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六屆社區大學全國研討會 

在地創新與教育對話 
 

指導單位：教育部、文化部、臺南市政府 

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教育局、社團法人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 

合辦單位：國立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 

承辦單位：臺南社區大學、臺南市北門社區大學、臺南市新營社區大學、 

臺南市曾文社區大學、臺南市新化社區大學、臺南市永康社區大學、 

臺南市南關社區大學 

活動日期：5月 16 日～5月 18 日 文件展 

          5 月 17 日～5月 18 日 大會 

活動地點：國立成功大學光復校區成功廳（主會場） 

第十六屆社區大學全國研討會－在地創新與教育對話 

系列活動 

時間 內容 地點 

5/16～5/18 【文件展】 
國立成功大學 

國際會議廳 

5 月 16 日（五） 

13:00-21:00 

【在地招待．幸福漫步】 

1.筍之村－西拉雅山林部落生態踏查／新化社大 

2.走讀城市故事－台南人的喜事地圖／台南社大 

3.台江青春 walking，走讀山海圳綠道／台南社大台江分校 

4.友善環境教育－單車暢遊田園趣／曾文社大 

5.蚵仔煎的旅行／北門社大 

6.惡地創生機，泥岩展風情／南關社大 

7.探尋繁華聚興構築的舊城靈魂－走過鐵道交織下的產業脈絡 

／新營社大 

8.鹽水溪好生活－在地公共議題推動體驗行程／永康社大 

臺南市 

19:00-21:00 

【城市沙龍Ⅰ】 

1.Salute，文化激的酒！～說唱文化資產的魂與肉 

2.城市農耕與可食用地景營造 

3.青年在農村  

4.「愛．生命．寫作」文學沙龍 

5.社區微空間的藝術參與 

 

瑪莎羅芙咖啡館

食尚坊 

塗鴉空間 1樓 

塗鴉空間 2樓 

十八卯茶屋 

5 月 17 日（六） 

08:30-09:30 【報到】 成功廳 

09:30-10:30 

【開幕式】 

主持人/鄭邦鎮（臺南市教育局局長） 

       林朝成（臺南社區大學校長、社大全促會理事長） 

成功廳 



第十六屆社區大學全國研討會－在地創新與教育對話 

系列活動 

時間 內容 地點 

開幕表演／車鼓陣（臺南社區大學） 

開幕片播放 

主席致詞／賴清德（臺南市市長） 

     林朝成（臺南社區大學校長、社大全促會理事長） 

貴賓致詞／黃煌煇（國立成功大學校長） 

     黃碧端（教育部政務次長） 

楊偉甫（經濟部水利署署長） 

陳亭妃（立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熊宗樺（教育部終身教育司司長） 

鄭邦鎮（臺南市教育局局長） 

10:30-12:30  

【政策論壇】社區大學與教育的對話 

主持人／顧忠華（德國海德堡大學社會學博士、社大全促會創會理事長） 

主 題／十二年國教與終身學習 

引言人／黃榮村 (中國醫藥大學講座教授） 

與談人／許芳菊（天下雜誌教育特刊總主筆） 

陳東升（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系特聘教授） 

蘇柳村（臺北市大安社區大學主任） 

謝國清（臺北市北投社區大學校長、社大全促會副理事長） 

成功廳 

12:30-13:30 午餐與交流 光復餐廳 

13:30-16:00 

【社會實踐論壇】 

一、人文創新與未來家園的實踐 

主持人／林朝成（臺南社區大學校長、社大全促會理事長） 

主 題／創造在地健康生活系統之團隊形塑歷程：成大＜健康平

等與社區增能＞計畫的經驗 

引言人／戴華（成功大學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執行長） 

        方雅慧（成功大學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博士後研究員） 

主 題／大學夥伴關係與整合式社區治理的實踐：以烏來樂酷 

計畫為例 

報告人／王雅萍（政大民族系副教授兼政大烏來樂酷計畫執行長） 

主 題／預約水沙連的春天：宜居城鎮的轉型與治理 

引言人／洪子鑫（暨大人文學院水沙連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主 題／東華大學的在地實踐：秀姑巒溪流域安居於地的合作啟動 

報告人／吳勁毅（東華大學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博士後研究員） 

主 題／學習與行動之間－文山未來家園團隊發展經驗 

引言人／鄭秀娟（臺北市文山社區大學校長） 

主 題／從生活實踐涵養出公民的力量 

引言人／謝國清（臺北市北投社區大學校長、社大全促會副理事長） 

 

第二演講廳 

 

 

 

 

 

 

 

 

 

 

 

 

 

 

 

 



