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前通知 

 

歡迎參加 第十九屆社區大學全國研討會！ 

活動即將開始，關於時間、交通、活動內容，說明如下，

期待您的蒞臨！ 

 

■活動日期：2017年 5 月 20 日（六）～2017年 5 月 21 日（日） 

■報到時間：2017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30 

■大會地點：統一渡假村鹿港文創會館(彰化縣鹿港鎮中正路 588 號) 

■交通方式： 

一、接駁車： 

1. 5/20(星期六)去程：高鐵台中站至主會場，請從高鐵站六號出口搭乘。 

接駁車時間：8：50 、9：20、 9：45，共三個班次。 

2. 5/20(日)回程：主會場至台中高鐵站。 

接駁時間：21：30 

3. 5/21(日)回程：主會場至高鐵台中站。 

      接駁時間：16：00  

二、自行前往者：交通資訊：https://unilukang.hotel.com.tw/location.asp 

三、接駁聯絡：請洽二社田社大/林小姐 04-8742013 轉 721  

  

https://unilukang.hotel.com.tw/location.asp


■ 大會手冊連結：http://www.napcu.org.tw/highlight_47.html 

■ 請自行攜帶環保杯。 

■大會議程及分組場地： 

 

第十九屆社區大學全國研討會 

文化扎根·在地躍升-共創永續新家園 

【議程】 

 

■指導單位：教育部、文化部 

■主辦單位：彰化縣政府、社團法人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  

■合辦單位：彰化縣鹿港鎮公所  

■承辦單位：彰化縣二林社區大學、彰化縣鹿秀社區大學，彰化縣湖埔社區大

學、彰化縣員永村社區大學、彰化縣美港西社區大學、彰化縣二社田社區大

學、彰化縣彰化社區大學 

■協辦單位：彰化縣教育志工人力資源整合中心 

■活動日期：2017年 5 月 20 日（六）～2017年 5 月 21 日（日） 

■大會地點：統一渡假村鹿港文創會館(彰化縣鹿港鎮中正路 588 號) 

■議程內容： 

   106 年 5 月 20 日（六）  

時間 活動內容 場地 

09:30-10:30 【報到】  

10:30-12:00 【開幕式/文件展】 集會堂 

12:00-13:00 【午餐】 集會堂 

13:00-16:00 【分組論壇】 

一、營造永續新家園~社區綠能推動 

召集單位：美港西社大、員永村社大 

二、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的公共溝通與民

眾參與 

召集單位：湖埔社大 

三、食農教育的多元實踐面貌 

召集單位：二林社大 

四、學習的發生與發展 

召集單位：二社田社大 

五、活躍老化 

召集單位：彰化社大 

 

309 階梯教室 

 

4 樓晶鑽廳 

 

 

國際會議廳 

 

301 教室 

 

集會堂 

 

http://www.napcu.org.tw/highlight_47.html


六、城鄉治理與國土規劃 

召集單位：全促會 

七、偏鄉社大的發展與挑戰 

召集單位：屏北社大 

204 教室 

 

205 教室 

16:00-16:30 【休息時間】  

16:30-17:30 【綜合討論】 

主持人/鄭秀娟 

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常務理事 

集會堂 

17:30-19:00 【晚餐】 集會堂 

19:00-21:00 【晚會】 集會堂 

106 年 5 月 21 日（日）  

08:30-09:00 【報到、集合】  

09:00-15:00 【社大見學出發-學習/對話】 

一、二林踩風•微醺之旅 

二、農村心體驗─海牛蚵田•水耕食蔬之旅 

三、曾經滄海難為水~北鹿港深度導覽 

四、散步鹿港一日遊 

五、鹿港工藝微旅行 

六、嬉遊東螺、賞蝶趣 

七、漫遊花海、騎讀永靖饒平客庄 

八、美港戲遊趣 

九、畫山畫水話二水~~二八水產業文化生態

環境探訪 

十、彰化城 300 年的歷史、文化、風物-輕

旅行深體會 

 

15:00 【賦歸】  

 

  



營造永續新家園~社區綠能推動 

召集人：周毓敏/美港西社區大學、謝慶家/員永村社區大學 

協力專員：蕭瑾沂/社團法人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 

 

