組織培力方案已經執行到第四期，這是方案首次交由兩個培力單

位進行開展，且將方案承辦時長延至三年。承接方案的兩個培力單位也各有特

色和專長，負責南區培力工作的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是個致力於實踐教育與社

會改革的非營利機構，主要任務是協助社區大學的辦學規劃和經驗彙整，促成

與政府的對話、與社區居民的結合，最終實現提昇公民素養和解放知識的公民

社會的建構（社團法人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2019）。負責北區的中華民國社區

營造學會聚焦於促進社區改造以營造永續的工作和生活，日常從事社區營造的

學術研究與實務推展，在聯動相關社區專業者及社群方面頗有經驗，努力堅持

民主和公開的原則、社會正義與公平的理想（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2019）。 

對於本階段方案的工作重心，南區承辦單位的服務期待透過強化社區組織

與公部門的合作、以及社區組織之間的互助，結合多年的培力成果再回歸到發

展社區能力的初衷（社團法人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2018）。北區承辦單位則是

表 5 

臺北市社區組織培力方案歷年承辦情況 

承辦時間 承辦之培力單位 

2013-2014 社團法人台灣社區實踐協會 

2015-2016 國立臺北大學 

2017 社團法人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 

2018-2020 

南區（中正、大安、萬華、信義、南港、文山）： 

社團法人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 

北區（大同、中山、松山、士林、北投、內湖）： 

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臺北市政府社會局網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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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整合公部門、私部門和民間團體三方，幫助社區的發展和營造成果獲得持

續發展的資源（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2018）。 

肆. 小結 

美英的兩個方案，前者的培力團隊聚焦於協力社區進行社區運動，促進社

區自主永續發展的同時挑戰政府和體制層面的不完善；後者則是較少提及體制

層面的著力，聚焦於協助社區組織的不斷儲蓄個人、組織、利益相關者等不同

層面的資源，從而建構出社區自主發展的能力。兩種不同的培力策略恰好呈現

了兩種社區培力理念。而台灣目前大部分的社區培力方案都重在由培力團隊提

供能力的培養、政府予以資源輔助，希望由上而下的政策引導可以刺激社區能

夠由下而上地動起來，但部分方案可能會存在體制性限制而使培力工作夾雜行

政工作變得更為繁瑣或是形式呈現較為單一的課程培訓。 

這不禁讓人更為好奇，已推動多年的臺北市社區組織培力方案，其承辦單

位是如何執行社區培力工作，其培力成果又是如何體現。  

  

 



 

34 
 

第三節 社區培力之意涵與策略 

第一節談到，社區發展協會現存有各式各樣的發展困境，對此扮演重要角色

的政府需給予社區發展協會更多的引導和培養（張振成，2016）。「培力」就是在

過程中常被運用的方法和原則。但社區培力究竟是什麼以及該怎麼做呢？下文將

就此展開闡述。 

壹. 社區培力的定義 

一、 培力的定義 

培力，或是充權/賦權/增能等，翻譯自英文 empowerment，其本身沒有一套

統一的概念或方法(Adams, 2003)。社區工作領域中，習慣將專業團隊進入社區

協助居民開展社區發展工作以及解決社區問題的做法定義為「培力」2，並強調

過程中社區能力的培養；而社會工作則強調在實務過程中應看到權力、社會結

構的影響，避免對服務對象的消權，故多以「充權」、「賦權」或「權能賦予」

等詞概之（李易駿，2015；趙維生，2003）。領域間選詞的差異也恰巧反應出培

力概念在發展時的不同側重。  

趙維生（2003）整理了英美社會工作對培力概念的討論並將其劃分為兩大

主題：一種是美國傳統的培力界定，例如早期針對富裕社會中貧困社區的培力，

工作者透過予以支持和傳授技能，協助社區中的弱勢族群提升社會參與和表達

機會、增強其處遇問題、控制生活的能力（Simon, 1994; Warren, 1978; 黃彥宜，

2016）。在此發展方向下，培力的定義就是有能力實現掌控(Rappaport, 1987)、

採取行動(Page & Czuba, 1999)、實現改變(Adams, 2003; Hui & Tsui, 2004）。其

                                                             
2 本文也因此選擇以社區領域中更常用的「培力」一詞來定義 empower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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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的是「使能」，多採用個別化工作方式，讓服務對象從有能力到實現生活目

的的改善（Payne, 2014; 趙維生，2003）。 

另一種則是英國對培力的論述，更聚焦於對弱勢群體的充權，認為弱勢者

之所以遭受歧視和消權涉及社會權力結構的不均(Hasenfeld, 1987)。其試圖結合

更廣泛的社會、政治、經濟等因素重新定義那些被視為是個人問題的議題，並

協助弱勢群體以集體與社會之優勢和資源回應生活中的各種壓迫（J. Harris & 

White, 2013; Itzhaky & York, 2002; 趙維生，2003）。這一發展方向下，培力強調

的是「反壓迫」(Solomon, 1976)，以集體行動的變革實現弱勢群體從相對無權

無助逆轉至相對有權力和能力（Staples, 1990; 宋麗玉、曾華源、施教裕、鄭麗

珍，2012；趙維生，2003）。 

到了現代，培力框架下融合了自助、意識覺醒、批判性反思等概念，實務

上趨於運用更多元焦點的視角，伴隨過程中對行動的批判性和反思性的程度之

深淺，培力實務所含括的層次以及服務內容的深度也會隨之改變(Adams, 2003)。

Lee (2001)認為培力包含三個面向：更積極和有效之自我概念的發展；能夠批判

性理解所處環境下社會和政治狀況之知識能力的建構；實現個人集體目標之資

源、策略和能力的培養。培力概念不再只是停留在個人層面的「給予(to give)弱

勢者權力和能力使能達到改變」、看起來權力和能力彷佛均來自於他人(Parsons, 

1991)，而是擺脫個人問題視角，強調弱勢者內在權能和自我效能的激發（胡幼

慧，1998；陳可慧，2005），以更全面具有批判性和反思性的實務取向實現培力

(Payne, 2014)。 

綜合上文所講述的兩種培力概念，可看到一種是側重於能力，例如能力的

習取和使用；而另一種更多側重於權力，在前者的基礎上更強調權力的影響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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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本研究結合兩者之觀點，認為培力是權能獲取和發展的過程及結果，透

過權力的抗爭保證能力之行使，同時有能力地去運用以保持權力的掌控，二者

缺一不可。培力不只針對個體執行，而是可以自由地單獨或同時應用在個人、

家庭、團體、組織、社區以及政治體系等不同層級，反思和改善社會、經濟、

政治等多面向影響下的不公際遇。 

二、 臺灣社區培力的意涵 

社區培力(community empowerment)最早是在 1990 年代作為健康促進的主

題而出現，是對社區發展的回應與方法（劉弘煌，2016a）。伴隨著一系列「社

區化」政策的推行，社區培力已然成為相關部會進行社區發展的核心工作（詹

秀員，2010）。那麼社區培力為何？蘇格蘭地方組織 The Convention of Scottish 

Local Authorities（簡稱 COSLA）(2009)在其社區培力計畫的刊物中描述到，社

區培力是一個無止境的過程，是人們透過對社區重要事務擁有更多權力和影響

力、共同努力以集體行動實現社區變革的過程。關於社區培力的對象和層級，

郭瑞坤、王春勝、陳香利（2007）表示社區培力在於提升社區營造實踐中存在

著相對弱勢本質的社區主體。陳可慧（2005）認為社區培力是培力概念在個人

培力和組織培力基礎之上的社區層級的應用，體現為社區居民能自主覺察到社

區的環境與問題，透過居民間互動在共識下解決社區問題、提升社區生活品質。

劉弘煌（2016a）認為社區培力在權力關係轉移的過程中，會牽涉不同的社會個

體或團體。李俊昇（2016）綜合學者觀點指出社區培力可跨越微觀、中介、鉅

視多個層次且不同層次間會相互影響。 

針對社區培力的實踐方式，賴兩陽（2013a）表示社區培力是社區憑藉內在

自我力量的迸發促進社區發展。羅秀華（2001）認為社區培力的實踐著重於「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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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而上」地喚醒社區意識和發展潛能、透過學習策略增進知識並採取行動。吳

明儒（2013）認為，社區培力就是社區「自下而上」地透過認識自身優劣勢找

到問題解決的能力。劉弘煌（2016a）將社區培力視作一種「由外而內的協助」，

透過外部的介入讓社區重喚活力，旨在增強社區面對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實現

發展的永續。黃源協（2004）指出，社區充權需要依社區之發展狀況採取「可

上可下」的社區培力模式，在社區能力不足時能夠彈性地以外力協助提升，當

其內在有足夠能力時不予以過多介入。由此，社區培力單位的培力模式是由上

而下，由外而內，還是可上可下是本研究所欲探討的問題之一。 

隨著近年來社區培力又與能力建構(capacity building)概念相連結，兩者間

的關係和界定引起了一些討論。例如李易駿（2017）提出社區培力就是社區能

力的提昇，對應為Community Capacity - Building（簡稱CCB）。他在研究（2016a）

中表明以台灣社會組織的目前發展狀況而言，他們更缺乏的似乎不是「權力」

(power)而是「能力」(capacity)，所以當以 CCB即社區能力建構的內容作解釋才

更符合台灣社區培力的工作實況。而有的學者認為兩者還是稍有區別的，社區

能力建構是含括在社區發展之下的社區培力的核心（劉弘煌，2016a），但由於

兩者在實務上的表現非常相像（賴兩陽，2013a），加之現階段受限於計劃期程

和政策要求，故社區培力多體現為操作化的使能或是能力建構，權力概念較難

得到呈現（黃彥宜，2016）。 

結合培力觀點所強調的，培力不僅僅是使能，社區培力也不只等於社區能

力建構。Glenn Laverack（2001, 2006）全面地定義了九種社區培力的指標，並

指出透過實現這些指標便可在社區發展中更系統性地實現社區培力：提高社區

與居民的參與度；發展能體諒弱勢族群的在地領導力；建立能提升歸屬感和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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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覺察力的組織結構；提高對社區議題及其解決方法的問題評估能力；改善社

區內外的資源調動；透過詢問「為什麼」和社區教育提高社區居民的批判性思

考能力；加強與其他組織和個體的連結；明確外部代理的角色並與之建立平等

的培力關係；以及透過計劃管理讓社區主體能夠享有掌控權和資源獲取能力。

這九個指標涵括了個人、組織、社區、政策等不同層級，既包含能力層面的建

設，也包含權力關係的確立。 

因此學者指出，學界探究社區能力的意義應更多在於為社區培力提供社區

能力改變的客觀性指標，便於更細緻覺察社區橫向及縱向改變（吳明儒，2013）。

更重要的是透過這些能力指標「知覺」社區培力的實踐模式——知覺應培養何

種能力、如何培養等等（蔡弘睿、張菁芬，2016）。所以，社區培力單位想要培

養社區何種能力、如何培養也是本研究想要瞭解的問題之二。 

貳. 社區培力之行動策略 

綜合培力的精神及社區培力的定義，社區培力的執行應包含社區能力的建構

以及對權力結構、政策的挑戰，含括個人、組織、社區、政策等不同層級。至於

實際的做法如何？下文將以社區工作程序（參考自 Henderson & Thomas, 2013; 

李易駿，2015）為脈絡，呈現文獻對於社區培力工作的討論與建議。 

一、 開始前準備階段 

當培力工作者進入社區協助社區工作的推動時，往往會被視作外來專家，

而在其進入社區前會有一段相互「試探」的互動期(Twelvetrees, 2002)。作為政

府服務的承辦單位，培力團隊大多具備一定的專業人力和資源連結能力，肩負

著為社區提供專業訓練、幫助社區組織看到發展目標與組織動力的工作任務（李

易駿，2015）。然而；又因社區工作者是隸屬於接受政府委託的組織，更多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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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個組織而非以個體身份進入社區提供協助(Hadley, Cooper, Dale, & Stacy, 

1987) ，因此培力團隊與社區的關係建立和互動顯得更為關鍵。 

如果能夠在探索期摸清社區狀況，瞭解社區固有的一些歷史文化或規範，將

有助於日後與社區工作時減少社區居民對工作者的懷疑或抗拒，計劃和策動時更

貼近社區與居民的需要，達致更理想的工作效果（莫慶聯，1997）。 對此，簡宏

哲、蕭至邦、陳茂祥（2016）總結指出，社區工作者在與居民接觸和建立關係前，

應該要接受進入社區前的培訓與教育，同時作社區的基本資料蒐集。而

Twelvetrees(2002)則建議在瞭解社區概況時，一方面可以去瞭解人口數、失業率、

經濟水平等比較硬性、量化的數據，另一方面可以藉由在當地服務或是與社區有

合作關係的相關人員，瞭解他們對社區的觀感、看法等軟性資料。透過到社區開

展的調查和對話、機構服務統計的分析、文獻資料的檢閱、次級資料的比較等方

式全面地探求出社區的感受性需求、表達性需求、規範性需求和相對性需求（鄭

怡世，2015）。 

二、 進入與起步階段  

在進入社區的工作階段，培力工作者之角色與服務關係的定位則是該階段

的討論熱點。目前台灣在社區培力的操作上偏向於使能的形式，例如學習如何

運用經費、如何經營社區；如若工作者僅以使能者或是解決問題的專家角色自

居，一昧鼓勵社區提升能力而未有對社區狀況作全方位考量，則可能會使社區

培力流於計畫書撰寫、經費核銷等操作化學習，導致社區在培力過程中更易產

生無能感和無力感，最終反倒變成了「去權」（趙雨龍、黃昌榮、趙維生，2003；

黃彥宜，2016）。因此宋麗玉等人（2012）認為，工作者在培力過程中的角色功

能應依據服務對象的需求和服務階段作調整，避免陷入權威角色。 

 



 

40 
 

作為進入社區的外來團隊，開展服務前對環境中權力關係的審視也同樣重

要。由於早前地理定位的限制，社區中會存在不同的組織和勢力派別（王業立，

2005）。張菁芬等人（2015）認為培力工作者作為外來團隊，在介入社區開展服

務時可能會因為不清楚社區內的權力結構和組織脈絡而誤觸社區組織的警鈴，

影響合作關係，因此需要培力工作者具備足夠的洞察能力評估社區中的權力流

動。劉弘煌（2016b）則延伸權力敏感度的部分，強調工作者應保持服務中的中

立態度，以避免服務質量被政治或其他利益因素所影響。 

三、 評估與規劃階段 

在評估階段，社區培力工作者需要就社區能力、社區需求和議題、社區居

民及領袖對需求議題的態度等層次進行評估（李易駿，2015）。社區能力是結合

社區人、事、物的社區資產和社區力量的總合，涉及居民和組織不同層面，包

含「有形資產」（如設備設施）、「人力資源」（如意識、技能）、「社會資本」（如

社區參與、網絡、志願服務）、「環境資源」、「財務資源」、「組織資源」、「文化

資產」等（黃源協，2011）。為提昇社區組織認清社區問題和資源的能力，培力

工作者可為社區發展協會提供更多評量工具，協助其評估和掌握社區狀況、瞭

解居民對社區的期待（賴兩陽，2013a）。 

對於社區需求和議題的蒐集，培力工作者可連同社區發展協會組織社區居

民，整理大眾對社區需求和議題的態度，例如透過舉辦說明會、座談會等會議

引導居民對社區公共事務的關注和發聲，提昇社區居民對於共同生活社區所存

在問題的覺察能力，激發社區居民參與的能力和意願（陳可慧，2005；詹秀員，

2010）；過程中也可喚醒居民的社區意識，透過對社區瞭解的增加也增強了居民

的社區認同和集體效能感（郭瑞坤等人，2007）。在整個評估過程中，社區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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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者需要釐清社區培力與社區議題之間的關聯，以便設定更符合社區發展協

會的培力目標和計畫（張菁芬等人，2015）。 

在完成社區及社區組織能力的評估後，社區培力工作者應基於民眾對社區

的期待以及最關切的議題界定社區問題，並為社區及社區組織的培力和發展設

定不同階段的目標（V. Harris, 2001; 李聲吼，2010）。制定培力的工作目標時需

要反思其是否能全面地覆蓋到培力的各方、是否對應到社區需求(Adams, 2003)；

覺察到文化和背景等不同的差異可能會造成部分群體參與社區的障礙(COSLA, 

2009)；對社區特殊族群和多元文化保持包容性並納入服務考量（黃光廷、黃舒

楣，2009）；思考都市化社區中多重需求和議題的處理（张菁芬等人，2015）等

等。當目標的確定過程中往往也會暗顯著群體間的利益衝突，對此社區培力工

作者應秉持「民主」和「居民自決」的原則，聯合服務群體進行積極的溝通和

協商（Henderson & Thomas, 2013; 李易駿，2015）。 

四、 行動與發展階段 

為了深化社區培力的影響，培力工作者需要對不斷行動反思實現在實務中

培力(empowerment-in-practice)(Adams, 2003)。例如在身份定位上，培力工作者

應以夥伴、聯盟而非專家學者身份與社區共處（賴兩陽，2013a）；長期地陪伴

和激勵社區走向自信、自立、自覺、自決（劉弘煌，2016a）。在培力服務的關

係上，工作者應避免樹立單向性的指導和協助關係，而是以協同夥伴關係促進

行動和發展；盡可能鼓勵社區「說自己的話」，聆聽社區的回饋，透過對話中的

反思提升社區自省能力，幫助社區最終實現具有建設性和有效性的權能運用（宋

麗玉等人，2012；陳可慧，2005）。 

在社區培力服務開展的部分，目前最常使用的方法是辦理研習課程（詹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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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2010），對此學者建議培力工作者可嘗試在課程中增添更多有趣的培力內容。

例如為培力課程設置多元主題，讓不同發展程度、不同發展議題的社區可找到

適合的課程；在開展時可採用不同於一般上課知識灌輸的模式，注入更多元有

趣的因素，加入互動性設計，搭配以相應的實務操作和輔導機制增加學以致用

的機會，激發社區在學習中的自主性、對社區問題的思考性、對問題解決的創

造性（陳可慧，2005）。 

建構和提昇社區能力是開展培力工作的重要板塊。劉弘煌（2016a）認為可

透過人力資本、社會資本以及組織資源的平衡互動建構社區能力，解決社區問

題，增進社區福祉，達到資源利用最優化。首先在人力資源層面，培力工作者

應為社區發展協會提供系列培訓和相關學習機會，協助社區組織和幹部建構社

區培力所需之觀念和知識技能（詹秀員，2010）；針對社區的志工團隊或其他自

主性團體，培力團隊也應不失關注，讓他們也能學習到掌握社區需求的能力（張

菁芬等人，2015）。針對組織資源的部分，黃源協（2011）提倡多進行社區間的

觀摩、參訪和學習，透過組織間的互動，強化社區資源網絡的構建和連結能力；

這樣與社區群眾、環境的連結以及社區間合作也有利於社會資本的凝聚與資源

獲取。在社會資本的方面，郭瑞坤等人（2007）指出透過調動社區參與可從人

力資本層面鞏固社會資本的根基，而社區發展協會的良好運作以及社區居民的

信任和情感連結也可保證社區能夠擷取足夠的資源真正自主地解決問題、永續

發展實現其願景。蔡弘睿與張菁芬（2016）進一步提出建議，認為在風險社會

之下，社區組織需要有調動多方規避風險的能力，社區組織應作為整合平台，

串聯個人、非正式團體和正式組織以增強社會資本，協力合作對抗風險社會下

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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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永續與結案階段 

當社區組織內部核心成員能夠獨立運作、開展多元化的活動，對外具備健

全的關係網絡、能夠積極參與外界行動，則表明社區工作進程已邁向成熟（馮

國堅、朱昌熙，1996）。為了讓社區培力進程得到能力累積和永續發展，社區組

織需要檢視過往的成果，並在檢討後重新調整發展的目標和排序；同時培力工

作者也會減少社區實務的介入，轉而退居幕後動員社區成員作為自身問題解決

的專家；即使離開社區後，也會持續追蹤一段時間，提供一定程度的輔導和協

助 （V. Harris, 2001; Henderson & Thomas, 2013; 李易駿，2015；馮國堅、朱昌

熙，1996）。 

作為社區培力計畫的服務承接者，培力單位可以幫助作為計畫提供者的政

府看到制度所存在的不完善並予以修正，以協助社區培力的落實、實現社區培

力效果的永續。例如培力制度的部分，由於社區發展時間和狀況不一，若一概

而論地運用同樣內容開展培力，不僅會加重培力工作者的困難，也可能使社區

難以吸收到其中內容（陳可慧，2005）。因此應將社區培力計畫推向分層級的方

向改進，依據社區不同的發展程度和能力提供對於的培力，同時結合評鑑制度

作考量，留意是否只有培力到資源較多的明星社區，避免制度上造成弱勢社區

的資源剝奪（劉弘煌，2016a）。 

基於社區發展協會普遍存在之資源障礙，放寬社區資源也是培力工作者可

向政府提議的層面。雖然社區發展強調自下而上，但並不能因此放任社區之發

展隨其自生自滅（黃源協，2004）。因此政府也需要從上而下地給予社區輔助和

協助，例如看到都市型社區面臨的機遇和挑戰，協助社區發展協會爭取活動空

間（劉弘煌，2016b）；在人力資源方面為社區提供分級分項的人員訓練以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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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養（賴兩陽，2013a）。除了給予硬軟體的資源，公部門人員還可一同學

習培力相關知能，幫助政府部門對社區的發展境況有更多同理（黃彥宜，2016）；

多親臨社區參與活動，體現出政府對社區的培力和發展工作滿滿的支持和重視

（賴兩陽，2013a）。 

權力結構議題更是培力很重要的部分，因此培力工作者應看到權力結構對

社區和社區發展協會的影響，並勇於與政府溝通協商。像是在講述社區發展協

會發展困境時提及其半公半私定位使其發展存在一定困擾，黃彥宜（2016）從

權力部分作了進一步解釋這樣定位的成因：政府因資源配置（掌控經費）和評

鑑機制（決定合法化）而與社區形成上對下層級關係，因此部分社區會在權力

關係上趨於服從、被控；而社區多忙於辦活動、處理小問題，難以處遇涉及結

構性之議題，也會影響公民參與。對此需要政府改善社區培力中權力不對等的

體制和制度設計；培力工作者作為社區的同盟也可加強對政府資源配置及其下

放方式的監督，協助減少社區內的資源爭鬥，促進不同主體的共同參與。當然，

社區培力工作者作為政府方案的承辦單位，在處理權力議題時可能夾在政府與

社區之間存在著些兩難的狀況。但以培力觀點而論，培力工作者需定位好與政

府的夥伴關係，保有雙方協商的空間，避免成為政府置於社區之夥計乃至權力

工具，以此才更有可能實現社區培力所需之權力結構和制度的調整（黃彥宜，

2016）。 

上述文獻呈現了社區培力工作一般步驟，至於社區組織培力方案的執行單位

進行社區培力的過程會是如何，其所運用的策略和呈現效果又跟文獻會有何異同，

皆為本研究有興趣一探究竟的議題。 

 



 

45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第一節 研究方法 

社會科學研究可分為量化與質性兩種取向。量化研究主要是對研究過程進行

邏輯的演繹，透過客觀事實的測量，盡可能呈現事物的全貌；而質性研究則是對

研究過程進行邏輯的歸納，透過建構社會真實之下的主觀經驗，深入地詮釋現象

的意義（王佳煌、潘中道、郭俊賢、黃瑋瑩，2002；潘淑滿，2003）。正因為質

性研究的特性，因此其常被用於探索鮮為人知的現象或議題，探究其中的發展脈

絡及演變過程（鈕文英，2012）。 

從過往文獻資料中可發現，社區培力有不同的發展取向，都市區的社區發展

協會也可能面臨各種發展議題，但相對較少資料幫助大眾瞭解目前臺北市的社區

組織培力方案會是基於何種培力取向、採取什麼服務模式。所以本研究選擇採用

質性研究方法，藉由深入探究臺北市社區組織培力方案現行的服務經驗，瞭解服

務中可能出現之困境和因應方法，覺察培力單位和政府單位行為經驗背後蘊藏的

培力理念與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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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壹. 研究對象的選取 

鈕文英（2012）指出，立意取樣是質性研究中最常使用的取樣方式，即根據

研究設計選擇能夠詳盡地為研究問題提供資訊之人、時間、地點、事物等。本研

究著重於從探討臺北市社區組織培力方案的培力經驗，為呈現更豐富的經驗方資

訊，因此本研究以立意取樣的方式，選擇方案承辦單位之工作人員作為主要研究

對象，輔之以方案委託單位之相關負責人的觀點，幫助研究不同層級對於社區培

力工作的經驗和看法。又因為考量每期培力方案可能會因承辦單位的不同而有不

同的服務側重，為了更聚焦現階段方案的施展情況，因此將研究對象設定為現階

段承接臺北市社區組織培力方案的兩個單位的一線工作人員，且需有至少一年的

方案服務經驗。綜合上述條件，最後邀請了現（曾）任承接臺北市社區組織培力

方案的培力單位工作者共五位，現（曾）負責臺北市社區組織培力方案相關工作

的政府承辦人員共二位，基本資料如下。 

表 6 

受訪者基本資料整理 

編號 現職/曾職單位 專業證照/專業背景 

GO1 社會局人民團體科 社工師 

GO2 社會局人民團體科 社工師 

AW1 培力單位 A 園藝景觀 

AW2 培力單位 A 社會學 

AW3 培力單位 A 社會工作 

BW4 培力單位 B 社會學 

BW5 培力單位 B 社區規劃師 

註：GO為政府編號，A/B為培力單位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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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邀請管道和過程 

