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八屆社區大學全國研討會 

『合作互助創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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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社區大學伙伴，大家好 

歡迎參加第十八屆社區大學全國研討會! 

關於研討會議程、交通等事宜，請詳閱行前通知各說明~ 

 

 

 

指導單位：教育部、文化部、客家委員會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屏東縣政府  

合辦單位：國立屏東大學 /社發系  

承辦單位：屏東縣屏北社區大學、屏東縣屏南社區大學  

協辦單位：屏東縣原住民族部落大學  



第十八屆社區大學全國研討會 

『合作互助創幸福』 
 

大會議程 
 

■活動日期：2016 年 5 月 27 日（五）～2016 年 5 月 29 日（日） 

■大會地點：國立屏東大學-民生校區(屏東市民生路 4-18 號) 

■議程內容： 

時間 內容 地點 

5 月 27 日

(五)13:00~5 月

28 日(六)12:00 

屏東社區見學：(共計 12 條)  

 01-半島西岸生態探索之旅 

 02-臺 200 線~~郵差迷路了 

 03-愛在-200 線-港口社區 

 04-愛在 200 線—里德社區 

 05-愛在 200 線—恆春古城 

 06-光采林邊好好趣玩 

 07-臺 24 線原鄉部落遊學趣 - 三地門達來部落 

 08-臺 24 線原鄉部落遊學趣 -三地門德文部落 

 09-臺 24 線原鄉部落遊學趣 - 霧臺大武部落 

 10-臺 24 線原鄉部落遊學趣 - 霧臺阿禮部落 

 11-溪流命運大不同！夢想之河：萬年溪×二峰圳 

 12-農村就要這樣玩！社區小旅行，石獅×手作×自

然野趣 

屏東縣各鄉鎮 

5 月 28 日(六) 

時間 內容 地點 

12:30~13:00 報到 屏大禮堂 

13:00~13:50 1. 開幕表演 

2. 開幕影片 

3. 貴賓致詞 

屏大禮堂 

13:50~15:10 圓桌論壇(3 場) 

1.「公民社會白皮書」  

(召集人 :謝國清理事長 /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 )  

屏大禮堂 

2.「公私協力的水治理設計」  

(召集人 :楊志彬秘書長 /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 )  

五育樓計網中心

視聽教室 

3.「社大法制化 --從中央到地方的法治推動」  

(召集人 /蔡素貞副理事長 /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 )  

科技館一樓階梯

教室 

15:10~15:30 茶點與休息時間 

15:30~18:00  

 

分組論壇(共計 13 場) 

1.地方學如何形成和發展  

五育樓 4F 第三會

議室 

http://www.napcu.org.tw/task6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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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人 :李錦旭副教授 /屏東大學社會發展

學系 )  

2.氣候變遷下的水資源新思維  

(召集人 :丁澈士教授 /屏東科技大學土木工

程系 )  

教學科技館-遠距

暨微型教室 

3.小農地產地銷的在地模式  

(召集人 :江嘉萍總幹事 /屏東縣綠元氣產業

交流促進會 )  

五育樓 3F 視聽教

室 

4.【兩代健檢公司】 ~社大青年工作者的挑

戰與突破之道  

(召集人 :柳秀慧主任 /臺南市北門社區大學 )  

五育樓 5F 公民培

力教室 

5.成人學習新典範  

(召集人 :王貞乃主秘 /新北市林口社區大學 )  

五育樓 5F 視聽教

室 

6.學習的發生與發展  

(召集人 :郭昭男主任 /臺南市新化社區大學 )  

教學科技館 3F 文

創產業教室(302) 

7.在地教育與社區  

(召集人 :江國樑校長 /屏東縣屏南社區大學 )  

五育樓 301 大教

室 

8.環境教育到社區根經濟  

(召集人 :陳美惠副教授 /屏東科技大學森林

系）  

五育樓 203 大教

室 

9.社會創新丶分享經濟與社大  

(召集人 :楊志彬秘書長 /社區大學全國促進

會 )  

五育樓 4F 視聽教

室 

10.氣候變遷與在地實踐  

(召集人 :黃麗霞執行長 /大武山文教基金會 )  

五育樓 502 教室 

11.自治理想下之山林生態教育  

(召集人 :拉夫琅斯˙卡拉雲漾校長／屏東部

落大學 )  

五育樓 303 大教

室 

12.客家文化的傳承與新法  

(召集人 :曾美玲前處長 /屏東縣政府客家事

務處 )  

五育樓 201 大教

室 

13.公衛知識轉譯與社區實踐 --登革熱為例  

(召集人 :陳奕曄秘書長 /社團法人臺灣公共

衛生促進協會 )  

五育樓 501 教室 

15:00~17:00  音樂沙龍 屏東演藝廳戶外

圓形廣場 19:30~21:00 隨興‧探戈互動音樂會 

5 月 29 日(日) 

