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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善化溪美又稱溪尾，是位於曾文溪以南的平原地區，東鄰善化六分里，南

接善化東關里，西北連結麻豆區，西南則與善化胡家里、什乃里相緣。「社區整

體營造」是幾年來政府逐漸在施政的重點，主要宗旨是透過社區居民自身意識

的覺醒，社區參與人人有責，社區的型態以及社區的意義藉由融入地方文化傳

統與創新，推展社區特色，以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質。因此，本研究就以溪美社

區為研究對象，透過社區踏查、問卷調查與實務操作體驗等活動，探討善化溪

美社區發展過程對於當地居民生活的改變、居民對於社區整體營造的看法與成

效，以居民生活日記的方式，記錄社區的故事，從中了解溪美社區發展對於當

地居民而言是否成功達到主要宗旨，以及社區營造對當地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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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及目的(或問題)  

(一) 研究動機 

    近來「社區總體營造」漸在各地實行，在政府及地方社區合作的大力推動

下，激發了當地居民社區營造的意識，幾年來社區整體營造的推行，在各地產

生許多成功的案例，也有豐碩的成果效益。而在一上公民課堂上有介紹到：近

年來許多社區建推行社區整體營造計畫和農村再生計畫，透過政策營造出更美

好的家園，也打出知名度，所以本研究想利用當地的社區為研究題材，本研究

探究台南市善化區溪美社區營造對於當地居民生活的影響性及衝擊力，以善化

溪美社區居民為研究對象，藉由目前善化區公所以及善化區溪美社區發展協會

策劃的社區整體營造，探討溪美社區居民因此的改變。研究方法以質化方法為

主，其中針對社區居民、發展協會幹事及地方人士進行訪談，經過問卷分發、

實地踏查及訪談等田野調查之方式研討出結論與未來展望之建議。 

(二) 研究目的 

   推行社區營造過程中，我們深入探討與專研，以溪美社區為例，營造的推行，

雖然辛苦了幕後團隊，卻也造福了民眾，讓居民有了凝聚力，這讓我們知道社

區營造的重要。所以藉由研究溪美社區探討以下問題、進行社區營造之研究。  

    1.溪美社區實施社區營造的起源與宗旨。  

    2.目前溪美社區的營造方式。 

    3.當地居民對於溪美社區發展後認知與看法。 

    4.未來溪美社區發展的願景。 

(三) 研究與教材相關性 

課程教材配合 章節 課程領域 單元名稱 內容關聯性 

國中社會第一冊 1-5 一上公民 聚落與社區  社區發展 

國中社會第一冊 2-1 一上公民 範圍與住民  居民生活 

國中社會第一冊 2-7 一上公民 社會問題 社會問題 

國中社會第二冊 1-1 一下公民 個人與社會 社會生活 

國中社會第二冊 1-1 一下公民 社會中的團體 社會生活 

國中社會第二冊 2-1 一下公民 社會變遷 社會變遷 

 

貳、文獻探討 

(一) 認識「社區整體營造」 

「社區總體營造」於民國 85年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部)提出此政

策，透過政府施政與地方民眾的參與，營造生活樣貌，盼激起居民愛鄉之情，

除了營造實質優良的生活環境，最重要的是營造社區，增進彼此情誼，以提升

生活層次。為此，民國 100年 5月臺南市政府積極推動各局處社區總體營造計

畫、方案整合，並設置「臺南市社區總體營造推動委員會」。以提出臺南市社區

總體營造具體推動之政策方向，落實各局室社區總體營造計畫之整合，並設置

「臺南市社區總體營造委員會工作小組」等。 透過臺南市社區總體的方案推



動、加強各局處推動社區總體營造之合作，期望臺南市社區總體營造蓬勃發展，

使社區活力自主、安居樂業、永續經營，創造「陽光、健康、活力」的臺南。(台

南市社區整體營造資訊網資料) 