關於培力單位工作人員的部分，研究者先是透過臺北市政府社會局關於社區

組織培力的公告資訊，獲取了現承接社區組織培力方案南北兩區單位的資訊，其

後寄送訪談邀請信函（參見附錄一）至兩個培力單位的公共信箱，簡要說明研究

主題、動機及目的並附上訪談大綱（參見附錄二），以電話聯繫確認信件寄送狀

況順帶澄清研究要求。經由機構單位回覆符合要求受訪者之具體聯繫方式後，再

次逐一寄送研究相關資訊確認受訪意願。 

關於政府單位工作人員的部分，研究者經由搜索臺北市政府社會局的工作人

員訊息以及指導教授的協助下，獲得曾負責培力方案業務的承辦人員名單及其聯

繫方式，再透過郵件和 line告知相關研究內容和訪談的邀請。 

在確認受訪意願後，研究者配合受訪者方便之地點和時間進行訪談；在正式

訪談前，研究者再次說明研究內容、訪談大綱、後續資料處理的倫理議題，確保

受訪者瞭解其相關權益後簽署參與研究同意函（參見附錄三）；過程中及時釐清

其對研究的疑惑、意見等，每次訪談時間為 2小時左右。 

 



 

48 
 

第三節 研究資料的蒐集 

本研究選擇深度訪談法，以半結構式訪談大綱輔佐資料蒐集。以下將具體說

明蒐集方法選擇原因、所運用工具及準備過程。 

壹. 資料蒐集方法 

深度訪談(in-depth interviews)意旨研究者通過與受訪者的對話與互動，進一

步瞭解受訪者的認知、見解、主觀感受，藉此不斷建構現象的本質和行動的意義

（高淑清，2008；潘淑滿，2003）。透過深度訪談，研究者可以有更充份的時間

深入和全面地掌握事物的全貌，也得以在此基礎上真正掌握研究對象行為背後的

社會脈絡和意義脈絡（陳介英，2005）。本研究運用深度訪談法，創造平等、信

任、接納的訪談氛圍，傾聽培力工作者和政府人員關於社區培力及培力方案的經

驗和想法，盡可能探索他們經驗背後的情境脈絡，從資料中整理現階段服務之行

為模式，進而思索模式和策略的改進。 

貳. 資料蒐集工具 

為了讓研究保有嚴謹性之餘更具開放性，本研究以半結構式訪談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進行。於訪談前擬定具大致方向和結構的訪談大綱作為

研究者自身以外的輔助工具，在訪談過程中隨訪談之情境對其中內容和次序進行

適當調整。在受訪對象同意的情況下，將結合錄音及簡短的田野摘要記錄，幫助

後期資料的整理。本研究的訪談大綱針對政府工作人員和社區培力工作者分別設

計，內容上均大致分為兩個部分：先瞭解受訪對象的基本資料和工作內容，再深

入探討其對於社區培力的認識、現階段方案執行的看法、日後服務的建議等（詳

情請參見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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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資料蒐集過程 

訪談前，除了進行研究對象的選擇和邀請，研究者閱讀了方案過往成果報告、

關注培力團隊所創建的臉書社團以豐富自身對社區培力相關議題的認識，謹慎覺

察訪談中可能面對的議題和應對策略，身心裡外都做好萬全準備。 

訪談進行時，研究者依循訪談大綱進行介紹和逐漸的引導、澄清、深入對話，

訪談過程中不斷覺察自身是否遵循了談話的目的性、交流的雙向性、互動的平等

性、原則的彈性以及傾聽的積極性等訪談特性（潘淑滿，2003）。 

訪談後，由研究者本人完成了逐字稿滕打和資料分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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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資料分析與研究嚴謹性 

壹. 資料分析方法與步驟 

質性研究的資料分析實際是「概念化的過程」，而編碼登錄則是將研究資料

逐漸建構成理論的分析技巧，包含開放譯碼、主軸譯碼、選擇性譯碼三個步驟（潘

淑滿，2003）。本研究選取主題分析法(Thematic Analysis)進行譯碼和歸納。 

Braun和 Clarke (2006)指出主題分析法在質性研究中被廣泛運用，並將其定

義為「一種對資料進行識別、分析、揭示組型或主題的方法」。高淑清（2008）

在整理了不同學者對於主題分析法的定義和流程後，認為主題分析法重在找到文

本中蘊含的主題，並發掘出主題背後的意涵，這樣的發展取向需要不斷回到文本

資料進行再三檢視。因此其提出主題分析應當結合「詮釋循環」(hermeneutic circle)

和「詮釋螺旋」(hermeneutic spiral)兩個概念，在「整體與部分」的綜融循環中更

透徹瞭解文本的意義，以及在「先前理解與理解」的來回檢視下呈現出更切合本

質的理解和詮釋（高淑清，2008）。 

基於上述觀點，本研究採以下步驟進行資料分析，期間將反覆對資料進行選

擇和分析。 

一、 由研究者自身進行逐字稿的謄寫，反復閱讀以熟悉資料，形成對整體的

初步理解和省思。 

二、 對逐字稿進行標記和開放譯碼，從部分發現事件和經驗背後的脈絡。 

三、 再次審視文本整體，捕捉對整體經驗新的理解和再省思。 

四、 對前一輪循環生成的理解進行部分的解構和重建，以開放態度對意義

單元進行新增、或重命名、又或是合併歸納成子題、次主題（主軸譯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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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最後萃取出能夠彰顯研究主軸的概念（選擇性譯碼），形成主題、次主

題、子題的主題組型，進行資料的理解與詮釋。 

依據研究問題與目的著重提取關於社區培力推動內容、培力過程的實務經驗

及所遇困境等有意義之訪談內容進行歸納和整理，並逐步發展出相應的子題、次

主題、主題命名（如表 7所示），最後建構呈現出本研究之脈絡和結論。 

表 7 

訪談逐字稿編碼發展範例 

逐字稿 
發現事件與脈絡 反覆省思調整命名內容 

摘要 省思 子題命名 次主題命名 主題命名 

我的習慣我會上網看一些資料。就

會先google一下理事長的名字，他

之前有沒有一些特殊的事情啊。比

如說上網查一查發現這個理事長之

前因為有一些事情，就去關過，之

類的。或者是說，問其他熟的里長，

對於這個組織的觀感怎麼樣。我覺

得都是作為一種參考。（AW2） 

受訪者進

入社區前

的準備包

含搜索資

料、從已

有人脈打

聽社區狀

況 

一般瞭解社區的方式

是查閱正式文件像是

評鑑資料、統計數據

等等，但實際社區與

人的互動和觀感之類

看起來「不太正式」

的經驗也利於幫助工

作者貼近社區的面貌 

認識社區

與資訊整

理 

(前期準備) 

進入社區

的策略 

培力團隊

施展方案

的策略與

經驗 

可能社造的層面，會希望先往前拉，

他一旦做起來之後，有點像母雞帶

小雞，或者是粽子，一捾肉粽（台

語）。就是需要有這樣子的家族形

成，然後不然你都依靠那個專業者

或者是輔導團隊去做，很難，譬如

說很難兼顧到那麼多啦。那怎麼樣

把社區裡面的人，拉上不同的層次，

譬如說有些也許可以擔任那個輔

導，的初級輔導。然後有些甚至他

可以變成師資了，他其實可以去傳

講他的經驗。那這樣子的那個輔導

層次就有很多樣，而不會只專靠一

個輔導團隊。（BW5） 

受訪者期

待可以用

母雞帶小

雞的方

式，將有

能力的社

區培養成

師資去帶

動下面的

社區，減

少對外界

專業團隊

的依賴。 

社區培力的動向其實

不是只有培力團隊直

接對社區輸出輔導和

輔助，還可以是培力

團隊培養社區、再由

社區對社區進行協助

與串聯，讓整個培力

工作的能量不只停留

在培力團隊本身，避

免培力團隊撤退後社

區培力的既有運作和

社區動能也就隨之消

失 

促進社區

間的橫向

串聯 

(社區帶動

社區) 

社區培力

的內容與

經驗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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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嚴謹性 

質性研究常常被量化研究質疑嚴謹性不足，但實則因質性和量化源於不同的

背景體系，兩者難以用相同法則作比較定斷（Liamputtong, 2013; 姚美華、胡幼

慧，2008）。對此，Lincoln和 Guba (1985)，發展出質性研究的四個評估標準：可

信性、遷移性、可靠性、可確認性。針對這四個方面，本研究結合學者觀點（Lincoln 

& Guba, 1985; 高淑清，2008；鈕文英，2012；潘淑滿，2003）用以提升研究嚴

謹性的方法策略如下： 

一、 可信性(credibility) 

意旨所搜集資料的真實程度。本研究採用多元測定的方式，訪談對象上除

了設定培力方案承辦單位，還有政府負責人員；除了蒐集訪談資料，還有蒐集

培力單位的期中期末報告、網路社交媒體上的活動資訊、網路新聞報導等，更

有實際參與部分方案活動，以期通過不同角度的對照更周全地呈現社區培力的

服務狀況，盡可能增加研究的可信性。 

二、 可轉移性(transferability) 

重在研究者能運用有效的文字轉換研究對象所陳述之經驗和感受。本研究

使用立意取樣的方式，設定研究參與者的特徵；結合訪談過程中觀察到的非語

言資訊，以便讀者掌握研究的對象和其所處情境。 

三、 可靠性(dependability) 

主要檢驗研究者如何運用有效的資料收集策略、取得可靠資料、得出可靠

分析結果。在訪談進行時，研究者都會先與受訪者充分溝通建立信任關係，讓

受訪者能夠相對沒有顧忌地分享其經驗；遇到不理解的語言（如台語）或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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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跨專業詞彙）時，會與受訪者及時釐清含義，以保證訊息的正確理解。此

外，也有不時與指導教授討論每一研究細節，立求每一步驟合乎邏輯。 

四、 可確認性(confirmability) 

在於保證研究的客觀性、一致性和中立性。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不斷反思

和覺察是否存在影響研究結果的偏見，嚴格遵循研究倫理，也會保留和詳實陳

述研究過程，以為資料的判斷和檢核提供確認準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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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者角色與研究倫理 

壹. 研究者角色 

研究者本身作為質性研究的重要工具，其角色和定位會作用於研究者和研究

參與者之間的互動關係，使研究者難以「客觀」地看待自己的「主觀性」，進而

影響整個研究的品質（陳向明，2002；潘淑滿，2003）。研究者在大學及研究所

階段均就讀社會工作專業，曾修習「質性研究」、「社區工作專題」等相關課程，

到台灣就學以來一直持續關注社區組織發展的新聞動態和相關活動，研究所兩次

實習皆選擇了社區型服務單位，這些見識和經歷都幫助研究者具備一定研究知識

技能，而過程中所習取的對台灣社區服務狀況及組織經驗的瞭解，也有助於研究

者減少可能存在之文化差異，在研究進行時更能理解受訪者的經驗分享。 

在進行研究的前期準備時，研究者深知自身作為跨文化學習者對於台灣的實

務研究是存在「不知」的，因此研讀了大量關於台灣社區發展的書籍與文獻，以

期豐滿對未知研究議題的掌握和理解。而古語有言「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

要躬行」，故在研究中也陸續參與了一些社區組織所舉辦的活動、與社區相關的

社區認證，多面向地瞭解社區本體、裡面鮮活的各方互動，縮小文獻與實務的想

象差距。研究過程中，研究者秉持「研究者」的角色，在與研究參與者接觸時謹

慎處理參與者作為本研究議題的「菁英」，可能存在之影響訪談內容蒐集的如關

係中的權力與對抗、所提供資料過於謹慎等議題（王麗雲，2004）。積極開放自

己的視野來聆聽和理解參與者的經驗分享，在遇到與自己過往認知有差異之時會

秉持自我意識的批判與反思，在文本資料的描述、參與者的分享之間反覆閱讀咀

嚼，找到研究者自身對研究現象和議題更深刻的思考與覺察，結合所見所思作出

相對貼近原貌的表達。（鈕文英，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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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倫理 

質性研究方法的非結構化和不可預測性，加之研究者和研究參與者間的密切

互動關係，使得遵守研究倫理成為研究中極其重要的一項責任(Liamputtong, 

2013)。本研究依照潘淑滿（2003）指出的倫理規範，謹慎設計研究的每個細節，

以防研究對象在研究中受到傷害。 

一、 知情同意絕不欺瞞 

知情同意是保護研究參與者免受傷害和剝削的必要手段(Hesse-Biber, 2017)。

因此研究者在研究進行前誠實公開地告知研究之目的和內容、研究參與者之協

助內容、風險和權益。確認研究參與者對相關資訊的瞭解後，邀請其簽署參與

研究同意函。分析資料時也不斷評估研究資料對研究參與者之可能傷害，並綜

合對研究結果的影響選擇折衷方式呈現。 

二、 尊重保密避免傷害 

Babbie指出，匿名原則是指研究計畫做到研究者和讀者均無法辨識資料反

應所屬的研究對象（林秀雲，2016）。但鑒於社區組織培力方案為政府方案網上

皆有工作人員公開資訊，恐匿名之下仍會暴露受訪者身份。因此，本研究遵循

保密原則，以任職單位為集體呈現研究參與者資訊，且盡可能減少有明顯辨別

性的個人資料，避免讀者在閱讀時將訪談資料和特地研究參與者聯結。研究進

行時，研究者也時刻留心分寸的把握，當面對受訪者覺得為難或不願揭露的問

題，不過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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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遵循互惠原則 

為答謝研究參與者對研究的參與和奉獻，本研究向七位受訪者贈予了感謝

卡及貳佰元超商禮券。研究完成後，也遵循受訪者之需提供論文紙本或電子全

文一份，讓他們得以瞭解自身經驗之寶貴、對於研究之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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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節先是圍繞兩位政府承辦人員的訪談資料，呈現出組織培力方案的發展

脈絡；再綜合其他五位培力工作者的分享，讓讀者可以看到方案在執行的樣貌以

及過程中存在的困難及其因應，最後一同探討對培力方案的看法和未來發展期盼。 

第一節 培力方案的發展與施行 

壹. 培力方案的發想 

據文獻資料顯示，台北市的社區組織培力方案於 2013年正式施行。在提出

培力方案以前，台北市的社區工作主要體現為行政化事務，未有專精人力輔助社

區發展。 

「每個縣市都在做，也都是行政化。中央這麼多年來的社區發展業務，

其實一直停留在政府部門裡面，去扶持輔導社區辦理協會這樣。很多縣

市只有一個人在辦這項事情，甚至他還要兼辦很多其他的事情。」（GO1） 

回溯社區發展的進程，儘管撤除了專業人力輔導社區的做法，但隨著其後政

策的發展，行政院（台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2004）、衛福部（福利化社區旗艦

型計畫，2005）等都對社區發展協會賦予了諸如與專業團隊合作、服務執行和傳

遞之類的期待，這讓基層組織的能力裝備顯得尤為重要。 

順應社區培力的發展熱潮，社會局的人團科於 2011年跟 2012年委託楊志彬

老師和劉弘煌老師開展了培力工作的實驗方案，而試驗後也發現社區在發展尤其

是資源連結方面存在輔導需求。 

「那時候別的縣市有做委託方案，就台北市沒有…被評鑑的時候，每個

老師都說我們應該要做培力方案。」（GO2） 

「他們需要被培力，需要更多的協助。不然他們沒有辦法往社區發展的

方向走，逐漸地壯大。因為有時候光這個理念，光你要克服很多技術上

的困難，包含去收集資源，都需要一些資訊，一些幫忙。」（G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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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形式設定與委外標準 

一、 方案形式設置 

在試驗方案呈現了社區的發展需求後，台北市社會局的人團科在 2013 年

以後成功爭取到經費與長官支持設置社區組織培力方案。對於為何要設置成方

案而非交由人團科自身工作人員直接執行社區培力工作，受訪者 GO1表示，委

託民間單位推展社區工作一方面便於經費的設置，另一方面也符合政府促進民

間參與的理念。 

「公部門要聘人是困難的，人事員額是整個市府在管控的…在委辦費的

擴充比較容易的。而且其實政府一直在精簡，也在倡議，促進民間參與，

本來就沒有要讓政府擴充我們這邊的運作。」（GO1） 

在確定標案形式後，因為考量到方案的發展有很多不確定性，加上培力團

隊也可能會有品質流動，故方案設定為每兩年重新招標一次3，以便能保有調整

培力團隊的彈性。 

「一個團隊裡面變數很多，包含他用的人，跟他能夠做出來的品質…考

慮對方案的穩定性，我們要重新招標，也許可以做一些調整，團隊可以

轉換…當你還互相有很多不確定性，大家都還在發展這一塊服務的時候，

其實短一點，好像還是有必要。」（GO1） 

在服務量上，雖然培力計畫設置的是每區一年至少服務七十二個社區，但

方案對於這麼大案量的服務認定上是較為寬鬆的，更看重的是重點培力的質量。 

「雖然要他們總共三個人力做七十二個社區，可是真正比較深、頻率比

較高的，要求他們就是十個，重點培力。那其他的其實就資訊，即使少

到只是來參加你的課程，都可以當作是開案的、有開始服務的對象，願

意跟你建立合作服務關係的 case。」（GO1） 

                                                             
3 從 2017年開始標案時長發生變化：2017年僅為一年標案，2018年則改為時長三年的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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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方案目標的演變 

方案剛開始推行時，主要目的是幫助社區的組織發展，但並無就此設定很

具體明確的方案目標，更多是交由承接的專業團隊針對社區自身目標自由發揮。 

「組織發展層面，也是我們委託方案，希望他們比較主要的目的。」（GO1） 

「我們並沒有假設，認為培力方案應該做什麼、目標是什麼。因為當時

還是很 pure 地認為說，社區會有自己的目標…而是直接給老師一個很

中立的，你們認為應該做什麼，就做什麼。」（GO2） 

不過，基於方案由社會局推行，受訪者 GO2表示言下還是會期待方案能協

助社區組織推動社區照顧。 

「這是我們社會局想要做，當時這個方案還是希望以照顧、關懷優先，

可是並沒有要求。可是我覺得如果連社會局都自己不做照顧關懷，那誰

會做。」（GO2） 

發展至今，方案對於培力的目標有兩大重點，主要是希望提升社區發展協

會的組織力，同時也期待協會能透過議題發展他們的能力。 

「整個社區培力現在分成兩個層面，一個是他們鄰里組織的組織力成長；

另外一個就是針對他們所關心的生活裡面的各種面向，他們會選擇去做

什麼樣的主題…兩個面向其實是會在操作的過程裡面交互為用。」（GO1） 

目標上增加聯合議題發展的原因，一方面是發現社區的發展很容易原地踏

步，另一方面是留意到台北市專業社群的蓬勃升起以及他們進入社區推行議題

的不易，故希望方案能促成兩者的互動和合作，幫助他們相互帶動提升。  

「你給他（社區）經費，他可能停留在會的事情，就沒有努力把事情做

得更到位、更符合、更大，除非他去跟做這個主題的專業社群合作…（專

業社群）他需要跟在地合作，才能針對某個區塊發展出關心議題…透過

跟居民組織合作，很多東西也許就可以有不一樣的操作方式。」（G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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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對方案目標的理解 

一、 政府的考量和期待 

(一) 團隊的選擇 

在起初沒有太多發展目標的時期，因考量到方案隸屬於社會局以及社工

對資源連結的擅長，方案早期將承接單位限定為社工背景的專業團隊。 

「我們一開始其實早期的時候…是要求要有社工。因為這個方案在社會

局，所以會希望他是社工的確是很難避免的。」（GO2） 

「臨床讓社區培力有專門的人力去做，後來也發現，這些是所謂的資源

連結的概念，社工就很熟…在社工領域其實還是有一群人就是個案、團

體、社區嘛，對社區就是有一種使命感。」（GO1） 

後來因應議題發展目標的增加，因此近年開放給擅長以議題吸引居民參

與的社造專業團隊一同參與。 

「我們現在把居民組織當作一個載體，會讓他跟社區需要的各種主題的

專業社群，就像社造，他們常會發展出很多吸引居民參與的策略。」（GO1） 

不過受訪者認為，相較於專業背景，在挑選承辦單位時會更看重培力團隊

對社區的熱忱與工作經驗。 

「不管是社工大學，或者是社造團隊，很重要就是他們對這領域有興趣，

因為其實給的錢真的不是很夠…所以我們會去找，都是他們有興趣、有

使命感，然後有經驗。」（GO1） 

(二) 工作的期待 

除去經驗和興趣，承辦人員認為培力團隊需要具備與社區快速建立夥伴

關係的能力，幫助培力經驗作系統性整理；在關係的把控上，承辦人員會希望

培力團隊能夠更靠近社區、與政府保持一定距離，協助政府與社區溝通同時避

免過度替位政府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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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專業工作者，必須要能夠很快地讓社區銜接…能夠跟社區重新建

立關係…可以跟社區一起工作，是夥伴，不要保持距離。在過程裡面，

他們能夠有系統地整理經驗，變成是可以分享的一種專業。這樣子它才

能往前走，才有可能擴充服務。」（GO1） 

「他應該站於第三方的角色，就是我們跟培力團隊的關係應該是，有時

候政府的政策如何有效地轉達給他們，就是傳達啦，而不是要求…我們

如果不保持距離，他很容易變成我們，他很容易代位我們…培力團隊就

是政府，政府就是培力團隊，那我不用委託啊我再聘人就好。」（GO2） 

對於方案培力工作的執行，承辦人員則是希望培力團隊能以社區為主軸，

發揮中介者角色協助社區與社群的媒合；進而期待社區能夠在培力團隊的協

助下建構社區資源網絡，彌補政府資源的不足。 

「從建制網絡，讓他們在一起，譬如說資訊，就讓他知道；或者是有讓

他們互動的機會，他們真正可以合作那個叫做，服務媒合，就要變成是

一個中介者的角色…社區跟社群之間，做到成功讓他們合作。」（GO1） 

「我們希望他用實地，直接去輔導，以社區為主軸，去講社區培力的方

案…網絡是我們後期，因為有些聯盟他們的一些民間資源，當政府資源

不足的時候，我們認為他應該評估建置一個網絡。」（GO2） 

服務媒合的更高層次，是將社區建構成多元力量共融、可滿足不同主體需

求的互助體。 

「更高一個層次是希望社區形成一個互助體，各種力量都能夠參與進來，

然後他回應不同對象的需求，也有不同力量的參與，這個本來就是社區

工作最總體的概念啦。」（GO1） 

受訪者 GO1認為，社區組織的培力和輔導，背後是公共的參與和付出，所

以受訪者期待方案最理想的狀態是能夠在制度上更清晰地建構出公眾的參與，

吸引更多的民眾和社區組織參與社會幫忙公共事務的推動。 

「制度如果可以更清晰，讓他們發現這是一個公共參與，今天人到後來，

其實除了自己私的需要，會發現說你會願意多一些公共的付出…不管在

制度面或者是成效面，能夠讓更多市民可以看到，能夠擴大參與，更多

的社區組織能夠站出來，能夠推動一些事情，那就是最好了。」 (G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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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培力團隊的認知與思考 

(一) 培力實踐的樣貌 

在承接和執行培力方案時，培力工作者各自對於社區培力有著不同的想

象和期盼。有的認為社區能知悉自己所想，有能力做好自己想要達成的事情即

可；有的受訪者則關注高層次的公民社會建構。 

「就像如同社區他們想要做的事情一樣，他們不外乎是想要把社區變得

更好而已，其實很單純。那我覺得如果能夠幫忙他們，會覺得有意義的

話就好了，不會說一定要達到什麼目標。」（AW1） 

「從認同感到光榮感的引導，到他有能力去產生行動去做事情，這其實

是一個光譜，逐漸讓他們從了解、反芻、形成行動力、願意去做。」（BW5） 

「想要創造一個，公共性的、公民的社會…大家願意多關心除了自己個

人之外的公共的事情，對於這種事情是願意投注心力去了解，跟願意發

起行動。」（AW2） 

針對很多文獻會討論的，社區培力的工作重點應該是能力培養還是權力意

識提昇。有受訪者提出兩者其實更多是並行發展的，因為權力意識的覺醒也需

要有具備一定能力基礎。 

「我覺得是並行的欸…當你覺醒之後，你要去做到所謂的對抗或者是要

去反壓迫，你一定要具備有些能力，才能去抵抗。」（AW3） 

至於培力工作在台北市這樣的都市開展是否會有特別差異，有受訪者分

享在都市社區進行社區營造時確實會存在一些經驗的不適用，需要更細緻地

匹配不同類型對象可合作發展的目標，強化社區的網絡和連結。  

「都會的社區培力的目標、對象，其實他需要更廣或者是更細緻區分，

才能找出他們可以各自合作的部分。工作策略上面跟方法其實都不太一

樣，在都會其實比較強化網絡的連結。」（BW5） 

「比如他去社區參訪，看很多社造的經驗或案例，帶回來的時候發現他

所在地方是一個純住宅區，純住宅區你要叫他種田嗎？…不可能種出一

個農作物產業出來，所以其實在都會型推社造時會不那麼適合。」（BW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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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面對經驗借鑒可能存在的不適用，又有受訪者認為工作者在培力社