時間 內容 地點 

09:30~10:00 報到 屏大禮堂 

10:00~11:30 互助合作-深化社大、開創新社會 

(分組論壇總結報告) 

屏大禮堂 

11:30~12:00 【閉幕】 

1. 閉幕表演 

屏大禮堂 

http://www.napcu.org.tw/task663.html&p=2
http://www.napcu.org.tw/task663.html&p=3
http://www.napcu.org.tw/task663.html&p=4
http://www.napcu.org.tw/task663.html&p=4
http://www.napcu.org.tw/task663.html&p=5
http://www.napcu.org.tw/task663.html&p=6
http://www.napcu.org.tw/task663.html&p=7
http://www.napcu.org.tw/task663.html&p=8
http://www.napcu.org.tw/task663.html&p=9
http://www.napcu.org.tw/task663.html&p=10
http://www.napcu.org.tw/task663.html&p=11
http://www.napcu.org.tw/task663.html&p=12
http://www.napcu.org.tw/task663.html&p=13


2. 主席致詞 

3. 大會宣言 

4. 承辦單位表揚致謝 

5. 第 19 屆承辦縣市交接儀式 

5 月 28 日(六)晚餐與 5 月 29 日(日)中餐提供便當 

 

 

大會注意事項 

1. 為友善大地，請各主持、引言、與談、評論人與全體與會者，自行攜帶環保

餐具與環保杯。 

2. 為維護環境，於進餐消費時，請不浪費並共同維護所處區域整潔。 

3. 為尊重他人，如有上呼吸道感染症狀，請做好自主健康管理，包括維持手部

清潔、注意咳嗽禮節等。 

4. 請攜帶一顆開放、快樂的心，並能善加利用此次機會與來自全國各地的社大

夥伴、同好交流與對話。 

5. 現場如有任何問題，請就近洽詢穿著淡藍綠色上衣的志工與大會服務人員，

我們將十分樂意為你(妳)服務。 

6. 『大會手冊』除貴賓與講師外，每所社大限領 1 本大會手冊，請

您先自行下載大會手冊電子檔，研討會會場僅提供與會者『議程

手冊』。下載  Qrcode: 

 

 

 

 

 

7. 大會聯絡電話:08-7668500 屏北社區大學 

06-2752150 全促會南部辦公室 

 

 

 

 

 



圓桌論壇 1:公民社會白皮書  

召集人：謝國清/理事長/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 

社區大學 18 年來從實踐行動中推動公民社會、提升公民素養，兼顧多元教

育，關懷弱勢、偏鄉，培養不止於下一代的公民（社會民主化）； 從「翻轉社會

力，邁向公民社會國」開啟對話，第二次教改，從社大作為公民社會的培力網絡、

重建公民社會的核心動力及作為教育公民權的實踐場域，來談公民社會的核心價

值。 

 

時間：2016 年 5 月 28 日（週六）13:50~15:10 

地點：屏東大學禮堂 

 

時間 內容 

13:50-14:00 

■主持人開場 

顧忠華／政治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創會理事長 

14:00-14:50 

■引言人發言（各 10 分鐘） 

謝國清／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理事長、北投社區大學校長 

李錦旭／屏東大學社會發展學系副教授 

黃世輝／雲林科技大學創設系教授、社區營造學會理事長 

曾旭正／國家發展委員會副主委 

14:50-15:10 ■綜合討論及提問 

 

 

 

 

 

 

 

 

 

 



圓桌論壇 2:公私協力的水治理設計  

召集人：楊志彬/秘書長/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 

民眾參與是落實民主的核心政治價值。而面對不確定性極高的水資源與水環

境課題，民眾參與與科學知識丶在地知識丶社會因素相互交織影響，必然體現為

水治理的「新架構」丶「新設計」。奠基於「易淹水地區治理計劃」丶「流域綜

合治理計劃」的長久對話與合作經驗，聚焦於「公私協力」的重要討論，探討進

一步的行動方案，以及社區大學與各地河川社群的擴大參與機制。 

 

時間：2016 年 5 月 28 日（週六）13：50-15：10 

地點：五育樓計網中心視聽教室 

時間  內容  

13:50-13:55 
■主持人開場  

主持人 /林淑英（水患治理監督聯盟總召集人）  

13:55-14:15 

■引言人  

題目：公私協力的水治理設計  

引言人 /賴建信（經濟部水利署副署長）  

14:15-14:50 

■回應人  

回應人 /黃于玻（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負責總經

理）  

回應人 /黃修文（水患治理監督聯盟執行長）  

回應人 /林子倫（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回應人 /楊志彬（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秘書長）  

14:50-15:10 ■綜合討論及提問  

 

 

 

 

 

 

 



