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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造與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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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大學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教授

前921震災重建基金會執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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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總體營造的歷史

 :
 1980年代本土意識草根運動風起雲湧。

 1987年解除戒嚴，自主性民間組織逐漸發展。

 1993年李登輝總統提出「生命共同體」治國理念。

 1993年文化建設委員會施政報告出現「社區總體營
造」。

 ::
 :::
 ::::

1968年
《社區發展工作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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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921大地震大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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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集大地震肇因集集大地震肇因

 大茅埔－雙冬斷層（大茅埔－雙冬斷層（北段稱為大茅北段稱為大茅
埔斷層，由和平鄉烏石坑，向西南埔斷層，由和平鄉烏石坑，向西南
延伸至東勢鎮慶東里大茅埔；南段延伸至東勢鎮慶東里大茅埔；南段
稱為雙冬斷層，由大甲溪南岸新社稱為雙冬斷層，由大甲溪南岸新社
鄉向南延伸至鹿谷鄉鄉向南延伸至鹿谷鄉）重新活動所）重新活動所
引起。引起。

 車籠埔斷層（車籠埔斷層（北起北起卓蘭鎮內灣卓蘭鎮內灣、、雙雙
崎崎，南至，南至竹山鎮桶頭竹山鎮桶頭）發生錯動有）發生錯動有
關。關。

 車籠埔斷層及雙冬－大茅埔斷層同車籠埔斷層及雙冬－大茅埔斷層同
時活動所引起。時活動所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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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09.21 1999.09.21 淩晨淩晨……
 時間：時間：19991999年年99月月2121日，淩晨日，淩晨11時時4747分分12.612.6秒。秒。

 震央：日月潭西南方震央：日月潭西南方 6.5 6.5 公里處。公里處。

 規模：芮氏規模規模：芮氏規模7.37.3。。
 災區：南投、台中縣（市）、雲林、彰化、苗栗等。災區：南投、台中縣（市）、雲林、彰化、苗栗等。

 傷亡：死亡人數傷亡：死亡人數2,3472,347人、人、758758人重傷。人重傷。

 屋損：全倒屋損：全倒50,64450,644戶，半倒戶，半倒53,31753,317戶（以門牌數統計，全倒戶（以門牌數統計，全倒
38,93538,935戶，半倒戶，半倒45,32045,320戶）。戶）。

 學校：學校：1,5461,546所。其中，受損嚴重重建者有所。其中，受損嚴重重建者有293293所。所。

 道路橋樑：道路橋樑： 公路公路4444條、橋樑重損條、橋樑重損77座、中度受損座、中度受損88座。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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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損失財產損失

 1995年日本阪神大地震，6,433人死亡（含失蹤），
4萬3,782人受傷，災民達32萬人，財物損失達1,000
億美元。

 921地震財物損失僅及日本阪神地震的1/9，但佔臺
灣國內生產毛額（GDP）3.7%，較日本的2%高。

 臺灣受災民眾佔總人口比率為1.4%，高於日本的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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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應變緊急應變

 1999.09.21.1999.09.21. 1時50分，內政部成立「緊急應變小組」內政部成立「緊急應變小組」
。。

 1999.09.21.1999.09.21. 22時時1010分，分，中央成立「中央成立「921921地震中央處理地震中央處理
中心」。中心」。

 1999.09.21.1999.09.21. 22時時3030分，分，行政院長蕭萬長召開高層首長行政院長蕭萬長召開高層首長
會報，宣布會報，宣布99項緊急處理指示；項緊急處理指示；

 部會成立災情應變小組。部會成立災情應變小組。

 地方政府成立救災中心。地方政府成立救災中心。

 內政部消防署成立災害救助處理中心。內政部消防署成立災害救助處理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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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應變

 1999.09.21.1999.09.21. 66時，時，國防部與參謀本部成立「救災應變國防部與參謀本部成立「救災應變
指揮中心」。指揮中心」。

 1999.09.21.1999.09.21. 1616點點3030分，分，行政院召開「行政院召開「921921地震災後重地震災後重
建會議」，宣布建會議」，宣布1515項災害救援及善後措施：項災害救援及善後措施：

 提撥郵政儲金提撥郵政儲金1,0001,000億元，辦理購屋、重建或修繕億元，辦理購屋、重建或修繕
貸款。貸款。

 房屋全倒者，慰助金房屋全倒者，慰助金2020萬元；半倒者，慰助金萬元；半倒者，慰助金1010
萬元。萬元。

 1999.09.21.1999.09.21. 晚間，晚間，總統召開第總統召開第11次高層首長會報。次高層首長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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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應變緊急應變

 1999.09.22 1999.09.22 總統召開第總統召開第22次高層首長會報，成立「次高層首長會報，成立「
921921地震救災督導中心」。地震救災督導中心」。

 1999.09.23 1999.09.23 全國降半旗全國降半旗33日致哀日致哀。。

 1999.09.25 1999.09.25 頒布緊急命令頒布緊急命令。。

 1999.09.26 1999.09.26 總統府召集高層首長工作會議，決定由總統府召集高層首長工作會議，決定由
行政院成立「行政院行政院成立「行政院921921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
。。

 1999.09.27  1999.09.27  成立「行政院成立「行政院921921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
會」及縣市、鄉鎮層級的災後重建小組。會」及縣市、鄉鎮層級的災後重建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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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措施－三擇一