第十六屆社區大學全國研討會－在地創新與教育對話 

系列活動 

時間 內容 地點 

與談人／陳育貞（臺大建築與城鄉研究發展基金會宜蘭工作室主持人） 

     施聖文（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二、扳回地方的元氣－開創鄉鎮市街生命力 

主持人／曾旭正（台南藝術大學建築藝術研究所所長） 

引言人／張光驊（三鶯社區大學主任祕書） 

    蔡佩如（牛罵頭文化協進會總幹事） 

    李橙安（鳳山社區大學主任） 

    張文彬（新營社區大學主任） 

與談人／郭翡玉（行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國土區域離島發展處處長） 

陳瑞樺（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助理教授） 

    洪馨蘭（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專任助理教授） 

三、看見台灣後的社大第 19 堂課 

主持人／田秋堇（立法委員） 

主 題／從田毒到台塑毒石灰，臺灣真實的環境樣貌 

引言人／陳佳珣（公共電視「我們的島」記者） 

主 題／大林里反爐碴污染事件始末 

引言人／鄭妙珍（旗山大林里反爐碴自救會會長） 

主 題／政府不願面對的真相 

與談人／黃煥彰（臺南社區大學研究發展學會理事長） 

主 題／在行動中學習－社大的環境課程轉化 

與談人／莊孟憲（臺南社區大學自然與環境學程召集人） 

主 題／公民參政－從公民智庫到社大第 19 堂課 

與談人／黃建龍（臺南社區大學公民智庫召集人） 

四、「從步道到綠道：社區營造、空間改善和環境守護」 

  －以台江山海圳綠道、宜蘭千里步道示範道、雙和生活散步

道的推動經驗為鏡 

主持人／周聖心（台灣千里步道協會執行長） 

主 題／台南案例—NGO 如何推動山海圳綠道 

引言人／林翊涵（台南社大台江分校執行秘書） 

主 題／宜蘭案例─宜蘭千里步道示範道 
引言人／吳國維（羅東社區大學校長） 

主題／新北市─雙和生活散步道 

引言人／張素真（新北市永和社區大學執行祕書） 

主題／台南—串連水與綠，山海圳綠道的推動經驗 

與談人／李孟諺（台南市政府水利局局長） 

主 題／宜蘭—農村景觀與鄉野三害 

與談人／陳登欽（宜蘭縣政府環境保護局局長） 

 

 

第一演講廳 

 

 

 

 

 

 

 

 

國際會議廳 

 

 

 

 

 

 

 

 

 

 

 

成功廳 

 

 

 

 

 

 

 

 

 

 

 

 

 



第十六屆社區大學全國研討會－在地創新與教育對話 

系列活動 

時間 內容 地點 

主 題／新北—生活綠道與低碳城市 

與談人／謝文祥（新北市教育局社會教育科科長） 

主 題／從公私協力的社會實踐，思考新的環境治理模式 

與談人／劉柏宏（中華民國景觀學會理事長） 

五、在地方，《大廟興學》與公共生活的創新 

主持人／顧忠華（社大全促會創會理事長） 

主 題／台江 vs 松山經驗：大廟如何創新社區生活的實踐經驗 

引言人／吳進池（海尾朝皇宮主委） 

    蔡素貞（臺北市社大永續發展聯合會理事長、臺北市松山社區大學校長） 

主 題／雲林 vs 臺南經驗：公部門如何推動大廟興學 

引言人／施克和（雲林縣副縣長） 

    黃緒信（臺南市教育局副局長） 

主 題／屏東 vs 雲林經驗：社大如何協助大廟現代化 

引言人／吳孟如（屏北社區大學主任） 

    黃莉婷（雲林縣山線社區大學執行長） 

主 題／從社大公共性格來看大廟興學 

與談人／陳君山（國立聯合大學資訊與社會研究所助理教授） 

主 題／從學習型社區來看大廟興學 

與談人／陳宗志（教育部終身教育司科長） 

六、社大工作者的一日一年 

主持人／柳秀慧（北門社區大學主任） 

主 題／TO BECOME MYSELF 

引言人／許嘉芳（岡山社區大學副主任） 

主 題／我的社大工作一日一年又一年 

引言人／謝美鈴（北門社區大學主任秘書） 

主 題／社大場域是什麼樣的實踐－青年社大工作者的一日一年 

引言人／劉育育（蘆荻社區大學資深專員） 

主 題／開啟生命另一扇窗－我在社大學習/工作的兩三事 

引言人／張伊貝（大安社區大學執行秘書） 

主 題／價值與理念 

引言人／楊明修（宜蘭社區大學社區發展組秘書） 

主 題／我的社大小旅行，從一頂安全帽說起 

引言人／王偉篴（新化社區大學專員） 

與談人／李易昆（新北市蘆荻社區大學主任） 

 

 

 

 

第三演講廳 

 

 

 

 

 

 

 

 

 

 

 

 

 

 

多功能廳 

 