區、學習其他地方經驗時，更多應該是培養社區做事情的視野，而非照搬樣子

回去仿照施展。 

「比較重要的是，他們可以經驗到原來社區有很多不同的樣貌…這個協

會是在做什麼，然後他是怎麼在想這些事情，而不是只有看到，學了一

套樣子回去。」（AW2） 

培力在不同地區的工作方法可能會有不同，但培力目標不應因為地域而

有所差異。 

「位在不同位置的社區，當然他都會有他的差異在…你會採用的工作方

法可能不同，但所謂的社區培力不應該因為地域的不同而有不一樣的，

目標嗎？或者是說有不同的看待啦。」（AW3） 

(二) 社區培力的對象 

比較有趣的討論是社區培力的對象，有受訪者認為因為社區組織培力方

案隸屬社會局、用的是社區的經費，因此對象設定為社區發展協會無可厚非。 

「跟社區的工作，當然是不一定要社區發展協會。可是回到現實狀況，

因為這個標案是社會局，他所服務的就是社區發展協會…你很難說服，

包括我們跟公部門說，跟社會局說，你的這筆錢不要只用在社區發展協

會，包括其他的人也好，我覺得怎麼樣你都說不過去。」（AW3） 

但如果拋開標案單純從培力這件事來看，不少受訪者覺得培力的對象應

該是多元的，包括在裡面居住的居民、工作的社群、參與活動的群體。 

「照標案限制的話是社區發展協會沒錯，但如果撇開標案的限制，其實

培力這件事，甚至是地方團體文史工作室，都會是培力的對象。」（BW4） 

「我覺得社區培力不會僅限於社區發展協會…不管是居住在社區的人，

或是在社區裡面工作的人，在社區活動的人我覺得都是對象。」（AW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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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小結 

培力方案實踐前的情況印證了文獻探討的文章所述，自政府將發展重心轉至

新興的社會福利需求後，社區一直處於缺乏專業人力細緻陪伴的境況（李易駿，

2017）。而社區實際有輔導需求，因此培力方案的存在是具必要性及重要性。 

由於培力方案屬於初始嘗試，因此方案起初在標案期限和承接單位的專業背

景的開放性有所保留，承辦單位皆為社工專業背景的大學團隊且留有兩年一換的

彈性，到近年才延長標期及開放專業背景，同時在服務案量上也體諒實際工作的

不易作出了標準的放鬆。這樣的彈性一定程度對應了縣市政府以方案形式委託專

業團隊輔導社區時對專業性的期待，若專業團隊對社區的認識不足、專業服務效

果不穩定，都可能會影響方案的後續委託意願（李易駿，2012b）。 

而方案發展目標依據先後期可劃分為兩大方面，前期主要是給予培力團隊自

由發揮的空間，期待能藉由方案協助社區成長、幫助政策推行。推行至近期階段，

方案在組織力基礎上增添了和社群合作的期待，希望社區的發展能夠因專業社群

的加入而有所創新。該期待理念與廖嘉展、江大樹和張力亞（2016）所提倡的「社

群跨域治理」模式有異曲同工之妙：因為社區存在的問題常常是多元的，若能突

破社區的行政疆界，吸引不同社群和資源群力參與社區議題，不僅能消除世代、

學科、空間等參與鴻溝，還能有助於社區在動能不足時獲得其他社群的協力，保

持社區的可持續發展。 

透過訪談可以看到，對於方案目標和執行，政府將關注點從培力團隊的專業

調整為社區工作經驗和熱誠，從開始期待培力團隊以社區狀況自由發揮逐漸延伸

出針對角色把握、關係距離、網絡建制、社區共融等方面的期盼。而培力團隊對

社區組織培力呈現出多層次的期待，會思考培力的面向與對象。針對都市社區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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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大多工作者認可都市培力相較鄉村社區有其差異性，有受訪者認為都市培力

需要在工作方法和策略上更注重網絡的連結；但有受訪者提醒在比較和學習不同

類型地區的培力經驗時，應保持培力內在目標和意涵的不變，著重學習地區發展

行為背後的理念與精神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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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培力團隊施展方案的策略與經驗 

本節將大致勾勒培力團隊一步步進入社區的圖像，再逐步呈現培力團隊的工

作者在過程中的所思所為及其角色功能的發揮。 

壹. 進入社區的策略 

一、 初步接觸與互動建構 

為了能夠順利地與社區互動，在與社區正式工作之前，工作者會與社區進

行一些初步的互動和瞭解準備。 

「就很像家訪，取得社區名單之後，不管從區公所或是我們自己原來有，

我們就會打電話跟他說我們要拜訪。」（BW4） 

(一) 排定拜訪的優先順序 

鑒於人力精力的有限，培力團隊在實際操作上會先選取要優先拜訪瞭解

的社區。培力單位 B 是根據對社區的熟悉程度劃分工作先後次序，一開始先

針對過往經驗中較少接觸的社區進行拜訪瞭解。 

「一開始先地毯式了解，譬如說社區的整個狀況，因為動能高很多我們

都認識了很熟了，反而需要去了解動能不夠的怎麼樣去推。」（BW5） 

(二) 由公部門陪同引介 

培力單位 A 是先與社會局討論出第一輪拜訪名單，再請社會局人員一同

前往社區作第一次見面的介紹，幫助工作者與社區搭起關係建立的橋樑，也讓

社區更清楚培力單位進入社區的目的。在看似「授權」的初次接觸後工作者才

會再個別地與社區作後續聯繫。 

「委託單位要先做橋樑的角色，幫我們介紹給社區，因為社區認得的是

他們而不是我們。有正式介紹會讓社區比較清楚你們是誰、想要來幹什

麼，也會知道我們是帶著目的跟別人的一些期待來的。那所謂第一次的

很普遍性的介紹之後，我們才會去跟個別的社區接觸和聯繫。」（AW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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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B的工作者也在經驗中發現，在尚未建立工作關係、雙方還在試探性

接觸的準備期，連同官方代表進行社區拜訪更利於獲取關係建立的信任基礎。 

「曾經打過去他（社區）跟我們說，你們是誰？可我沒有聽過你們協會！

然後把我們當詐騙集團直接掛我電話；還有跟我說你們是社會局委託那

你們寄公文過來就行…後來就跟區公所協調說跟區公所承辦人一起過

去，至少有個官方代表。」（BW4） 

(三) 後續關係推展的選擇 

在初次試探後，工作者大概會在三種情況下與社區進一步建立關係。一種

是社區在試探性碰面後主動連結，一種是政府希望培力團隊主動介入，還有一

種是社區在參與機構活動後自發聯繫。 

「一種是聽了社會局介紹後，社區覺得我很需要…他們會主動來找我們。

一種是社會局重點培養的明星社區，他希望我們再進去讓他們更閃閃發

光；或者是社會局覺得很糟糕但他們又很喜歡找麻煩的。那另外一種是

他先來參加我們的活動，之後覺得還不錯，才跟我們產生關係。」（AW3） 

建立關係後，工作者表示會視社區主動性和需求性調整工作頻率，積極主

動的社區相應地會更常拜訪。至於沒有進一步建立關係的社區，若其沒有明顯

的動能或培力意願，則更是會等待社區主動聯繫時再予以協助。 

「更積極的一定會比較常去，有些就變成定期性拜訪；有些根本不需要

幫助，可能定期去打招呼，告訴他最近有什麼新的方向，你有沒興趣之

類的…有些社區其實沒在動，你硬要跟他约，他也会很反感。」（AW1） 

「如果覺得他沒有需要，或是他好像沒什麼動的意願，可能去一次就不

會再去。但他如果找上來的話，我還是會服務，只是不會主動去。」（AW2） 

「如果真動不了就放生啊，對不對，就像一個孩子坐在那裡他一直就不

吃飯你會硬塞給他吃東西啊？」（BW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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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認識社區與資訊整理 

無論前期是否與社區作試探性的初步接觸，在面臨需要與社區進一步推展

關係時，工作者會運用正式資料與非正式資料對社區作初步評估，這也能為後

面整理社區需求和設定計畫提供基礎資料。 

例如藉由上網搜索社區報導和介紹、翻閱官方統計數據及社區獎評資料、

機構過去所蒐集的社區資料等方式，瞭解社區較為官方的公開的資訊。對於一

些明文紙本下的「社區八卦」，則可透過已有人脈或是與社區有互動經驗的公部

門人員打聽社區狀況幫助摸索地方關係。 

「會先 google 一下理事長的名字，他之前有沒有一些特殊的事情…問

其他熟的里長，對於這個組織的觀感怎麼樣。」（AW2） 

「政府公開比如說人口數，新移民數量，老人、人口分佈，瞭解社區結

構。有需要再回頭問社會局跟公所過去跟社區互動的經驗。」（AW3） 

「本來就有資料庫，之前用里的議題整理過，接計畫後就再仔細搜尋協

會推動過的議題…其他就自己搜尋啦，譬如說得過什麼獎或是評鑑，就

可以了解他的動能狀態，或者社區通。」（BW5） 

但工作者也提醒，雖說有過往的評鑑、訪視記錄等文件可以參考，但更多

應該要以自身與社區實際互動為準，謹慎參考具有他人主觀意志的資料內容。 

「前一個團隊確實有紀錄可以看，但看看就好，還是以你跟別人的互動

為主，訪視記錄畢竟也是那個人寫出來…做參考而已，不會太全面地認

定那是個事實。」（AW1） 

「過往的績效啊評鑑啊，或者是其他委員曾經列文評估，可以看一下，

但是我覺得，他不能作為你對這個社區重要的認識的資訊來源。」（AW3） 

除了資料的翻閱外，社區的實際走訪和觀察是工作者認識社區的主要手段。

例如拜訪社區接觸關鍵人物，嘗試走社區瞭解社區居民的想法。 

「有空的話就一起走走社區，過程裡聽聽看他們想要跟我們談什麼社區

問題。如果有機會在社區裡面逛的話，也看看社區居民跟領導者之間的

關係互動，就是會不會有人來打招呼，有人在講些什麼問題。」（AW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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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常接觸的都是社區發展協會的理事長或總幹事…如果有機會可

以跟社區人聊天，會試圖知道說他期待什麼樣的社區，跟他有沒有什麼

可能可以參與社區公共事務的方法。」（AW2） 

走訪社區的之前也要謹慎留意社區內的權力關係，謹言慎行避免踩到對方

的雷區影響關係建立。 

「進入社區之前要非常注意就是，里長跟鄰里，還有政黨的關係、地方

派系的關係。比如說，你明明知道那邊是一個鐵藍的區域，然後就知道

進去就不能講一些奇怪的話。」（BW4） 

三、 進階評估與工作規劃 

在基本瞭解及大致整理了社區的資訊後，工作者會與社區繼續深入討論，

核對所收集資訊的同時，釐清雙方接下來一起工作所希望處理的事項。 

「核對一下大家對事情的看待，就是我有沒有解讀錯誤的地方。那如果

沒有的話我們再進一步來討論，那你們會覺得期待我可以跟你們一起做

些什麼事情。」（AW3） 

對於比較有想法、能夠具體指出想要發展方向的社區，工作者會順勢與他

們討論需求或是議題處理的方式及可行性，輔佐社區設定相應的工作目標。 

「當他們拋出需求之後，我去蒐集資料回來跟他們一起討論有這些可能

性。那這些可能性我們可以怎麼樣一起做，或者是他們也可以評估這些

可能性，他們要怎麼開始做起。」（AW3） 

「資源議題調查之後，就讓他們自己盤點出來的議題；然後他們指認覺

得哪一個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我們再來談說，這個議題要怎麼解決；

他短、中、長期可以怎麼做。」（BW5） 

至於自身想法比較模糊的社區，工作者則是會為社區的未成形想法提供一

些方向和建議，透過對話協助社區逐漸清晰自身的想法；或是借助已蒐集的資

料，例如從其申請的方案中提取社區自己的期待，再幫助社區梳理可著手的發

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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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確定自己的想法，可能會很在意自己正不正確什麼的，就會跟他

聊說，那你覺得大家需要嗎？還是你只是因為看到了什麼就要去做。就

是用對話的方式，讓他把思路整理得更清楚，慢慢累積起來。」（AW1） 

「他申補助款的時候提交企劃書，我們都會參與討論，會知道他們今年

提了哪些計畫…就去跟他討論，比如說（計畫）七月開始，可能你設定

是九月完成，那這兩個月我們是不是可以一起討論進度如何？」（BW4） 

關於目標設立的特別經驗，受訪者提到了有些社區會既定覺得自己沒有資

源沒有能力，因此更新社區對自己認識、減少自我負面評斷十分重要。 

「要先打破他們對社區的既定想法…讓他重新認識自己，把負面東西先

除掉，他才有可能進入下一個階段去講，我希望我這個地方變成什麼，

或者是我面臨什麼問題，我的需求是什麼？」（BW5） 

也有受訪者分享，協助社區建構成功經驗，找到現有需求中難度相對低的

事情作為第一階段目標，也能讓社區跟領導者在日後飽有繼續工作的積極性。 

「找一件是現有需求，他可能不是第一優先跟重要的需求，但他也是需

求之一，是我確定在今年或是第一階段我們可以共同完成的好經驗的目

標，先做好這件事情…也更容易在明年或下一步告訴大家，我們做了什

麼很不錯、可以繼續做什麼。」（AW3） 

不過，雖然綜上看似有大概的進入社區的步驟，但實際在社區中的工作並

沒有一套固定流程，更多是需要工作者遵循社區決定和現場判斷來靈活應對。 

「很難一步一步地告訴你該怎麼做，因為每個社區的狀態實是差異很大。

當然如果把焦距拉遠會有大概的樣子，應該是尊重社區的決定跟他們

（工作者）的判斷。在拉近看的時候，這個東西在實務工作中並不是百

分之百準確。」（AW2） 

每個社區的狀況和需求各有不同，與其像兜售產品般預設社區會存在特定

問題、直接給出建議讓他們選擇，不如先聽聽社區的問題再依經驗應對處理。 

「每個社區發展協會要的東西差好多，我不能拿同一套東西像賣產品一

樣，來社會局 ABC套餐，你要 A要 B要 C？反而要去問，你最近有什

麼地方卡住？…後來變成見招拆招，遇多了就知道他類型可能，第一是

沒有場地，第二是沒有錢，第三是找不到議題，第四是沒有師資…就及

時解決，而不是帶著既有成見，他們一定會遇到某些問題。」（BW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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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社區培力的內容與經驗 

一、 培養社區能力 

依照培力計畫，培力團隊需要著重完成「社區組織培力工作」和「建構區

域性協力資源網絡」兩項工作內容，因此下文也將圍繞組織培力、網絡建構兩

大方面展開受訪者的分享，另補充受訪者提及的比較特別的價值推動部分。 

(一) 發展組織基礎能力 

在基礎能力培養的部分，兩個培力單位的執行方式大體相似，例如會有課

程、工作坊和個別輔導等形式。 

「一種是對所有社區普遍上的，所謂技能的提升，比如教怎麼寫計畫、

怎麼做核銷、怎麼開會…另外一種是直接在社區開課，社區可能有些需

求是大家想要一起學習的，就在社區幫開課，讓所有志工，關心的居民

都一起來。」（AW3） 

「譬如認識社區、文史調查，或是老照片、普查，或是一些需求的、地

圖的工作坊，或者是開放空間、世界咖啡館，然後去應用內外部資源，

找出策略跟怎樣整合永續。」（BW5） 

「個別輔導，就是我們到社區或是電話諮詢，一對一的。」（AW2） 

在個別化輔導的時候，培力單位都會依社區狀況為其提供相應的討論和

協助，陪伴社區處理如電腦文書、行政庶務等散雜事宜，點滴中建構基本能力。 

「像有些東西做討論，譬如說他們社區的綠化要怎樣做…或者是輔導員

本身就會對他進行培力，像社區要做綠化，我能夠給他們意見。」（AW1） 

「現在社區發展協會大部分成員的年紀，你要先教他們把電腦學好，才

會去處理文書，才會知道怎麼處理會務怎麼報稅，又怎麼用公文做行政

庶務。他們要先學會行政庶務才會知道，我要怎麼跟政府溝通。」（BW4） 

相較而言，培力單位 A 會更多地運用這樣「點對點」的個別化輔導形式

與社區進行互動和關係深化。包括密切進行社區拜訪、觀察活動，為社區提供

規劃、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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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社區去觀摩、跟其他社區組織學習成功經驗…最頻繁的是常到社

區去，他們辦活動就去看下活動辦得怎麼樣，事後跟他們討論、做檢討；

或者是他們要規劃一些事情，就去跟他們討論如何規劃。」（AW3） 

課程上的選擇主要針對社區普遍使用的技能、或是社區共同有需要的興

趣類型，便於讓大家一起學習。 

「我們開課程社區來上，形式比較是社區提他們想要上的東西，可是原

則上也像是培力課程的形式。」（AW2） 

培力單位 B 會藉由個別拜訪和輔導過程不斷地對社區狀況進行瞭解和評

估，著重於依據社區的能量進一步分級分類，再予以對應的基礎課程、社群媒

合等培力和協助。 

「通常我們會依據他的狀況啦，譬如說我們進去跟他們聊的時候，就會

理解到社區目前進行到哪個階段，是有開始在討論共識了嗎？或者是對

社區的議題瞭不瞭解？或者是甚至連開始都還沒開始，那我們就要從頭

開始帶他們。」（BW5） 

例如針對「組織運作狀況弱」、「多以活動或假日慶典為主」或是「略有一

些創新行動的雛形但無法持續」的初階型社區，培力單位 B 會「強化社區組

織發展課程、工作坊」，以養好社區的基礎能力。具備一定能力和想法的社區

才會進入到後面的「讀書會、媒合會」、「討論各樣社區經濟模式，引導社區思

考可能的方向」。 

(二) 培養組織合作與串聯能力 

1. 協助社群與社區的服務媒合 

依循計畫內容兩個培力單位都有嘗試推展社群媒合，在問及對服務媒合

的理解時工作者們表述了自己的理解和想法。 

培力單位 A 覺得，社會局希望培力團隊藉由專業社群跟社區合作，讓社

區的成效能夠有不一樣的呈現。因此他們依據社會局的期待做社區媒合，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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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需要跟社區合作以獲取進入社區的渠道；而社區也需要社群提供技術支

援。 

「對他們（社會局）而言，社區是比較草根的組織，可能想要去做些東

西不知道怎麼做…有人幫他們做包裝，這個東西比較能夠被看見，不然

社區就是用社區的方式做…誠如社會局所希望，介紹社群相互認識…他

們講的話社區聽不懂，或是跟社區有距離，需要社區發展協會搭一座橋

讓他們進去…對社區發展協會來說，他需要的比較是技術資源。」（AW2） 

他們嘗試的執行方式是在平常活動中引入專業社群，讓社區瞭解未來遇

到議題時可以連結轉介相關渠道。 

「把專業社群帶到聯繫會議讓他們認識…如果社區未來遇到相關的議

題，或是有發現照顧者很辛苦，就可以把他們轉介到這邊。」（AW2） 

存在的風險是工作者促成媒合配對後，很可能社區、甚至於社群，不知道

相互間具體該怎麼合作。 

「介紹○○○（機構名稱）給他，他不見得知道怎麼用，甚至有時候這

些被介紹的人，他自己也不知道要怎麼做。」（AW2） 

而培力單位 B 認為，社區發展協會之類的傳統地緣社區大多難以跳脫既

定的發展模式，且陷入幹部高齡化，而都市有不少關注特定議題的年輕社群，

因此挖掘社群與社區合作有利於為傳統社區引入年輕人、突破其發展的瓶頸。 

「傳統地緣社區已經面臨瓶頸，推動到無法突破的狀況…都是高齡者在

推動，年輕人在哪裡？其實都市裡面很多年輕人也想參與…他會關注某

種議題，所以是議題社群…我們多挖掘一些議題社群，透過議題社群去

刺激或協助地緣社區，他才能去改變突破地緣社區目前的狀況。」（BW5） 

開展形式是邀請社區和社群一起在工作坊討論，讓社區思考自己在相關

議題可以達成的內容，但這也需要社區具備一定程度的能力，。 

「會用工作坊的形式帶大家討論，社區可以形成的團體經濟是什麼…前

面就是讓他們有點 brainstorming…這個面向其實針對的比較是組織運

作已經比較 ok，想要往前的。」（BW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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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對社區能力有限定，所以風險是能需要更多時間空間來促成議題社群

與社區的合作。 

「這樣做風險就是社區發展協會不見得會來參加，但我有撈到一些這個

議題的人，但是他們要互動合作可能還需要一些時間空間。」（BW5） 

2. 促進社區間的橫向串聯 

除了社區與社群的合作，兩個培力單位在工作內容分析中都有提及社區

間串聯。像培力單位 A 留意到社區間較少會合作，所以會希望可以促成社區

合力發展同一個議題或方案。 

「社區都埋頭在自己社區裡面比較多，可能在隔壁社區而已，沒什麼往

來；或是有往來，但沒那麼瞭解、沒有合作…一個社區針對某個議題去

著力，可能有點勢單力薄…也許大家針對同一個議題，可以去 try合作

方案。」（AW2） 

培力單位 B 覺得，現今活躍的社區發展協會不過五十幾個，將這些有動

能的社區凝聚在一起，就能形成一個大的團體，經由引導發揮社區各自的能力

和所長，組成更大的力量帶動社區一起發展。 

「當他動力夠的時候可以更強化能力，讓他更上一層帶領其他的（社區），

點線面就會形成…一個群體裡面有些是頭，有些是宣傳者，有些是

follow的人…五十幾個社區又可以分成這三類，我們怎麼在過程把這些

人，可以看到彼此需求、互相幫忙，成為可以一起往前進的群體。」（BW5） 

工作者強調，這樣串聯有動能的社區像「母雞帶小雞」帶動能力相對弱的

社區，能夠增添輔導層次，發揮輔導團隊以外的力量。 

「希望先往前拉，他一旦坐起來後，有點像母雞帶小雞…那怎麼樣把社

區裡面的人拉上不同的層次，譬如說有些可以擔任初級輔導，有些甚至

可以變成師資去傳講經驗。這樣輔導層次就很多樣，不會只專靠一個輔

導團隊。」（BW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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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推動公民社會行動能力 

比較特別的是，兩個單位的工作者在分享時都提及了「公民社會」、「公民

參與」等概念，期待社區培力可以推動公民社會的建構和參與。 

「社區發展協會不應該只看到自己社區裡面的事情…我們其實嘗試要

把台灣的社會推向公民社會就是，我好像更關注到我生活周遭所發生的

事情…所以我們是希望在裡面可以談點公眾議題。」（AW2） 

「不管社區營造或社區推動，其實講的是公民參與，他的尺度跟強度，

怎麼樣尺度逐漸擴大，強度怎麼樣逐漸強化。」（BW5） 

但受訪者也補充這部分實際執行因社區反映冷淡而沒再特別推展，覺得

社區不同於瞭解議題的相關人士，對於公民參與議題更多是無感和不知從何

表述。 

「社區其實對於自己社區以外的事情是很冷感，這個東西是整體台灣居

民的一種現實啦…還有一個是知識的門檻…他知道這些議題對社會的

影響是什麼，所以他會投入…我可能覺得就還好啊跟我沒什麼影響，就

不會去…一下要他們跳到這個，他們其實會不知道怎樣開始談。」（AW2） 

二、 培力工作的評估與後續推展 

在培力內容分享之餘，工作者還分享到與社區工作過程中需要注意的細節

以及評估工作的技巧和經驗。 

例如在將社群的資源帶入社區時，需要注意社區間可能存在的資源紛爭，

社群與社區的合作溝通，以及社群協助社區工作後成果的可續性。 

「這都是別人幫他做的，為什麼他有別人幫我沒有？另外一個，他做完

了可是這個東西好像不是我們要的；而且假設是立面的東西，像藝術家

作畫，漆剝落了，怎麼才幾個月就剝落了？那我要找誰啊？」（AW1） 

在每次活動後，工作者會透過觀察活動辦理過程、對照前後設定的工作目

標、團隊討論與反思等方式來評判社區的培力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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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從活動辦理的過程，或是整個過程大家會提出自己的觀察，然後這

個東西是我們當初所設定的目標嗎…跟委員討論，跟我們自己的督導討

論…或是我們自己內部的討論裡面就會覺得說到底問題在哪。」（AW2） 

「如果是方案裡面，那方案就有他自己設定的目標，那如果他有達成他

自己設定的那個目標，我覺得就算進步了。」（AW1） 

不是定期查核指標，反而會去看「比較質性的東西」，像是社區對自己狀態

的覺察、社區自己對特定事件的處理和感受，以此評估培力工作是否有效。 

「如果他能夠看到自己的狀態，那他勢必能夠察覺到他現在推動的工作

到底有沒有成效、他們自己想要確認的事情是什麼。」（AW1） 

「看社區自己的感覺。做完之後大家都很有成就感，願意繼續做更困難

的事情，或者是繼續做下一步的事情，我覺得他就成功…不會定義說三

個月或是一年一次，但是會去看，每一次特別事件或活動過後，或者是

當社區有特殊事件發生的時候，他們怎麼渡過，怎麼去討論。」（AW3） 

參. 培力工作者的角色與功能 

轉動在社區、政府等不同對象之間，培力工作者發揮著不同的角色，大致可

歸納為夥伴、串聯者、智囊團、中介，每個角色都有著獨特的功能。 

一、 陪伴社區成長的夥伴 

首先，無論社區的狀態是成長還是下滑，工作者都希望並努力著給予社區

支持和陪伴。 

「社區是一個有機體，他也有可能沉積，也有可能崩解，但是我來講是，

在那過程裡面我們陪伴他怎麼走過去。」（BW5） 

「有心理上的支持，他可能會跟你講一堆事情，就會跟他說你不要太在

意別人想法，你做你自己的就好，你有在做大家都看得到，會跟他講這

樣的話。」（AW1） 

其中，工作者認為給予支持又尤其重要，因為在社區發展協會的人大多是

憑藉一番熱誠做事，可是又常會遭受別人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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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工作又不是有給職，只能靠著熱誠進去做你覺得好像對社區有幫