圓桌論壇 3:社大法制化--從中央到地方的

法治推動  
召集人：蔡素貞/副理事長/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 

    社區大學成立已 18 年，迄今仍面臨「制度落後」、「定位不明」、「缺乏健全

政策環境」等困境，妨礙了社區大學的永續經營。這些「老問題」涉及中央到地

方法治現況。近兩年全促會呼籲透過另立專法，賦予社區大學更為明確的法律地

位，方是解決社區大學定位問題的「治本之道」。中央政府應負較大責任的法制

定位問題外，地方政府對於社區大學亦常發生定位不明，以致社大業務無法順利

運作的情形。諸如空間的整備與公共化、經費的寬列、社區大學審議會之設置、

夥伴關係的定位等，都急待法治回應。 

    尤其現有法規大都限於管理辦法與行政命令，對社大與公民社會之關係，現

有條文並無法積極引導社大實現公民社會，扮演地方公共人才的培訓，協助民眾

提昇公共關懷及公共參與能力。此論壇將從新盤點各縣市不應存在之落後規定，

鬆綁不合時宜之法規命令，建置有實質效益、對於終身學習友善的結構性體制，

同時也從另立專法來健全社區大學的治理基礎，方能確保社區大學的永續經營，

以利社區大學在友善的制度環境中欣欣向榮、再創新猷。 

時間：2016 年 5 月 28 日（週六）13：50-15：10 

地點：科技館一樓階梯教室 

時 間 內    容 

13:50-13:55 
■主持人開場 

蔡素貞／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副理事長、松山社區大學校長 

13:55-14:25 

■引言人 

全國各縣市社大法制化的分析與前瞻 

  陳君山/聯合大學資訊與社會研究所助理教授 

社區大學發展條例的立法精神與進步價值 

  李易昆/社團法人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常務理事 

14:25-14:55 

■回應人 

蔡清華政務次長 /教育部 

鍾佳濱委員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委員 

周志宏教授 /臺北教育大學文教法律研究所 

14:55-15:10 ■綜合討論及提問 

 



分組論壇 1:地方學如何形成和發展  

召集人：李錦旭/副教授/屏東大學社會發展學系 

社大兩大宗旨「知識解放」和「公民社會強化」，都以服務的地方/社區作為

基礎和出發點。社大對地方/社區的深刻認識，不但有助於學員對於地方的了解

和行動，講師也能夠用來教學，社大本身更可以據以辦學、推動地方/社區應興

應革事項，帶動社大的發展。因此，建立自己的地方學乃成為許多社大的重點。

十幾年下來，確實累積了不少成果；然而，不必諱言的，也遭遇到一些困難，例

如：相關講師難尋、課程叫好不一定叫座、出版經費有限、一般大學地方/社區化

的競爭等等。本論壇的目的，想邀請大家一起來思考，地方學如何進一步具體成

形、開花結果？如何繼續發展下去？…… 

 

時間：2016 年 5 月 28 日（週六）15:30 至 18:00 

地點：五育樓 4F 第三會議室  

時間 議程內容 主持人/引言人 

15:30-15:35 主持人引言 主持人/顧忠華 

理事長/社大全國促進會創會 

15:35-15:50 由課程設計發展貼近庶民生

活的多元化北投學 

引言人 1/謝國清 

校長/臺北市北投社區大學 

15:50-16:05 

  

噶瑪蘭花蕊 引言人 2/林庭賢 

校長/宜蘭縣宜蘭社區大學 

16:05-16:20 從雲林研究想望雲林歷史館 引言人 3/黃世輝 

主任/雲林縣山線社區大學 

16:20-16:35 為什麼需要地方學？ 

屏東地方學的經驗 

引言人 4/周芬姿 

前校長/屏東縣屏北社區大學 

16:35-16:50 

  

地方學該是什麼？從大學課

程計畫開始進入社區談起 

引言人 5/王御風 

助理教授/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基礎教育中心 

16:50-17:00 休息   

17:00-18:00 Q & A   

 

http://www.napcu.org.tw/task663.html


分組論壇 2:氣候變遷下的水資源新思維  

召集人：丁澈士/教授兼工學院院長/屏東科技大學土木工程系 

水是永續發展的核心，不僅對社會經濟發展、健康的生態系統和人類生存本

身非常關鍵，更是氣候變遷調適的核心。水資源的問題無法從單一面向切入解決，

缺乏整體性的思維的操作，甚至會讓雨水相關的不同領域產生問題。 

長期以來，各界便不斷在水資源議題上進行討論、投入與回應水資源議題的

各種學習與行動方案，並督促政府正視水資源與其他領域間的關聯與問題，本次

研討將藉由各地的實踐案例進行討論與對話，在即將面臨缺水的時代前，提出前

瞻且積極有效實踐的新思維。 

 