近數十年來，隨著台灣經濟發展，除國民所得提昇外，更造成環境的破壞

與污染日趨嚴重等困境，不僅在台灣，全球亦面臨到氣候變遷、能源逐漸匱乏

及環境污染等問題，因此，在新經濟時代下，如何有效地利用再生能源及資源

開發，已成為刻不容緩的全民議題。本論壇之目的在於使大家一同思考，如何

運用綠能科技、節能減碳進而創造出友善居住環境，而社區大學又該扮演何種

角色，為營造永續新家園盡一份心力。 

 

時間：106 年 5 月 20 日（六）13：00 至 16：00 

時間 議程內容 主持人/引言人 

13：00-13：15 開場引言及介紹與談來賓 主持人/ 陳宜清 

大葉大學/環境工程學系主任 

13：15-13：35 能源轉型的地方戰略-地方

電力公司 

引言人/林子倫 

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 

13：35-13：55 彰化縣政府綠能推動的現況

與挑戰 

引言人/戴瑞文 

彰化縣政府/建設處處長 

13：55-14：15 產業案例： 

眾綠時代 x 眾力發電 

引言人/馮嘯儒 

綠點能創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 

14：15-14：20 在地案例：彰化縣永靖國小

綠能推動實務 

引言人: 李建瑋 

彰化縣永靖國小總務主任 

14：20-15：00 社大推動實務：  

1 

14：20-14：40 引言人/林學淵 

新莊社大、松山社大、永和社

大綠色能源推動課程講師 
社大課程綠能推廣： 

太陽能生活應用實作 

2 

14：40-15：00 引言人/林元笠 

臺南市臺南社區大學綠色能源

推動講師 

綠能推動實務: 

為黑暗部落點燈--公民

自主發電 

15：00-16：00 討論及回應 全體引言及與談人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的公共溝通與民眾參與 

召集人：林淑玲/湖埔社區大學 

協力專員：吳律德/社團法人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 

 

國家的前瞻性基礎建設計劃將在水環境的基礎建設投入數百億的預算。水

利署有意延續去年全國水論壇的水與安全、環境、契機、發展四個面向，以易

淹水區防洪建設、水資源保護及供水穩定、打造親水環境、氣候變遷韌性調適

等建設為主軸，打造新世代台灣合宜水環境的環境基礎與社會想像。 

我們認為，此次的水環境投資應有別於過去八年八百億的易淹水地區治理計劃

以及六年六百億的流域綜合治理計劃，放更多的比例在軟體面的建構、永續的

設計、人才的培訓。因此，應同時捲動更廣、更深的公共溝通。而如何發展建

設性的、有效的、有感的公共溝通，需要持續、創新的社會對話設計。全促會

長期致力於河川社群的連結，以及公私協力的社會創新方法，因此，希望在全

國研討會的河川論壇邀請全國河川社群以及全國社區大學，與政府水利主管機

關代表就「全國水環境」的願景、衝突與實行方法進行深入對談。我們也將在

論壇之前，在各區域舉辦區域座談，事先搜集大家的意見與建議，邀請更多的

朋友參與對話。 

 

時間 議程內容 主持/引言/與談人 

13:00-13:05 開場-介紹引言與談來賓 主持人/林淑英 

水患治理監督聯盟總召集人 

13:05-13:30 引言一： 

對全國水環境管理之展望 

引言人/賴建信 

經濟部水利署署長 

13:30-13:50 引言二： 

對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民眾

參與之期待 

引言人/楊志彬 

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秘書長 

13:50-14:05 與談 與談人一/楊清樑 

道將圳文化學會前理事長 

14:05-14:20 與談人二/楊佳寧 

美國加州大學博士 



14:20-14:35 與談人三/黃于玻 

水利署第十河川局民眾諮詢

委員 

14:35-14:50 與談人四/謝文猷 

彰化湖埔社區大學專案經理 

14:50-16:00 綜合討論 主持人/林淑英 

水患治理監督聯盟總召集人 

 

  



食農教育的多元實踐面貌 

召集人：謝日恆/二林社區大學 

協力專員：范珺涵、鄭宇捷/社團法人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 

 

有鑑於台灣這幾年來「食安」議題的關注度提高，社會大眾多半認同需要

找回(重建)安全無毒的食物供應體系，但如何增進社會大眾對於安全食物生

產、綠色消費的認識，如何落實在日常生活？或與我們可以透過食農教育推

動，減少剩食、地產地消、尋回對土地與農村的情感。所以，讓我們一起來腦

力激盪一下，齊聚一堂，天南地北談談食農教育可以做些甚麼？ 

「食農教育怎麼做」最關鍵的一件事就是，just do it!! 