(二) 善化溪美社區歷史與聚落聚散 

    善化溪美行政區的沿革依荷據時期與明鄭時期稱為目加溜灣社，清朝時期

改為灣裡社，日據時期則改稱曾文，光復初期為曾文北里後則改稱溪美里。溪

美里早期為平埔族目加溜灣社漁牧聚集之部落，荷人初據時人口約一千人，與

新港、麻豆、蕭壟等合稱四大社；因平埔族民不善農事，漢人墾殖浸蝕族民生

計，乾隆年間遂逐次遷往頭社一帶地區，漢人日增而平埔族人日少。雖經多次

水患，因位於官道出入口，莊民亦能多次聚集，商業日盛，並形成灣裡街、新

社、曾文等人口密集商賈彙集之大莊，曾文溪更因曾文莊而名之。日據後設糖

廠發展糖業，成立會社及一、二、三村，光復後合溪尾、會社、社內為溪美里。 

(三) 善化溪美社區近況情形 

    善化溪美社區，位於台南市善化區，是一處充滿歷史與濃厚人情味的好地

方，幾年來溪美社區聚落起伏、經濟產業以及當地地理景觀不斷的轉變，現在

的溪美社區，並沒有都市社會的發達進步、也不是偏僻沒落的簡單社會，是個

純樸的農村社會，隨這時代進步，社會觀念轉變，正面臨著少子化問題及人口

嚴重老化問題等，而現今善化溪美社區地方老年人口比例已近 16％，青壯年多

數外地就業、當地農田也多數休耕，對於現在溪美社區的生活環境，透過社區

民眾與地方公所的合作，極力推廣社區整體營化計畫，如社區森林公園的爭取、

社區農場的建立、社區教育課程的推動等，藉由社區整體營造計劃的推行，改

變了地方經濟、居民之間的關係、生活空間衝擊。 

參、研究過程與方法  

本研究藉由善化溪美社區的社區整體營造計畫與農村在生計畫的推行，探

討對於善化溪美社區里民生活的影響性與衝擊力，研究方式以收集相關文獻、

統整資料為主，田野調查為輔，分析出善化溪美社區透過行政計劃的實施對於

當地居民生活的影響與衝擊，再從中深入了解這個近在咫尺、充滿歷史回憶的

地方，並能提出未來遠景之建議，促使家鄉永續經營。 

(一) 研究設備及器材 

數位相機、電腦、智慧型手機、筆記本等 

(二) 研究規劃心智圖 



 

(三) 研究流程圖 

 

肆、結果與討論 

 1.溪美社區實施社區營造的起源與宗旨。  
社區，是自然形成的社會組織，居住於其中的民眾，具有相同理念及共同

理想，就構成社區，社區營造的實施，由於現今社會都市化情形，造成人與人

之間的疏離感、人際關係的冷漠，所以藉由社區整體營造，激發社區居民的愛

鄉之情，重新建立地緣關係，凝聚眾人力量，由基層到政府、民眾參與、社會

自主、永續發展等方式，共同為居住的地方努力，將社區特色加以推廣發揚光

大，結合地方優勢，營造舒適美好的生活環境，提升生活品質，促使社區變得

更加美好，為下一代創造更優質的生活空間。以促進社區多元發展，為增進當

地居民福利，提升地方相關建設，以促進社區和諧團結互助為主要宗旨，傳承

溪美社區舊有的形態及文化傳統風格，並針對溪美社區特性、社區居民需求性

加以發展，運用社區資源，做有計畫的推展服務與建設，期能共創幸福家園，

充滿活力熱情的溪美社區的理想境界。 「好，還要更好。」為了讓社區生活品

質提升，一群努力在做社區營造的團隊，以「今日不做，明日會後悔」的心態

為溪美社區效勞，實施社區整體營造計畫、農村再生計畫、營造福利化社區－

旗艦競爭型計畫以及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等，希望透過計畫的推行，能喚醒在

地居民的記憶，激起居民對在地文化的關心與熱情，帶動居民的自主參與及文

化資源保存，建構出屬於社區的生活樣貌，保存歷史文化，並傳承給下一代，

盼培育及凝聚社區居民的社區意識、培養向心力，認同社區、關懷社區、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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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並以身為溪美社區的一份子為榮。 