時間：2016 年 5 月 28 日（週六）15:30 至 18:00 

地點：教學科技館 -遠距暨微型教室  

時間 題目 引言/與談人 

15:30-15:35 開場及介紹引言及與談來賓 主持人/丁澈士 

教授兼工學院院長/屏東科技大學土

木工程系 

15:35-15:55 不可能中找可能： 

從 2015 年 514 美濃水庫事件談

起 

引言人 1/邱靜慧 

總幹事/美濃愛鄉協會、前主秘/旗美

社區大學 

15:55-16:15 伏流水的實踐之路： 

高屏溪傍河取水 

引言人 2/賴建信 

副署長/經濟部水利署 

16:15-16:35 天母水管路： 

古道湧泉，凝聚地方情感 

引言人 3/文海珍 

理事長/草山生態文史聯盟 

16:35-16:50 氣候暖化與臺灣水資源挑戰 與談人/游保杉 

院長/成功大學工學院 

16:50-17:05 開啟水資源管理的新時代 與談人/丁澈士 

教授兼工學院院長/屏東科技大學土

木工程系 

17:05-18:00 討論與回應  

 

 

http://www.napcu.org.tw/task663.html&p=2


分組論壇 3:小農地產地銷的在地模式  

召集人：江嘉萍/總幹事/社團法人屏東縣綠元氣產業交流促進會 

「『地產地銷』的『產銷』，是指社群互惠、交換，比較接近人們共存於社

區、社群及社會中，真正維繫著人類存在的美好質地－合作、互助，而不是一

般產銷注重的效率、成本、利潤。」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助理教授蔡培慧

在某工作坊這麼說道。 

農業議題，長期以來在社區大學之間便不斷地被各式各樣的學習、行動實

踐、以及街頭體驗教室中進行對話與討論，甚至逐漸發展出不同形式的論述與

倡議。本次論壇除了針對地產地銷的在地模式進行討論外，更試圖尋求較佳的

行動策略。 

時間：2016 年 5 月 28 日（週六）15:30 至 18:00 

地點：五育樓 3F 視聽教室  

時間 題目 引言/與談人 

15:30-15:35 開場即介紹引言及與談來賓 主持人/蔡培慧 

立法委員、副教授/世新大學社會發展

研究所 

15:35-15:55 小農互助經營：高雄市經驗 引言人 1/蔡復進 

局長/高雄市政府農業局 

15:55-16:15 挺小農買安心：厚生市集 引言人 2/張駿極 

創辦人兼董事長/厚生市集 

16:15-16:35 千甲聚落 CSA，現代農業新可能 引言人 3/陳建泰 

前工程師/新竹工研院、新竹里巴哈克

協會 

16:35-16:50 在地化農業的發展思維 與談人/謝昇佑 

負責人/好食機農食整合有限公司 

16:50-17:05 農業，當然有未來 與談人/蔡培慧 

立法委員、副教授/世新大學社會發展

研究所 

17:05-18:00 討論與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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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論壇 4:【兩代健檢公司】~社大青年工

作者的挑戰與突破之道  

召集人：柳秀慧主任/臺南市北門社區大學 

本場次以討論「社大新舊世代工作者」對於社大工作的看法，希望以新世代

對於社大工作環境的觀察與闡述作為引言，進而開啟兩代工作者間的對話。 

從 1998 年臺灣成立第一所社區大學迄今已邁入第 18 年，社大工作者的年

資也有了跨世代的差異，在社大工作的「七、八年級生」面對的社大工作現場經

驗值當然截然不同於十幾年前在社大現場中摸索前進的資深工作者，這群年輕的

工作者成長過程中所面對的社會環境、思惟模式、價值觀與溝通方式，顯然已與

上一代截然不同。年輕世代的堅持與夢想是否能在社大中實踐呢？他們在工作現

場中又遭遇了甚麼樣的挑戰？而不同世代間的工作者如何理解彼此呢？我們是

否能從年輕世代的身上，看見社區大學未來發展的方向與可能性？ 

 

時間：2016 年 5 月 28 日（週六）15:30 至 18:00 

地點：五育樓 5F 公民培力教室  

時間 內容 分享者 

1530-1540 主持人開場 主持人/柳秀慧 

主任/臺南市北門社區大學 

【病徵】你今日 LINE 了嗎？－被遙控的時代 

1540-1550 【今日還得 LINE 嗎？】 

網路世代下的網路溝通經驗（1） 

引言人/林彥婷 

專員/高雄市旗美社區大學 

1550-1600 【Line 不 Line 有沒有關係？】 

網路世代下的網路溝通經驗（2） 

引言人/張美惠 

專員/新北市蘆荻社區大學 

1600-1640 團體治療 Q&A 主持人/柳秀慧 

主任/臺南市北門社區大學 

1640-1650 護理長治療建議 觀察員/李易昆 

主任/新北市蘆荻社區大學 

【病徵】你夠社大嗎？－工作者的多樣性 

1650-1700 【社大人只能一個樣？】 

社大形塑工作者，還是人形成工作？ 

引言人/詹芯佩 

專員/社大全國促進會 

http://www.napcu.org.tw/task663.html&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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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710 【議題是什麼？】 