 興建組合屋。興建組合屋。

►► 政府政府1,1811,181戶，民間戶，民間3,6723,672戶，日本戶，日本1,0011,001戶戶 ，共，共112112處，計處，計
5,8545,854戶，戶，居住期限以4年為限，必要時得延長。

 發放租金。發放租金。

►► 有實際居住且自有住宅全倒或半倒者，每人每月發放有實際居住且自有住宅全倒或半倒者，每人每月發放
3,0003,000元租金，一次發給一年期。元租金，一次發給一年期。

►► 原申領租金受災戶再發放租金一年。原申領租金受災戶再發放租金一年。

 釋出待售及即將推出的國宅。釋出待售及即將推出的國宅。

►► 以核定公告出售價格七折，供受災戶申購。以核定公告出售價格七折，供受災戶申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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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機制重建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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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機制的形成與演進重建機制的形成與演進

 1999/09/25 1999/09/25 緊急命令。緊急命令。

 1999/11/091999/11/09 災後重建計畫工作綱領災後重建計畫工作綱領。。

 200/02/03200/02/03 921921特別法制定公布。特別法制定公布。

 2000/05/152000/05/15 重建政策白皮書。重建政策白皮書。

 2000/11/29 2000/11/29 921921特別法第特別法第11次增修訂。重建經費由次增修訂。重建經費由800800億元億元

（不含移緩濟急的（不含移緩濟急的261261億）億），提高到不得低於，提高到不得低於2,0002,000億元。億元。

 2001/10/17 2001/10/17 921921特別法第特別法第22次增修訂。次增修訂。

 2003/02/072003/02/07 921921特別法第特別法第33次增修訂。次增修訂。

倡導災後重建是採取「社
區總體營造」模式，尤其
是在社區重建和生活重建
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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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命令緊急命令

 1999/09/251999/09/25 經行政院會議決議，依憲法增修條文第經行政院會議決議，依憲法增修條文第22
條第條第33項規定，發布緊急命令項規定，發布緊急命令：：

 經費籌措－調節收支移緩救急，並在新台幣800
億元限額內發行公債或借款。

 中央銀行提撥專款，辦理災民重建家園所需長期
低利、無息緊急融資。

 簡化行政作業程序。

 徵用水權，並得向民間徵用空地、空屋、救災器
具及車、船、航空器，不受相關法令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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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導引入「社區總體營造」模式倡導引入「社區總體營造」模式

 1999/09/28 內政部營建署草擬「九二一集集大地震災後重建
工作計畫草案」將社區總體營造列為五大項工作計畫之一。

 1999/10/01 邀請社區工作及學者等參與「九二一社區重建工
作會議」，形成以社區總體營造推動重建區社區與生活重建
的政策方向。

 1999/10/03~ 組織災區社區總體營造小組及組織災後重建社
區總體營造服務團（房屋安全鑑定、重建規劃協助）。

 1999/10/04~05 邀請學者研擬「災後重建社區總體營造工作
綱要」，提出「以社區協助社區」的工作方針。

 1999/10/13 邀請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洽談「921永續家園
文化社區再造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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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後重建計畫工作綱領災後重建計畫工作綱領

 揭櫫重建目標及基本原則。揭櫫重建目標及基本原則。

 訂定重建的架構。訂定重建的架構。

 確定各重建計畫範圍、編製內容、格式、編報流程確定各重建計畫範圍、編製內容、格式、編報流程

及時程、各部會的分工、計畫審議核定的程序及配及時程、各部會的分工、計畫審議核定的程序及配

合措施等。合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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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後重建藍圖災後重建藍圖 六項計畫目標六項計畫目標

 塑造關懷互助的新社會。

 建立社區營造的新意識。

 創造永續發展的新環境。

 營造防災抗震的新城鄉。

 發展多元化的地方產業。

 建設農村風貌的生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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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後重建藍圖災後重建藍圖 八項基本原則八項基本原則

 以人為本，以生活為核心，重建新家園。

 考量地區及都市長遠發展，因地制宜，整體規劃農地與
建地使用。

 建設與生態、環保並重，都市與農村兼顧；營造不同特
色之都市與農村風貌，建造景觀優美之城鄉環境。

 強化建物、設施與社區防災功能，建立迅速確實及具應
變功能的運輸、通訊網，強化維生系統。

 結合地方文化特色與產業型態，推動傳統產業復興，獎
勵企業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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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架構重建架構

整體重建計畫

公
共
建
設
計
畫

產
業
重
建
計
畫

生
活
重
建
計
畫

社區重建計畫

鼓勵居民積極參
與，透過溝通、考
察，以新觀念、新
作為，確保重建工
作順利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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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元年重建元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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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陪伴

 文建會：九二一永續家園社區再造方案（1年）。

 全盟：聯絡站（2年）。

 全國教師會：社區重建專案－社區重建工作隊（2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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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921永續家園社區再造方案永續家園社區再造方案

 文建會結合光寶集團及統一超商等民間企業，籌募文建會結合光寶集團及統一超商等民間企業，籌募

近近2,0002,000萬元的永續家園社區再造基金。萬元的永續家園社區再造基金。

 委託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組成「家園再造行動中委託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組成「家園再造行動中
心」，負責方案執行。心」，負責方案執行。

 1999/11~2000/111999/11~2000/11，共完成補助，共完成補助29292828個社區。個社區。

 2000/11/02 ~11/03 2000/11/02 ~11/03 在臺北劍潭召開「在臺北劍潭召開「921921永續家園社永續家園社
區再造方案－社區期末報告及成果研討會」。區再造方案－社區期末報告及成果研討會」。