 

主持、與談人：每人 20 分鐘/10 分鐘問答 

時間 議程內容 主持/引言/與談人 

13:00-13:05 開場-介紹引言、與談來賓 

主持人/鍾瀚樞 

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台中分

會專員 

13:05-13:30 
引言人：食農教育，單一或多

元化？ 

引言人/董時叡 

台灣農業推廣學會理事長 

13:30-14:00 
主題：政府建構食農教育推

動體系與運作網絡計畫 

與談人一/洪忠修 

農委會輔導處處長 

14:00-14:30 
主題：從樂活、慢活到細活 

絲田水舌的永續生活實踐  

與談人二/孫崇傑 

絲田水舌永續生態執行長 

14:30-15:00 
主題：宜蘭從新農育成之食

農教育 

與談人三/黃國添 

宜蘭社大新農育成社指導老師  

15:00-15:30 主題：從都市返鄉務農之路 
與談人四/范秋蓉 

過湖農莊負責人、二林社大學員 

15:30-16:00 綜合討論 

主持人/鍾瀚樞 

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台中分

會專員 

 



學習的發生與發展 

召集人：王宇良/二社田社區大學 

協力專員：丁小媗/社團法人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 

 

生命是一個無法重複，無法預測的過程，每一個人每一次所面臨的生命情

境都是嶄新的，因此人的一生脫離不了學習。學習以各種形式出現，任何時

刻，任何地點都可能發生學習。學習也具有各種內容，技藝從生疏到嫻熟是學

習，知識從淺薄到深厚是學習，視野從單一到多元是學習，氣度從狹隘到寬廣

也是學習。我們可以說，學習是一種改變，是一種學習者自願改變的過程。 

相對於一般的學習，社大的學習則有另外一種面貌。（1）社大課程以單門

課程為單位，學員則來自不同社會階層，帶著不同的生命經驗進入到課堂，而

這些經驗往往豐富了課堂上的學習。（2）社大學員參與社大課程的目的，除了

專業的嫻熟和掌握，有相當大的比例在於認識新的朋友，擴大自己的生活網

絡。（3）社大的學習沒有結束的時刻，只要學習者願意，可以持續在社大學

習，這種長時間的學習，讓學習現場的主要相關人員，包括學員、講師、社大

工作者等，可以長期互動，為社大的學習創造了一種特別的學習情境。 

透過社大的學習情境，我們營造了社大的學習的領域及特色： 

 

學習平台：社區大學創造了一個多元的學習平台，延伸了在地人的學習觸角，

豐富了在地社區的學習元素，提升了學習的風氣。 

樂在學習：學員透過社大的學習，得到學習的樂趣，拓展自己的人脈，豐富了

生命的廣度與長度，使人生充滿無限的想像。 

多元學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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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彩人生：社區大學使學習無所不在、學習輕鬆自在，實現「在地生活、終身

學習」之目標，讓您有個更精采豐富的的人生。 

本論壇將一起見證與探討社區大學如何促進「學習的發生與發展」！ 

  



議程： 

時間 議程內容 主持/分享/與談人 

13:00-13:10 開場及簡介 主持人/張正揚 

高雄市旗美社區大學校長  

13:10-13:40 從社大得天下英才與談之 引言人一/吳成偉 

彰化縣湖埔社區大學講師 

13:40-14:10  在學員和講師之間 引言二/李毓麟 

高雄市鳳山社區大學居家簡易木

工 DIY 講師、學員 

14:10-14:30  社大學習與新住民 引言三/林麗麗 

彰化縣新住民代表、嘉泰顏料研

發品管部課長、二林社大新住民

班學員 

14:30-15:00 與談人 與談人/林彥婷 

高雄市旗美社區大學執行秘書 

15:00-15:50 Q&A 主持人/張正揚 

高雄市旗美社區大學校長  15:50-16:00 結語 

 
  



活躍老化 

召集人：華翊辰/彰化社大 

協力專員：陳鈺欣/社團法人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 

 

近幾年，台灣「高齡化」現象已成重大議題，2017 年人口將呈現零成長發

展，而如何維護高齡生活的品質與尊嚴及訂定健全的社會福利與健康政策，也

是台灣刻不容緩的挑戰。 

活躍老化提供了追求健康的方向，成功的老年生活，應追求從身體、心

理、社會等多方面的健康，進而使老年維持自主與獨立，亦能參與社會經濟文

化等事務，提高生活品質，才是老年生活應追求的目標。 

 