 2.目前溪美社區的營造方式。 

(一) 善化溪美社區樂齡學習課程 

    教育部為發展國內長者多元化的學習管道，設立了樂齡學習中心並安排許

多的學習課程，提供「樂齡族」學習的機會，發展出「一鄉鎮、一樂齡、一特

色」的學習文化，透過樂齡的活動，規劃當地長者的學習課程，培養「活到老，

學到老」的勤學態度、並學習面對這個科技時代應具備的資訊能力、法律常識

及防騙方法等，學習課程相當多元。而溪美社區學習中心也安排了許多的樂齡

學習課程，以創造和樂社區為願景，開設各類適合老人活動之課程、成立樂齡

志工社服務及協助老人學習、輔導成立適合老人活動之社團、建構社區總體營

造基礎，如：樂齡交通安全、騙術面面觀、失智症照顧、樂齡生活科技應用、

銀髮用藥安全、週五太鼓研習、週三、周六元極舞研習等，使社區內居民兼具

各式基礎專長。 

(二) 善化溪美社區推展小旗艦社區營造 

「營造福利化社區－旗艦競爭型計畫」，台南市政府社會處又自創為小旗艦

計畫，計畫目的主要為打破社區間界線與蕃籬，推動社區的福利工作，促進公

共資源分享，期許社區居民彼此交流、互相分享及推廣，期盼使未來變得更加

美好。而溪美社區也安排了週五太鼓、週四太極拳研習等，以及社區社團組成，

如：元極舞、太極拳、太鼓等，部分活動還會由社區居民擔任講師，授予其他

居民專業技術或知識，除了培養居民專業的技能外，並也能夠達到社區居民間

互助合作、增進彼此情誼之意義。 

(三) 善化溪美社區農村再生計畫實施 

    透過社區資源調查與社區地圖製作、農村發展課題與對策或農村優劣勢分

析、社區組織運作實務與討論、農村社區產業活化、找尋社區的老故事與老規

則、農村營造經驗觀摩研習，達成善化溪美社區的農村再生計畫，而近來溪美

社區也積極規劃相關活動，如：交通安全農村再生健康講座共餐活動，透由與

里民溝通，溪美社區申請辦理之農村再生計畫，並同時舉辦交通安全與健康飲

食講座，還有由參與社區課程~農村再生計畫的學員們，參訪假日農市的行程活

動，以及藉由其他社區參與，如：麻豆里仁假日農市太鼓表演，志工則參觀有

機栽種與有機農夫種植分享，有參與其他社區活動，互相交流、增進社區關係。 

 
圖 1、農村再生計畫課程情形 

圖片由善化溪美社區發展協會提供 

 
圖 2、繪製社區地圖情形 

圖片由善化溪美社區發展協會提供 



 

