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4 屆工作研習營—社大人才培力工作坊 

 

時間：101/08/12(日)-101/08/13(一) 

地點：北投社區大學（臺北市北投區 112 新民路 10 號／新民國中活動中心 B1） 

議程：「社大是什麼」及「社大理想達成」 

帶領：鄭秀娟、張正揚 

記錄：張曼瑩 

 

活動流程及重點摘要 
 

�外觀與內觀 

 

 

 

 

 

 

 

外觀 

（你聽到外界認為社大是什麼） 

 

․老人－老人學校、老人大學、老人聚集地、 

社會福利學校、老人很多的才藝班、 

老人聯會 

․學習－學習的場域、開課程的地方、學技能、

退休後學習的場所、大人上課的地方、

終身學習 

․交朋友－交朋友、學習順便交朋友 

․打發時間－打發時間的地方、休閒學習 

․補習班－便宜的補習班 

․才藝－學才藝的地方、學一技之長的地方、 

學興趣技術的地方、才藝班 

․公家機關－公務人員、公家機關 

․其他－志工服務隊、資源中心、空中大學、 

救國團、運動減肥的地方、很流行、 

有奇怪的人、花錢的地方 

 

內觀 

（你自己認為社大應該是什麼） 

 

․公民－公民意識培養、改變社會向上發展、 

提昇公民素養與公民自覺、提昇民眾 

參與議題的能力、有力量的公民團 

體、發展與凝聚社會意識 

․社區－培養社區營造人才、實現社區公民社 

會理想、擁有社區向心力、社區參與 

關懷地方、落實在地關懷、地方願景 

的營造基地、以社區需求為依歸、帶 

給社會與人幸福的地方、讓居民獲得 

快樂笑容的地方 

․學習－各個年齡層都能參與、快樂學習、共 

同成長學習、知識解放、真正落實終 

身教育、豐富生命的地方 

․成長－對自己有實質幫助、自我價值的建立 

與啟發、發覺根本的問題、 

 



�社大理想達成（起點現況大家對社大的印象→ …… →終點我心中的社大是什麼） 

 �分組討論彙整： 

 

平埔組 

(湖埔社大蔡廷佑、土城社苑楊國龍、北投社大吳淑鈴、 

大同社大張明驊、樹林社大蕭如珍、宜蘭社大林庭賢) 
 

step 1 �大家對社大的印象 

․老人大學 

       ․學習的地方 

       ․打發時間的地方 

step 2 �如何吸引社區民眾進入學習殿堂 

    ․引發興趣 

․課程名稱活潑 

․塑造真是個很好的學習地方 

step 3 �短期目標 

․班級讀書會產生人與人之間的凝聚感，

日後成為社區種子 

․分組討論、研討會、工作坊 

step 4 �工作人員拉起複合式教學的那條線 

step 5 �中期目標 

․課程、教材的設計納入社區議題及延伸 

․課程多元設計、發展 

․教師訓練 

step 6 �多深入社區表演、參與，發展在地文史、

特色課程 

step 7 �長期目標 

․跨領域教學 

․啟發主動關心社區公共議題 

step 8 �關心國際議題、認證方式 

step 9 �我心中的社大 

․公民素養 

․社區關懷 

     ․正向學習 

燕子組 

(全促會高茹萍、桃園社大簡婉玉、北門社大藍美惠、 

蘆荻社大彭燕輝、松山社大簡舜哲、屏北社大蘇雅玲) 
 

step 1 �成人學習的地方 

step 2 �快樂的學習 

    ․與其他社教單位建立差異性 

․符合在地需求，快樂學習 

․客製化服務 

step 3 �建立伙伴關係 

․社大行政人員、老師、學員與社區居

民 

step 4 �講師經營 

    ․教師專業培力 

       ․社大理念、共識 

       ․社大精神的認同 

step 5 �社區和社團經營 

․培養同好 

․長久經營 

step 6 �融入式課程 

․協同教學 

․有機、健康飲食 

step 7 �社區及社會參與 

․社區探訪、服務 

step 8 �合作社區及社會行動 

       ․健康城市 

       ․社區人才培力 

step 9 �我心中的社大 

․培養具「實踐與反省能力」的公民 

         的場所 

 