時間  議程內容  主持/引言人/與談人  

13:00-13:10  開場及簡介  

共築老得起的社區 

主持人/蔡素貞 

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副理事長 

13:10-13:40  活躍老化與社大學習：國

際視野與在地策略 

引言人一/蔡秀美 

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系教授 

13:40-14:10  高齡友善 活躍老化 引言人二/游麗裡 

財團法人老五老基金會執行長 

14:10-14:40  活躍老化，不老彰化 引言人三/黃淑娟 

彰化縣政府社會處處長 

14:40-15:10  社大案例： 

1. 以社大為社區推動高齡

友善的合作平台，我們願

意努力 ！ 

             2.快樂學習，練不練沒關

係！ 

 

引言人四/周俊男 

台北市松山社區大學主任秘書 

           

引言五/林素蘭 

彰化縣彰化社區大學資深講師 

15:10-14:50  Q&A  主持人/蔡素貞 

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副理事長 15:50-16:00  結語  

  

  



城鄉治理與國土規劃 

召集人：郭昭男/社團法人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 

協力專員：劉孟佳/社團法人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 

 

  當土地運用的選擇是以資本獲利作為標準時，具有守護糧食安全與農村生

活價值的農地會日漸流失，具有多元生活樣貌的都市，也會因為非商業公共空

間的減少而排擠弱勢族群的居住機會。 

  面對新的國土計畫法出爐，更多關於區域計畫審議的權力下放給地方，關

於城市與農村的發展與想像，需要凝聚更多公民意見，由下而上，讓國土規劃

的發展，朝向對抗資本擴張、守護農地價值、捍衛居住正義的城鄉治理樣貌。 

  《國土計畫法》於 2015 年底通過後，各縣市即將著手擬定縣市國土計畫。

社區大學的發展與社區、地方緊密相依，國土計畫也將是回應居住正義與環境

正義的關鍵政策。本次論壇從以下四個面向來探討城鄉治理與國土規劃的議

題，以及社區大學可以扮演的角色。 

 

一、城鄉開發下的居住人權： 

檢視近年來從都市到農村，因土地開發思維下所發生的迫遷案例，思考如何推

動以人為本的居住權議題。 

二、守護城市發展的公共性： 

都市公共空間的存在，提供社會弱勢族群參與都市生活的友善條件，當資本獲

利考量凌駕於土地公共利益之上時，非商業性公共空間面臨流失的危機，需要

思考如何找回公共城市應有的樣貌。 

三、農村發展與農地保護 

面對都市擴張、工業開發及氣候變遷等人為與自然的衝擊，農地的流失危機更

加劇烈，農村生活機能也持續弱化。如何守護農村的友善環境，是維繫農村發

展與守護農地的機會。 

四、公眾參與下的國土治理 

國土法是站在全國角度思考，原理是上至下的規劃，但實際分區、落實管制兩

項權責都落在縣市政府。當民眾具備清楚的地方需求，並積極參與，才有機會

由下而上，符合土地正義的國土規劃藍圖。 



 

時間 議程內容 主持/引言/與談人 

13:00-13:10 
開場及介紹引言與談來賓 主持人/吳國維 

宜蘭縣羅東社區大學校長 

13:10-13:35 
國土計畫與城鄉治理的公共

性 

引言人/黃瑞茂 

淡江大學建築系教授 

13:35-14:00 
公民運動如何看待國土規

劃？ 

與談人/潘正正 

地球公民基金會研究員 

14:00-14:25 
城鄉開發下的居住人權 與談人/高蓁誼 

台灣反迫遷連線執行秘書 

14:25-14:50 農村發展與農地保護 

與談人/王繼維 

高雄市旗山尊懷活水人文協會

執行秘書 

14:50-16:00 

座談討論 

1.國土計畫&城鄉治理與社

大、社區的關係 

2.如何讓國土計畫＆城鄉治

理的關懐，進到社大的日常

運作？ 

主持人/吳國維 

宜蘭縣羅東社區大學校長 

 

  



偏鄉社大的發展與挑戰 

召集人：邱怡蓉/屏北社區大學 

協力專員：黃汶漩/社團法人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 

 