沒有關注的議題該如何在社大生存？ 

引言人/杜靜怡 

執行祕書/臺南市北門社區大學 

1710-1750 團體治療 Q&A 主持人/柳秀慧 

主任/臺南市北門社區大學 

1750-1800 護理長治療建議 觀察員：李易昆/新北市蘆荻社

大主任 

1800 祝福大家工作安康！ 領取處方籤

（金玉良言） 

 

 

 

 

 

 

 

 

 

 

 

 

 

 

 

 

 

 

 

 

 

 

 

 

 

 

 



分組論壇 5:成人學習新典範  

召集人：王貞乃/主秘/新北市林口社大 

成人的學習是在社大中補足過往生命中未能受完整教育與拿到學位的缺憾

或是未能實現的想望？還是學習新知識與技能的喜悅與交往志同道合朋友的社

交場域？ 

社區大學運動 20 年來，學員到社大學習的動機與學習的成就，不斷的轉換

與蛻變。學員進到社區大學，學習的快樂與在生活中的充實讓社大學員在生命

中的轉化發展往往也超乎原來的想像。「我返鄉後的朋友是從社大開始的」「我

的公共生活是從社大開始的」這樣的學習過程與成就也非社大開創時能夠規劃

的，社大讓學習者生長，自在開花綻放，學員從擔任班代、志工、參與公共議

題與行動、與外部 NGO 團體的結合、到學員本身相關領域的再發展等等，都展

現學習的多元豐富。 

本論壇將一起探討在社大的成人學習的歷程轉化與學習成就發展過程。 

時間：2016 年 5 月 28 日（週六）15:30 至 17:35 

地點：五育樓 5 樓視聽教室  

時間 議程內容 主持/分享/與談人 

15:30-15:35 開場及簡介 主持人/王貞乃 

主秘/新北市林口社區大學 

15:35-15:40 引言 錢人琪 

主秘/新北市新中和社區大學 

15:40-17:00 

  

分享時間 

（每人 15-20 分鐘） 

分享人/ 

沈明燕 

學員/雲林山線社區大學  

陳彩鳳 

學員/臺南新化社區大學  

李樹志 

學員/高雄旗美社區大學 

陳發財 

學員/彰化二林社區大學 

17:00-17:30 Q&A 主持人/ 

王貞乃 

主秘/新北市林口社區大學 
17:30-17:35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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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論壇 6:學習的發生與發展  

召集人：郭昭男/主任/臺南市新化社區大學 

社大的學習，看似主要在教室中進行，但學習的本質是非線性而不可預測，

因此離開教室，回到家庭或進入社區，往往是進入另一個教室，學習繼續在這裡

進行，甚至深化發展。這樣一種特別的學習情境，社大講師和工作者如何看待？

如何回應？分組論壇 7 預計邀請社大講師、學員和工作者各 1 名，以不同的位置

來呈現並對話，學習的發生與發展。 

 

時間：2016 年 5 月 28 日（週六）15:30 至 17:35 

地點：教學科技館 3F 文創產業教室 (302) 

時間 議程內容 主持/分享/與談人 

15:30-15:40 開場及簡介 主持人/郭昭男 

主任/臺南新化社區大學 

15:40-16:40 

  

教學者經驗分享  分享人/ 

陳淑敏 

講師/臺北松山社區大學電腦課程 

許玉音 

講師/彰化二林社區大學地方產業觀光課程 

劉浩濬  

講師 /新營、臺南社區大學  

16:40-17:00 工作者經驗分享  分享人/王幗華 

工作者/高雄岡山社區大學 

17:00-17:20 回應與提問 與談人/張正揚 

校長/高雄旗美社區大學 

17:20-18:00 提問與討論 主持人/郭昭男 

主任/臺南新化社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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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論壇 7:在地教育與社區  

召集人：江國樑/校長/屏東縣屏南社區大學 

要建構出完整的教育體系，其規劃與想像將不僅僅只是著眼於正規教育系統

內，更多的是如何在社區或者在地終身教育與正規學校教育中，尋找初期串聯與

接軌點，讓整體教育概念能夠更為全面，並落實教育的學習能量能夠回饋到自身

的在地經驗與在地實踐，本論壇構想即是希望邀約屏東縣教育處王惠蘭處長來談

屏東縣整體的教育想像與規劃外，更希望藉由屏南社大的社區與學校串聯經驗分

享、萬安國小的社區結合學校案例，和與會成員共同探討在正規與非正規教育串

連的可能性與想像。 

 

時間：2016 年 5 月 28 日（週六）15:30 至 17:30 

地點：五育樓 301 大教室  

時間 議程內容 主持/分享/與談人 

15:30-15:40 開場及簡介 主持人/江國樑 

校長/屏南社區大學 

15:40-16:40 

  