計畫目標與補助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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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目標與補助內容計畫目標與補助內容

 計畫目標：「社區協助社區，建立社區互助體系」計畫目標：「社區協助社區，建立社區互助體系」
、「以社區總體營造理念凝聚共識再造家園」、「、「以社區總體營造理念凝聚共識再造家園」、「
社區文化重建、創造文化社區」、「永續社區發展社區文化重建、創造文化社區」、「永續社區發展

，邁向新公民社會」。，邁向新公民社會」。

 補助內容：社區組織發展、社區營造人才培育、心補助內容：社區組織發展、社區營造人才培育、心
靈重建。靈重建。

 補助額度：補助額度：~150~150萬。萬。



23

全盟緣起全盟緣起

 921921大地震後，大地震後，NGONGO為互通救災訊息、有效運用救為互通救災訊息、有效運用救
災物資與監督震災捐款流向，於災物資與監督震災捐款流向，於19991999年年1010月月77日聯合日聯合
成立「全國民間災後重建協調監督聯盟（全盟）」成立「全國民間災後重建協調監督聯盟（全盟）」
，共推李遠哲院長擔任召集人，瞿海源教授出任執，共推李遠哲院長擔任召集人，瞿海源教授出任執
行長。行長。

 全盟設有服務協調委員會及捐款監督委員會。全盟設有服務協調委員會及捐款監督委員會。

►► 協調非營利組織進駐災區。協調非營利組織進駐災區。

►► 普遍設置聯絡站。普遍設置聯絡站。

►► 協力發展社區組織協力發展社區組織，，引進社會福利方案。引進社會福利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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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盟沿革全盟沿革

 捐款監督委員會於捐款監督委員會於20002000年年44月底，因階段性任務完成月底，因階段性任務完成
，停止運作。，停止運作。

 20002000年年66月月55日，瞿海源教授出任「日，瞿海源教授出任「921921震災重建基金震災重建基金
會」董事，全盟執行長由原協調委員謝國興教授接會」董事，全盟執行長由原協調委員謝國興教授接

任，原副執行長謝志誠教授出任「任，原副執行長謝志誠教授出任「921921震災重建基金震災重建基金
會」執行長，辭卸全盟職務。會」執行長，辭卸全盟職務。

 20012001年年99月月2929日，全盟發表日，全盟發表《《協力與培力：全盟兩年協力與培力：全盟兩年
工作紀要工作紀要》》，為階段性任務劃下句點。，為階段性任務劃下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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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聯絡站設置聯絡站

 TVBSTVBS等轉捐等轉捐11億億5,4265,426萬元萬元。。

 協助與支援重建區工作團隊進行災後重建協助與支援重建區工作團隊進行災後重建。

 設置設置3838個聯絡站個聯絡站，補助人事與行政費用，補助人事與行政費用7575萬元萬元。。

 支持超過支持超過280280個社區重建個社區重建、社區報、心靈重建、社會、社區報、心靈重建、社會
福利、兒少照顧、教育、文化資產、安置、產業相福利、兒少照顧、教育、文化資產、安置、產業相
關方案。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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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重建專案社區重建專案

 全國教師會鼓勵教師發揮知識份子的社會責任感全國教師會鼓勵教師發揮知識份子的社會責任感，，
結結合社區民眾合社區民眾，，自自力展開重建工作力展開重建工作。。

 運用捐款補助成立社區重建工作隊運用捐款補助成立社區重建工作隊（（每隊每隊1515萬元萬元））
、鄉鎮市重建工作隊（每隊、鄉鎮市重建工作隊（每隊3030萬元）。萬元）。

 臺中縣臺中縣1212隊隊、、南南投縣投縣2828隊隊、、彰彰化縣化縣55隊隊，，合合計計4545
隊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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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6 ~20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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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力協力 11
 921921基金會：基金會：921921災後生活與社區重建災後生活與社區重建123123協力專案協力專案。。

2000/12/20~2008/06/302000/12/20~2008/06/30
 921921重建會：訂定重建會：訂定《《行政院行政院921921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

員會災區巡迴輔導小組設置要點員會災區巡迴輔導小組設置要點》》，設立「行政院，設立「行政院
921921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社區總體營造推動小組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社區總體營造推動小組
」」。。2001/05/312001/05/31

 921921重建會：訂定「行政院重建會：訂定「行政院921921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
員會社區總體營造推動小組設置要點」設立「行政員會社區總體營造推動小組設置要點」設立「行政
院院921921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社區總體營造推動小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社區總體營造推動小
組」組」2001/06/112001/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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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力協力 22
 文建會：補助文建會：補助921921震災重建區縣震災重建區縣（（市市））政府生活重建政府生活重建

作業要點作業要點 2001/06/062001/06/06。。
 文建會：補助文建會：補助921921震災重建區生活重建補助作業要震災重建區生活重建補助作業要

點點。。921921震災重建區社區總體營造執行方案震災重建區社區總體營造執行方案。。

 921921重建會：行政院重建會：行政院921921震災災後重建區社區總體營震災災後重建區社區總體營
造補助要點。造補助要點。2001/07/23~2003/12/312001/07/23~2003/12/31

 921921重建會：社區防救災總體營造實施計畫。重建會：社區防救災總體營造實施計畫。
2002/1/1~2003/12/312002/1/1~2003/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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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力協力 33
 水保局：水保局： 訂定訂定《《社區營造─聚落重建推動工作小組社區營造─聚落重建推動工作小組