【城/鄉】不論是在自然環境，還是居民的生活方式上，皆有著可觀的差

異，這些差異，例如學區幅員、人口結構和社經條件，給都會和農村社大帶來

了不同的限制和優勢；這些差異，造就了都會與偏鄉在面對各自辦學情境時，

發展出不同的辦學方式，使得都會和偏鄉社大，有著極為不同的辦學面貌，例

如偏鄉社大有著高比例的社區分班。 

雖然偏鄉社大有著不同於都會社大的辦學面貌，但是在評估偏鄉社大的辦

學成就時，這種差異卻不明顯，例如，我們並沒有一套針對偏鄉社大辦學的評

鑑指標。因此我們組織了這場論壇，想要邀請關注偏鄉社大發展的夥伴們一起

來探討。 

本論壇預計從三個面向來探討偏鄉社大的發展與挑戰： 

（一）差異給所處社大帶來的侷限及優勢為何？。 

（二）如何克服侷限，善用優勢，經營一所偏鄉社大？ 

（三）我們如何評鑑偏鄉社大的辦學成就？ 

時間 議程內容 主持/引言/與談人 

13:00-13:10 開場-介紹引言與談來賓 主持人/葉培昱 

屏東縣屏南區社區大學主任 

13:10-13:40 主題一：二林社區大學堅持的

方向、一步一腳印 

引言人/黃綉蕊/彰化縣二林社

區大學執行秘書 

13:40-14:10 
主題二：偏鄉社大的發展與挑

戰-以岡山社大為例 

引言人/許嘉芳 

高雄市岡山社區大學學術主任 

14:10-14:40 主題三：不只是「小美」，還

得做「小強」：「從社大地方

學」邁向「地方學社大」 

引言人/張文彬 

臺南市新營社區大學主任 

14:40-15:10 與談時間 與談人/李宇軒 

文藻大學國際事務系助理教授 

15:10-16:00 綜合討論 主持人/葉培昱 

屏東縣屏南區社區大學主任 

 

  



社區見學路線簡介 

路線名稱 路線規劃 

二林踩風•微醺之

旅 
上午：微醺小旅行：詠豐果園、金玉湖酒莊 

下午：二林文史之旅：二林國小百年禮堂與蔗農事件料館→林

八卦市場→二仁和宮 

農村心體驗─海牛

蚵田•水耕食蔬之

旅 

上午：水耕蔬菜體驗─芳苑過湖農莊 

下午：芳苑海牛潮間帶體驗 

曾經滄海難為水~

北鹿港深度導覽 
統一渡假村→天后宮→新祖宮→桂花巷(午餐)→老街→後車巷

→市場口→三山國王廟→城隍廟→日茂行→奉天宮→統一渡假

村 

散步鹿港一日遊 統一渡假村→城隍廟→新祖宮→天后宮→老街→桂花巷(午餐)

→半邊井→後車巷→市場口→玉渠宮→摸乳巷→九曲巷(含意

樓、十宜樓、興安宮)→龍山寺→統一渡假村 

鹿港工藝微旅行 統一渡假村→北區遊客中心(鹿港傳藝)→鹿港藝術村→羅粘香

布偶戲 DIY→老街(經木雕大師李秉圭宅)→後車巷(經竹編蒸籠

工坊)→市場口(午餐自理)→丁家大宅→鹿港民俗文物館(經)→參

訪瑞興錫舖傳統錫藝製作過程及 DIY 錫作品→統一渡假村 

嬉遊東螺、賞蝶趣 鹿港統一渡假村→溪湖糖廠→乘坐小火車→騎自行車遊東螺溪

沿岸→雷神廟→手工麵線→東螺溪生態教育園區→台灣欒樹隧

道→濁水站→乘坐小火車→回溪湖糖廠 

漫遊花海、騎讀永

靖饒平客庄 
1. 單車漫遊極具饒平客特色社區-福興社區 

2. 導覽騎讀永靖忠實第 

3. 騎讀導覽永靖邱氏宗祠 

田尾公路花園 

彰化城 300 年的歷

史、文化、風物 

─輕旅行深體會 

鹿港文創會館→八卦山天空之橋→八卦山風景區→九龍池景觀

瞭望台→賴和詩牆→八卦山脈生態遊客中心→彰化扇形車庫→

小西街風華→美食小吃品嘗→古蹟之旅（元清觀、彰化孔廟）→

花壇順達磚窯→花壇茉莉花夢想館→賦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