助的事。一定會遇到一些人說你為什麼要做這件事，你那麼努力為了什

麼，或者是說，我都沒有想要你這麼做你為什麼那麼急。」（AW1） 

二、 資源連結運用的串聯者 

因為工作中常常需要為社區提供資源的媒合與配對，所以連結資源並協

助社區順利地運用資源是工作者的職責所在。 

「溝通，資源的連接跟串聯，然後跟促成，把事情做好。」（AW3） 

「除了介紹給他們之外，還要先幫他們想好可能幾種可能性，大家邊做

邊學，或是從正在合作的案例裡面找一些比較特殊的出來。」（AW2） 

三、 引導思考轉變的智囊團 

當然，作為一名專業者，工作者很多時候做的是給社區建言獻策。受訪者

更是很特別而又貼切地以「幕僚」形容自己的角色。 

「有的時候會很像幕僚…有的協會剛起步很想要做點事情，就會跟他一

起想，或是建議他說可以這樣，但你要再想想適不適合。」（AW1） 

但與社區的討論和分析更多是協助社區思考判斷，最終還是要回歸到讓

社區自己做決定選擇要做的事情。 

「我們可以做很多的討論分析告訴他們說，欸可能幾種狀況會是什麼跟

可能會遇到什麼，但決定要怎麼做一定是回到他們身上。」（AW3） 

「其實有一套逐漸引導他們去思考的過程，但是他們要做到什麼程度，

還是會把決策權回到他們身上。不是就丟了給他們做，而是怎麼去輔導、

引導他們去思考，現階段你們想做到什麼程度。」（BW5） 

四、 協助相互理解的中介 

工作者還承擔著協助社區與政府相互理解的角色。不過在這個中介關係

中工作者覺得自己更多是站在平衡的位置，不卑不亢、平等對待社區與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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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跟社區站在一起，是發展夥伴的關係；也嘗試跟社會局的關係不

是那麼地，委辦跟受託單位的角色，也希望是夥伴…比較是平衡角色。

我不會覺得我矮社會局一截，也不會我高社區一截。」（AW2） 

「不要把自己想得太偉大，但也不要把自己弄得太渺小，不管跟公部門

接觸或跟社區接觸，我們都是人，大家都一樣，不用因為我接你的案子

我就矮你一截，或者是我到社區我是專業團隊我就高你一等。」（AW3） 

但工作者在因應工作中的多元角色時，也可能會有角色混淆的狀況。有受

訪者指出，培力團隊進入社區後會在角色和關係的拿捏上存在困難，把握不準

確的狀況下很容易過度替代社區發聲。 

「他的限制也因為他進去了，所以會有角色混淆的部分。還有倫理的，

就是你如何拿捏倫理的部分。對在社區的角色，你如何去拿捏你自己的

角色？可是你是參與他？還是你要變成他？還是你要代言他？就是那

個角色你很難，你如何去選擇…」（GO2） 

肆. 小結 

總結進入社區的策略，進入前工作者會進行拜訪社區的篩選，結合社區的主

動性和政府的期待進一步向社區拋出關係建立的橄欖枝。工作者多面向蒐集社區

正式資料和非正式資料的經驗與 Twelvetrees(2002)的觀點不謀而合， Twelvetrees

指出社區工作者除了廣泛地蒐集社區資料，還可向一同與社區工作的工作者來學

習與社區互動的技巧和經驗。 

在大概蒐集瞭解社區狀況後，工作者會針對社區對自身的想法予以不同程度

的建議和輔助，與社區一同設立工作目標。這樣的處理經驗正如學者（Adams, 

2003; 李易駿，2015）所建議，工作者在工作目標確立之前為社區提供自身的初

步想法、引發社區合作的意願之餘，也要退一步讓社區對要做的事情作出自己的

定義。在目標討論時，工作者提到的特別經驗是更新社區自我認知以及嘗試建構

成功經驗。江清馦（1978）也認同社區工作者在初期應選擇最容易實現且能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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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的事情入手，因為選擇社區中不是最受關注和最為重要的議題，議題形成所

交雜的力量與議題消除所需要的能力差距可能沒有那麼大，事件成功率、成效顯

現性、行動可能性和可期性都會相較去完成社區中大家最有共識和關心、覺得最

重要的議題更高（引自李易駿，2015）。 

而進入正式與社區開始工作的階段，培力團隊會依照培力計畫以及自身對培

力目標的理解，大致圍繞社區組織基礎能力發展、組織間合作串聯、價值思考與

行動三大方面進行社區的能力培養。基礎能力培養是基於政府對方案實踐最初的

期待，也是工作者心力花費較多的部分，工作者會針對社區的不同需求情況予以

個別輔導或以課程工作坊形式組織共同學習。至於網絡建制部分，工作者嘗試促

進社群與社區、社區之間不同對象的合作。「母雞帶小雞」的社區串聯理念其實

與旗艦社區計畫的概念非常相似，有利於凝聚各類資源建構社區支持網絡，鼓勵

擁有一定資源挹注且具備資源獲取能力的社區相互聯合帶動發展（賴兩陽，2004、

2013a）。但這似乎也意味著工作者在社區串聯時可能會遇到與旗艦計畫執行的類

似困境：例如社區可能欠缺系統性的與其他社區合作的策略，或是工作者對於社

區狀況可能尚未熟悉難以凝聚社區達成合作共識，社區本位主義以及派系因素的

作祟使得社區在實際的合作中困難重重等等（李易駿、賴兩陽，2014；賴兩陽，

2004）。 

綜合整個培力輔導，工作者就是轉動於社區與政府之間，積極發揮著夥伴、

串聯者、智囊團、中介等不同的角色，盡顯每種角色的功能，但在多元的角色中

可能也會面臨角色混淆和關係把握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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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培力方案的困境與因應 

上一節可以看到培力工作者的工作含括各種群體，發揮不同角色，但訪談中

同時也瞭解到他們的工作並非都能如期推展，下文將大致剖析工作者遇到的困難

及其因應方式。 

壹. 社區培力意願的低沉 

培力工作者在與社區工作時，最普遍、最大的困難在於社區培力意願低甚至

沒有意願，對此，受訪者從培力工作的不同階段分享影響社區培力意願的情況。 

一、 社區心態決定工作進入 

(一) 信任關係建立未果 

雖然信任關係建立可謂是社區工作第一步，但實際上跟社區去建立關係

十分困難。因為沒有跟社區建立關係的誘餌，工作者難以突破社區戒備瞭解他

們真正需要或想要處理的問題。 

「我們沒有任何籌碼跟社區談。所以我覺得，我們的角色有點像是社工

在對非自願案主的感覺。所以我覺得真的這還蠻憑本事的。」（AW2） 

「十個裡面大概有五個會覺得我們是來評鑑，會有那種錯覺…所以他就

講得很保守…基本資料他只呈現社區發展協會正在做、或是符合某些政

策期待做的事情，但是他並不會真的是社區應該被處理的問題。」（BW4） 

有的社區在剛開始工作時看在政府面上表現出主動配合，但之後就只有

社區有需要主動提出時，工作者才有辦法工作。 

「看到局處的面子上，他（社區）剛開始也會釋出一些善意。但久了之

後，就算他主動要你過去，也有可能只是以一個短期目標想要你幫忙，

這一塊結束之後就沒有下文。」（AW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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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方面，作為方案承辦人員的受訪者也坦言，很難讓社區像與政府人員

相處那般主動、信任培力工作者。 

「假設社區相信我們，如何讓他也相信我的 worker？可是這幾乎是沒

有辦法…為什麼 worker 都告訴我說好難做，我心想，不會啊，我去到

那裡每個人都跟我侃侃而談…後來發現，因為我是政府人員，對他們來

說，他們看待 worker跟看待我的樣子是不一樣。」（GO2） 

有時也會讓承辦人員很糾結，是否要越過培力工作者來繼續與社區工作。 

「我們沒有辦法像 worker 那麼 free，因為我們是行政人員，下去（社

區）的時間有限。可是，感覺 worker 他跟社區沒有那麼大的關係的時

候，你是不是要易位？你是不是要取代他變成培力人員？」（GO2） 

 因應經驗：牽關係、常聯繫、敲訊息 

為了獲得社區信任建立更穩固的關係，工作者思索的處理方式是，嘗試找

到社區需要的點與其建構「利害關係」。 

「還是牽在一些利害關係上面啦…站在社區想要做什麼的方向去發展，

就是真正幫到他，我覺得這種模式比較是可以跟社區建立關係。」（AW2） 

此外，也要與社區保持一定密度地接觸互動，打打電話碰碰面，最起碼要

讓社區能夠在有需要時想起可以聯繫培力團隊。 

「社區很吃人際關係，真的要勤跑。你很少去，或你每次去都有求於他，

或他有求於你…他可能就會有壓力…要在社區心裡面留下印象是有我

這個人，你不一定要找我，可是如果你有什麼想問的，可以找我。」（AW2） 

「打電話初次聯絡的時候，他們就會覺得你們要來幹嘛。可是多去幾次

以後，就有點像長輩你知道，他們很喜歡見面聊天，可能電話上聊的時

候很冰冷，可是一見面的時候他就開始在泡茶了。」（BW4） 

當想要瞭解一些事情可是社區出現因不信任而有信息保留時，工作者可

以改用更為婉轉的方式旁敲側擊，或是向其他知情人士詢問。 

「我會反而是繞題，比如問了 A 的題目他答不出來，可能就繞去別的

地方，然後再回來問別的事情，或者是去問不同的利害關係人。」（BW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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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區自覺無輔導需求 

現今的社區發展協會中，其實存在部分社區發展程度較高，能夠真正以社

區需求向前發展方向運作的社區。 

「知道社區可以再往前做，才是社區發展真正的精神跟目標…三百六十

個立案的社區發展協會裡面真正比較能夠抓住這樣子的方向跟操作手

法，大概六分之一吧差不多六十。」（GO1） 

有的社區發展程度處於中間水平，但不存在特別問題，資源上能夠自給自

足，因此在發展需求上會停留在基本的共餐服務或是休息娛樂的滿足。 

「他們（社區）沒有太嚴重的問題，因為經濟都很不錯，要的服務大概

就是老人供餐，上上課啊一起玩玩…不會像〇〇〇（社區名稱）有很大

的需求，獨居老人很多，孤苦貧都比例很高，所以他在資源滾動上面或

者是方案他就有很大的動力要去做某些事。」（BW5） 

當工作者想要進入社區幫忙連結資源的時候，社區也會因為有一定資源

能力而沒有跟培力團隊工作的動力。 

「其實他們很會要資源啦，一種他直接跟議員要；那一種是跟周圍店家

募，就已經很多資源。他覺得公部門資源很難拿，又要核銷，最好就都

不要來管我。」（BW5） 

而這樣有一定能力的社區時，往往他們也會很有自己的想法，培力工作者

能夠協助的方面比較被動且工作深度有限。 

「你沒有蘿蔔繼續引他前進，所以，即使訪視完又怎樣？你能幫他做的，

也許啊你需要師資我幫你找個師資，…就沒辦法幫他做什麼，沒辦法把

他往前啦。」（BW5） 

「很多團隊都說，他這樣管理作風下，社區一定很有秩序地做事情，定

會有一定的成效。可是你面對這樣的社區，他其實也會很有自己的想法，

你要怎麼樣能夠跟他站在同一條線上做溝通，這是一個考驗。」（AW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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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經驗：常伴與等待 

對於這些相對有能力或是有資源而不覺得自己有輔導需求的社區，工作

者的處遇方式是會盡量保持一定的連結，等待社區有需要的時機再適時介入。 

「有一些活動資訊什麼的，還是都會給他。其實算是一種定期的關心吧。

就有些人其實關心接受久了之後，他可能忽然間想到會想到你，他有可

能會找你啊。」（AW1） 

(三) 社區選擇安於現狀 

即使他們存在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但社區可能會視而不見，或是根本沒

察覺，依舊選擇維持現狀。 

「你明明看到他們企劃案寫得不好，或是行政還待加強，可是他就不願

意，他覺得這樣就好啦。」（BW4） 

「我們都是從問題出發，你的問題意識有沒有？如果沒有問題意識他做

這件事情，或者是我們的輔導，對他來講都沒有任何感覺啊，他為什麼

要去做？」（BW5） 

甚至不知道也不會去思考社區在做的事情是為了什麼，純粹因為以往一

直在做，就無意識地重複執行。 

「在社區這種例行工作量很大的，有時候會沒有意識地做一些事情。反

正時間到了就做什麼，沒有去思考。早上就是據點一定要吃飯；這個活

動每年都有參加今年就參加。可是到底為什麼要參加？」（AW2）  

「他們還是停留在辦活動的概念上，不是討論議題的知識背景嗎？還是

說是年紀嗎？他們會覺得一個蘿蔔一個坑，我把 ABCDE這些事情做完

就是結束了，可是他不會去想為什麼要做 ABCDE這些事情。」（BW4） 

 因應經驗：引領覺察、激發思考、集中精力 

對於社區看不到自身問題的狀況，可以嘗試與社區一起進行自評，讓他看

到社區可能處遇的發展類型以及可以前進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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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點像是自評，但是我們一起評。就我覺得你現在在這個（類型），

那可以怎麼做，或是他覺得自己在哪裡…透過這樣的過程讓他們知道，

其實你還很初階喔不要那麼自滿，不然他沒有任何的方向。」（BW5） 

透過向社區提問，瞭解他們對於活動決策的想法，引導思考每件事情可能

存在之價值。 

「你們為什麼想要做這個事情？還是說這個事情對你們有什麼意義？

還是只是突然天馬行空那邊有塊空地那我們來做點事情？要去提醒他

們…或是你們對於社區發展什麼現象有什麼看法。」（BW4） 

對於那些沒有意識地辦活動、說不出自己需求的社區，工作者可以協助社

區梳理活動的意義，激發社區對自身價值的發掘和思考。 

「其實每件事情有目標會比較講得出來，為什麼當時，你會做這件事

情…當我們幫他整理好，跟他討論，他就發現原來我可以這樣去表現我

自己在講社區。」（GO2） 

對於只有保持低度運作的社區，所有在培力一線工作的受訪者都認為，當

社區沒有發展意願時，應把精力留給更有需要的社區。 

「我們就要一直傳功力給他續命，可他就已經半死不活，根本就沒有意

願，到底在續什麼？我為什麼不把我的真氣留給想發展的人？」（AW2） 

「如果他只是單純想要維持基本生命跡象的話，那何必要讓他做大呢？

我覺得不能勉強說，有一些真的就勉強不來。我就丟很多議題給他，或

是想跟他討論，他會覺得申請很麻煩核銷好麻煩，文書處理說我不會用

電腦之類的。」（BW4） 

二、 既存競爭阻礙合作串聯 

雖然社區橫向串聯是培力工作的一個面向，但實際工作者要執行都非常困

難，社區間鮮少互相合作。 

「跟過去遇到的在南部，包括高雄市也是很都會型的，比較起來臺北的

社區是比較不相互合作的社區。」（AW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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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者將影響社區合作串聯的因素大致分為資源競爭和政治鬥爭兩個方面。 

(一) 資源競爭 

在促進不同社區的合作時，社區容易陷入相互比較，比較的背後牽涉的是

「能者多得」的資源競爭。 

「比較來比較去，你說你很棒，我覺得我做得沒比你差，所以不想跟你

合作；或是我看你覺得你很喜歡搶資源…檯面下就會有些角力。」（AW2） 

「現在非常多的社區發展協會都還在單打獨鬥，各據山頭，就是我在這

邊我是做這件事情。」（BW4） 

(二) 政治鬥爭 

社區理想的發展狀況是可以聯動社區的各種力量發展社區需求，然而實

際上因社區發展協會角色與鄰里長制度的衝突性，使得社區內常存在競爭和

打壓。 

「社區跟鄰里長制度是衝突的…我們也很希望是說不管是里辦，就是社

區裡面的各種組織單位，他們能夠彼此合作互補，這個是一個理想，事

實上他們常常會是競爭的，互相打壓的。」（GO1） 

當社區里長與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不是同一人時，里長與理事長若存在

志向不同的情況，可能會使協會難以去推動他想要做的事情，有時也會使得理

事長被迫無奈來競選里長。 

「一些政府的一手資料，或是民間推動的一手資料，對口都是里長，今

天會取決於你要不要把事情放出來。如果里長有些利益盤算，或者這個

東西他不重視，這件事情社區永遠不會知道…好像你沒佔到某個位置連

發言權都沒有，而且訊息都是到後面才會知道。」（AW2） 

「政府行政推動的對口還是里長，尤其中央部會的計畫…社區發展協會

想做事，但是一旦到需要是透過里長，里長不同意也不想多做的時候，

他就不能動，那就乾脆自己出來選里長。」（BW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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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社區發展協會既有的政治性，使其有時會淪為政治拉票的工具。 

「因為早期，這個團體就有政治性，所以延續到現在就還是有政治性，

他還是會因為政治性而棲息。」（GO2） 

「今年我看蠻多就是，不知道這個社區發展協會為什麼會冒出來，或為

什麼會消失，往往都是因為鄰里長的選舉。所以大家才會成天說，喔原

來社區發展協會就是鄰里、就是里長的角力鬥爭養兵的地方。」（BW4） 

因為這樣競爭的敏感性在一個社區有兩個發展協會的情況下會更為明顯，

尤其當工作者在協助其中一方時，另一方會覺得工作者是在幫助對手。 

「一個社區裡可以有兩個以上社區發展協會，就會發生說你是里長，你

有個協會，然後你的社區裡面又有另外一個發展協會…他來找我請我教

他怎麼做社區的時候，他就會不爽，他覺得你在幫我的對手。」（AW2） 

 因應經驗：轉向與轉念 

面對社區難以消去的競爭情形，工作者應避免落入社區的權力關係成為

政治競爭的工具，盡可能與社區一同找尋權力鬥爭以外的問題解決途徑。 

「不要去落入他們，應該怎麼講，圈套嗎？去介入他們所謂的里長之間

的競合關係…他如果提出告訴我，沒有什麼一定要怎麼樣，我就會去找

很多的證據告訴他我覺得沒有不行…但他如果還是很堅持這件事情，你

就會知道他其實想要的是拉一個靠山來幫他對付里長而已。」（AW3） 

例如可以協助社區發展協會嘗試一些不需里長允許就可以做的比較軟性

的服務，跳脫里長所掌控的硬體資源的限制。 

「協會如果說對權力不重的話，他也不一定會去碰那一塊啊，就做他自

己能夠做的事情…做比較軟性一點的活動…據點算是比較軟的東西…

也可以做一些文化面向的工作，比如做文史調查，或是記錄片。」（AW1） 

工作者也不要因為涉及政治就直接給社區發展協會的幹部貼上功利的標

籤，而是要用不同的面向思考，理解他經營協會、去選里長的背後原因。 

「見到政治就覺得很髒、很糟糕、就會反感。甚至連帶影響到說你在做

的事情都是為了選票。可是這時候會有一種不同的面向，會說啊他就想

做事啊，如果你覺得他不錯，你就投給他，這個過程有什麼問題。」（AW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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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理事長競選里長除了為爭取經濟資源，也可能是為了獲取認同感。 

「理事長一定要選上里長，那是一種被認同。比如我今天來到這個陌生

的地方，會想到要找誰誰是頭，最最小的一個單位就是里長，不會是理

事長…理事長一直很想選上除了經濟資源，還有一個是被認同。」（GO2） 

三、 想法落差影響合作狀態 

在回顧過往工作歷程時，不少受訪者分享到他們與社區在溝通培力工作的

實踐時，雙方的期待與想望之間有時會出現一些落差，這致使工作中需要花更

多精力溝通磨合。 

(一) 「你在說什麼？」 

例如擅長於議題設計的工作者在剛開始與社區工作時，嘗試運用「照顧服

務」為主題，帶領社區發想該主題下的各種發展可能，但運作下來卻發現這樣

的操作對於社區來說是困難的、難以理解的。 

「去年我們一直在想看怎麼把議題帶給他們去發想，可是我覺得太遠了，

比如說我們現在來討論社區營造跟地方創生有什麼不同，你覺得你把這

句話丟給社區發展協會，他能夠馬上理解那個差別嗎？」（BW4） 

又或是工作者拋出來的想法建議不是社區喜歡或想要做的，影響到社區

對培力輔導的意願。 

「去年丟了一些議題進來，讓社區發展協會說他們喜不喜歡經常做。後

來才發現其實並不是每個社區發展協會都想要做這麼多事情，或者是他

們想做的事情不太一樣。」（BW4） 

工作者原本期待可以讓有動能的社區串聯成顧問群，以此增強社區網絡

的力量，但實際卻發現大多社區能量不高，要推展所預期的工作會存在困難。 

「之前期待的是，每一個模式可能都會形成一批的顧問群，那個顧問群

可以開始再去擴展。但是我在過程裡面也覺得啊，難度真的也蠻大，因

為社區發展協會的能量真的不高。」（BW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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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期待與預期不符讓工作者陷入瓶頸，不知道該如何把握培力的施

展方向和深度。 

「我有遇到瓶頸啦，是對社區發展協會的錯誤期待…他們其實對目標不

是那麼清楚；或是他不見得想要那個；他其實是很生活化的團體…我之

前接觸的（社區）目標會比較清楚，給些啟發跟想法後他就會更理解…

可是現在我們沒辦法有整套、系統的認知，培力變得力量很零散。」

（BW5） 

 因應經驗：反思、理解、轉譯、調適 

也有工作者在社區串聯和社區價值培養的部分遇到類似困難，他的因應

方式是先反思遇到困難的部分是不是社區想要做的，評估後覺得社區尚未有

社區間橫向合作的意識，因此後面選擇把自己設想的串的部分拿掉。 

「我那時候會自己問自己，這個串到底是誰的需要？當然串可能很好，

可是對於社區來說，這個串可能不是他覺得最重要的事情…後來我沒有

把這些東西這麼放在目標，是因為我覺得他很難一下達成…比較踩在社

區的需求方面去做發展。」（AW2） 

對此，工作者反思指出，當培力工作者一直聚焦於想要讓社區實現什麼樣

的境況，而實現那樣的境況又非社區所最想要做的事情時，兩者間就會有拉扯。 

「聽一些做培力的單位分享時，覺得他們很著重的是，我要把社區帶到

什麼樣的位置，這時候很容易就會有一種拉扯的關係。」（AW2） 

工作者不能只是站在自己覺得好的位置思考，而是要嘗試理解社區做事

情背後的想法。 

「並不是社區這群人比較落後、比較不進步、比較怎麼樣？很多時候大

環境的脈絡或是這些人的樣子沒有被感覺到…我可能會更看到他們背

後到底什麼原因，讓他做這樣的判斷。」（AW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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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而言，當社區難以理解工作者的話語時，工作者要學習貼近社區思維

去轉譯專業理念，更貼合社區實況給予意見，以社區能理解的語言和思維讓他

能明了工作者的建議和用意。 

「不能丟給他理論性詞彙，而是要說，你這邊老人家多所以可以辦據點、

可以做社區參訪；平常鄰里喜歡做什麼事情，大家開心就好。後來歸納

就是，社區最想要達成目標是大家開心，這對他們來說最重要。」（BW4） 

「如果沒有辦法站在同一個平面上面的話，永遠沒辦法對話。你永遠站

在高處說我要做專業的東西，你不要再給我玩這些吃，那沒有辦法做下

去…沒辦法去期待說，他做一件事情能夠做到極致還是什麼的。」（AW1） 

在目標與要求的設立上，工作者一方面要學習調整自身期待，另一方面要

依照社區狀態來調整共同工作目標：若社區為能者則協助其多勞；若社區想要

達成的事情較小也無謂強求。 

「我覺得我自己也要去把這些標準降低，不太能像以前那種方式。因為

以前來參加就是，他（社區）就是真的很積極。」（BW5） 

「要看社區本身的期望，像有的社區他很上進，他多做都覺得無所謂…

那如果他今天只是針對短期的目標想要做培力，我覺得也 ok。表示說

他可能對於這件事情還沒那麼熱衷，而且可能大家也還沒有感受到這件

事情那麼重要，那我覺得還可以再培養。」（AW1） 

這也並非意味著工作者要拋棄自身所有對專業的期待，像是在執行時遇

到困難的議題社群媒合，工作者表示還是會繼續嘗試，但心態上會調整為由社

區自行決定，不會強求。 

「只能說我盡量嘗試丟多點議題跟方法給他們，但是他們要不要做，我

覺得，我真的不會期待說就這兩三年，短短一陣他們突然就…學理性地

就討論說什麼叫做議題。」（BW4） 

學會轉變為更站在社區發展協會的角度思考，以他們自身的動態歷程來

對照工作者所期待的成長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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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後來我們對於培力這個概念其實有一點點轉變，希望是社區發展