圖 3、參訪其他社區活動情形 

圖片由善化溪美社區發展協會提供 

 
圖 4、農村再生計畫活動情形 

圖片由善化溪美社區發展協會提供 

(四) 善化溪美社區新故鄉社區營造點 

一、社刊編輯發行及社區地圖繪製： 

1. 社區踏查：社區耆老訪談及紀錄、社區踏查、老舊社區資料蒐集。 

2. 社區影像紀錄：社區訪談、影像紀錄 

3. 社區踏查與刊物編輯講授：社區踏查與紀錄、刊物編輯概念與實務   

4. 社刊編輯與發行： 6.8.10月發行 3期每戶 1份   

5. 社區地圖課程講授：國小學童繪製、文化地圖定稿及印製             

二、 社區資訊平台建構與維護： 

社區部落格建構與維護：建構社區社團與團體部落格、部落格維護 

1. 臉書手機平台建構與維護：臉書建構與維護、手機平台建構與維護 

2. 資訊平台講授：影像攝製編輯、部落格設計、資訊平台概論與建構 

3. 社區安全聯絡網：社區安全宣教、社區安全聯絡網建立 

三、 社區影像紀錄： 

   1.社區資料蒐集：社區及各社團活動紀錄資料集中社造小組分類整理運用。 

   2.社造人員培訓：影像攝製編輯--12小時、部落格設計編輯--12小時。 

   3.建構架部落格網頁：記錄社區活動影像，設計、編輯、上傳網站，建構社

區與居民溝通平台，讓青年及學子融入社區，社區活動資訊與成果居民共享。  

 
圖 5、文化地圖繪製情形 

圖片由善化溪美社區發展協會提供 

 

圖 6、社區耆老訪談座談會情形 

圖片由善化溪美社區發展協會提供 



 
圖 7、社區學童參訪社區活動情形 

圖片由善化溪美社區發展協會提供 

 

圖 8、溪美之華月刊製作情形 

圖片由善化溪美社區發展協會提供 

(五) 善化溪美社區活動安排 

活動是為了增加居民間的感情、居民對社區的瞭解和情感，在推動社區工

作的過程中，活動是一個重要的角色，不論是要瞭解社區、或是要凝結社區意

識、甚至是改造社區環境，都可以透過「社區活動」來完成。(社區資源手冊)

而溪美社區進年來辦理大大小小的活動，皆能得到多數居民的認同與參與，具

有相當傑出的成效，後而陸續介紹之。 

例如：善化區友善高齡城市共識會、善化區致胖環境評估共識會、派出所治安

座談會：由區公所策辦，區內各單位協助於社區共同辦理三項座談共識會社區

會員大會暨社會福利宣導：第六屆社區大會及理監事會成立，同時舉辦社區辦

理之福利項目宣導及會員會餐。 

菸害防治志工訓練：善化衛生所為推動菸害防治活動，蒞臨溪美社區辦理志工

訓練；並 102年九月辦理無菸廟宇健康闖關活動。 

屏東新生社區蒞臨參訪：屏東新生社區當日參訪社區由胡村泱總幹事簡介新生

社區概況，透過社區交流，使溪美社區更加美好。 

粽葉飄香溫情送暖：由數十位志工星期六下午清洗粽葉，星期日早晨五時志工

已開始炒料與包粽。活動中心則進行講座課程，中午與會社區民眾共用午餐；

志工則協助發放粽子予關懷里民溫情送暖。 

溪美社區老舊照片資料展：社區民眾等所提供社區過往資料相片，供其他社區

內外民眾參考，使家鄉歷史文化得以保存。 

 

(六) 善化溪美社區社區美化成果 

一、悠遊南瀛建築文化獎—善糖國小與新善糖八景 

    2004年首度舉辦南瀛建築文化獎選拔時，善糖國小便以其特有的校園風格

特色，贏得評審及網友的支持，成為唯一獲獎的校園。 

2013/4月，兩名以騎乘單車環島的青年，透過幾天的停留在善糖國小住宿

的經驗，將旅途的經驗及愛好自然的感觸，與學童共同於校園內留下了壁畫。 

二、溪美社區森林公園 

位於溪美社區內的森林公園，是一處充滿鳥語花香的好地方，悠閒的散步、

健身，釋放壓力，吸收芬多精，是溪尾人休閒之所。 



三、溪美社區農場 

溪美社區農場有效經營的模式，一個不僅可以帶著狗散步、飯後健身與帶

小孩來玩的地方，是個小小的農場。 

四、溪美社區入口處設計 

在台 19縣道上，在善化與麻豆交界地區有個美麗樸實的社區，溪美，在社

區的路口處，設立個告示牌，讓人一目了然。 

五、溪美社區鐵道利用建設 

在溪美社區內，有處由廢棄鐵道製成的步道，與社區內古蹟古井作連結，

是一處具有懷舊意義的所在。 

 

 