設置要點設置要點》》，成立「社區營造─聚落重建推動工作，成立「社區營造─聚落重建推動工作
小組」小組」，，推動「農村聚落─社區營造暨產業發展計
畫」 。。2002/01/092002/01/09

 921921重建會：社區策略聯盟發展計畫重建會：社區策略聯盟發展計畫。。
2003.8~2004.122003.8~20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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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921震災重建基金會震災重建基金會

 行政院為統合運用民間捐款，在官方「行政院行政院為統合運用民間捐款，在官方「行政院921921震震
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外，邀請社會人士與相關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外，邀請社會人士與相關

單位組成的組織。單位組成的組織。19991999年年1010月月1313日成立日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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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動被動

九二一九二一
震災重建基金會震災重建基金會

中央部會
民間團體

災區受災戶災區受災戶

縣市 鄉鎮

繁複的程序與關係繁複的程序與關係
造成撥款效率低落造成撥款效率低落

擺脫
「公設財團法人」

的印象

循「公設財團法人」的思考模式，以配循「公設財團法人」的思考模式，以配
合政府施政為主體，只接受中央政府各合政府施政為主體，只接受中央政府各
單位提案。監察院內政及少數民族委員單位提案。監察院內政及少數民族委員
會會20002000年年88月月11日第日第33屆第屆第3737次會議通過對次會議通過對
行政院的糾正案行政院的糾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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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一九二一
震災重建基金會震災重建基金會

行政部門
民間團體

受災戶受災戶

20002000年改組年改組 走向主動走向主動

縣市 鄉鎮
中央部會

以「來自民間、支助民間、協助政府」、「議題導向、主動以「來自民間、支助民間、協助政府」、「議題導向、主動
規劃」、「透明效率、落實重建」等原則作為業務推動與捐規劃」、「透明效率、落實重建」等原則作為業務推動與捐
款管理的方針款管理的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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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23協力專案協力專案

 繼繼「「築巢專案」之後築巢專案」之後，，20002000年年1212月月2020日日推出推出「「921921災後生活災後生活
與社區重建與社區重建123123協力專案」，補助民間團體與地方政府協力協力專案」，補助民間團體與地方政府協力
參與災後重建。參與災後重建。補補助範疇含括：助範疇含括：

 居家照顧計畫居家照顧計畫  送餐服務計畫送餐服務計畫

 在宅服務計畫在宅服務計畫  日間照顧計畫日間照顧計畫

 日間托育計畫日間托育計畫  課後安親照顧計畫課後安親照顧計畫

 安養服務計畫安養服務計畫  諮商輔導計畫諮商輔導計畫

 成長性或預防性計畫成長性或預防性計畫  預防性計畫預防性計畫

 產業、生計暨創意性重建計畫產業、生計暨創意性重建計畫

 社區重建紀錄出版計畫社區重建紀錄出版計畫

共補助540個計畫，使用經費376,008,65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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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921重建會災區巡迴輔導小組重建會災區巡迴輔導小組

 20012001年年55月月3131日訂定日訂定《《行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行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
動委員會災區巡迴輔導小組設置要點動委員會災區巡迴輔導小組設置要點》》，設立「災，設立「災

區巡迴輔導小組」區巡迴輔導小組」，推動社區總體營造，推動社區總體營造：：

 透過研習與參訪，建立公部門人員社區總體營造觀念。透過研習與參訪，建立公部門人員社區總體營造觀念。

 培養社區和非營利民間組織社區總體營造理念與能力，培養社區和非營利民間組織社區總體營造理念與能力，
發展成為社區營造種子點和種子團隊，由點而線而面推發展成為社區營造種子點和種子團隊，由點而線而面推
進全面性社區總體營造。進全面性社區總體營造。

20032003年年88月月11日日921921重建會行政組織調整，災區巡迴輔導小組編入重建會行政組織調整，災區巡迴輔導小組編入
產業重建處，成為其中的巡迴輔導科，繼續推動社區總體營造。產業重建處，成為其中的巡迴輔導科，繼續推動社區總體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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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造小組社造小組

 依《行政院921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社區總體營
造推動小組設置要點》設立「行政院921震災災後重
建推動委員會社區總體營造推動小組」：

 協調、整合及推動重建區總體營造工作涉及行政院各部
、會、局、處、行、署、921重建會各處及縣（市）政府
之相關案件。

 督導921重建會各處辦理社區總體營造的執行事項。

社造小組：行政決策、督導功能，對內為主。社造小組：行政決策、督導功能，對內為主。
災區巡迴輔導小組：業務單位，對外為主，擔任社造小組的幕僚。災區巡迴輔導小組：業務單位，對外為主，擔任社造小組的幕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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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921震災重建區縣（市）政府生活
重建作業要點

 補助補助921921震災重建區直轄市、縣（市）震災重建區直轄市、縣（市） ：：

 文化活動；地方文化設施充實；文化活動；地方文化設施充實；社區藝文發展社區藝文發展；；

社區人才培育與理念宣導社區人才培育與理念宣導；文化產業發展振興；；文化產業發展振興；

區域性文化重建區域性文化重建；；社區民俗文化重建社區民俗文化重建；重建記憶；重建記憶

圖文、影音出版；公共圖書館舍重建、擴建、改圖文、影音出版；公共圖書館舍重建、擴建、改

建及修繕；公共圖書館內部設備與圖書充實；閱建及修繕；公共圖書館內部設備與圖書充實；閱

讀書香活動、圖書館推廣利用與文學活動。讀書香活動、圖書館推廣利用與文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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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921震災重建區生活重建補助作業要點震災重建區生活重建補助作業要點