    

 



 

丹鳳組 

(文山社大李佳蓉、北門社大李翊瑄、桃園社大姜芯蕙、 

台南社大林翊涵、林口社大吳偉如、旗美社大程雅芳) 
 

step 1 �工作人員理念價值共識 

․tea time 

       ․讀書會 

       ․願景工作坊 

step 2 �講師對社大理念價值共識 

    ․提供相對資源、達成共同目標 

例：辦展 

․社大團隊與講師共同學習 

  例：課程經營 

step 3 �志工對社大理念價值共識 

․透過志工工作坊討論確定共同價值 

․為志工創造服務機會 

․固定的志工聚會，強化志工彼此的連結 

․社大需有專員負責志工 

․在服務中學習有成就感 

․志工參與社大事務決策並適時引導 

step 4 �學員對社大理念價值共識 

       ․開學週 

       ․期中公民論壇活動等 

       ․有理念的老師影響 

       ․經營班上核心學員，如班代、志工 

    ․定期班代聚會，老鳥帶菜鳥 

step 5 �讓社區認識社大 

․行動教室 

․社區活動 

․成果展 

step 6 �凝聚在地議題，發展在地特色 

step 7 �關懷社會議題並付諸行動 

step 8 �我心中的社大 

․社區學習平台、公民社會 

楓香組 

(宜蘭社大張舒涵、文山社大邱惠儀、旗美社大頻循芳、北門社大

許佳琪、台南社大陳冠達、八德社大秦美玲、信義社大黃立品) 
 

step 1 �大家對社大的印象 

․老人 

       ․交朋友 

       ․才藝 

step 2 �內部教育訓練 

    ․工作人員默契建立 

․理念深化－行銷＋宣傳 

step 3 �教師訓練 

․辦學理念、班級經營 

step 4 �財源 

    ․學費收入，包裝學術性課程 

       ․補助 

step 5 �提出評鑑異議 

․社區、學習工作坊 

․增加學員瞭解社大本質 

step 6 �評鑑制度改善 

․降低行政複雜（重複） 

step 7 �組織架構 

․工作人員＋教師 

․組織架構完備 

․足夠人力深入社群與社區 

step 8 �反思與修正 

       ․PDCA(plan-do-check-action) 

step 9 �我心中的社大 

       ․公民素養 

     ․社區參與 

     ․拓展學習領域 

 



 

杏林組 

(八德社大高慈勵、蘆荻社大張美惠、屏北社大劉仲珊、博愛社大

賴鈴君、台南社大陳怡蓉、羅東社大楊洦青、基隆社大戚希仲) 
 

step 1 �社大在幹嘛 

․好像是才藝班、補習班？  

step 2 �社大內部人員、教師、志工等，釐清社大

未來目標、方向與內涵 

step 3 �辦理研習 

․工作人員研習 

․教師研習 

․班代研習 

․志工研習 

step 4 �鼓勵教師與班帶領班級走入社區，參與社

區公共表演服務 

step 5 �學校活動走入社區辦理 

step 6 �學校課程帶入社區 

step 7 �與社區合作發展在地特色 

step 8 �與社區合作培養在地種子人才，擴大公共

參與 

step 9 �我心中的社大 

․公民素養 

․社區人才培力 

銀光組 

(蘆荻社大李易昆、中正社大張佳慧、崇光社大徐筱君、

南島社大彭佳如、博愛社大鄭硯丞、旗美社大邱明萱) 
 

step 1 �大家對社大的印象 

․老人 

step 2 �創造創意的舞台、突顯另類的價值 

step 3 �深化論述社大學習的重要性 

step 4 �爭取充分而自主的公部門補助 

    穩定的經營環境 

step 5 �豐富生命 

․工作人員、講師、學員 

step 6 �學校成為學員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角色 

․參與社區從學校開始 

step 7 �推己及人 

․從學校到社區 

step 8 �從社區到社會 

step 9 �我心中的社大 

․能提昇公民意識的學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