3.當地居民對於溪美社區發展後認知與看法。 

    為了探討善化溪美社區推動社區整體營造計畫的成效，我們除了實際參與

過程、配合參與相關課程並定期召開工作會議，與里長、理事長、社區幹部及

居民多次訪談、討論，後而推之結論以及未來建議之方向。 

本研究活動如下：  

（一）居民訪談與討論  

    為能了解社區營造對當地居民的生活影響以及未來發展需求，我們跟這社

造團隊深入社區對居民進行訪談、多次討論，聽取居民對社區的期許與心聲。 

訪談表如下： 

 

編號 所屬背景 身分別 

A-1 善化溪美社區居民。 善化區溪美里里長 

A-2 善化區溪美里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 

A-3 善化區溪美里社區發展協會幹部 

A-4 善化區溪美里社區發展協會幹部 

A-5 善化區溪美里社區里民 

A-6 善化區溪美里社區里民 

A-7 善化區溪美里社區里民 

A-8 善化區溪美里社區里民 

歸納民眾對於溪美社區認知與看法來源：自製（正面：＋ ；負面：－；無：O） 

 

編碼 善化溪美社區居民。 

A-1 A-2 A-3 A-4 A-5 A-6 A7 A-8 

初對溪美社區實施社區整體營造看法 ＋ ＋ O － ＋ O ＋ O 

目前溪美社區實施社區整體營造看法 ＋ ＋ ＋ ＋ ＋ O － ＋ 



最初社區與居民間的互動關係程度 ＋ － ＋ ＋ ＋ ＋ ＋ － 

建立信任後社區與居民間互動程度 ＋ O ＋ － ＋ － － ＋ 

對溪美社區進行社區整體營造看法 － ＋ O － ＋ ＋ O ＋ 

對於溪美社區社區整體營造影響 ＋ ＋ － ＋ ＋ ＋ ＋ ＋ 

目前社區與居民間合作情形 ＋ － ＋ ＋ ＋ － ＋ ＋ 

 

 

（二）召開工作會議  

    與社區居民、社區發展協會幹事及團隊師生透過定期的召開工作會議，整

合多數人的共識，並接納所有人的意見，分析出結論。 

工作會議時間表如下 

次 時間 參與人數 討論內容摘要 

1 103/07/05 08 工作分配、活動事宜初擬 

2 103/07/19 05 初步工作情形研討 

3 103/07/27 14 初步與社區幹部訪談、問卷設計 

4 103/08/09 08 二次工作情形研討、問卷前測 

5 103/08/18 07 初步研究作品撰寫討論、問卷後測 

6 103/08/24 12 與社區居民訪談、問卷分發 

7 103/09/06 08 工作情形瓶頸檢討、團隊問題協調 

8 103/09/13 08 三次工作情形研討、二次研究作品撰寫討論 

9 103/09/21 15 問卷收回統計及分析、與社區人士訪談 

10 103/09/27 08 統整分析撰寫作品完成、作品檢核 

 

（三）實際參與課程  

    爲了更深入探討善化溪美社區推動社區整體營造之成效，透過實際參與相

關課程，並能藉此增進與居民、社區人士幹部感情，以便完成此研究。 

課程活動如下(照片由善化溪美社區社區發展協會提供)： 

 

 

 



（四）問卷調查  

    為更加了解善化溪美社區居民對於善化溪美社區進行社區整體營造計畫的

認知與看法，我們透過問卷設計的方式，分發問卷作為調查工具。 

發問卷方法與步驟： 

本問卷分為紙本問卷與網路問卷 

一、 設計問卷題目及審題事宜 

二、 問卷分發對象為本校學生、家長及社區人士(居住於溪美社區者為主) 

三、 問卷收回統計及分析問卷結果 

（四）問卷結論分析  

 社區整體營造計畫的實施對善化溪美社區居民來說具有一定的影響力的，我

們透過問卷調查的方式，雖然這樣的問卷調查結果並不能準確地代表什麼，但

從中可以藉由問卷調查看到當地民眾對於社區整體營造與社區的看法及想法。  

問卷總數：250  有效問卷：221  無效問卷：29 

 

1.您知道善化溪美社區進行社區整體營造計畫嗎? 