16:00-16:30 茶敘休息時間  

16:30-18:00 
【社會實踐論壇－發表分享與交流】 

主持人／張正揚（高雄市旗美社區大學主任） 成功廳 



第十六屆社區大學全國研討會－在地創新與教育對話 

系列活動 

時間 內容 地點 

發表人／各論壇代表分享 
【課程關鍵詞評析工作坊】 

主持人／黃瑞茂（淡江大學工學院建築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多功能廳 

18:00-19:00 晚餐及交流 光復餐廳 

19:00-21:00 

【城市沙龍Ⅱ】 

1.社大人可以怎樣工作 

2.「差異性教學」在不同學制實踐的觀摩分享 

3.社大與城鎮的生活風情：薩克斯風演奏 

4.社大、社造與文化生活圈：恆春月琴歌謠 

5.唱自己的歌說社大的故事：薩克斯風與烏克麗麗的伴奏 

6.國民記憶庫．全民影像史 

7.來跳舞吧！以舞蹈領會這座城市 

 

8.「街頭民主教室」 

 

塗鴉空間 2樓 

國際會議廳 

成功湖 

小西門 

多功能廳 

成大藝坊 

南榕廣場&瑪莎

羅芙咖啡館 

雲平廣場 

 5 月 18 日（日） 

08:30-09:00 【報到】 成功廳 

09:00-11:00 

【學習型城市論壇】學習型城市概念下的終身學習政策 

主持人／林朝成（臺南社區大學校長、社大全促會理事長） 

引言人／蔡秀美（國立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陳君山（國立聯合大學資訊與社會研究所助理教授） 

    吳挺鋒（天下雜誌調查中心資深主任） 

與談人／陳美伶（臺南市政府祕書長） 

劉世芳（高雄市副市長） 

成功廳 

11:00-12:00 

【全國社大資深教師與社大學習志工表揚典禮】 

主持人／林朝成（臺南社區大學校長、社大全促會理事長） 

頒奬人／賴清德（臺南市市長） 

熊宗樺（教育部終身教育司司長） 

李美珍（衛生福利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司長） 

鄭邦鎮（臺南市教育局局長） 

成功廳 

12:00-13:00 午餐與交流 光復餐廳 

13:00-14:30 

【社區大學全國性議題發聲】 

一、教育論壇：終身學習法 

主持人／蔡素貞（臺北市社大永續發展聯合會理事長、社大全促會常務理事） 

引言人／黃富順（朝陽科技大學銀髮產業管理學系講座教授） 

        顧忠華（德國海德堡大學社會學博士、社大全促會創會理事長） 

    莊國榮（政治大學公共行政系助理教授）     

 

國際會議廳 

 

 

 

 



第十六屆社區大學全國研討會－在地創新與教育對話 

系列活動 

時間 內容 地點 

與談人／張德永（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陳宗志（教育部終身教育司科長） 

二、流域論壇：水資源保育暨流域綜合治理之公私協力機制的建構 

主持人／林淑英（水患治理監督聯盟總召集人、社大全促會常務監事） 

引言人／楊偉甫（經濟部水利署署長） 

與談人／李孟諺（臺南市政府水利局局長） 

溫炳原（水患治理監督聯盟執行長） 

魯台營（高雄市港都社區大學副校長） 

三、新農論壇：食品安全與食農教育 

主持人／鄭秀娟（臺北市文山社區大學校長） 

主 題／台灣食育基本法的行動藍圖 

引言人／李丁讚（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主 題／日本以社造模式推動食農教育的經驗介紹 

引言人／張瑋琦 (新竹教育大學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副教授) 

主 題／從綠繪本到綠食育 

與談人／張明純（主婦聯盟環保保護基金會台中分會副主任） 

主 題／農村社大的食農教育推展經驗  

與談人／張正揚（高雄市旗美社區大學主任） 

四、社會創新論壇：社大與地方創新創業 

主持人／楊志彬（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秘書長） 

主 題／面對社會創新創業發展，社大的挑戰與優勢 

引言人／陳東升（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主 題／扶持社會企業培力在地網絡 

引言人／邱嘉緣（好伴駐創共同創辦人） 

主 題／青年參與，以農興村 

引言人／張森葳（穀笠合作社成員） 

與談人／楊雅玲(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文化創業產業學系助理教授) 

 

 

第三演講廳 

 

 

 

 

 

第二演講廳 

 

 

 

 

 

 

 

 

 

成功廳 

14:30-15:00 

【社區大學全國性議題發聲暨行動文件展－大會報告】 

主持人／鄭邦鎮（臺南市教育局局長） 

    林朝成（臺南社區大學校長、社大全促會理事長） 

報告人／五組議題發表人 

【大會宣言宣讀】 

成功廳 

15:00-15:30 

【閉幕典禮】 

主持人／鄭邦鎮（臺南市教育局局長） 

        林朝成（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理事長） 

貴賓／賴清德（臺南市長） 

 

成功廳 



第十六屆社區大學全國研討會－在地創新與教育對話 

系列活動 

時間 內容 地點 

閉幕表演／舞動城市-中東魅惑(永康社區大學) 

閉幕片播放 

【頒贈感謝狀】 

國立成功大學、臺南市七所社區大學 

閉幕謝辭 

15:30 賦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