協會他們開始去活動。他可以從現階段，就算是剛成立，他開始會做會

務了，你覺得這是不是一種進步？就像小孩子一樣，從會爬、會走、會

坐，然後他會吃東西，這是一種進步。」（BW4） 

(二) 「你說的都對！」 

與社區合作時能夠與順暢無礙，想必是種理想的工作狀態。可是有的時候，

社區過度配合缺乏思辨也會使工作者陷入兩難。 

例如曾有一個社區在培力輔導的過程中，為了通過社會局對於補助案的

修改要求順利獲得補助款資源，便請工作者直接告訴他要怎麼改。社區直白地

表示，只要能夠獲得補助其他都不重要：「你直接告訴我要怎麼改好不好？我

怎麼樣改都可以，我只希望拿到補助款。」 

但工作者認為社區應相信自我評估和認知並自信地堅持，而非一昧順服

於培力工作者或是評鑑委員等所謂權威。社區的過於合作讓工作者陷入內心

的衝突，不知如何在社區呈現狀態和自身信念標準中取得平衡。 

「他是個很合作的社區…可這跟我的理念是互斥的，我不覺得因為我是

輔導員，我說什麼你都要信…我希望是，你對自己的東西要更有自信。

即使你要改，也可能是某方面我說服了你，你也同意我的論點，而不是

處在一種，我同意你，因為你會讓我過關，我就照你的方式去做。」（AW2） 

除了在面對資源時表現出服從，社區也可能會因為對培力不夠瞭解，而在

關係建立時對培力團隊過度期待，希望工作者能頻繁出現、直接幫忙達成事情。 

「可是我覺得團體還是不太能夠理解培力的工作是什麼。所以他常常會

把培力團隊想象成代筆人、申請計畫的人…然後期待會過高，比如說他

認為說啊你就是要天天來。」（GO2） 

這樣的社區在狀態上更顯被動，可能表現出了對活動的意願，但從根本上

尚未對活動執行的有自主的動力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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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辦活動可又很被動…他說這補助案不錯來做看看，可是一見面就

說這個我不會，甚至有人就直接說那你可不可以幫我寫？我會覺得很挫

折，我來跟你討論來跟你一起想方法，而不是來丟標準答案。」（BW4） 

但兩難的地方在於，如果堅持要求社區自我思考，也可能會導致到社區工

作意願的反彈。 

「可是這也有冒一個風險，因為有的社區會覺得說好麻煩喔，為什麼要

這麼麻煩，就直接告訴我怎麼改就好了。」（AW2） 

 因應經驗：「進+退」著前進 

對於社區表現出與工作者理念相違背的狀態時，工作者多是選擇作出適

當地退讓，以社區及工作者都能接受的標準繼續工作的後續進展。 

「不可能一直堅持，因為有時候逼到一個程度，對他來說好像不行的時

候，就不要再逼了…我還是強迫他跟我做了一次，意見衝撞，後來有一

部分是，我就告訴他說這個地方你可以怎麼寫。」（AW2） 

「退而求其次，一個折衷辦法就是，你要跟我討論我可以跟你當面討論。

比如說要做關懷據點，那就開始一步步導引他說，你覺得你要幾月辦？

用問答方式逼他把這東西想出來。」（BW4） 

過程中不斷確認社區的想法、釐清自身的意見，接納社區對於思考和覺察

需要循序漸進的狀態，最後磨合出雙方都可以接納的路徑繼續往前走。 

「在快速對話的反應中你要不斷地去確認，去釐清，再形成一種新的路

徑慢慢兩個人去發展的模式…一下你就要對方完全聽你的，或完全不聽

你的，要有自己的意見，這個東西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到位的。」（AW2） 

貳. 與政府互動的拉扯 

一、 培力成效的差異與磨合 

除了為社區提供輔導和陪伴，協助社區和政府相互間的理解與溝通也是工作

者很重要的工作內容。作為中間角色，工作者會努力幫助社區釐清政府的期待，

也會向政府澄清社區的能力和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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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可能我或社區都覺得政府這樣做不對。我的角色會帶他去想，

為什麼政府要做這件事…這個也可以是社會局，他看到的社區是這樣，

我給他看到的社區是這樣，我們不斷地進行核對跟重新認識，重新發展

一個東西的多重意義。」（AW2） 

「我們很努力在做的事情是，雖然政府你希望我做這件事情，但我也很

誠實地告訴你現在社區的狀況跟這件事情可以做到什麼程度。」（AW3） 

溝通的時候也可能會因為對社區發展的看法不同而需要不斷地與政府磨合。

以各自對方案設置的解讀為例，政府期待社區能夠在方案的作用下「努力把事

情做得更到位、更符合、更大」，然而工作者對於培力成效的想法，似乎更多表

現為「自主發展」、「願意思考」、「把事情做好」。 

「針對社區到底是不是自主性高，組織有能量，最好的評估指標就是他

有沒有能耐自己去發展這些東西，他能不能不再依靠培力隊伍。」（AW2） 

「當他開始會問問題，講出自己問題的時候。因為我覺得，他願意去問

問題，或者是，代表他開始知道自己想要什麼。然後，然後開始會去問

問題，就是他想要找資源或是怎麼樣。」（BW5） 

「社區他想要做什麼事情，他知道怎麼做，他可以找到資源做，然後把

他想要做的在社區裡面的事情做好。」（AW3） 

在方案成效的展現上，政府期待工作者能夠讓社區呈現明顯的階段性變化，

而工作者覺得很難每個社區都能因為培力輔導而有同樣的階段性成長。 

「一直都在磨合吧。他們（社會局）期待是從初階性社區發展協會，從

基本技能到議題型，到能把議題發展成比如說產業，他們希望每個階段

都能有改變，就是社工最喜歡講的輔導前輔導後…好像不是那麼單純一

個概念下去每個人都會成長這樣。」（BW4） 

在問到方案執行中存在這樣意見不合的情況要怎麼處理，AW2受訪者表示

其實會「有點為難啦，畢竟我們是拿人家補助案」。作為承辦單位，被期待著能

作為中介者角色，協助社區發展更好、配合政策的推行；在實務中卻又面臨政

府所盼與社區、工作者想法不一致，這使得工作者因夾在中間而倍感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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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對於我們夾在中間角色，其實期待讓社區發展協會順利、安全長

大。夾在中間的困擾是在於，有些政策比如說他今年開始推共餐、關懷

據點，可是每個社區發展協會想要做的事情都不一樣，就不能全部都是，

往裡面塞這樣。」（BW4） 

難以消滅的期待差異、需要不斷溝通找尋相互間的平衡點，致使有的培力

團隊會因不願與政府拉扯而退出。 

「對社會局來說，他們覺得好的社區是什麼，當然做得越多越好，發展

各種服務啊，包山包海，能夠替他處理各個問題。當然他們眼中所謂的

社區協會就會是那幾個，可是在我來說，我就不覺得那是好。」（AW2） 

「當我們要拉高標準時，他們（培力團隊）會反彈…因為你想的，跟你

要做的有落差，他又過於要求你；當你是比較激進型，會認為你不應該

是政府的打手，就會退出，老師們很容易這樣；可是民間團體又很容易

無作為，只是拿我們支援做他們團體的事情。」（GO2） 

(一) 政府：予以協調和對話空間 

目前方案在溝通和磨合上經驗，如果是標案沒有列明的事項，培力團隊被

允許在承辦人員層面做協調。 

「比如說他們不想做評鑑工作，那標案沒有寫入，我們長官也會同意可

以要求，所以其實大家還是要回歸到標案裡面。這個就像法律一樣，是

我們對他的最低標準。」（GO2） 

當期待衝突的關鍵與政策目標相關，承辦人員則會盡可能以聯席會議方

式，協助上層決策者與培力團隊直接溝通。 

「通常會有爭執是上面的政策跟他們的方向、目標不一樣，就透過聯席

會議去協調，都會請主管出席。主管一定是科長，就是主軸政策的人要

在現場決定。」（GO2） 

(二) 培力團隊：平等表達、靈活轉換 

面對期待差異或衝突，工作者認為溝通還是非常必要的，要透過對話努力

表明自身立場和期待，而非一昧配合服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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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告訴你我希望這個東西怎麼弄…我的出發點是社區怎麼想事情，

那如果你不用，後續發生什麼事，我就沒有辦法保證。我會嘗試溝通，

因為我覺得，標案不是一昧地服務給錢的人的需求而已，有時候也要嘗

試做一些對話。」（AW2） 

即使無法在標準上達成完全的一致，工作者建議要學會實現符合社區需

求的實踐的同時，將成果以政府要求和期待的方式靈活呈現。 

「培力團隊如果可以有效地去把社區的需求融進政府的條件…就是他

如何變成那個中間的人，讓兩個平衡。衣食父母給你錢，可是問題是你

又要聽，你是一個社區工作者，你要重視的是社區的需求。」（GO2） 

「聰明的團隊應該要能夠做到，跟社區做的是社區真正想做的事情，然

後這件事情怎麼把他寫來回應政府給的要求，你要做到的事情。」（AW3） 

如面對政府的政策目標之需，工作者會履行承辦單位之責，協助政府尋找

和培養在發展需求上與政策發展目標相匹配的社區，但並非罔顧社區的發展

意願、只要政府指定發展就允諾社區百分百能夠經由培力達到政策期待效果。 

「他有他每年的政策目標，今天希望大家都辦供餐，可這個社區不見得

想辦。所以我們做的就是去找到有能力剛好想做供餐，或是他很想做供

餐可能能力差一點的，來協助他辦。但你要做供餐，指定這十個一定要

做起來，我不能承諾你一定都做得起來，人家搞不好不想做。」（AW3） 

非常重要的是，不要因為站在社區或是政府角度思考就將另一方視作對

立面，應實現關係上動態平衡的中立，才能維持對話的空間。 

「有時候你會想站在社會局那邊，有時候會想站在社區那邊。可是我覺

得，不要太快放到是一種競爭或對立的關係，會比較有空間啦。」（AW2） 

二、 培力認知和立場的待明確 

有受訪者表示，有時候與政府溝通過程中會發現政府自身對於方案所設定

的內容、對培力的認識仍然存在模糊和不瞭解的地方。 

「其實他們還無法理解那個東西（區域網絡建構）是什麼。我們之前就

在做這件事，所以我們講出這個其實有很多東西；但他們之前沒有做過，

所以他還蠻空的在想說什麼區域網絡，我們怎麼講他就這麼聽。」（BW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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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去年其實一直在溝通一件事情，就是所謂的培力，我們到底是培

養基本技能，還是培養議題，還是培力他們批判或反思的能力？」（BW4） 

有時在一些決策上會表現得很沒有立場，反覆不定。例如開放讓培力團隊

給予建議，但決策時又有所顧慮不敢採納意見開放處理。 

「他們開放彈性讓我們做建議，可是很多時候，還是不採納…明明他們

自己的補助想要開放的，想要去展現社會局的多元、獨立社區的，但是

到最後要做決定的時候，很多時候他們自己就會縮回去，會有這樣子的

一種來來回回的。」（AW3） 

像是社區的補助審核上，會擔心民代等政治上的壓力不敢在標準上不敢踩

實，使得社區得以有釁可乘一直以重複內容獲取資源。 

「我就跟他說，如果我輔導完之後覺得這個社區的狀況不 ok，你就退

他件不要補助他。可是往往社會局不敢做這個決定，因為得罪社區，社

區到時候就找民代來施壓…很多時候他們（社區）就是每年都送一樣的

案子去，政府還是給啊。」（AW2） 

可是面對這樣深知如何抓住政府漏洞達到目的不求改變的社區，工作者更

是難以介入去要求社區創新和進步。 

「如果你的原則是所有社區都過關，不要得罪人…那他們東西就是這樣，

因為他們永遠都知道哪裡有縫隙可以鑽，他們只想達成他們的目標，沒

有想要去改變。這個東西不是培力單方面努力就完成的，你們這邊也要

一起搭配啊。」（AW2） 

 因應經驗：多反思，少搖擺 

對此，工作者只能期待政府能夠深化自身對方案設定的思考，站穩自身立

場。要開放就保持自由開放接納，鬆綁會影響開放性的規定；如果覺得要堅守

標準那就把審核要求設定好，讓社區更瞭解規定的同時避免有洞可鑽。 

「社群的這個力量應該是要逐漸加入進來…我覺得他們（政府）也會逐

漸面臨這樣子的趨勢，他們也要去逐漸形成自己的看法跟發展。」（BW5） 

「今天這件事情是，可以有技巧被轉換的話，那你就講清楚。因為你不

講清楚其實社區來就會覺得說，欸那這樣到底可以嗎？」（AW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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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希望他們進步，但你第一個你自己方案的有一些不合理的規定

你要鬆綁。第二個，如果你真的希望社區有改變，那你審核的方面相對

於要有一個原則出來。」（AW2） 

三、 因專業差異的不理解 

目前方案開放給非社工專業的培力團隊承辦，依據團隊內工作者的專業背

景可粗略劃分為社工和非社工兩大取向。因為方案由社會局策劃，承辦人員皆

為社工專業背景，因此在方案的標準建構、運行過程中的溝通都會較多社工思

維、社服方面的表達。 

但這樣蘊含社工專業觀念的表達有時會使得非社工專業的工作者感到困擾。

雖然大家所做的培力都是為了讓社區發展出自己的能力，但還是會困惑於應如

何以自身專業概念詮釋社會局的培力取向、融合專業差異呈現出社會局期待的

成效。 

「社會局、社工的培力比較以服務取向，你提供什麼服務；社區營造的

概念是怎麼引發社區的動力，然後回他自身的詮釋或是動能去講。所以

我現在面臨的問題是，在融合這兩塊的時候有點沒辦法…因為你太變成

服務社區的話，他變成會依賴，當然補助也會依賴啦，但是我們其實出

發點都應該是讓他自己怎麼站起來。」（BW5） 

工作者覺得，不同專業的融合應該是能夠讓專業都能有更好發揮，而不是

為了求同而割捨差異，但如何在差異中取得平衡並呈現效果仍有待摸索。 

「融合不應該是放棄自己的方法，是兩個要更好，而不是兩邊因為求同，

而趨於平靜的狀態。我自己是期待，我們應該更好，所以更好的方法怎

麼帶出來？…社會工作跟社區營造的曲徑的融合，到底怎麼樣取得平衡，

有這些層次啦。再來就是，到底怎麼去顯現成效。」（BW5） 

這樣的專業差異磨合不僅出現在培力團隊與政府的溝通中，也會存在於工

作者背景各不相同的培力團隊之內。有時候同一團隊的工作者也不一定能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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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理解團隊其他夥伴的工作方式，但也只能盡可能地尊重和信任，在之前已有

的共識下各自發揮。 

「現在有點像是在一個彷彿存在的大圓桌下面大家各自做一些發揮。可

是其實我沒辦法完全地肯定他們，在跟社區互動的時候到底有沒有發生

什麼事情…我現在只能抓比較大方向的東西，但是還是比較細部的部分，

我會覺得那就尊重第一線的判斷。」（AW2） 

 因應經驗：跨專業學習與對話 

工作者建議，在社區領域中工作應學習跨專業對話的能力，工作思維上不

要局限於弱勢福利群體的服務，才有辦法突破社區發展的思維，吸引更多不同

族群參與社區活動。 

「工作者需要有跨領域對話能力，才能突破目前的思維。畢竟生活是有

更多面向、更生活化，而不是只針對弱勢。生活化才有可能吸引更多的

人參與進來。那怎麼找出更生活化的對話、語彙、形式、互動情形，這

些都是未來工作者的挑戰啦。」（BW5） 

不要排斥跟不同類型、專業理念的人建立關係，立場不同的對話有時候能

夠幫助工作者理解跟社區工作的思維。 

「真的不能排斥跟人建立關係…有的人就不喜歡做這種事，很封閉在自

我世界裡面的話，我覺得真的不太適合…有些立場不一樣的對話也有幫

助啊…社區裡面很常跟我們非同溫層，那你要怎麼去工作。」（AW2） 

參. 制度與政策面的限制 

一、 人力與培訓的不足 

(一) 少少人力想要多多成績？ 

在談及目前方案限制時，無論是政府承辦人員或是培力團隊的工作者，幾

乎所有受訪者都一致地認同，方案在人力上是有待增加的。要服務的社區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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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人力與社區需求不成正比，在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情況下，工作者很難做到

針對性的培力輔導。 

「因為你七十二個（協會輔導任務量），又不能重複的狀態下，跑完之

後其實已經很難想，要在第二輪給哪一些什麼刺激…會有點雜亂的感覺，

因為要同時關注太多，每一個社區光是理解他，就已經，呵！還要幫他

想策略，還要跟他談。」（BW5） 

「我就三個 worker，他一個人要背四十個…就是像個案工作，一個人背

四十二個，不是四十二個人，他是四十二個 group…你需求人這麼多，

結果只有兩個培力團體。」（GO2） 

考量到人力有限難以含括到所有社區，因此方案設置了重點社區的形式

來給工作者「挑著做」的空間，承辦人員表示這樣的設置是為了更突顯培力的

成效與價值。 

「我們了解三個人要做，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們真的就是挑

著做，可是現在就是怎麼樣在挑著做裡面做出成效來說服說，其實做這

件事情也是有價值的。」（GO1） 

認為工作者需要在實務上呈現出經驗，方案才有辦法讓外界看到其效益、

從而重視擴大社區工作的發展力度。 

「透過實務的經驗，能夠整理出有價值的東西，就很清楚看出說，其實

透過培力，能夠真的讓社區得到幫忙跟成長。而且這個社區成長之後，

他就能夠變成是社會的一股力量，能夠提供什麼樣子的貢獻。這樣的話，

就更有利於擴大這個方案，社區工作這件事情就有機會。」（GO1） 

但這就有點走入死胡同——要做得夠好才能增加人和錢，可是有限的人

和錢又很難做到更好，會影響工作的深度。例如有受訪者在分享工作侃侃而談

了很多培力的理念和經驗，但卻表示這些在方案裡面因精力有限而很難實現。 

「如果以我們的輔導其實是會有很深的這一塊，但是社會局的那個我就

沒辦法做到這麼深，因為太廣了…如此大量的，而且需要均值的輔導的，

該如何解套，就是一個問題。」（BW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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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經驗：形成社區互助網絡 

鑒於工作者本身的確精力有限很難兼顧到數量如此之多且不同發展程度

的社區，對此有工作者建議建構社區互助網絡，培養社區師資，讓能力好的社

區去協助稍弱的社區。 

「如果他還沒有動能或是想要去做的話，你一直推他，其實有點事倍功

半。但是挺前面的你去 push 他，讓他成為師資，他再去帶下面的，那

是會事半功倍…其實可以創造更多領導人讓他們去顧後面的（社區），

這樣子其實網絡會出來力量。」（BW5） 

(二) 社區工作欠缺系統性培訓 

在瞭解工作者職場內的培訓狀況時，有受訪者講到說入職以後其實沒什

麼培訓，都是邊做邊學。有受訪者則分享會有外訓，但較為彈性、由工作者自

行留意參與。 

「我覺得進到〇〇（培力單位名稱）之後還蠻特別就是，真的是先跳下

去做了再說。」（BW4） 

「我們（培力團隊）都有外訓，可是外訓是很彈性。譬如說我們看到哪

一場比較想要去，那個議題是我們想要了解的話，我們就會抽時間去，

看那件事有什麼特別，就一起看這樣子。」（AW1） 

 因應經驗：提供督導協助解圍 

針對工作者系統性培訓可能較欠乏的狀況，受訪者建議應該為培力工作

者提供團督輔導，以確保在他們面對問題時才能夠有人協助解答和看清局勢。 

「我們社區工作並沒有很精實的課程…社區工作很需要團督啊…因為

你需要透過外界的人來幫你解除你在這邊當培力工作的問題…因為你

會很容易陷進去。」（G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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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政府資源的設限 

(一) 社區發展的限制與疲憊 

雖然社區照顧的實質跟社區景觀、社區安全一樣，是社區發展的主題之一。

但因社區照顧是社會局的業務，因此它實則被藏在社會局各項資源的要求中。 

「現在人團科主要任務是在組織培力，那組織培力之後的社區照顧這塊，

其實又會回到主題性，就像跟其他的景觀，安全，是一樣的，那只是因

為社區照顧正好是社會局的業務。」（GO1） 

「政策有資源要放時其實已經訂好目標…問題是，這真的是社區要的

嗎？…你（社區）發展特色需要更多資源，那我們就希望你做社會互助

做社福方案…他還是照顧服務面的方案，因為在社會局…看似沒受限其

實有。」（GO2） 

儘管社區內會有不同的發展需求和面向，但社區卻很容易因補助資源而

限縮了發展方向，漸而習慣於以補助的趨向為發展導向。 

「社區其實有很多面向，可是剛進到社區時會有點不知道要做什麼，可

能第一個想到就是我來做據點好了…他（補助）可以幫助社區做很多想

做的事情，可是同樣地我們其實也被這些補助的規格，辦法，政策，給

規訓。」（AW2） 

「現在的社區發展協會因為長期接受補助都政府資源的關係，有蠻多習

慣於政府給的補助案，他們逐漸以補助案為導向去做社區，所以你又發

現，回到最開始，社區就越來越像。」（BW4） 

那些持續地為爭取補助資源而朝政府政策所期待方向發展的社區，到後

來卻逐漸陷入很多事情不得不做的疲憊局面。 

「很多社區到後來是被補助案做不是做補助案…他們跟政府的關係其

實是一種合作關係，比如政府希望你作為政策幫忙推動的執行者…他會

擔心說，這次如果沒有接，會不會明年我就拿不到？會希望盡可能符合

政府的那個力道…到後來其實真的累得半死，可還是要做。」（AW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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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政府調整的有心與無力 

承辦人員指出，實際上政府也瞭解社區的多元族群與需求，知悉其需要針

對不同取向的議題作多元性發展。 

「對社區來講其實很少只發展單一主題…要面對的對象，光社區照顧就

是多樣的，他也不只有社區照顧，更關心其他的生活，其他的議題。」

（GO1） 

但由於政府各部門分工的紛雜，社區必須非常有能力才有辦法申請不同

資源、發展不同方向的議題。 

「政府現在這分工方式，是他們要很優秀。本來就是一般老百姓，組織

起來以後，他又要開始學習，要申請不同資源的時候，他必須要去讀懂

不同單位對於那個（申請要求），所以他們的困難度真的很高。」（GO1） 

而社會局也有嘗試將局內的各項資源補助作整合以單一窗口申請，但最

後礙於各個補助的期程要求各有不同，再加上人團科本就人力有限，最後只能

不得而終。 

「也曾經試著說光社會局好了，社區可能要（做）老人小孩身障，那有

沒有可能讓單一窗口把這些補助都集合起來…可是怎麼撥都很卡，因為

每個計畫有每個計畫的申請時間啊，填報的表格啊，核銷的方式，就都

不一樣。然後人團這邊其實不是有足夠的能力。」（GO1） 

 因應經驗：協助反思、看到多樣性 

對於那些依賴補助款發展卻趨於相似失去自身特色的社區，工作者建議應嘗

試扭轉社區的想法，讓他們跳脫補助的束縛看到資源的多樣性，站在自身角度思

考活動舉辦的意義。 

「我一直想要去扭轉一件事情，但是現在我還沒辦法完成，就是怎麼樣

讓社區發展協會認知到補助款的補助，他不是你所有的經費來源。可是

現在大多數社區發展協會還是，政府要花錢讓我辦活動，就是他們沒辦

法扭轉的一個點，我覺得還蠻可惜。」（BW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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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社區要申請政府方案時，工作者可以加入權力層級的分析，協助社區看到

方案的優缺點、社區自身既有的資源與局限，綜合不同面向再作申請考量。 

「不會一昧地去吃政府那一套…假設整個結構是長這樣，他可能看到是

現在政府有釋出了什麼好處…我會有不同角度的觀點，讓他看到政府在

想什麼；或是告訴他政府這樣做其實是希望社區或社會可以朝某個方向

做一些改變…會讓他看到更多不同面向的東西。」（AW2） 

而對於那些更多是為了維護與政府的合作關係而配合著補助期待、逐漸失去

發展方向的社區，工作者認為需要協助社區創新思考發展的需求和目的。 

「對於老牌協會來說，他們自己需要一些創新，有些東西，其實可以不

要做；或是重新回顧一下自己為什麼要做這件事。」（AW2） 

工作者也建議政府應該以更獨立的組織概念看待社區發展協會，減少用經濟

補助將社區塑造出自己想要樣子的思維，讓資源回放到社區依需自行申請的地方。 

「政府要先放棄那種，我拿補助給社區，希望社區蓬勃發展的思維，回

歸到用不一樣的角度看社區發展協會。那些資源我覺得可以回到業務科，

就是所謂兒少科、老服科。就真的把他們當作那種 NPO來看吧。」（AW2） 

肆. 小結 

回顧培力工作切入遇到的困難，可分為社區層面、政府層面以及制度政策

層面。首先在面對社區時，部分社區培力意願較低，導致工作者想要介入時困

難重重。工作者除了主動營造關係利害和緊密度，雖然更多是略微被動地等待

社區的轉念，但蔡弘睿（2012）以自身經驗分享，只要工作者願意持續叩門與

傾聽，社區終究會打開防禦大門，而當工作者所呈現的服務能夠切合社區需求

時，信任關係也能就此建立。 

而社區一直被討論的競爭狀況，也使得工作者在試圖推展社區間的串聯與合

作時難以著手幾近放棄。其中原因一是資源有限，社區難免會有競爭心態。過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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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社區串聯上的實踐也同樣有共識達成的困難及社區本位思想的束縛（賴兩陽，