 補助文化藝術類財團法人、非營利性文化藝補助文化藝術類財團法人、非營利性文化藝
術類社團法人、術類社團法人、其他經政府立案之非營利性其他經政府立案之非營利性
民間團體民間團體：：

 文化活動；社區生活文化重建活動；文化產業發文化活動；社區生活文化重建活動；文化產業發
展振興活動；社區自發性藝文活動；社區人才培展振興活動；社區自發性藝文活動；社區人才培
育與理念宣導活動；社區民俗文化重建活動。育與理念宣導活動；社區民俗文化重建活動。

調整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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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策略調整策略

 決策者：決策者：重建區的社區總體營造有其特殊需求與特殊條件重建區的社區總體營造有其特殊需求與特殊條件

，政府對於社區總體營造的輔導重點應該是幫助社區自發建，政府對於社區總體營造的輔導重點應該是幫助社區自發建

構社區重建方向，因此主張補助經費應該構社區重建方向，因此主張補助經費應該直接撥發到有心直接撥發到有心
推動社區總體營造的社區推動社區總體營造的社區，過程中要有具體的成果考核，過程中要有具體的成果考核

，以確定接受輔導的社造點真正因而發生改變。，以確定接受輔導的社造點真正因而發生改變。

 文建會依據「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建會依據「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921921震災重建區生活重震災重建區生活重

建補助作業要點」建補助作業要點」補助民間團隊補助民間團隊，推動「，推動「921921震災重建震災重建
區社區總體營造執行方案區社區總體營造執行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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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總體營造執行方案社區總體營造執行方案 5 4 35 4 3
 5項目標：1.協助社區規劃營造，提升整體生活品質；2.鼓勵

居民主動參與，增進社區事務工作能力；3.培育地方人才，
落實社區自立自主；4.創造文化產業增值效益，發展地方經
濟；5.提供正當之生活文化，倡導文化休閒風氣。

 4大效益：1.社區能夠有效整體規劃，並運用經費；2.由在地
居民組成之社區委員會來決定社造方向，居民共識高，容易
做到地方活化；3.營造地方文化（含產業）特色，增進居民
認同；4.培育地方社區人才，改善就業及經濟環境。

 3個目的：1.整合民間資源、參與重建事務，增加社區發展
機會；2.凝聚社區意識，提振文化活力、恢復居民生活信心
；3.建立地方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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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總體營造執行方案社區總體營造執行方案

文建會中部辦公室

第
一
區
社
造
中
心

第
二
區
社
造
中
心

第
三
區
社
造
中
心

第
四
區
社
造
中
心

陪伴社區

重建社區（社造點）

專
案
管
理
中
心

專
案
宣
導
小
組

註：2002年4月起陸續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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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管理中心專案管理中心

 負責全程並全面性管理計畫執行方案，由國立暨南
大學（2002~2003年）承辦，其任務：

 網頁維護管理。網頁維護管理。

 教材研擬與推廣（十門教材及五梯次推廣課程）。教材研擬與推廣（十門教材及五梯次推廣課程）。

 辦理研習研討會辦理研習研討會（（三梯次社造員研習營三梯次社造員研習營））。。

 辦理年度評鑑工作辦理年度評鑑工作（（兩期）。兩期）。

 進行方案執行的評估檢討。進行方案執行的評估檢討。

 支援文建會各項行政服務工作。支援文建會各項行政服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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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宣導中心專案宣導中心

 徵選具有經驗及優良廠商，協助方案的各項宣導、
紀錄片拍攝與成果編印：

 整體性文宣工作。整體性文宣工作。

 分區文宣活動。分區文宣活動。

 個別社區文宣活動。個別社區文宣活動。

 活動成果專輯及相關簡冊或手札等。活動成果專輯及相關簡冊或手札等。

 拍攝社區拍攝社區CFCF短片短片（（三集，各三十秒）。三集，各三十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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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營造中心社區營造中心

 設立四個「社區營造中心」，分別徵選四個民間團
隊負責輔導各15個社區營造點：

 區內社區營造點、社區營造員（15位）、陪伴社
區（5組）的徵選與輔導。

 社區人才培育。

 輔導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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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社造分區社造

苗栗、南投、台中、嘉義四縣
15個原住民部落

淡江大學建築系（2002年）
台中縣原住民部落重建促進會

第四區

雲林縣：斗六、古坑；
嘉義縣：民雄、中埔、大埔、番路、

竹崎、梅山
南投縣：名間、水里、鹿谷、竹山
彰化縣：員林、社頭

雲林縣社區希望聯盟協進會第三區

南投縣：草屯、埔里、魚池、國姓、
中寮、南投

新故鄉文教基金會第二區

苗栗縣：卓蘭、南庄
台中縣：豐原、東勢、石岡、新社、

太平、霧峰
台中市：北屯區

台灣社區重建協會（2002年）
生命力人文工作室（2003年）

第一區

範圍社造中心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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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總體營造執行方案社區總體營造執行方案特色特色
 跳脫政府層級體制跳脫政府層級體制：由中央政府直接尋求民間團體