與談時間 

（每人 20 分鐘） 

與談人/ 

王慧蘭 

處長/屏東縣政府教育處 

謝相如 

校長/屏東縣萬安國小 

葉培昱 

主任秘書/屏南社區大學 

16:40-17:30 提問與討論 主持人/江國樑 

校長/屏南社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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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論壇 8:環境教育到社區根經濟  

召集人 :陳美惠 /副教授 /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  

社區大學除了推動在地成人教育的活絡外，更重要的是如何藉由民間在地教

育力的生根，讓這樣蓬勃並具生命力的教育實踐能夠貼近與協助在地組織及民

眾，為土地或社區發展出社區行動力，並讓這樣的行動形成一種在地良性的發展

循環模式，本論壇主要是想藉由長期於屏東深耕社區生態旅遊的陳美惠老師以自

身的社區推動經驗，結合另外兩位於外縣市同樣亦在推動社區生態旅遊發展的老

師之經驗對話，探討如何在推動社區發展的過程中，引進與導入更多機關單位與

非營利組織的協力，讓社區發展模式能夠永續。 

 

 時間：2016 年 5 月 28 日（週六）15:30 至 17:30 

地點：五育樓 203 大教室  

時間 議程內容 主持/與談人 

15:30-15:40 開場及簡介 主持人/陳美惠 

副教授/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 

15:40-16:00 

  

活化生態旅遊三面向─ 

保育策略、生態經濟與環境教

育 

與談人/楊秋霖 

理事/臺灣生態旅遊協會 

16:00-16:20 能高越嶺三村六部落 

生態旅遊輔導與培力 

與談人/郭育任 

副理事長/臺灣生態旅遊協會 

16:20-16:40 屏東社區生態旅遊的 

點線面聯合營造 

與談人/陳美惠 

副教授兼系主任/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 

16:40-17:30 提問與討論 主持人/陳美惠 

副教授/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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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論壇 9:社會創新丶分享經濟與社大  

召集人：楊志彬/秘書長/全國促進會 

面對地方的發展丶青年返鄉丶在地創新網絡丶文化信心重建等課題，社大與

社會創新創業，以及分享經濟的潮流力量，如何相互學習丶合作？社大有沒有條

件？有沒有機會成為在地的分享經濟育成與支持平臺？我們結合了社造丶社企

與社大三方代表，致力於探討上述課題。 

 

時間：2016 年 5 月 28 日（週六）15:30 至 18:00 

地點：五育樓 4F 視聽教室  

時間 議程內容 主持/與談人 

15:30-15:40 開場及簡介 主持人/楊志彬 

秘書長/全國促進會 

15:40-17:10 

  

引言人 

每人 20 分鐘 

與談人 

每人 15 分鐘 

總回應人 

20 分鐘 

引言人/ 

陳東升 

教授/臺大社會系 

邱星崴 

創辦人/苗栗老寮 hostel 

與談人/ 

曾年有 

副執行長/臺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 

鄭秀娟 

校長/臺北市文山社區大學 

總回應人 

余宛如 

立法委員、創辦人/生態綠 

17:10-18:00 提問與討論 主持人/  

楊志彬 

秘書長/全國促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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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論壇 10:氣候變遷與在地實踐  

召集人：黃麗霞/執行長/大武山文教基金會 

氣候變遷議題由 1992 年至 2015 年巴黎 COP21,全球不斷聚焦在減碳及行動

方案的討論。臺灣由公部門、學界到民間組織無役不與,積極參與各項議定會議，

回到臺灣社會進行各種方案的暢議及實踐。 

社區大學已是國內民間團體中,吸引成人學習及社會實踐最成熟、最龐大的

組織，對於各種議題能夠採取長期系統性的耕耘,由社大全國促進會到各縣市的

社區大學,都有師生實踐投入回應氣候變遷的各種議題暢議、學習及行動方案，與

政府及企業分別在各自領應積極走向減碳的目標。本次研討透由個別的實踐案例

反觀公約議定的承諾,為下一步積極有效的行動提出前瞻性策略。 

時間：2016 年 5 月 28 日（週六）15:30 至 18:20 

地點：五育樓 502 教室  

時間 議程內容 主持/引言/與談人 

15:30-15:35 

  

開場及介紹引言及與談來寡 主持人/楊弘任 

副教授/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所 

15:35-15:55 由 COP21 巴黎峰會看氣候變遷與臺

灣 

引言人 1/林子倫 

副教授/臺大政治系 

15:55-16:15 後碳年代地方政府的實踐—由綠能

造縣談起 

引言人 2/曹啟鴻 

前縣長/屏東、董事長/大武山文

教基金會 

16:15-16:35 氣侯變遷的公民團體責任 引言人 3/周聖心 

主持人/全國促進會氣候變遷教

育計畫、特別助理/永和社區大

學、總幹事/千里步道協會 

16:35-16:55 公民集綠:社區能源公益行動 引言人 4/陳惠萍 

共同創辦人/北投社區大學、綠

點能創公司 

16:55-17:10 屏東因應氣候變遷的努力— 

邁向 100%再生能源(Renewable)之路 

與談人 1/魯臺營 

環保局長/屏東縣政府、曾任港

都社區大學 

17:10-17:25 組裝綠電,組裝在地性 與談人 2 楊弘任 

副教授/陽明大學 

17:25-18:20 討論與回應 全體引言及與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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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論壇 11:自治理想下之山林生態教育 