2004；羅秀華，2014）。二是社區組織的政治性，致使有的社區無心發展反而把

社區發展協會作為政治工具。協會成為了競選里長拉攏民心的陣營，又或是選舉

結束競選失敗的反擊地，伴隨選舉而起落（林明禛，2011；謝明峰，2010）。 

社區與工作者之間的想法落差，更是把工作者放置在自身標準和社區意願的

選擇處。落差產生於彼此熟悉度不足、工作者期待與社區實況的落差、專業認知

差異與溝通隔閡等因素，導致社區可能難以理解或達成工作者的想法。李易駿

（2016）指出，當社區工作者為了引發社區組織興趣而拋出的議題不是社區所感

興趣時，可能就會使社區工作的推展受到阻礙。陷入兩難局面的工作者容易在培

力過程中感到挫折、困惑等各種情緒，需要消耗較多精力自我反思和調節。 

面對政府層面，工作者的困擾繫於政府和培力團隊之間的各種差異，難於求

同存異的度量與平衡。例如針對方案目標的實現，政府與培力團隊對培力理想成

效的想象和標準各有側重；在面對方案設置和社區狀況的處理上，政府和培力團

隊因各自立場差異而會有不同的做法和看法；在思索培力的實踐取向時，政府和

培力團隊又因自身的專業認知不同而對不同專業的實踐方式各有評判。基於受委

託的立場，面對差異更多是需要工作者進行不斷地對話不斷地嘗試調整。 

而在鉅視的制度和政策方面，工作者困於人力的不足難以成就顯著的成績，

亦因此難以要求資源投放的增加。可是缺乏的社區工作相關培訓又實際影響著工

作者的實務狀況，例如會使得工作者在面對不同專業的衝撞時容易陷入專業優劣

的比較，影響跨專業的合作與學習（陳鈺欣，2007）。而在政府資源引導的部分，

實則對應了社區發展協會半公半私的角色定位（吳明儒、陳竹上，2005），唯有

協助社區跳脫資源和政策，反思活動的價值意義。黃源協（2004）也曾指出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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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因政府部門的分流而發散，若無能完整政策和指南，社區將持續迷失在政策

分歧的漩渦裡，但從承辦人員的角度來看政府目前在資源和政策的整合上仍需更

多努力和支援。 

對於上述各個層面的狀況，之所以謂之為困境，主要是因為其中充斥著工作

者難以依靠自身力量改變的境況，像是社區長久以來的競爭氛圍，像是政府部門

對於績效的考量與要求，又像是社區工作在發展資源上的不被重視，政策對於社

區發展的形塑等等。培力工作者更多是透過自身的轉變以期影響社區、政府、制

度等想法，不斷地調適工作切入方式、不斷地思考尋求平衡雙方期待的對話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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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培力方案的檢視與建議 

本節將整理受訪者對於方案執行、團隊運作、效果等不同方面的看法，並呈

現研究過程中受訪者所提及之耐人尋味的議題，延伸出針對培力方案未來發展的

討論與建議。 

壹. 對培力方案的看法 

一、 政府承辦人員角度 

(一) 對於方案整體效果 

整體而言，受訪者肯定了培力方案的成效及其必要性。他認為重點社區培

力與評鑑（現今的認證）制度結合作用下，社區能夠獲得更有力的輔助、更有

動力地發展需求方向。 

「除了獲獎以外，還有是讓他們更有動力。從 103年做到現在，看到我

們的社區培力，我覺得是有成效的…比如 103年推薦的兩個社區，至今

都營運得很好，而且他算是從中間營運到上層。如果以這兩個社區為標

的，的確是評鑑配上培力的加乘作用，讓他看見自己的能量，讓他有效

地發展自己想發展的。」（GO2） 

受訪者覺得對社區來說培力方案也會是值得正面肯定的，因為方案能讓

想要發展社區的人，無論本身能力強弱，都能獲得陪伴和協助。 

「你問任何人培力方案，他一定會認為是好的…因為有人陪伴，他也知

道說自己不知道做什麼…可是你問他（可自己經營的社區），他就講如

果有當然更好，是正面肯定這個案子。」（GO2） 

正因為有了培力方案，社區才有機會接觸和瞭解到培力團隊、獲得輔導。 

「比較像是給予一個破口，讓他（培力團隊）進到社區啦，對社區他也

能夠理解。當然這個方案第一次在 run的時候，大家都搞不清他在幹嘛，

可是他所存在優勢真的讓他有合理性進到社區、讓社區認識他。」（G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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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受訪者也語帶可惜地表示，目前培力效果成功的社區比例較低。 

「可是你看有三百多個團體，只做了我認為有效是兩個，比較有效啦…

可是成功的比例真的太低了，有效可是有效度太低了。」（GO2） 

(二) 對於團隊專業背景的見解 

對於目前培力團隊裡兩種主要專業取向，政府認為他們各自有其專業的

優勢。像是社工取向的工作者會比較善於記錄和處理人際互動關係。 

「他們對於組織的分析，或是對於社區發展，就會有些 term 比較社工

取向，他們對於個案紀錄也會比較認同。」（GO1） 

「社工在受訓時的專業脈絡跟一般團隊不一樣，會有的特質是可以看到

內部的動力…有經過社工訓練的同仁比較能夠細緻地處理一些人與人

之間的關係。」（GO2） 

而社造取向的工作者則是更善於運用議題刺激社區發展。 

「他們也是長期在社區裡面滾動，所以他們跟社區有那個熟悉度啦…他

們比較擅長的是主題式的、議題式的發展。」（GO1） 

(三) 對於培力團隊的執行檢視 

融匯不同專業的兩個承辦單位執行至今，受訪者認為兩個單位對方案各

有其貢獻。 

「他們的背景不同，所以他們對方案的回饋會不同，就是他們對於社區

培力經驗整理的 style就會不同啦。」（GO1） 

其中一方的培力團隊其顯著優勢在於跟社區有一定「熟悉度」和工作經驗，

在社區工作領域「他們也有興趣」。但認為他們在針對社區發展協會的組織培

力部分還需要適應，報告的呈現也略微欠缺理論深度。 

「他們是類似行動（策略），就是慢慢慢慢…留下的東西就會覺得比較

生活化，會覺得比較沒有理論基礎…他們對於那個組織培力這一塊，其

實是還在摸索。」（G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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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希望他們能夠強化個別社區深入陪伴經驗的呈現，總結培力模式。 

「我們是個別培力嘛，所以還是希望他們能夠比較深入地陪伴幾個，用

幾個社區的陪伴經驗，然後長出輔導培力的模式。」（GO1） 

而另一方團隊的優勢體現在他們與社區的「相處蠻紮實」、「有產生合作關

係」，能夠實際幫忙社區「分憂解勞」。但該團隊在工作經驗的呈現和整理上會

顯得框架不夠清晰、內容不夠概念化。 

「他們的架（構），還是沒有辦法像〇〇〇（過往承接團隊名稱）那個

年代，架構性那麼的清晰，那麼能夠呈現出來是比較漂亮…變得他們是

在整理他們的經驗而已，可是怎麼樣再讓他概念化。」（GO1） 

綜合上述兩方而言，受訪者認為培力團隊對於方案最重要的貢獻是發揮

其能力真正幫助到社區。 

「你是有能力跟社區工作，然後你也實際有幫上忙…我們覺得這個才是

比較重要的價值，其他的東西可能就是再整理，再慢慢發展。實際上有

幫上忙，社區不會說誒沒有，他講話我聽不懂。」（GO1） 

二、 培力團隊工作者角度 

(一) 對於方案整體看法 

受訪者大多對於培力方案本身比較認同。有受訪者認為，方案最顯著的意

義在於，工作者可以持續地加深與社區的工作關係。 

「歷任每個團隊其實都有做培力這件事情，可能根據每個階段培力團隊

自己設定的目標，可能有一些重疊，又有一些不一樣，但基本上我都覺

得都有做。好不好，這誰來界定好不好？我自己覺得還不差啊。」（AW2） 

「我覺得那個改變是，跟社區的工作是不斷累積的…那個關係的建立的

深厚程度，是會讓你一年一年在跟他們工作的過程當中會越來越順利，

而且會越來越如魚得水的。」（AW3） 

但在談及方案對社區的培力效果時，有受訪者則坦白道自己也無法保證

成效的呈現，並認為目前方案對發展狀態不那麼好的社區看似改變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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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點像看一家公司，你覺得他三年後會不會獲利？對我來說我沒辦

法保證說他三年之後會獲利…觀察起來還是比較偏向在幫社區發展協

會續命，我私心覺得啦。因為會做的、發展好的社區發展協會，他就會

壯大起來；那些浮浮沉沉的社區發展協會就還是那樣。」（BW4） 

其指出方案的有效性除了看社區的發展狀況，還要回歸到工作者能否在

中間協助民眾更理解政府單位的要求和想法。 

「成效的好或壞，其實是回歸於社區發展協會能不能好好發展下去…回

歸到最基本就是，一般民眾對於政府單位的距離感，我對政府是陌生的，

每次來公文我都是有看沒有懂之類的，我們是不是能夠跟他翻譯這個過

程？」（BW4） 

縱使成效可能在本期標案執行結束時也不一定能呈現，受訪者強調培力

工作的精神價值還是應該持續推展。 

「需要更有自信地做下去…有些價值就是要不斷地講，而不是講了一陣

子，大家沒反應就不講了…不然很容易是，今年沒效果，明年又要換。」

（BW5） 

(二) 對於方案運作的觀察 

受訪者認為，方案很值得欣賞的一點是，不會局限社區發展協會一定只做

社區照顧、都發展成一個樣。 

「不會指派、很狹隘地看到社區發展協會，然後願意接受社區發展協會

長成不同的樣子，光這一點我就覺得很值得嘉許。」（AW2） 

相較其他縣市，台北市的培力方案更是開放了社工專業以外的專業工作

者一起參與社區培力。 

「其他縣市政府還比較鎖定在，執行這個業務的人需要社工專業，可是

臺北市政府是開放的。這個開放的好處是，讓更多不只是社工專業，但

他也關心這件事情的所謂專業人士可以一起進到這個領域來。」（AW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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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政府也不會過分地限制培力團隊的工作內容和方法技巧。 

「政府的角色不會那麼地介入或限制，他不會規定說一定要振力勸導什

麼的，因為他知道培力的角色。我覺得社會局能夠真的讓我們放心一點

就是他信任我們的工作、內容、跟技巧。」（BW4） 

也會給予培力團隊溝通的空間，願意在對話中嘗試鬆動達成雙方共識。 

「社會局還算是可以對話…完全沒有對話空間的單位，這案子也不會做

久…做了那麼多年，我覺得他們還是有一些調整的空間。」（AW2） 

「從去年開始溝通，到今年真的比較有共識，就是他們真的會希望說，

讓我們去找到台北市社區發展協會的問題，他們到底有哪些現象能夠被

統整出來。」（BW4） 

雖然政府對於社區組織培力方案給予了很大彈性和自由，但受訪者覺得

他同時也存在著不清楚自己要什麼的限制，有時候培力團隊也會不清楚政府

究竟想要的是什麼。 

「從好的角度來看，他們給我蠻大的自由。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他

們其實對這個東西他們自己也沒有那麼清楚。因為有的時候你就問他一

些理念上或是你們希望社區做到怎麼樣，他們其實講不清楚。」（AW2） 

(三) 對於培力工作的執行效果 

在培力工作的執行上，方案在過往的人力基礎上增加了培力團隊的介入，

讓社區可以獲得更多協助的機會。 

「因為加入兩個團隊，所以是更細緻地接觸社區發展協會。評估起來還

是好的，比起以前只是他們自己做的話，現在變成更多人可以協助。」

（BW5） 

以申請方案辦活動等事務為例，培力團隊能夠予以社區更細緻的輔導，讓

他們不至於因為各種申請資訊而迷茫亂撞。 

「還算是蠻有必要，如果今天沒有培力的話，那社區想要做事情，到底

要從哪裡開始？假設他們想要去請某個方案，他可能打電話去局處問，

但是他還是不知道要怎麼樣做…也有可能他們看到片面資訊就覺得，這

方案好像是在做什麼，但其實不是。」（AW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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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培力議題的探討 

在分享培力工作經驗的同時，受訪者也向研究者拋出了很多有趣又似乎未有

標準答案的議題，值得大家一同探討。 

一、 重點社區的標準？ 

為了能夠以有限人力聚焦工作重點，方案在服務量設置上要求培力單位每

年培養十個重點社區作為培力成果示範。 

「雖然我們要他們總共三個人力做七十二個社區，可是，真正比較深，

就是頻率比較高的，我們其實要求他們就是十個，重點培力…讓這種操

作模式可以被看到他的不一樣，跟一般里長服務不一樣在哪裡。就比較

有具體的 model。」（GO1） 

但實際上出於績效更好看、成果更顯著等考量，能力好的社區更容易會被

挑選作為重點培力的對象。 

「為什麼有名的社區錢會越來越多，因為政府需要績效啊。他知道把錢

投到這裡，他的施政績效會比較好。這是他們的考量，也不能說他們不

對，畢竟有些錢還是要運用在有把握可以有呈現的地方。」（AW3） 

但有受訪者質疑，重點社區的設置究竟是要呈現社區已有成就還是因工作

者而改變的方面？ 

「重點社區的呈現，其實都是他們（協會）原本就已經有的東西…，重

點培力那些能力，都不可能在一年中形成。」（BW5） 

若是前者，能力已經很好的社區實際也不需要太多陪伴；並且如果只挑能

力好的社區進行培力，很有可能到最後都在培力同一群人。 

「如果都是培養那些老字號的，已經做得很好的，那對我們來說，他們

其實不需要那麼多的陪伴啦。」（BW4） 

「我們是不是都在培力同一群？這件事情很有趣，為什麼我想到這件事

情，因為我們會發現，有動力的社區就是那些；沒有動力的還是這些。」

（G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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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後者，希望能呈現社區經由培力工作者的介入而實現改變，則又會面

臨另外一個狀況：在實際操作中，社區的進步並非一蹴而就的，很難讓重點社

區經過一年培力就能立刻自立自強。 

「我們覺得這種培力不是那種，今年把他拱上天，明年他就自生自滅。

有的時候那個東西是需要把時間拉長的，這個東西對於我們實務上操作

是有些困難的。」（AW2） 

此外，有受訪者表示當其挑選一些比較新但評估覺得很有潛力的社區作為

重點社區時，有時會遭受政府的質疑。 

「雖然說他的基礎比較薄弱一點，也是一個很新社區。可是你看兩年多

一點他很有熱情啊。你知道這個真的是可能跌破到他們（社會局）眼鏡…

他（社會局）會想說我要拿出成果的東西，怎麼會拿他呢？」（AW1） 

對此，受訪者覺得這個部分需要回到政府去思考，是要選擇保證培力效果

選取優秀社區作為代表穩打安全牌？還是要嘗試給予新興但有動力的社區更多

表現機會？ 

「我覺得給予社區公平的機會蠻重要的，假設這個社區是評鑑的常勝軍，

那市府一定會說找那個社區去做，因為是安全牌嘛。然後假設我今天是

一個新鮮的社區，我很努力做出來一些成果，但是你永遠都是，被排在

後面，我覺得也是會有一點失望。」（AW1） 

「到底是全部都是舊的要三年不斷培力，還是說我們能夠替換，一半是

新的一半是舊的？討論出來的結果是，其實我們會期待是一半新一半舊。

一個新成立的，或是去年沒有培力過的社區發展協會今年把他們納進

來…因為當然不能說我們三年只培力十個，這樣就很奇怪很久。」（BW4） 

二、 成功社區的模樣？ 

前面提到，重點社區的設置是為了能夠形成示範作用，讓大家看到「成功

的社區」是這樣的、吸引更多社區選擇這樣方式發展。可是，成功的社區究竟

應該是什麼樣的呢？他會有一個統一的樣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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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基本都認為，成功的社區核心需要有積極的領導人作為串聯核心，

願意在其中號召其他人對社區的關注的參與。 

「很多成功的社區發展協會，都有很棒的核心價值…一群完全不認識的

人，其中有幾個人很熱心很雞婆，開始組成一群人；再去拉旁邊人說，

我們一起想要做事情…再進化到這個議題成為大家的共識，要做比如是

社區安全，社區巡守，還是綠美化；然後才形成特定的一群人。」（BW4） 

「有沒有一個積極的領導者，我覺得這個很重要…就是他在這裡面很堅

定很熱衷，他願意去串連這些事情，願意去 call大家做很多事。」（AW3） 

如果社區領導者沒有足夠的覺察和凝聚能力，即使大力撮合社區與專業社

區的創新合作，社區也不見得有能力將社區發展目標帶入其中發展出符合社區

需求的東西，最後的成果依舊是專業社群的努力，而非社區在成長。 

「這會涉及社區領導者有沒有能力，又能夠維持合作關係，又能夠

handle整個願景…不是說有人來幫我做，東做一個西做一個，社區也講

不出他到底目標是什麼…這樣他沒有 handle 的時候，其實還是會停留

在，是專業社群他們的成果，也不是真的社區的成果。」（GO1） 

作風強硬領導人似乎很容易會與「少數人的民主」掛鉤。可是也有受訪者

認為，如果領導人在雷厲風行地主導執行之餘，善於擴散所做的事情，吸引社

區居民瞭解，自然也會獲得認同、願意幫忙和追隨。 

「在社區裡面必須要有一個引導者，可是就要看領導者的一些作風吧。

有些領導雖說很強硬，但他是可以有很多擁護者幫他做事情。那有一些

他可能就是一個人強硬地去做完，重點是沒有好好傳遞說我們到底在做

什麼。」（AW1） 

所以成功社區的標準就是具備有領導能力的社區領袖聯動社區各種力量發

展社區事務嗎？由此不禁聯想到同樣是台北市社會局所辦理的「咱ㄟ社區」台

北社區認證計畫，計畫提出了「社區認識」、「民主共好」、「學習成長」、「生活

願景」四個指標，期待大眾可以透過這四個指標評判社區成功與否，社區自身

也可以透過這四個指標自我覺察和繼續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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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希望社區的領導者能夠讀懂，真正學到社區發展的精神和方向，

那他就會比較知道，他哪裡還要繼續、還可以繼續做。用這些指標引導

他們去思考他們做這些事情的目的。」（GO1） 

這也讓人很期待，成功社區的模範是否真的可以透過這些指標被識別和建

構。 

三、 培力服務的永續性？ 

對於一項工作或是服務，大眾難免會希望他是能夠得到延續而非曇花一現

就沒了。而在探討社區培力成果的能否永續時，受訪者覺得即使協會在現階段

服務上做得很純熟，未來還是會存在社區可能因服務方向轉變而變得不是那麼

有能力的可能性，但這不能歸罪於專業團隊的撤離。 

「今天這領域他們做得很純熟了，社區都知道怎麼解決問題、找資源、

服務都做得很好，剛好又是我們退場不在社區的時間，但他們下階段要

發展婦女，確實很有可能不會啊，那是我們工作沒有成效嗎？…不可能

有一個專業團隊在哪裡待了一兩年，教會社區做所有的事情。」（AW3） 

至於社區會不會在培力團隊結束後退回原點，受訪者覺得工作者能做的就

是在現階段盡可能跟社區做討論，協助他們釐清各種工作方法，但剩下的只能

期許社區未來能夠自主地依討論內容執行。 

「是會擔心他們退回原點啦，就像復健一樣，一個療程做完了，會繼續

讓他變得更好嗎？我不敢打包票說我給了這些方式，他真的會照我們討

論出來的方式繼續做下去。他可能轉念一想說，今天好累喔不想做了，

好麻煩不想做了。其實放棄的社區發展協會很多，我們只能盡力，都盡

量給建議、給討論啦。」（BW4） 

所以，培力工作的效果是否註定無法實現永續呢？或是可以採取什麼方法

協助培力效果的延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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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給培力單位資源？ 

在困境的探討中，可以看到工作者因為建立關係的不易而常常在培力輔導

中碰得一鼻子灰。在方案中，政府期待培力單位迅速建立關係呈現成果，但沒

有資源的情況下工作者其實很難讓社區願意一起工作。 

「因為他每年要被要（求），他兩年嘛，兩年一約，所以他兩年要被看

到成果，你如果沒有資源怎麼跟社區建立關係。這個是他的限制啦。就

是你如何沒有關係之下，你要等到培力的成果。」（GO2） 

「我們的資源就不是那麼多，變成今天要去跟社區去談這件事情，也是

很困難的事，要怎麼樣讓人家願意跟你去談？」（AW1） 

因此有受訪者認為，方案需要給予培力團隊資源作為「蘿蔔」和「鞭子」

吸引社區，讓他們有感覺與團隊合作。 

「他們從有感覺，開始願意做，開始跟著你做下去，當然要配合一些鞭

子工具、蘿蔔，才能往前。」（BW5） 

可是也有受訪者擔心，如果為了增加社區主動性更快建立關係而給予培力

團隊資源，他的角色就會變成資源分配者而非中立的培力者。 

「所以對培力團隊來講，就是假設他如果拿了政府資源，是不是就代表

他變成資源分配者？那培力方案他是不是該拿資源去分配？因為他就

不是培力了哦…請問他怎麼中立地資源給需求的人？…在長遠來看這

是不合理的，這到底是民眾、社區的需求大還是政府的需求大？」（GO2） 

而像目前沒有資源另外一方面看起來也會是種優勢，可以讓培力團隊與社

區的關係更為純粹。 

「這也是個優勢，我們不是要我今天拿了一個東西說要嗎要嗎這樣…就

像現在去社區，也會像朋友一樣，有的理事長會講你跟我女兒差不多

啦…可以比較純粹一點，也不用感覺到有很大的壓力。」（AW1） 

因此，工作者是應選擇手握資源吸引社區主動？還是應該保持現在無資源

在手的純粹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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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分級分類做中間層級？ 

雖然培力方案的委託內容中要求培力單位應該要依社區組織狀況，「規劃分

級、分類之培力目標與方式」，但承辦人員表示其實社會局對於分級分類這件事

並無特別要求。 

「其實是中央要求要對社區進行分級分類，所以這件事情會被納進來，

在台北市並沒有很絕對地強調這件事情。」（GO2） 

考量到低層次的社區一般動力也較低難以介入工作，高層次能力好的社區

不一定會想參與，所以政府還是保存著期待培力團隊能用類似分級分類概念著

重輔導中間發展程度的協會。 

「我們好像都在做高階的社區，中階跟低階沒有做。那跟社區動力有關

係，因為他不想做，最底下是沒辦法工作，所以我們要求培力團隊是（做）

沒辦法做以上的…有點分級分類，把能夠處理、有基本動力的社區讓他

們處理…對培力團隊來講，你要他切中段的社區是不容易。」（GO2） 

可是有工作者認為，對社區進行分級分類是把社區框定在其呈現的當前狀

態，一方面會導致工作者因預設了社區的狀態以及預期該狀態會出現的問題，

進而影響與社區工作的目標。 

「這幾年最大的挑戰，就是幾乎所有人都會問，有沒有幫社區分級分類，

但是我們一直拒絕做這件事。分級分類會有一個問題，就是常常把社區

框定在某個狀態。我把那個定位為是現在社區走到的狀態，誰知道這個

卓越社區會不會有這樣的問題…有些社區就低落運作，我們就一直覺得

好像要把他拉去哪要做些什麼，可他就沒有意願啊。」（AW2） 

另一方面，給社區劃分層次後，實務上他們也未必就能按該層次路線發展。 

「當然我覺得我們大家都會對於各種不同狀態的社區有一些基本的假

設，要往哪邊推進，這是沒有問題的。可是我不覺得應該要為社區去分

那個類…這件事情在實務工作上面，我覺得沒有太大意義。」（AW2） 

所以，究竟應該如何看待「分級分類」這件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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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實務與制度的建議 

針對方案所遇到的社區發展動能參差偏弱、專業工作者人力不足、政府與培

力團隊成效認定存在差距、培力工作過程中需不斷磨合專業差異等狀況，受訪者

綜合實務角度和個人經驗分享了許多寶貴見解。 

一、 更新社區發展法令 

目前雖然培力方案在嘗試連結社群力量豐富社區發展方向，但由於社區發

展協會大多存在動能不足的狀況，媒合效果有限；又因本培力方案出自人民團

體科，在對象上難以跳脫社區發展協會，因此似乎一時難以尋得增強培力對象

動能、促成社區力量融合與發展的根本性方法。 

對此，有受訪者提到或許促成社區發展法的制定，能夠讓培力對象得以放

寬不再局限於社區發展協會，也能讓社區發展的法令得以更新。 

「可能就是新的社會團體法過了，那才能有鬆綁的可能，因為法令還在

等著修，現在就還是人團法，跟已經過時的社區發展的法令，然後那個

法令其實說他已經不合法。」（AW3） 

「社群的發展，其實應該是一個方向、一個趨勢…〇〇〇老師就有提到

這件事，他說現在他也參與修法，然後大家也逐漸有這樣的共識，就是

社群的力量應該要逐漸加入進來，所以他也認同我們在做的方向，不再

只是框在社區發展協會。」（BW5） 

二、 完善社區輔導的合作機制 

除了在探討困境時提到的人力增加和去除資源設限，受訪者還有提及輔導

制度的串聯。受訪者發現，參與社會局所提供的基礎培力課程的成員大多不是

社區發展協會的人，可是協會成員實際又存在著基礎技巧性培訓需求，變成培

力團隊這邊需要再額外個別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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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參加的很多都不是在社區發展協會的這個組織裡面的人，我覺得這

