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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一)暨大人社中心的工作架構 

 (二)暨大參與桃米社區的角色 

 (三)暨大參與桃米社區的挑戰 

 
二、社區對話平台的建置與運用 

 (一)駐點人員的挑戰： 

大學與社區間的橋樑 

 (二)駐點人員的挑戰： 

大學社區內外部協調 

 (三)駐點人員的行動： 

從陪伴到新議題開展 
 

三、反思 
 建構大學與社區的夥伴對話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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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一、前言 
(一)暨大人社中心的工作架構 

 

- 2016年8月，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正式成為暨大校級中心 - 

組別： 
綠活產業組(組長：暨大資管系戴榮賦老師) 

環境保育組(組長：暨大土木系陳皆儒老師) 

協力治理組(組長：暨大通識中心張力亞老師) 

- 各組均設置組長一名，及跨專業領域之博士後研究人員、專任助理數名 

駐點： 
行政型(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社區型(桃米、籃城、眉溪、其他) 

議題型(埔里研究會：空污、水資源、保育社區、埔里生活博物館網絡…) 

- 每個駐點均設置專任駐點人員1-2名進行參與觀察，並從中開展各項議題及
合作模式 3 

預約水沙連的春天：宜居城鎮的轉型與治理(2013-2016) 

營造水沙連大學城：多層次公共性的跨域創新與實踐(2016-    ) 

11月4日11：00 
舉辦開幕茶會 
敬邀各位參與 



座落於桃米里的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於1998年九二一地震後，與新故鄉文
教基金會、特生中心及其他非營利組織合作，培力居民生態解說專業，逐
步發展出深具好評的生態旅遊模式…。 

 

以往暨大師生與桃米社區的互動多為住居及課餘用餐、打工等，偶爾有師
生課程舉辦參訪活動或小型方案、計畫的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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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3年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
究中心成立後，開始積極透過校內綠色
大學的資源共享平台，串聯教師社群，
與桃米社區發展出協力夥伴關係。 

 

 目標：形成大學與地方雙向互惠交流模式 

一、前言 
(二)暨大參與桃米社區的角色 



 地方組織各自運作如多頭馬車 

 

 大學學門專業與地方期待落差 

 

 駐點人員參與社區的角色定位 

5 

一、前言 
(三)暨大參與桃米社區的挑戰 



二、社區對話平台的建置與運用 
(一)駐點人員的挑戰：大學與社區間的橋樑 

第一階段(醞釀)： 

暨大人社中心於2013年甫成立，在社區的角色位置尚不明確，多以各
社區組織正在進行的提案計畫從旁輔助，駐點人員與社區的夥伴關係
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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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試溫)： 

社區運作現況及困境能大致掌握，駐點人
員開始就幾個議題面相媒合校內相關系所
專業團隊進入社區，以與各社區組織的合
作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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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磨合)： 

對於同樣的議題，系所專業團隊與社區的認知與想像有所落差，
容易事倍功半，雙向疲勞。駐點人員從中了解，並進行雙向溝通。 

 

第四階段(調整)： 

鼓勵師生團隊課餘參與社區各項活動，並交流各項情報資訊。團
隊調整自身參與社區的方式；社區開始定位師生團隊角色。 

 

第五階段(創造)： 

師生團隊及社區會主動互相交流新點子，並討論如何共同完成，
創造不同的合作模式。 



2015年1月 

建立跨組織平台的可能性提升，由前特生中心副主任彭國棟老師率
先召集召開第一次「桃米四健會會議」：四健會乃非正式名稱，包
含桃米社區發展協會、桃米休閒農業區推展協會、桃米自然保育及
生態旅遊協會及新故鄉文教基金會。每月至少召開一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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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區對話平台的建置與運用 
(二)駐點人員的挑戰：大學社區內外部協調 

2014年年底 

桃米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改選，後暨大
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張力亞受邀進入
協會擔任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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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  

1.經3月份會議推選，由新故鄉文教基金會廖嘉展董事長擔任四健會
第一任召集人； 

2.長期未實質運作之桃米自然保育及生態旅遊協會遭縣府除名，四
健會請彭國棟老師溝通後續協力方式未果。 

2015年6月 

「桃米四健會」正式更名為 

「桃米生態村社造協進會」。 

二、社區對話平台的建置與運用 
(二)駐點人員的挑戰：大學社區內外部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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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米生態村社造協進會 

桃米社區環境教育社區場所申請事宜 / 桃米社區環境教育場域申請事宜 / 環境教育場域及認
證 
中路坑謝昭寬女士住家附近道路生態工法砌石營造後續協力事宜 
投68交通管制事宜 /投68線甲乙類車禁止通行事宜 
自然保育及生態旅遊協會相關行政程序運作 / 自然保育與生態旅遊協會註銷後續處理事宜 
桃米社區四健會的參與及運作方式 / 桃米生態村社造協進會 
桃米社區收費機制 / 桃米生態村解說備忘錄 
桃米生態村網站架設事宜 / 「桃米社區生態旅遊服務中心」網站後續事宜 
桃米社區內部活動辦理事宜 
社區指標公共系統營造 / 桃米旅遊環境景觀風貌形塑規劃 