召集人：拉夫琅斯˙卡拉雲漾校長/屏東部落大學 

面對原住民族社會、經濟、文化、語言的困境與瀕危，未來族群與部落針對

國家的原住民族政策，理當「原住民族的自治」為首要，自治法律的依據和相關

條例或辦法，都必然經過一定的程序和社會共識，但針對自治形成後，現在族人

對於過去所居住的山林生態環境的熟悉、認識、共存法則及掌握能力的當前條件，

是否會造成山林生態環境的威脅和隱憂，這個議題必須在自治政策落實以前，就

過去傳統文化中的生態知識、平衡法則及資源利用，須規劃透過部落的生態教育

課程，重新建立現代族人對生態係的智識和掌握的能力，尤其在與各種生態資源

的依存互動，更須找回傳統以來，先祖們世代傳襲的各種生態智慧，如此原住民

族自治才能獲得臺灣大社會的支持與期待，想邀請大家來集思廣義，如何讓原住

民族自治帶來各部族正向的發展及自治後南臺灣生態係的重生。 

 

 時間：2016 年 5 月 28 日（週六）15:30 至 18:00 

地點：五育樓 303 大教室  

時間 議程內容 主持/引言/與談人 

15:30-15:35 主持人引言  主持人/ 

拉夫琅斯．卡拉雲漾 

校長/屏東部落大學 

15:35-16:50 引言時間 

（每人 15 分

鐘） 

引言人/ 

許素芬 

研究者/原住民古謠 

邱霄鳳 

副校長/屏東部落大學 

李馨慈 

教授/屏東大學 

朱志強 

主任/屏東縣文樂國小 

16:50-17:00 休息   

17:00-18:00 Q & A  主持人/ 

拉夫琅斯．卡拉雲漾 

校長/屏東部落大學 

 



分組論壇 12:客家文化的傳承與新法  

召集人：曾美玲/前處長/屏東縣政府客家事務處 

客家文化的傳承，究竟應該如何進行？是透過教育學習活動的辦理、書契文

物的典藏研究、還是找出適合客語沉浸的環境，讓學習與語言結合、抑或是透過

創新的設計思維在傳統文化元素中找出新方法？諸如此類的問題與操作，逐步在

南臺灣累積不同的操作經驗與案例。 

「文化應是流動的，而非靜止。」長期以來，六堆文化傳承議題便不斷地在

各式各樣的學習、行動實踐中進行多元化地嘗試，甚至逐漸發展出不同形式的操

作案例。本次論壇除了針對不同經驗與案例進行討論外，更試圖尋求較佳的行動

策略。 

 

 時間：2016 年 5 月 28 日（週六）15:30 至 18:00 

地點：五育樓 201 大教室  

時間 題目 引言/與談人 

15:30-15:35 開場即介紹引言及與談來賓 主持人/馮清春 

理事長/社團法人屏東縣深耕永續發展協會 

15:35-15:55 當典藏與研究成為另一種教

育行動：以六堆客家生活學

院來說 

引言人 1/許瑞君 

總幹事/社團法人屏東縣深耕永續發展協會 

15:55-16:15 客語的保存與推廣： 

客語沉浸 

引言人 2/黃冠靜 

高雄市客家事務委員會客家文化中心 

16:15-16:35 六堆設計營： 

從傳統中找出新思維 

引言人 3/劉孝明 

副召集人/屏東縣六堆生活學院 

16:35-16:55 兩個村落發起地方學研究： 

大路關研究研討會 

引言人 4/黃啟仁 

校長/屏東縣高樹鄉廣興國小 

16:55-17:10 客家文化傳承新思維 與談人/邱彥貴 

助理教授/臺灣藝術大學古蹟藝術修護學系 

17:10-17:25 客家文化傳承，當然有未來 與談人/曾美玲 

前處長/屏東縣政府客家事務處 

17:25-18:00 討論與回應  

 