個很可惜，然後其實實務上在社區裡面他們這塊需求很大…會變成我們

在跟很多社區私下的互動，或者是工作的過程裡面，我們需要額外地個

別去教他們處理這些事情。」（AW3） 

「輔導應該在他（社區）方案形成前…他提了案子你給他補助，允許最

後不見得是按照原本的提案執行，在過程裡面我們還有空間幫他調整。

而不是他提案就過了，再要我們去輔導，那怎麼輔導？他都已經寫得那

樣了，他不見得了解提案對他的意義，也不見得想要改。」（BW5） 

因此，建議最好可以結合其他社區的輔導機制，例如將基礎培力課程與社

區組織培力方案相結合；以認證和補助資源吸引社區與培力團隊合作，藉由社

區活動的促成從計畫到最後成果評估一步步協助社區發展前進。 

「現在在委託社大做的基礎培訓課，應該要跟我們的案子結合。」（AW3） 

「譬如說認證是鞭子，引導他們來可能至少上五堂課；五堂課結束之後

提出一個計畫，我們來修正，或者是透過計畫再來討論你可以怎樣修正

改變；然後把計畫修了，好給錢，你真的去做；做了之後我們再來看，

哪些可以改哪些不可以改；然後去評估成果。」（BW5） 

同時，服務於社區的不同專業團隊需要建立對話平台，這樣也才能更清楚

彼此的著力點，進而知道怎麼更好把行動和理論整合起來。 

「區域網絡，不只是針對培力團隊跟社區，也應該包含培力團隊跟社區

相關團隊…認證、培訓、輔導、社會局本身、培力團隊，這幾個要形成

對話平台，怎麼樣把資源兜起來跟行動、力量整合。平台要被看到才能

借力、使力跟資源整合。」（BW5） 

透過整合平台相互間有共識地分工，讓培力工作者能夠更省時省力地知道

進入社區的任務。 

「分工要更有共識，不然不曉得每個人的角色能施力的狀況…變成有時

候進去，我也不敢直接用我想要做的事情，我要先理解他們（其他輔導

團隊）聊到哪裡，社會局的角色在哪，我要去補哪一個。」（BW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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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視質性的成果檢視 

在論及培力效果時，有受訪者指出因方案結果涉及政府的績效考核，因此

目前方案的成果檢視上更多專注數字的考量，缺乏質性方面的彈性呈現。 

「我們並不是去看培力方案真的達到的效果是什麼，我們去數人家的量。

我們被主計、審計要求說，你沒有量怎麼知道服務什麼。可是服務成果

有質、有量。」（GO2） 

「所謂媒合成功有點像孵蛋，比如說孵了十顆蛋，有八顆蛋死掉了，有

兩隻小雞長出來，請問百分之二十成效算好不好？如果成效一直用量化

去算，真的能夠反映出質化跟量化的差別嗎？」（BW4） 

雖然能夠理解政府為應付考核而設定數量的要求，受訪者還是很期待政府

可以調整和放鬆培力工作中對量的期待，更多回歸至社區本身，促成有意願社

區的進步。 

「他們還是有很多必須要去達成的，我們也會希望他們可以再開放一點，

或是再允許多一點的彈性…作為公部門應該要放寬心耶，他不想要做的，

我就不看、不需要太理他，但是真的他有想法，只要有一點點志願的，

我們都可以努力去促成。不要太覺得一定要衝到什麼樣的量啦。」（AW3） 

四、 增進跨專業與反思能力 

此外，對於社區工作場域的專業多樣性和對象多元性，受訪者建議工作者

尤為需要積極建立人脈，學習跨域對話的能力，順應培力過程中可能會遇到的

各類非同溫層的對象。  

「你真的不能排斥跟人建立關係…寧願多交一個朋友，不要建立太多敵

人，因為真的太容易遇到…有些立場不一樣的對話也有幫助，我不覺得

這樣耶，你有沒有想過其他可能性，還是會想改變對方。可是有些人的

氣場就是他沒有想要改變…社區裡面很常跟我們非同溫層。」（AW2） 

受訪者認為工作者自身也需要跳脫案量要求，不斷去反思自己所做的事情

背後意義為何、為了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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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工作你可以做得非常地，淺。所謂淺就是輔導社區、把案子交出

去做。當然你做得越多，社區展現出來的能量看起來越豐富，社會局就

會很喜歡，可是，這個東西的意義是什麼？你跟社區說不要提這個案子

你在想什麼？你希望社區提這個案子你又在想什麼？我覺得要跳脫對

於案量的要求，真正去談到一些比較本質的東西。」（AW2） 

肆. 小結 

在論及對方案的看法時，培力方案設置的必要性基本獲得受訪者一致認可，

認為方案著實有助益社區發展，但以數量上看效率較低、且成效彰顯較慢，培力

層次也較表面。在培力團隊的執行上，政府認為兩個團隊各有優缺，期待他們能

在有效協助社區之上優化經驗的呈現方式和深度。在培力方案的運作上，培力團

隊則對政府的開放性和包容性表達了欣賞。 

受訪者在培力議題的討論上，從重點社區選定、團隊資源配給、分級分類工

作等制度設置，到成功社區、服務永續等標準考量，每個議題的答案都有其兩面

性甚至是多面向，但每個答案都會是方案發展優化的指引。 

總結對於方案的實務與制度建議，受訪者提出可先從社區工作的法源上進行

更新，促成社區發展法的制定，在社區培力對象的設定上可以採用「議題」、「生

活圈」等更多元的範疇（賴兩陽、吳明儒，2012）。其次，政府應將社區各類輔

導工作結合轉動，建構跨專業的團隊協力合作平台。而在方案的成果檢視方面，

受訪者建議應增添對質性成效的考量，看到社區深層的成長。張力亞（2015）也

指出，政府部門在投入資源時若囿於追求「行政的合理性與正當性」與「經濟的

成本效益」，結果可能會無法滿足社區真正需求「忽視外部社會效益」。最後，受

訪者也建議培力團隊工作者應保持自省和學習跨專業對話，在工作中不斷思考培

力工作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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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章節將綜述研究中所瞭解之培力方案的發展、執行及效果，進一步討論方

案衍生的狀況並針對不同層面提出參考建議，最後整理出本研究的反思與限制供

讀者借鑒。 

第一節 研究結論 

壹. 培力方案的發展與施行 

方案起於社區培力的發展熱潮，旨在為缺乏專精人力輔助的社區發展援以資

源聯合和輔導。執行之初，方案停留在由社工專業背景的團隊承接開展，隨著方

案的持續推展，方案在標案期限和承接單位的專業背景上抱持更加開放的態度。

而發展目標方面則是依隨社區發展的狀況逐漸明確，從社區組織的基礎能力培養

拓寬至聯動社群合作創新社區發展。 

對於培力的執行和目標達成，政府和培力團隊都衍生出自己對理想狀態的圖

像。政府對於培力團隊的要求和期待在調整下趨於明確：開放專業背景，強調經

驗熱誠，希望角色平衡與社會建構；而培力團隊工作者也對方案目標秉持各自面

向與深度的不同、多元對象的培力理解：面向從做好小事到公民社會建構，跳出

方案設置培力對象可以社區裡面所有人。至於在都市實踐社區培力，工作者認為

固然有其工作手法的獨特性，但培力的價值和精神不應因城鄉之差而有變異。 

貳. 培力團隊施展方案的策略與經驗 

在培力方案的施展中，培力團隊工作者的經驗可分為進入社區前之準備、與

社區工作之內容，以及方案中工作者的多元角色。在進入社區前，工作者會先建

構初步性互動，進而結合正式與非正式資料增進對社區的多面向瞭解，為後續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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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社區釐清發展取向和設立目標作資料準備。與社區正式開始工作後，工作者會

以社區所選取的目標為主要導向，融入組織基礎能力、合作與串聯能力、價值思

考與行動能力等內容，含括基本技能的培訓到公共參與的意識建構，為社區提供

不同層次的培力輔導。過程中工作者還會密切觀察和引領社區審思培力目標的達

成情況。 

而在於政府互動的方面，可見工作者積極協助政府和社區進行對話和相互理

解，同時培力團隊自身也會跟不斷地與政府溝通，以期平衡各方對於方案執行的

期待。過程中工作者兼顧夥伴、串聯者、智囊團、中介等多種角色，發揮著對於

的陪伴、連結、建議、協調等不同功能。 

參. 培力方案實踐的困境與因應 

培力工作者在培力方案在實踐過程中，伴隨著工作場域的逐漸深入會面臨不

同層面的困難，主要可歸納為社區、政府以及制度政策三個層面。 

一、 實踐之困難 

(一) 社區：培力意願的影響 

社區層面的困難主要體現為社區對培力工作意願不高。像是前期開展時

社區會表現出不信任、社區自覺沒有輔導需求、或是社區無意追求提昇等因素；

中間合作串聯時會囿於社區的資源競爭和政治鬥爭而陷入困局。過程中社區

與工作者之間的想法分歧更是給培力工作的溝通增添阻礙。 

(二) 政府：想法認知的磨合 

政府層面的困境大多是源自政府與培力團隊雙方認知觀念、專業理念等

方面的差異。作為行政單位，政府在成效上需要較多「業績」考量，在制度要

求和立場上會持相對保守的態度；培力團隊常因背負「中間角色」而困於找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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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與社區需求中的折衷之道；當工作者的專業背景不同於社會局的社服取

向時，工作者和政府之間的想法差異更是會被放大，使得工作者覺得無所適從，

同時亦不被理解。 

(三) 制度政策：資源制度的限制 

現行制度的限制影響著方案的各個對象。對培力團隊而言，人力不足對應

社區需求繁多，加上缺乏社區工作的系統性訓練，工作者在社區中的工作效能

和判斷都會受阻。就社區而言，每項政策背後的屬性都會潛移默化地影響社區

方向，影響社區發展自主性的養成。於政府而言，雖有認識到社區發展需求的

多樣性，但要整合資源也實為能力有限。 

二、 實務之因應 

(一) 社區：不斷反思、調適、磨出切入點 

面對社區培力意願低沉的情況，工作者的回應方式是在前期透過利害關

係建立社區信任感，以密切的聯繫和陪伴等待，慢慢引導社區覺察和反思增加

工作積極性；避免捲入競爭關係中，引導社區找尋另外的資源和活動類型；對

於選擇加入「權力遊戲」的社區也予以理解和尊重。遇到溝通理念的分歧，工

作者的因應是反思自身、理解社區，溝通中簡述化概念表達並不斷調整工作內

容，與社區在「進+退」的磨合中前進。 

(二) 政府：不斷對話，求同存異 

面對各自想法認知的不同，政府和培力雙方其實都在努力磨合改變：政府

在可能的情況下會為雙方溝通營造平台促進對話；而作為承辦單位，培力團隊

並非只能不斷退讓，工作者更多的因應方式是積極溝通、勇敢表達，面對專業

理念的差異也要嘗試對話，才有辦法相互理解找到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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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制度政策：反思扭轉、塑造多元 

對於制度政策的影響，工作者的嘗試是協助社區看到事情的多面向、資源

的多樣性、發展的多元性，回顧反思社區自身的需求，以期跳脫鉅視面的限制。 

肆. 培力方案的成效與相關議題 

在成效的看法上，受訪者都對培力方案設置的必要性予以認可，但存在有效

度較低、成效彰顯較慢，培力層次不深的狀況。在培力團隊的執行上，政府認為

兩個團隊各有優缺，期待都能在有效協助社區之上優化經驗的呈現方式和深度。

在培力方案的運作上，培力團隊肯定了政府的開放性和包容性。 

在培力議題的部分，受訪者討論了重點社區設定、團隊資源配給、分級分類

工作等制度設置，反思了成功社區、服務永續等標準考量，認為這些細節都需要

再作思考和決策。 

表 7 

培力期待與實踐對照 

 

 政府 培力團隊 社區 

培力期待  提升社區組織力 

 建構社會公共參與 

（組織能力培養為先，權

力意識提昇為遠） 

 協助社區知悉、達成所想 

 公民社會建構 

（組織能力培養為主，權

力意識提昇為輔） 

獲取資源、輔導協助 

（組織能力培養居多） 

實踐與困難 在培力期待上與團隊相

似，但因績效壓力、專業

取向差異而與團隊有想

法認知待磨合（困境） 

因應：不斷對話，求同存
異 

推動內容： 

1. 發展組織基礎能力 

2. 培養組織合作與串聯能

力（操作有困難） 

3. 推動公民社會行動能力

（難以推展） 

在培力期待上更多表現

為資源連結和基本能力

輔導，故當培力團隊嘗試

進行社區串聯和公民意

識的提昇時發現社區意

願有限（困境） 

因應：不斷反思、調試、
磨出切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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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對方案整體的建議，受訪者認為應該更新社區相關法令，讓社區工作有

法可依；促成社區各類輔導的整合以及不同專業團隊的合作；在滿足績效上的數

字考量時，增加質性成效的彈性呈現；增進工作者的跨專業與反思能力也是非常

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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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討論 

受訪對象寶貴的分享中，不僅蘊含著許多工作狀況與因應，還夾帶了非常多

發人深思的觀點，以下將試著整理研究者深受啟迪的部分，希望能夠引發讀者一

同思考與討論。 

壹. 理想與現實的兩難 

從方案制度的設置上看，可以感受到人團科的承辦人員對於培力的期待和深

層的擔心。作為關注社區發展的工作者，社區最理想的狀態就是能夠形成和發揮

互助力量，讓社區議題與需求能夠得到在地化的處理，因此看到培力方案的落腳

點就是嘗試著培養社區發展協會使其更有發展能量。可是站在制度推行者的立場

上，每個政府人員身上是背負著壓力的：政府資源有限需要把資源都用在刀尖上；

而在社會工作行業走向精專化的趨向中，社區工作是不被看見的，選擇做培力社

區組織強化社區工作這件事情更像是不走尋常路，如何讓培力社區的重要性被看

到進而持續地獲取資源繼續發展社區工作就成為了推行者的更為迫切的目標。 

這樣的兩難狀態不僅出現在政府層面，也同樣出現在培力工作者的身上。有

的工作者內心對培力有較深刻的價值與信念，期待著社區發展協會有能力作為社

區資源的串聯，為公民社會的自由參與建構根基。可是帶著期盼的他們進入社區

後會有些「挣扎」，因為社區動能參差不齊、政府方面迫切地需要在方案執行期

限內看到更多成績、培力團隊由一變二隱約增添了競合，工作者需要不斷調整自

己原先對培力的理想期待。大多數情況下工作者會將實踐模式上調整為更偏向使

能，讓社區能在有限的執行期程內完成其任務（黃彥宜，2016）。有的工作者會

因為無法調整和讓步自身的期待而選擇離開這個施展場域，也有的工作者選擇由

淺入深相信著在堅持之下可以等到社區能夠實踐深層意識改變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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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期待的理念信念在現實無法盡然達成時，究竟需要怎麼樣去調適、抉擇，

大概是方案中的每個個體都在不斷思索的疑問。而從研究的角度上，可以為這樣

的困局提供什麼意見與協助，也是研究者日夜思索的困惑。研究者認為，若將社

區組織培力方案比擬為遊戲，無論是制定遊戲的政府，還是參與遊戲的培力團隊

或是社區本身，都需要釐清自身立場中對於遊戲結果的期待並嘗試對其排序。如

果今天政府首要關注的是結果「很好看」，那麼的確可以堅持理想狀態下建構的

規則，不斷變換和挑選參與者，直至達成大且美的結果；但若言遊戲制定者對遊

戲結果關注的背後是希望能夠有更多人參與到遊戲當中，那麼勢必得接納遊戲結

果存在不完美，尊重信任並給予參與者意見表達的空間，一起來討論遊戲怎麼樣

設置可以更有吸引力。同樣，參與遊戲的培力團隊和社區都有選擇自己想要的遊

戲規則的權利，覺得不好玩大可另覓新遊戲，但如果今日參與者意旨找到最符合

自身需求的遊戲，那麼參與者不妨選擇合作，善用規則包裝實踐，在信任和經驗

的積累下、藉助遊戲執行者的力量將社區培力築成自己想要的方式。現實與理想

總有差距，既然無法消滅差距，那不如各自退讓磨合，逐步趨近的過程中建構出

雙方的共同價值與信念，共營朝向理想的共贏現實。 

貳. 由下而上的實現 

延伸理想期盼與現實行動存在著差異，究竟想透過方案把社區帶到何種狀態，

成為了培力方案又一引人思考的問題。雖然在論及社區的理想狀態時，大家常常

會提到「由下而上」的發展狀態，談及意識覺醒（Adams, 2003; 羅秀華，2001）、

社會參與（Warren, 1978; 梁祖斌，1996），但從方案執行困境來看，大多數社區

似乎未具備自下而上的動能和意願。而在社區尚未生成形成公共參與的自主能力

時，由上而下的引導和教育是有需要的（陳秀雯，2006），結合「由上而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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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下而上」兩種路徑的社區培力才更符合社區發展實況（黃源協，2004；卓春

英，2016）。 

由政府發起落實的培力方案確實是「可上可下」的路徑嘗試。藉由方案社區

獲得了更多輔導的機會，結合原本已有的社區資源，由上而下的力度是相對充足

的。為了增強社區自下而上的能量，過去曾有提倡能力較強的社區帶領其他社區

發展的方案（福利化社區旗艦競爭型計畫、桃園縣旗艦社區領航計畫），在培力

方案第一期（2014）執行時，也有嘗試「以區域為導向」，建構「地方性策略夥

伴」，但無論是聯合社區或是社區聯盟的嘗試，最後都因為業務量對社區而言太

重、不同社區的需求和想法難以達成共識、社區本位主義等影響，導致執行存在

困難（李易駿、賴兩陽，2014；賴兩陽，2013b；羅秀華，2014）。再者，有學者

指出聚焦於小範圍議題處理或是制式化的「訓練-寫計畫-提案申請」等輔導模式

（黃彥宜，2012），政府輔佐資源優先於社區需求的政策性考量（劉立偉，2008），

都會一定程度地削減由下而上的動能。例如在困境的部分，有工作者說到有的社

區會對培力工作者表現得唯唯諾諾，而有趣的是，這樣一昧順從的狀態幾乎都是

因為社區想要獲取資源，這似乎又從另外層面體現了資源對社區的影響，社區還

是無法跳脫政府資源找到自己發展的自主性。此外，研究者在整理培力團隊的推

動經驗時發現，培力工作的施展形式和內容更多是圍繞政府所規劃的項目內容，

超乎社區所表現出的培力期待，因而也埋下了工作困境中社區培力意願有限的地

雷。 

因此，方案應該如何控制好輔導的力度，避免本應可上可下的培力工作只剩

由上而下一半路徑而丟失了另一半的由下而上呢？自下而上的部分，其實研究者

很欣賞培力工作者目前依據社區發展狀況慢慢地在日常陪伴中灌輸權能培養、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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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為社區「鬆土」、「施肥」的形式，這樣的方式雖顯效慢，但研究者認為正因

如此悉心根植才能避免揠苗助長，實切地讓社區按照自己的需求和想法選擇其發

展路徑。如果能配備更多協助的人力，將從培力的社區受益數量上加速培力成果

的顯效，同時也能減少因工作者精力有限而使其輔導服務成為社區爭奪資源的情

況（蔡弘睿，2012）。力度的控制，更多需要回歸到力量的來源。建議政府削弱

制式化培養社區的想法，試著依據社區的需求建構政策，而非提前給社區畫好所

有「我覺得社區需要」的路線再讓社區做選擇。當然這樣的操作對於地方政府而

言必定很難，但政策指導性不減弱的話，上下兩個路徑的力量只能持續地不對等、

社區要生成自己的想法需要花更多的時間和力氣。培力工作者位於政府與社區之

間，則是要承載起關係調節的功能，盡可能成為社區與政府關係天秤中間靈活調

節的砝碼，學習控制自己的輔導輸出力度與位置：在自上而下影響力較強的情況

下更靠近社區，和他們一起找尋政策內外的各種發展可能，增加社區對於多元化

社區發展的認識和認同，進而提升社區自下而上的動力；同時增加與政府「自下

而上」（雖有權力結構的自下而上但對話空間應該是平等的）的溝通，協助政府

期待與社區想望的融合，幫助政府看到實務的狀況和需求、理解社區發展的難處，

自上而下地補足社區自身和團隊層面無法達致的區塊。或許這樣的輔導顯得很

「佛係」，會令人擔心社區的成長是否會更慢更無力，但似是關心實是管制的規

範下恐怕永遠無法洞察社區的能量能有多大。 

參. 分級分類的考量 

一開始在翻閱培力計畫看到裡面要求分級分類地規劃社區組織的發展目標

和方式時，研究者內心第一反應是：這算是給社區貼標籤嗎？後來有受訪者分享

到其認為分級分類制度容易把社區框定在某個狀態時，更是讓研究者忍不住暗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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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級分類旁邊畫上了「×」。但隨著對方案瞭解的不斷加深，同理到方案執行人

力與工作者精力有限之艱難，諒解到政府在方案人力與資源上爭取之不易，發現

到培力工作者在實務中其實會運用自身判斷劃分不同類型社區的工作力度時，研

究者開始動搖了對分級分類的考量：分級分類好像是有必要的！他的確在一定程

度上能夠幫助工作者直接瞭解到對應社區類型的工作重點提昇工作效率。 

目前分級分類的方式有不同劃分標準，有的依據社區發展階段劃分為「初期

社區」、「成長型社區」、「成熟社區」、「永續社區」等類型（李謁政，2006）；有

的是以地域條件劃分，如「農業型社區」、「都市型社區」等等（宿春禮、邢群麟，

2017）；也有結合社區發展意願與能力將社區分為「積極型」、「消極型」、「潛力

型」、「停滯型」（賴兩陽，2013a）。這些基本用意多為便於工作者迅速瞭解各類

社區對應的狀況並準備相應的工作策略，也能更有側重地與社區工作。但，也有

可能會變成工作者帶有預設立場與社區碰面、或是工作者準備的內容並非社區所

想要的而影響工作關係的建構。 

如果完全不劃分社區的確很難抓工作重點，可是分了又會擔心過分給社區貼

標籤很難再及時更新他們的需求和狀況。在認同與質疑兩個立場不斷來回以後，

研究者開始思考，或許分級分類在整理歸納社區不同狀態及其工作目標策略之餘，

更有利於實務操作應該被強調的功能是幫助工作者劃分與社區工作之輕重緩急？

例如在個別化輔導的部分，可讓社區依自身意願選擇對應分級。面對培力意願高

的社區，工作者可以將其排於工作優先順位，予以更多的精力針對社區需求密切

工作；培力意願相對低的社區，其工作順位可能就會放置在比較後，主要為定時

問候追蹤和資訊推送，但如果只要社區有需求就會及時把他放回到比較緊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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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序列中。在課程或是工作坊等集體輔導的提供上，則是盡可能讓社區自我

定位、選擇或是設計其認為自身類型應該參與之活動類型。 

方案中重點社區的設置其實類似於工作優先度的排序，但由於方案時程的有

限與成果迅速彰顯的要求，工作者勢必需要因績效而在本就優秀的社區與具備潛

力的社區之間作出的取捨，背後更是會衍生出篩案的倫理議題（羅秀華，2014）。

如能放開時間限縮回歸社區意願，或許能在選擇上少些糾結與兩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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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建議 

依據研究結果，以下將針對制度政策、政府部門和培力單位三個面向，為社

區組織培力方案提出相關建議。 

壹. 給制度設計的建議 

一、 調整方案的設置規劃 

(一) 增加輔導人力，提升社會關注 

首先需要思考的是：本方案是否定位為提供所有社區予專業輔導的普遍

性計畫？目前看來，方案的對象為台北市所有社區，那麼輔導人力的增設非常

重要。目前南北區培力團隊的模式大致皆為一位工作者負責兩個行政區，以

2018 年社區發展協會數據（臺北市政府社會局，2019）估算，一位工作者所

負責區域內（以南港區與信義區為例）至少有 39個社區發展協會；而依照培

力計畫之約定，每區培力單位一年至少要輔導 72個社區發展協會，則平均一

位工作者需至少為 24個社區予以輔導。 

雖然方案也體諒工作者的案量壓力，認為聚焦重點社區做深度高頻率的

輔導即可，但作為一項與人、與關係緊密相關的工作，培力工作者還是會需要

消耗精力與不同社區建立與維持關係，留意不同社區的狀況；再者當重點培力

以外的社區有需要而主動聯繫時，工作者也不可能因為案量已滿而不提供輔

助。因此，期待讓更多專業人力加入培力實踐，予以社區培力更多的關注與協

助，長此以往增加可深入工作的社區數量以協助培力效益質的提昇。 

(二) 調整標案時長，提供培訓機會 

黃彥宜（2016）指出，委外契約在執行目標上的不確定和期程短的特質會

增加培力團隊變動和人員流動，進而影響工作者在實踐社區串連和對話的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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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性。如果能夠適當延長方案承辦時間或是減少承辦單位的輪換，定能有助於