的協力合作，徵選專案管理中心、專案宣導中心及
分區社區營造中心、陪辦社區。

 建立分層輔導機制建立分層輔導機制：文建會中部辦公室、專案管理
中心、分區社區營造中心、社區社造點（社造員）
及陪伴社區的分層輔導機制。

 明確成果評鑑制度明確成果評鑑制度：期程間未達到評鑑標準者尚失
第二年的補助。第二年更換3個社區社造點、2個分
區社區營造中心、專案宣導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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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總體營造補助要點社區總體營造補助要點

 為建立社區營造的新意識，以創造永續發展的新環
境及塑造關懷互助的新社會。

 補助民間團體及政府部門，辦理社區總體營造相關
「研習及觀摩活動」、「充實設備設施」、「環境
改善」、「綠美化工程」、「專家派遣」、「防災
計畫」、「規劃設計費」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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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防災、救災總體營造實施計畫社區防災、救災總體營造實施計畫 原則

 防災需求自主化：鼓勵社區針對社區災害潛勢特性，主動提防災需求自主化：鼓勵社區針對社區災害潛勢特性，主動提
出防災計畫。出防災計畫。

 防災參與普及化：啟發社區居民與組織，凝聚命運共同體的防災參與普及化：啟發社區居民與組織，凝聚命運共同體的
社區意識，誘導社區自動自發，普遍參與社區防救災工作。社區意識，誘導社區自動自發，普遍參與社區防救災工作。

 防災工作團隊化：結合社區行政單位、防救災團體、公益組防災工作團隊化：結合社區行政單位、防救災團體、公益組
織、學校、寺廟、教堂、志工團隊等共同推動社區防救災工織、學校、寺廟、教堂、志工團隊等共同推動社區防救災工
作。作。

 防災規劃整體化。防災規劃整體化。

 防災資訊公開化。防災資訊公開化。

 防災管理制度化。防災管理制度化。



49

社區防災、救災總體營造實施計畫社區防災、救災總體營造實施計畫 項目

 緊急避難：緊急避難設備、救援機具、救援物資的
儲存與管理、逃生路線及避難場所的規劃、家戶聯
防、緊急通報系統的建立、雨量計的裝設等。

 土石流整治：推動生態工法，動員當地居民參與整
治。

 後續工作：依據地方特色及當地居民共同願景，透
過民間非營利組織協力團隊的規劃，提出文化保存
、休閒觀光旅遊、精緻農業發展、生態保育等發展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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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防災、救災總體營造實施計畫社區防災、救災總體營造實施計畫執行

4個專業團隊（中興大學水土保持系、中央警察大

學行政管理系、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成功

大學防災研究中心）選定7個試辦點（鹿谷內湖社

區、東勢慶福社區、竹山木屐寮社區、水里上安社
區、信義豐丘社區、古坑鄉華山社區、信義地利村
），輔導社區發展防災、減災能力，建立社區防災
基本資料。



51

農村聚落─社區營造暨產業發展計畫農村聚落─社區營造暨產業發展計畫

 為落實重建區社區營造聚落重建計畫的推動及整合，於為落實重建區社區營造聚落重建計畫的推動及整合，於20022002
年年11月月99日訂定日訂定《《社區營造─聚落重建推動工作小組設置要點社區營造─聚落重建推動工作小組設置要點
》》，成立「社區營造─聚落重建推動工作小組」，擇定，成立「社區營造─聚落重建推動工作小組」，擇定1919個個
社區為實施地點（第一期為社區為實施地點（第一期為1111個社區，第二期個社區，第二期88個社區個社區，，每每
社區社區840~1477840~1477萬萬），推動「農村聚落─社區營造暨產業發展），推動「農村聚落─社區營造暨產業發展
計畫」：計畫」：

 採統包制及最有利標方式，公開評選「專案管理」與「採統包制及最有利標方式，公開評選「專案管理」與「
社區營造廠商」。社區營造廠商」。

 整合社區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引導居民參與規劃設計整合社區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引導居民參與規劃設計
符合需求的公共空間環境，並列出簡易環境美化工程項符合需求的公共空間環境，並列出簡易環境美化工程項

目，採「目，採「點工叫料點工叫料」方式，提供當地居民就業機會。」方式，提供當地居民就業機會。
社區民眾參與社區工程的就業機制社區民眾參與社區工程的就業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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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策略聯盟發展計畫社區策略聯盟發展計畫 原則與目標原則與目標

 以「共同承載」、「競標」、「軟體為主。硬體為
輔」為原則，「鼓勵社區串連，推動『共同產銷、
共同採購』，以促進社區產業發展，改善家戶經濟
生活」為目標，推動「社區策略聯盟發展計畫」，
採取最有利標，公開招標評選「社區營造廠商」辦
理實施地區的環境規劃、設計施工、輔導社區產業
經營與管理相關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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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策略聯盟發展計畫社區策略聯盟發展計畫 推動推動

 規劃四條軸線（每案額度1,000萬元）：

 臺中山城社區策略聯盟發展計畫－中華民國區域
產業經濟振興協會。

 Go-in桃花源社區產業策略聯盟發展計畫－臺灣
社區重建協會。

 中寮鄉南北十村銀綠色村落活化圈產業策略聯盟
發展計畫－中寮鄉龍眼林福利協會。

 南投縣信義鄉布農社區策略聯盟發展計畫－南投
縣信義鄉東埔布農文化促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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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投入經費投入