 

http://www.napcu.org.tw/task663.html&p=12


分組論壇 :公衛知識轉譯與社區實踐--    

登革熱為例  

召集人：陳奕曄/秘書長/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 

受到全球化及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的影響，臺灣曾歷經多次新興及再浮現傳

染病的威脅，登革熱流行是其中之一。近年登革熱更是肆虐南臺灣，2015 年臺

南、高雄及屏東都出現大流行。根據疾病管制署 2014 年 9 月對臺南市、高雄市、

屏東縣及澎湖縣四個縣市進行的調查：八成以上民眾知道當年臺灣南部已出現登

革熱疫情，高雄市則有九成以上民眾認為「未清除積水容器是登革熱流行主因」。

但為何 2014 年的調查民眾已有清除積水容器的認知，但仍有不少比例的陽性積

水容器？2015 年登革熱還是繼續流行？是否民眾的認知與行為仍存在著鴻溝？

也有學者指出，民眾可能不清楚傳播登革熱的主要病媒蚊之一的埃及斑蚊，牠的

主要活動場域是在室內，室內的積水容器，平時政府部門人員或社區志工並無法

介入，反而容易忽略，因而成為死角。此外，在 2015 年臺南登革熱流行期間，

本研究團隊發現，有社區民眾會要求噴藥人員在地下室多噴幾次藥，也有執行噴

藥人員，身穿短袖、短褲，甚或民眾為了避免家中家具、衣櫃沾到藥劑，而將整

個牆面用塑膠布包裹住，但仍留有許多陰暗縫隙，讓蚊子躲藏。是否科學防疫知

識的傳遞與接收存在著落差，致使登革熱防疫行動出現死角？ 

上述事件，在在顯示社區防疫要在社區深耕絕非易事。科學防疫知識應如何

轉譯，才能有效達到風險溝通，而不是規訓民眾行為？登革熱防治跟社區及人的

行為和流動密切相關，如何讓社區防疫工作善用防疫科學知識，融入科學的精神

與方法，連結在地文化與智慧，發展常民流行病學知識，讓民眾成為防疫的主角，

而不是配角？本論壇希望邀請相關專家、一線實務工作者、社區代表等一起來探

討、分析，公衛知識的轉譯與在地行動的問題、困難與可能。 

 時間：2016 年 5 月 28 日（週六）15:30 至 18:00 

地點：五育樓 501 大教室  

時間 議程內容 主持/分享/與談人 

15:30-

15:40 

論壇介紹 陳奕曄/秘書長/社團法人臺灣公

共衛生促進協會 

15:40- 邁向更預防的防疫體系 引言 1 陳美霞 

http://www.napcu.org.tw/task663.html&p=13
http://www.napcu.org.tw/task663.html&p=13


時間 議程內容 主持/分享/與談人 

15:55 常務理事/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

促進協會 

15:55-

16:10 

蚊子生態防治及民眾參與 引言 2 張念臺 

教授/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植物醫

學系 

16:10-

16:25 

一線衛生工作人員的現場與挑戰 引言 3 黃亭熒 

護理長/臺南市中西區衛生所 

16:25-

16:40 

社區頭家的防疫經驗 引言 4 陳振沛 

里長/高雄市鳳山區國富里 

16:40-

16:55 

借鏡臺南與高雄，談屏東的防疫

準備 

引言 5 江麗香 

科長/屏東衛生局疾管科 

16:55-

17:10 

知識轉譯與社區溝通的經驗與挑

戰 

引言 6 李疾 

顧問/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

協會、文化工作者 

17:10-

18:00 

提問與討論 陳奕曄 

秘書長/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

進協會 

 

 

 

 

 

 

 

 

 

 

 

 

 

 

 

 

 



第十八屆社區大學全國研討會 

『合作互助創幸福』 

交通指引 

 

屏東大學 -民生校區 (屏東市民生路 4-18 號 ) 

 

 火車或公共汽車：  

搭乘火車、統聯客運或國光客運至屏東站下車，再乘計程車（車程

約 8 分鐘）直達本校。  

 

 台鐵網路訂票網址：http://www.railway.gov.tw/  

 

 自行開車：  

(1)行經高雄，走高屏大橋進入屏東市區，沿自由路轉民生路至本

校。  

(2)行經國道 3 號高速公路，於麟洛交流道（約 406 公里處）沿台 1

線（往屏東市區方向）開抵本校。  

 

 

http://www.railway.gov.tw/


 交通接駁 :  

  5/28 火車站→屏東大學：11:00、11:30、12:00、12:20、

12:40 

 

 

  5/28 屏東大學→飯店、火車站 :20：00、20:30、21:00、21:30 

 

 

 

 



  5/29 火車站 ,飯店→屏東大學： 8:30、9:00、9:20、9:40 

 

 

  5/29 屏東大學→火車站 12:00、12:30、13:00、13:30 

 

 

 

 

 



 上車點附近住宿資訊 

 

 

 洽詢窗口：08-7668500 屏北社區大學 

【交通接駁、報名】相關:屏北社大-煥源  【文件展】相關：屏北社大-怡蓉 

【住宿、繳費、用餐、報到】相關:屏北社大-美玲 

【大會議事】相關:屏北社大-嘉萍        【場地設備】相關:屏北社大-文源 

【音樂沙龍、市集】相關:屏北社大-蓮怡 

【社區見學】相關:屏南社大-培昱(08-8893808) 



 大會場地平面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