讓關係的建立更加扎實深入。目前方案時長相較於之前的兩年已經調整為三

年，更符合學者認為之專業工作者從進入社區到完成協助退出社區的工作週

期(Twelvetrees, 2008)。或許制度上可以在承辦單位的延續性上作思考和調整，

讓培力團隊可以持續累積與社區的關係。 

但另一方面，在本研究進行的過程中就已歷經了三名培力團隊工作者的

離職，可見縱使承辦單位不變依然會存在方案人員的流動。若要保證方案執行

的有效性，人力的增加是錦上添花，執行人員的能力才至為關鍵。建議從制度

上設置工作培訓和輔導，內容包含關係建立與互動、資源調動與評估、自我覺

察和成長幾個面向，讓培力工作者能夠有更強的能量帶動社區一同成長。例如

在關係層面，可以幫助培力工作者看到關係建立的重要性，認識到社區內可能

存在複雜的權力關係，學習到周旋於權力結構下所需的協商、談判等人際互動

技巧。在資源層面，則是可以幫助工作者瞭解不同專業在社區內的服務取向和

內容，促進理解與連結。而自我成長的部分可針對職前的觀念調整，減少上文

所討論之工作中的理想與現實的衝撞；過程中的自我調適，以期盡可能減少工

作者的工作落差和疲憊感。 

(三) 調整評估方法，設置工作彈性 

參考培力方案的成果報告可見，目前方案在評估培力團隊的工作成效時，

更多是以量化模式，統計各單位每季在課程、工作坊、實地培力的服務家數，

以及各單位針對社區組織培力工作諸如電話諮詢、財務輔導、媒合專業社群等

各類工作項目的次數，但數字無法盡然呈現培力工作中社區的逐步成長。另外，

若想慢慢種好社區工作這棵大樹，期望他能開枝散葉能夠遮風擋雨，少不了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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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投入與培養。如果在培力工作中一昧急於在有限時間內要求壯觀的數字，

工作者當然也會盡力交出滿意的數據，只是數字是否有實切意義則耐人尋味。 

因此在方案成效評估方法的設置上除了參考專家學者的意見，建議增加

與一線培力工作者的協商，讓數字不僅僅是數字，透過討論獲取具有共識的指

標，讓目標的達成是朝向彼此的期待而非各自應付。例如有工作者期待社區經

過培力是可以有所進步的，或許可以在統計社區組織培力工作每個項目的次

數之餘，嘗試呈現更多社區在經由培力後發展程度或思維面向的改變，如尋求

基本協助像是財務輔導、簡單諮詢的社區，有多少會躍為思考特色發展和方案

規劃。 

基於方案時長有限數據未必能在短時間有呈現顯著差異，故在方案的操

作和成效解讀上，建議為培力團隊提供更多彈性和信任。尊重不同專業背景的

工作手法，細如指標的用詞可改成更為日常的遣詞，減少不同專業間的理解和

習慣差異，例如採取「執行量」、「工作次數」替代「服務家數」。在解讀方案

成果時除了嘗試賦予數字意義，也可允許培力團隊在成效上有更多質性的描

述和呈現。例如針對重點社區的成果方面增加展現社區狀態的演變，讓人可以

看到社區想望的變化以及工作者不斷調整進階的協助；再者，在成果展示時結

合社區參訪，讓政府人員乃至社會大眾與工作者一起「走上街頭」，直接感受

社區培力有效之處，討論與分享特定方案成功的原因(Twelvetrees, 2002)。 

二、 促進輔導機制的資源轉動 

為了發揮社區基層組織的功能，政府各部會都有各自針對社區的培力或發

展政策，若是能促成不同單位輔導團隊的合作，構建跨領域的對話平台，將更

有利於資源的互通與連結，在共同與社區工作時能夠相互配合溝通情況。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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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社會局本身，目前針對社區的工作項目亦有技能課程、資源補助、社區認證、

培力輔導等多項內容，建議促成這些資源的相互補充。例如以培力輔導作為發

散連接，讓社區認證中基礎組織能力欠佳的社區發展協會可銜接已有的基礎技

能課程作學習和提昇；重視參考培力工作者的判斷和看法，對於申請資源補助

的社區，尤其是政府特請培力團隊協助完善者，在提交補助申請計畫書時宜附

上培力工作者的建議，補助審核部門可結合工作者建議進一步評估計畫是立即

通過、延緩通過或是不通過，增加補助的考量彈性，也讓獲取補助的社區能夠

以更優秀的規劃實踐社區發展。  

除了以社區為對象凝聚各類團隊和資源，承接方案的培力團隊之間也需要

相互學習與合作。由目前的實踐可見，兩個培力團隊各有其專業優勢，但兩個

團隊也難免會被作為比較、形成競合，建議定期開展工作討論（區別於工作會

報），由人團科承辦人員組織培力團隊分享近期工作困難、互助討論解決辦法、

連結外部資源一同輔導等；為團隊合作營造機會，如兩個團隊合作策劃和開展

針對社區的培訓或工作坊，促進不同專業的長短互補。 

三、 更新社區的相關法令 

雖早有學者就「社區發展法」草案進行研擬與建議（賴兩陽、吳明儒，2012），

但目前對於社區發展業務的推展仍主要遵循只有法規命令位階的《社區發展工

作綱要》展開；而社區發展協會的相關規範則是籠統地由《人民團體法》納管。

更新已有法令並完善社區發展工作的法制化或許能幫助社區發展對象的鬆綁，

鼓勵更多民眾參與社區事務；給予社區發展協會這樣的人民團體更多發展自由，

進而促進各種社區力量的蓬勃向上實現根本性發展動能的提升（林家祺，2016；

行政院，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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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給政府部門的建議 

一、 協助信任建構 

對於培力方案中出現的難以獲取社區信任的狀況，李易駿（2016）已早有

察覺培力團隊與社區關係建立時或存障礙，其指出因為在委外方案中的工作關

係更多是由培力團隊主動建構，因此社區在初期不一定會表現出參與意願，工

作者的培力工作也未必能夠獲取社區的認同和協助；相反，如果是社區主動與

培力團隊建立關係，意味著社區對自身的問題和需求有初步想法，也會比較願

意配合和支持培力團隊的工作。對此，除了在當培力團隊初次進入社區時邀請

作為公權力代表的承辦人員予以協助或陪同，本研究建議政府可協助方案的推

廣和宣傳，例如在社會局內的其他社區方案中藉機向社區普及培力方案的內容，

增加社區對方案及其專業團隊的瞭解和接觸主動性，減少社區對培力團隊的不

信任和猜疑。 

二、 培力政府人員 

在社區培力方案之下，不止一線工作的實務工作者需要具備培力相關知能，

政府人員也需要補習增進。政府人員著眼於績效的展現，實則是缺乏相關知能的

表現（黃彥宜，2016）。因此建議藉由培力和充權，讓政府人員對社區培力有更

多的瞭解，進而引導政策相關制定者放開心態、接納自下而上需要時間才能看到

成效的狀況；在與培力團隊溝通過程中，予以更多理解和協商空間減緩溝通摩擦，

減少工作人員的在上下期待擠壓過程中的熱情消耗。 

至於在方案困境中發現政策意向和資源取向會無意中約束了社區發展的方

向，黃彥宜（2012，2016）則是反思指出社區因資源和合法化的被控而與政府形

成層級關係，成熟的社區或可巧妙規避管控，但發展不夠成熟的社區會為配合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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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補助或政策考評等「遊戲規則」而疲於辦理活動、處理小問題，難以處遇涉及

結構性之議題，反而在參與中被消權。因此本研究建議，政府人員在接受培力的

過程中學習批判性思考和覺察，一方面嘗試在政策設置時加入社區需求的考量，

增加社區對政策響應的共鳴；另一方面也要增加對現行社區培力制度設計的反思，

盡力改善因體制而引發的權力不對等。 

參. 給培力單位的建議 

一、 重視關係營造 

立足為普遍性計畫的方案，難免會方案推動中遇到可被稱為「非志願案主」、

或「無求助意願」的社區（李易駿，2012a）。如果社區工作的前期關係建立鋪

墊不足，工作者很容易會在開啟社區防禦之門時屢屢碰壁。雖有工作者認為若

是可獲得資源授權的資格，便個拿著「蘿蔔」吸引社區合作，此方法的確能夠

快速建立關係，但也僅針對那些對蘿蔔有興趣的小部分社區。若是要廣泛地針

對所有社區工作，研究者認為純粹地因人而異投其所好地與社區建立關係，雖

難度高需靈活性強，但關係也更為扎實。相較於急迫地達成方案、計畫的任務，

更重要的是要讓社區接受和瞭解培力團隊作為外來者的價值和功能。彼此瞭解

往後才有辦法合作、深入互動，漸而漸之在社區中獲得由於正向信任關係和個

人特質而取得的參考性權力（蔡弘睿，2012）。對此，本研究建議培力團隊在保

持現有的多面向瞭解社區資料的優勢上，投放更多精力與社區營造關係，像是

透過積極「捧場」社區活動，既能保持接觸的密切性，同時也能在活動中觀察

社區互動，蒐集更多社區的非正式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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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習專業的放下與拿起 

雖然工作者對社區而言像是具備專業知能的專家，但實際與社區共處時反

而要學習拋開專業的優越感，學習以社區的語言去理解社區的行為。在評估社

區狀況與社區一起設定工作目標時，工作者有時候會忍不住想要自身覺得的「專

業」、「合適」套到社區身上去運用，實際上也應運生出各種各樣的困難，包括

社區難以理解、沒有意願…或許社區表現出來的是文書不會、連結不會、意識

沒有等「不足」，但每個人都是自己問題處理的專家，相較於初到社區的工作者，

社區發展協會領導人必定對社區關係的瞭解和掌控比更有經驗。 

因此，建議工作者應該先拋開專業包袱，待關係建立後再以專業知能協助

（黃心瑜，2000）。其次在與社區溝通時應秉持平等的夥伴關係，當社區對工作

者的建議或要求存在不理解時，不要覺得是社區觀念比較落後，而是應該要保

持同理心的對話、尊重與覺察，耐心思考如何靈活地將學術專業轉換成社區能

理解的語言，學習和社區工作(doing with community)而非只有在社區工作(doing 

in community)而已（林曉君，2015）。此外，工作者也要學會用專業的視角分析

社區活動，將社區的活動和想法以「符合標準」的形式呈現給政府(Twelvetrees, 

2002)。以社區常常辦理的娛樂性活動為例，外界看到會評價是一群人在吃喝玩

樂，但實際吃喝玩樂的背後是在找尋潛在服務對象、是在連結可發展的志工、

是在凝聚社區意識，工作者需要幫助社區理解每個活動背後的意義、同時也讓

政府看到簡單活動背後意味著的成效。 

三、 學習跨專業的合作和對話 

多種專業合作共融已經是現在社區工作的發展趨勢（卓春英，2016）,因此

工作者更需要具備跨專業對話與合作的能力。雖然社區中的專業團隊可能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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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擅長文化營造，或是擅長景觀建築，又或是健康照顧，不同的專業可能對於

社區培力的目的和願景會存在差異，因而影響其工作手法和觀點，但實際大家

都在朝著讓社區獲得正向改變、居民能夠共同成長的理念前進（簡宏哲、蕭至

邦、陳茂祥，2016）。 

因此，建議工作者應該要跳脫自身既有的專業學習的限制，在於不同專業

對話時以開放包容的態度學習其他專業的內容，豐富自身對於社區工作的觀點，

也增益於跟不同專業理念的人對話、一起討論問題解決的能力（陳鈺欣，2007；

劉惠琪，2004）。 

這樣的跨專業對話和合作不僅在於和不同專業背景的社區工作團隊，在與

政府部門的溝通中也是非常必要。作為方案的承辦單位，培力團隊有義務從自

己的專業角度為方案的執行和發展提供建議，讓社區培力能夠朝更遠大的公民

社會建構前行；也要理解政府部門在行政體制下無言的壓力，協助政府表現方

案的成效，在可行範圍內滿足他們對於績效的指標。 

四、 提昇反思與覺察能力 

在工作過程中那麼會遇到困境，若工作者沒有及時覺察到困難的存在、沒

有反思因應策略，則培力工作很有可能就此停滯。因此，工作者需要具備「吾

日三省吾身」的能力——反思與社區的互動過程中是否飽有其自主性；反思實

踐操作是否符合社區狀況與政府政策的現實性；反思培力工作是否有跨出淺顯

層面走入喚醒社區對權能提昇等意識覺醒的可能性…透過反思現行的培力工作，

覺察存在之工作侷限性，讓培力工作不至於淺顯地伺機而動、待社區有需求再

給建議，也不會過度幫社區做決定、不管不顧社區需求。促成社區培力經驗的

整理，定將有效帶動大眾認識和瞭解社區培力狀況，一起思考社區發展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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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完善督導機制與輔導課程 

前面四點建議更多是針對培力團隊工作者本身的覺察和能力學習，而完善

督導機制則是培力團隊或是所在單位能夠改善和幫補的部分。在缺乏指引的情

況下，培力工作者可能會淪為業務推動和執行的「工具人」，而為工作者提供完

善的督導制度將有助於工作者覺察社區關係以及其中的權利結構，提升工作者

的專業知識、提點服務推動的工作技能（國立臺北大學，2017）。  

此外，承辦單位內部亦可為培力人員開設輔導和課程，讓工作者能在進入

社區前獲得技巧學習的機會。內容可以含括前期社區資料蒐集的技巧、過程中

與人互動的經驗、識別社區權力結構的視角、跨專業合作的彈性、反思覺察的

能力等等，彌補現在教育上因對社區工作關注較少而使工作者可能欠缺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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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限制 

審思研究整體，由於研究最開始執行時在對象範圍、時間範疇的設定存在考

慮不周之處，導致研究結果的蒐集是存在限制的，希望研究存在的限制以及研究

者盡力彌補限制的經驗能讓未來之研究有所提醒。 

壹. 研究範圍的局限 

囿於研究所需時長以及研究者的能力，本研究僅選取培力方案現階段（2018-

2020）的實踐經驗進行探討，輔之以過往的方案成果報告和相關文獻作為對照參

考，因此在訪談對象上會限縮在目前承接方案的兩個培力團隊之工作者，在訪談

內容上難以對方案從實驗階段到現在執行的演變有完整地呈現。建議未來研究可

將研究對象擴展為所有承接過方案的培力團隊，縱貫展現方案從起初至今的發展

狀況。 

貳. 經驗探究的不足 

因為希望受訪者對方案執行能夠有一定的瞭解，所以研究對象的設定為至少

在方案中有一年及以上的工作經驗。但由於培力團隊的人員存在一定流動性，部

分受訪對象是在培力團隊承接方案一段時間後才加入，所以對於培力團隊在本期

方案一開始的工作規劃和執行存在不瞭解的地方，對於那些選擇離開的工作者在

工作中期待與現實抗爭的心路歷程也沒辦法瞭解。面對因對象瞭解有限而存在盲

區的部分，研究者綜合運用網路上的過往活動資訊、相關報告文獻，盡可能提升

資料的豐富度和飽和度。  

 



 

142 
 

參. 廣泛經驗的探究 

本研究更多在於探討培力工作者在社區組織培力方案執行時的工作經驗，未

有從社區發展協會的角度瞭解其作為方案培力對象的感受與想法，所以無法站在

他們的角度代為說明本方案究竟是否有效，或是確切表述工作者提供之服務內容

是否對應到社區的需求，更多僅以研究者自身之看法作延伸和表達。 

此外，為了增加對方案執行不同層面的瞭解，本研究詢問了方案過往承辦人

員對於方案的執行經驗，但所呈現的多為受訪者個體之感受想法，難以洞察到政

府單位位階更高的政策執行者對方案的看法。建議未來研究可以加入社區發展協

會為研究對象，增加資料呈現視角；對於政策念想的瞭解應以上層的制定者，或

是有參與政策討論的相關工作人員為對象，以更立體直接地表現對方案的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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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反思 

社區培力，不是說得那麼簡單，這是研究者與受訪者互動中所得的最深感悟。

在閱讀培力方案過往每一期的培力成果報告時，會留意到團隊所註之方案困境與

建議，而令人五味雜陳的是，這些描述過去困難狀況的文字，現在仍熟悉地存在

本論文的困境發現當中。 

不過幸運的是，培力方案能夠一直擁有一群滿懷熱誠的人與他一同前進，在

方案模樣不斷清晰化的過程中，可以看到社會局的努力和包容，他們堅持社區工

作的開展，一直學習調整自己的接納度，持續地汲取大眾建議和完善對這個方案

的成效期待；也能看到每一個培力團隊在方案執行階段的全力以赴，與社區互動

的溫情與細膩，真心想要讓社區、社區組織、社會朝向更積極正向狀態的堅持。

藉由這次的研究能夠接觸到在實務中真實的他們，實為慶幸。 

反思自身，過程中研究者存在不足，希望透過反思和覺察能夠綿薄地呈現本

人在研究中的經驗，以及對未來研究執行的建議。 

壹. 跨文化學習的瞭解有限 

質性研究的工具是研究者本身，因此自身對於研究主題的瞭解程度對於研究

執行存在顯著影響。因為以往不是在台灣學習，對於台灣社區的發展脈絡、社區

相關政策、社區組織、社區培力策略等認識大多數都是依賴文獻去建構。但實務

與理論本會存在差距，再者因為自己認識的有限，所以文獻閱讀後自己生成的理

解和現實就會再增加一層差距。這樣的瞭解不足和理解差異使得研究者在訪談時，

需要受訪者協助釐清實務狀況；面對受訪者回應的當下不一定能有足夠敏感性及

時追問話語中的弦外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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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覺察到自己存在研究的不知，研究者已然在研究中盡最大努力不斷學習，

透過參與培力單位所開展的活動和跟隨老師進行社區訪視，拉近自身對於實務狀

況的認識，以此幫助自己能夠用更全面的視角來看待所蒐集到的資料。建議未來

如有針對不同文化、族群或是自身不盡然瞭解的議題開展研究前，應謹慎評估自

身對研究議題的掌控程度、研究操作的可調動資源，以減少研究過程中可能遇到

的困難，收穫更為成熟的研究結果。 

貳. 跨專業溝通的能力不足 

社區發展本身就存在多種專業共融的狀況，當對其他專業領域認識有限時，

會影響自身與其溝通能力。本研究有幸與不同專業的受訪者進行了有趣的對話，

瞭解到不同專業對於社區培力這件事存在有的不同看法，但過程中研究者發現，

彼此都會無意中站在自己專業的立場上表述自身專業角度的看法。儘管惡補了不

同專業在社區培力的操作，但對其實務瞭解還是有限，有時候甚至會不自覺地帶

入社工的專業思維困惑於對方所講的觀點。 

為避免因專業立場差異而導致自身與受訪者的立場切割、使受訪者感覺自己

不被認同，研究者在訪談過程中嘗試邀請受訪者協助自身釐清專業盲區，同時盡

可能地站在對方角度去思考和對話，杜絕自己在話語中出現「我們社工」類型話

語。建議未來研究若涉及不同專業的參與時，研究者自身應先裝備相關知識技能，

以便在訪談中能夠減少對話間認知和理解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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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2019年 2月 25日）。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108年單親培力計

畫【計畫相關介紹】。取自

https://www.sfaa.gov.tw/SFAA/Pages/Detail.aspx?nodeid=768&pid=8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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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附錄 

附錄一 訪談邀請信函 

您好： 

我是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的學生張倩恒，目前正在進行題為

「社區培力之多元解讀——以臺北市社區組織培力方案為例」的論文研究。本研

究的目的在於藉由培力方案，探究培力單位在都市區推展社區培力工作的模式和

經驗，思索推行社區培力工作的有效策略。研究問題延伸如下： 

1. 政府單位和培力單位對社區培力的期待分別為何？  

2. 培力單位推動社區培力的形式為何？服務中如何處理政府、社區與單位自

身之培力期待？ 

3. 培力單位在培力過程是否曾遭遇服務困境？如果有，困境為何？如何解決？ 

4. 政府單位、培力單位對社區組織培力方案之看法、建議如何？ 

本研究將以訪談方式進行資料蒐集，訪談時長為 1.5-2小時，並視資料情況

開展 1-2次訪談。為了避免資料的遺漏，研究將全程錄音，錄音資料及您提供的

資料將予以保密，僅限研究使用。研究也就充分保障您的權益和隱私，若過程中

有不便說明或涉及個人隱私的部分，您可以拒絕回答或錄音，也可隨時結束訪談。 

我希望透過這份說明能幫助您了解這項研究，若您願意接受訪談參與本研究，

或是對本研究有任何疑問或意見，都歡迎您回覆 e-mail或直接與我聯繫。研究非

常需要您的寶貴經驗和看法分享，翹首企盼您的參與！ 

 

研究生 倩恒   敬上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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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訪談大綱 

培力單位版本（社區培力工作者） 

一、 基本資料和工作經驗分享 

1. 請問您的專業背景、工作年資情況為何？在社區工作領域服務多久？（過去

有無開展社區培力/與社區發展協會一同工作的服務經驗？） 

2. 請問您目前在社區組織培力方案中工作內容為何？（職位？負責業務？培力

單位內分工？） 

3. 請您介紹一下當前社區組織培力方案的工作內容？（工作目標、對象、採取

方式等；培力單位在其中是什麼角色？） 

4. 能否請您就社區組織培力方案的開展方式作更詳細介紹？（或舉例說明整個

服務過程是怎麼樣的？如何與政府對接溝通？如何設定服務目標？如何與

社區接觸？開展服務的形式？）過程中是怎麼與不同單位進行溝通連結？

（如何釐清政府/社區/培力單位的培力需求和期待？觀念不同如何磨合？） 

5. 請問您在培力過程中是否遭遇過服務困境？如果有，能否詳述困境為何？當

時是如何因應處理呢？（是否存在因方案而造成的困難？困境處遇過程中政

府單位/社區組織的角色？可運用資源？） 

二、 社區培力的相關看法分享 

1. 請問您如何理解社區培力這一概念？（是什麼？對象？方式？） 

2. 請問您期待的社區培力之理想狀態是怎麼樣的？（體現在哪些方面？達到什

麼目標？實現什麼境況？）這樣對理想狀態的設想是否會影響您的工作施展？

（是否會影響與政府單位或社區組織在成效方面的溝通？具體是什麼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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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 

3. 請問您對於臺北市社區組織培力方案有何看法？（是否達到所設定的階段目

標？各方面是否實現所期待之社區培力狀態？哪些方面呈現了其成效？存

在的優勢或限制？）如果方案要進行調整，您會有何修改建議？（針對政策

制度面向？社區組織層面？培力工作者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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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單位版本（社會局工作人員） 

一、 基本資料和工作內容 

1. 請問您在社會局工作多久了？（學經歷狀況？一直負責社區發展相關業務

嗎？） 

2. 請問您跟進社區組織培力方案多長時間？負責的工作內容為何？（會參與到

方案策劃的部分嗎？方案設計的初衷是什麼？對培力執行單位的選取標

準？） 

3. 請問您（貴單位）會為培力單位的方案執行提供什麼協助？（有何資源提供？

與培力單位的溝通形式、頻率？） 

二、 分享社區培力相關經驗和看法 

1. 請問您如何理解社區培力這一概念？（是什麼？政府在社區培力中的角色為

何？） 

2. 請問您認為社區培力應該怎麼做的？（培力方式？實踐渠道？政府層面可以

做些什麼？） 

3. 請問您覺得理想狀態下的社區培力方案會是什麼樣的？（體現在哪些方面？

達到什麼目標？實現什麼境況？）這樣對理想狀態的設想是否會影響您與培

力單位在成效方面的溝通？（具體是什麼方面的影響？） 

4. 請問您對於臺北市社區組織培力方案有何看法？（是否符合設計初衷？針對

其方式、成效等層面的優勢或限制有何看法？）如果方案有進行調整的可能，

您會有何修改建議？（如何與培力單位協商改進？若有觀念不一的情況如何

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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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參與研究同意函 

您好： 

非常感謝您願意騰出時間參與研究。研究者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

研究所的學生，在沈慶盈老師指導下進行題為「社區培力之多元解讀——以臺北

市社區組織培力方案為例」的論文，希望藉由臺北市的社區組織培力方案，探究

培力單位在都市區推展社區培力工作的模式和經驗，透過整理不同單位對於社區

培力的期待和看法，思索推行社區培力工作的有效策略。 

本研究將以訪談方式進行資料蒐集，訪談時長為 1.5-2小時，並視資料情況

開展 1-2次訪談。為了避免資料的遺漏，研究將全程錄音，錄音資料及您提供的

資料將予以保密，僅限研究使用。研究也就充分保障您的權益和隱私，若過程中

有不便說明或涉及個人隱私的部分，您可以拒絕回答或錄音，也可隨時結束訪談。

若有任何疑慮，歡迎隨時提出討論或聯繫反映。 

若您同意上述內容，請在下方簽名，表示您已瞭解和清楚參與本研究之事項

和權益，並願意參與此研究、接受訪談和錄音、以及完成研究後的論文發表。本

參與研究同意函一式兩份，由您和研究者各自存留。最後再次感謝您的參與和寶

貴經驗分享。 

研究者：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 研究生 張倩恒 

電子信箱： 

受訪者：                   （簽名） 

電子信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