 災後民間及政府投入重建區社區總體營造的經費，並不易估災後民間及政府投入重建區社區總體營造的經費，並不易估
算。以明確扶持社區及民間團體發展社區總體營造為主的補算。以明確扶持社區及民間團體發展社區總體營造為主的補
助項目及經費：助項目及經費：

 全盟聯絡站：全盟聯絡站：2,3002,300萬萬
 全國教師會社區工作隊全國教師會社區工作隊

 921921基金會「基金會「123123協力專案」：協力專案」：33億億
 文建會重建區社區總體營造執行方案：文建會重建區社區總體營造執行方案：33億億
 921921重建會辦理社區總體營造計畫：重建會辦理社區總體營造計畫：5,0005,000萬萬
 水保局農村聚落─社區營造暨產業發展計畫：水保局農村聚落─社區營造暨產業發展計畫：22億億2,0002,000萬萬
 921921重建會社區策略聯盟發展計畫：重建會社區策略聯盟發展計畫： 40004000萬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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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出生命力震出生命力

也震出問題也震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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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力社區活力社區

 阿里山達娜伊谷社區：生態保育

 阿里山鄉達邦社區：族群文化復興、產業振興

 和平鄉松鶴部落：族群文化復興、產業振興

 漁池鄉日月潭邵族社區：族群文化復興

 仁愛鄉清流社區：族群文化復興、產業振興

 信義鄉東埔一鄰部落：族群文化復興、產業振興

 信義鄉豐丘部落社區：產業與文化振興、社區防災

 古坑鄉華山社區：防災社區、產業振興

921重建會社區總體營造成果相關專輯收錄的社區案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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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力社區活力社區

 水里鄉上安社區：產業轉型、防災社區
 魚池鄉大雁村澀水社區：農村聚落重建、產業轉型
 鹿谷鄉秀峰社區：營造公共活動空間、老人照護
 鹿谷鄉內湖社區：生態產業
 鹿谷鄉小半天：產業轉型
 埔里鎮長青村：老人照護
 埔里鎮桃米社區：產業轉型
 中寮鄉和興村社區：產業轉型
 中寮鄉龍安社區：福利社區、產業轉型
 民間鄉新民社區：產業轉型

921重建會社區總體營造成果相關專輯收錄的社區案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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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力社區活力社區

 國姓鄉北港村梅林社區：產業轉型
 國姓鄉福龜社區：老人照護
 石岡鄉土牛社區：客家傳統建築與文化保存

921重建會社區總體營造成果相關專輯收錄的社區案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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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社區故事社區

 臺中縣和平鄉達觀部落
 南投縣鹿谷鄉內湖社區
 南投縣魚池鄉大雁村
 南投縣中寮鄉龍眼林社區
 南投縣信義鄉潭南部落
 南投縣鹿谷鄉小半天社區
 南投縣仁愛鄉瑞岩部落
 南投縣國姓鄉梅林社區
 臺中縣豐原市中陽社區
 嘉義縣阿里山鄉達邦部落

地動的花蕊 : 臺灣九二一地震社區重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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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社區故事社區

 南投縣草屯鎮金鈴園社區
 南投縣水里鄉上安社區
 南投縣中寮鄉仙樂社區
 苗栗縣泰安鄉象鼻部落
 南投縣魚池鄉伊達邵部落
 雲林縣古坑鄉華山社區
 臺中縣和平鄉松鶴社區
 臺中縣新社鄉福興社區
 南投縣名間鄉新民社區

地動的花蕊 : 臺灣九二一地震社區重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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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的多元參與民間的多元參與

組織背景多元：學術專業團體、大學校院社
團、社福團體、社運團體、宗教團體、文化
團體、在地社區組織、在地文史工作室、在
地產業組織等等。

投入角度多元：提供資訊和諮詢服務、培育
社區人才、協助尋求經費及其他資源支援、
駐地服務、串連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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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的多元發展社區的多元發展

 震災紀錄：震災紀錄：社區報、紀錄片、口述歷史社區報、紀錄片、口述歷史、大家來寫、大家來寫
村史。村史。

 學習學園：學習學園：攝影班、木工班、電腦班、中藥攝影班、木工班、電腦班、中藥班班、、母母
語教學語教學。。

 福利服務：福利服務：老人老人送餐、課業輔導、安親托育、老人送餐、課業輔導、安親托育、老人
日托、居家服務。日托、居家服務。

 環境改善：環境改善：修築水圳、生態保育修築水圳、生態保育。。

 產業生計：產業生計：布偶、拼布、染坊、石雕、影布偶、拼布、染坊、石雕、影雕、木雕雕、木雕

、竹藝、織布、有機農業、發展民宿、竹藝、織布、有機農業、發展民宿、生態旅遊、生態旅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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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散效應擴散效應

 產業精緻化：產業精緻化：有機農業、養生活力有機農業、養生活力。。

 行行銷策略化：銷策略化：網路行銷、友情認養、異業結盟、包網路行銷、友情認養、異業結盟、包
裝設計、結合社區裝設計、結合社區。。

 福利社區化：福利社區化：老人日托、送餐老人日托、送餐服務。服務。

 防災社區化：防災社區化：預警廣播、避難演習、睦鄰救援編組預警廣播、避難演習、睦鄰救援編組
。。

 命名創意化：命名創意化：長老說話、梅子跳舞、拼命三郎、山長老說話、梅子跳舞、拼命三郎、山
猪迷路、桂花小舖、石岡媽媽、吉利市、勢不分離猪迷路、桂花小舖、石岡媽媽、吉利市、勢不分離
、郎情妹意、虎虎生風、好久沒見、郎情妹意、虎虎生風、好久沒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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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遺症後遺症