是： 225 否： 25 

2.您知道善化溪美社區進行社區整體營造計畫主要內容嗎? 

是： 203 否： 47 

3.您知道善化溪美社區進行社區整體營造計畫主要目的嗎？ 

是： 210 否： 38 

4.您平常會參與善化溪美社區所舉辦的活動嗎?  

是： 227 否： 23 

5.您認為善化溪美社區進行社區整體營造後對溪美社區的影響是正面的嗎？ 

是： 214 否： 35 

6.您認為善化溪美社區進行社區整體營造需要在地青年學子的參與嗎？ 

是： 231 否： 15 

10.您認同善化溪美社區進行社區整體營造計畫嗎？ 

是： 217 否： 31 

 



『居民的社區營造日記—探討善化溪美社區發展對當地居民的影響』專題研究問卷 

您好： 我們是 XX國中的學生，為進行獨立研究，想瞭解善化溪美社區進行社區整體營造

計畫對於在地居民的影響與衝擊，為調查您對此整體營造計畫的看法與認知，特設計本問

卷，懇請您撥空填寫完成，耽誤您寶貴的時間，非常抱歉，也感謝您的支持與配合。此問

卷的內容不對外公開，資料僅用於本團隊研究。如有任何疑問，可向發放問卷的同學反應。

謝謝！  

 祝 健康順利                         研究者:XX國中社造獨立研究製作團隊 103/9 

※ 以下為勾選題與填答題請您填寫，感謝您的配合，將對我們助益良多，由衷感謝。 

1.您知道善化溪美社區進行社區整體營造計畫嗎?     

    □是(請繼續填答)  □否(問卷結束，感謝填答) 

2.您知道善化溪美社區進行社區整體營造計畫主要內容嗎? 

  □是  □否 

3.您知道善化溪美社區進行社區整體營造計畫主要目的嗎？ 

  □是  □否 

4.您平常會參與善化溪美社區所舉辦的活動嗎?  

    □是  □否  

5.您認為善化溪美社區進行社區整體營造後對溪美社區的影響是正面的嗎？ 

    □是  □否 

6.您認為善化溪美社區進行社區整體營造需要在地青年學子的參與嗎？ 

    □是  □否 

    7.您是否參與善化溪美社區所舉辦的社團活動或課程學習？ 

        □是  □否 

    8.您認為善化溪美社區目前的應加以改進的部分為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您對善化溪美社區的印象如何?(例如：環境、文化、整體感覺…) 

        □佳 □普通 □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您認同善化溪美社區進行社區整體營造計畫嗎？ 

        □是  □否 

針對本問卷，您的看法如何？ 

問卷題目設計部分： □良好  □普通 □待加強 

問卷分發表現部分： □良好  □普通 □待加強 (網路問卷無需填答) 

您認為本問卷需改善部分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個人資料: 

您的性別: □男    □女 

您的年紀: □15歲以下 □16～25 □26～35 □36～45 □46～55 □56～65 □65歲以上 

教育程度: □國中(小) □高中(職) □大學(專科) □研究所(含)以上(碩、博士) 