桃米社區發展協會 

104年農村再生計畫僱工購料工程及推廣活動研提事宜 
桃米社區老人關懷事宜 / 桃米祥和志工隊重整及再運作事宜 
104年林務局社區林業計畫研提事宜 / 暨南大學與桃米社區間步道的連結事宜 
社區環境清潔維護及管理機制 / 親水公園修繕事宜 / 桃米社區公共區域認養機制 
桃米社區發展協會公益旅行提案 
內政部大旗艦計畫 

桃米休閒農業區推展協會 

104年休閒農業區計畫研提事宜 
桃米賞螢季收費事宜 
桃米農村再生計畫產業提案 
草湳濕地後續使用協調事宜 / 桃米濕地的營運管理 
桃米休閒農業區年度業務報告 

新故鄉文教基金會 桃米自然農業示範基地 

暨大人社中心 

桃源國小校園防災計畫 
民宿業者轉型環保旅店 
文化部推動參與式預算計畫 
桃米反空污行動 / 桃米綠色生活行動 
桃米社區內單位團體的擴大參與 

桃源國小 桃源國小發展特色學校 

二、社區對話平台的建置與運用 
(二)駐點人員的挑戰：大學社區內外部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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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區對話平台的建置與運用 
(二)駐點人員的挑戰：大學社區內外部協調 

桃米四
健會 

桃米社區
發展協會 

桃米休閒
農業區推
展協會 

桃米 
自然保育
及生態旅
遊協會 

新故鄉文
教基金會 

暨大 
人社中心 

暨大人社中心：顧問、陪伴角色 

關注議題 
自然保育及生態旅遊協會相關行
政程序運作  

104年農村再生計畫僱工購料工
程及推廣活動研提事宜 

104年林務局社區林業計畫研提 
104年休閒農業區計畫研提事宜 
桃米休閒農業區年度業務報告 

 

角色職能 
師長：大學相關資源提供及建議 
博後：資源盤點、相關計畫撰寫 
助理：協助資料整備、彙整紀錄 
 

組織架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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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米 
生態村社造
協進會 

桃米社區 
發展協會 

暨大 
人社中心 

桃米 
休閒農業區 
推展協會 

桃源 
國小 

新故鄉 
文教基金會 

日月潭 
國家風景區 
管理處 

二、社區對話平台的建置與運用 
(二)駐點人員的挑戰：大學社區內外部協調 

暨大人社中心：夥伴、協力角色 

組織架構 關注議題 
桃米反空污行動 / 民宿業者轉型
環保旅店 / 桃米綠色生活行動 
/ 桃米社區公共區域認養機制 

文化部推動參與式預算計畫 
桃米社區內單位團體的擴大參與 
桃源國小校園防災計畫 /桃源國
小發展特色學校 

 

角色職能 
師長：校內制度組織及課程改革 
博後：組織教師社群開展新議題 
助理：活動規劃及微型方案操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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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區對話平台的建置與運用 
(三)駐點人員的行動：從陪伴到新議題開展 

1. 從桃米賞螢季清淨家園到桃米各項環境議題的開展 

- 2015年「為螢火蟲營造美麗家園」暨桃米賞螢季活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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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區對話平台的建置與運用 
(三)駐點人員的行動：從陪伴到新議題開展 

桃米社區 
公共區域 
認養機制 

民宿業者 
轉型環保旅店 

桃米反空污行動  
桃米綠色 
生活行動 



2. 文化部推展公民審議及參與式預算實驗計畫(2015-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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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區對話平台的建置與運用 
(三)駐點人員的行動：從陪伴到新議題開展 

2015/12/16  
公民大會提案，整併為7候選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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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區對話平台的建置與運用 
(三)駐點人員的行動：從陪伴到新議題開展 



17 

二、社區對話平台的建置與運用 
(三)駐點人員的行動：從陪伴到新議題開展 

 
 
第一案： 

老人廚房暨 
芳鄰菜圃 

 
- 青銀共創… 

 
 
第一案： 

老人廚房暨 
芳鄰菜圃 

 
- 農遊體驗… 

 
 
第二案： 
蛙ㄟ桃米小學堂 
 
 
- 特色學校… 

 
 
第三案： 
桃米社區景觀 
暨指標系統 
參與式規劃 

- 環境維護… 

 具有高度信任感與有效執行方案的夥伴對話回饋機制 



 平台建立及決策機制的產生 

 不同議題及社群參與的培力 

 資訊流通使議題及需求扣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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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思 
- 建構大學與社區的夥伴對話機制 - 

社會
實踐 

人文
創新 

 差異社群的接觸及資訊掌握 

 建立奠基於互信的夥伴關係  

 創造協力治理及共作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