 對政府資源的依賴度。對政府資源的依賴度。

 打破政府體制層級後打破政府體制層級後，，社區組織與社區居民社區組織與社區居民、、村村
里發展協會里發展協會、、村里長村里長、、鄉鎮公所與縣市政府的關鄉鎮公所與縣市政府的關
係。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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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遺忘的被遺忘的

 傳統社區總體營造缺乏著力點的傳統社區總體營造缺乏著力點的……

 原住民聚落的集體遷居重建。原住民聚落的集體遷居重建。

 集合住宅與街廓社區的自力更新重建。集合住宅與街廓社區的自力更新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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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反思

重建區推動「社區總體營造」？
採取「社區總體營造」模式推動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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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區推動「社區總體營造」重建區推動「社區總體營造」

 救災安置階段：政府或大型救災安置階段：政府或大型NGONGO建置協力平台建置協力平台
資源傳輸資源傳輸提供參與空間提供參與空間、、多了一個討論的題材與多了一個討論的題材與

機會機會有助於走出災後陰霾有助於走出災後陰霾。。

 安置重建階段：內部討論、溝通、找方向安置重建階段：內部討論、溝通、找方向推動社推動社
區總體營造。區總體營造。

 【【後後】】重建階段：持續推動社區總體營造重建階段：持續推動社區總體營造？？Say Say 

goodbyegoodbye？？協力重建？協力重建？不應該是重點！不應該是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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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區推動「社區總體營造」重建區推動「社區總體營造」－－

一種屬於陪伴的價質一種屬於陪伴的價質

 不論最後是如何發展，從相對資源投入的角度來看
（低於0.5%），是值得的。

 災後第一時間支持在地者設置工作站災後第一時間支持在地者設置工作站（聯絡（聯絡

站），站），推動「社區總體營造」推動「社區總體營造」，，讓重建過程讓重建過程
與發展多元化，就是一種價值與發展多元化，就是一種價值－一種屬於陪－一種屬於陪
伴受災者，能在既有社區鄰里脈絡下，走出伴受災者，能在既有社區鄰里脈絡下，走出
災難陰霾的價值。災難陰霾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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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總體營造」模式推動重建「社區總體營造」模式推動重建

 「在缺乏社區總體營造經驗與基礎的重建區，推動「在缺乏社區總體營造經驗與基礎的重建區，推動
『『社區總體營造社區總體營造』』」是一種重建？」是一種重建？

 「社區總體營造」在沒有被賦予如何「協力重建」「社區總體營造」在沒有被賦予如何「協力重建」

的內涵與訓練的內涵與訓練（（例如集合住宅的重建例如集合住宅的重建）），加上「社，加上「社

區總體營造」少見於公寓大廈社區，因此採用「社區總體營造」少見於公寓大廈社區，因此採用「社
區總體營造」模式推動重建，在沒有做好準備下，區總體營造」模式推動重建，在沒有做好準備下，
只是一種「理想」。只是一種「理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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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總體營造」模式推動重建「社區總體營造」模式推動重建－－

面臨挑戰面臨挑戰

 定義重建的範疇定義重建的範疇？？

 了解重建的本質？了解重建的本質？

 認清重建的目標？認清重建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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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的真相？重建的盲點？災難的真相？重建的盲點？

 災難發生，是人為？是天意？是事實。災難發生，是人為？是天意？是事實。

 災難現場，是問題的綜合體災難現場，是問題的綜合體、、也是累積體。也是累積體。

 55、、1010、、2020年，甚至是更長時間的累積問題。年，甚至是更長時間的累積問題。

 55、、1010、、2020年，甚至是更長時間的發展願景。年，甚至是更長時間的發展願景。

 通通寄情在一次災難後的重建。通通寄情在一次災難後的重建。

 人類的盲點成了重建的原罪。人類的盲點成了重建的原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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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能沒有願景？也不能沒有理想？不能沒有願景？也不能沒有理想？

 願景是希望的來源。願景是希望的來源。

 理想是努力的目標。理想是努力的目標。

 規劃是執行的依據。規劃是執行的依據。



73

願景？理想？願景？理想？

 「依法行政」的枷鎖。「依法行政」的枷鎖。

 「府際關係」的失調。「府際關係」的失調。

 「續航能力」的不足。「續航能力」的不足。

 「災民感受」的落差。「災民感受」的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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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實務實、、現實與實踐現實與實踐

 務實不等於現實！勇於面對現實，堅持原則。務實不等於現實！勇於面對現實，堅持原則。

 走入社區走入社區學習問題學習問題前瞻問題前瞻問題提前對策。提前對策。

 確立角色確立角色尊重災民尊重災民作作船伕、搭橋樑、當路燈，船伕、搭橋樑、當路燈，
串起回家的路。串起回家的路。

 熱情進場熱情進場…………優雅離開。優雅離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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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提醒幾個提醒

 不要承諾太多、不要承諾太多、不要把餅劃太大不要把餅劃太大。。

 不要提出超越能力範圍的計畫。不要提出超越能力範圍的計畫。

 小心太多的資源成為社區的負擔，分裂的元凶。小心太多的資源成為社區的負擔，分裂的元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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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是大自然的呼喚；參與，是大自然的呼喚；
希望，是一輩子的力量希望，是一輩子的力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