您是否為善化當地人? □是    □否 

【問卷到此結束，請您檢查是否每一題均已完整填答，再次感謝您！】 



透過問卷分發的活動 

我們對於此問卷收回統計後的結果做了分析與結論，首先對於題一：您知道善

化溪美社區進行社區整體營造計畫嗎?多數填答人回答結果為是，僅有少數民眾

填否，對此我們針對填答否的民眾推測：多為非善化民眾，若扣除對於此題填

答否的外地民眾，而善化當地的居民則僅有少數，可見在推廣這塊上，仍有進

步空間的。接著針對題二至題五的填答結果：透過問卷的結果，我們發現，在

善化溪美社區內目前實施的社區整體營造活動，許多民眾仍是不大清楚的，對

此，我們也將此問卷的結論與社區居民以及社區整體營造的幹部們開會討論

後，分析出對於社區整體營造這塊上，實質的地方建設、舉辦活動對於居民的

知名度較高於文書、課程。對於題六、題七的填答情形，可見在溪美社區實施

社區整體營造的過程，居民參與社區舉辦的活動的有相當高的成效存在，對於

未來社區的發展，居民意見反應則為：希望在社區實施社區整體營造的同時，

可以儘可能的不要破壞原有的生態、影響到居民的生活，保有地方原有的歷史

與文化以及社區居民濃厚的人情味。經問卷探討結論多數民眾認為：目前善化

溪美社區應改進的部分是「發展社區特色、弘揚家鄉文化、歷史創新保存」， 

而對於社區的印象，多數民眾表示：普通，對於社區的印象，是個以農為業的

村落(有善化糖廠以及附近的牛墟市集)、綠意盎然的社區(有著社區森林公

園)、有著特色歷史文化的地方(善化是當初開台文教初祖沈光文開荒教化的所

在)等，藉由問卷的方式，本研究分析出以下探討問題的結論以及對於善化溪美

社區未來展望的方向，期盼使社區變得更加美好。 

4. 未來溪美社區發展的願景。 

    目前的溪美社區透過社區整體營造計畫，具有著良好的自然與人文風貌，

對於未來永續社區發展，強化社區特色促使觀光客駐足，美化社區環境營造更

高品質的生活環境。透過社區整體營造計畫的實施，引導出蘊藏在社區內重要

的人文、產業、景觀、自然生態等事物，經過居民與地方組織共同討論、研擬

社區的價值及所面臨的問題，藉由辦理各項活動、課程，增進居民間情誼，並

能凝聚共同意識，以推動社區營造的各項工作，達成永續經營的發展。 

而對於溪美社區未來遠景的方向，社區發展協會提出 

(一)、逐年逐次辦理社區文化深耕藝術化美化社區。 

(二)、社區影像紀錄逐年辦理，使社區活動資訊與成果能夠居民共享。 

(三)、整合社區國樂、太鼓、歌友會等社團組織共同籌辦社區藝文活動。 

(四)、整合社區關懷據點、太極拳、元極舞等社團及志工隊籌辦社區運動會。 

(五)、積極辦理各類社區營造工作參與社區評鑑拓展社區視野。  

對於此，我們的看法則為： 

(一)、透過社區內國中小師生、社區內民眾等參與社區美化的部分，透過青年

學子的創意，吸引更多年輕世代的進到社區，為農村社區帶來更多的活力。 

(二)、現今網路興盛，可以藉由網路將社區的點點滴滴記錄下來，能與各地網

友分享，透過故事的方式呈現，使我們的社區變得更加熱鬧。 

(三)、現今科技發達，許多充滿歷史味道的文物漸而沒落消失，希望能夠透過

影像的紀錄展外，也能夠辦理相關的學習活動，使民眾更加熟悉社區。 



伍、結論 

    透過我們深入的走訪善化溪美社區，我們探討到某一社區在進行社區整體

營造計畫的過程中，會經歷到什麼樣的困難與瓶頸，而在實施後會發生甚麼養

的改變，透過採訪與問卷的方式，傾聽居民的心聲，以下為本研究結果。 

    本研究以居民的生活日記方式，記錄著溪美社區的點點滴滴，探討著實施

社區整體營造計畫的目的與宗旨，更重要的是過程中的辛酸與最後的成效，實

施社區營造計畫，推展社區基礎建設、多元學習課程、社區活動案排等，主要

透過居民的參與社區，讓社區情感豐富，能夠達到關心彼此、凝聚社區的向心

力，使居民更了解社區，由農村再生計畫、小旗艦社區營造計畫帶動整個社區，

盼透過社區改變，將社區發展的過程永續的方式深入活化，激發居民對地方土

地的認同，進而挖掘出社區文化與發展文創商品，並產生觀光價值。藉由本研

究，探討到溪美社區目前實施社區整體營造的進度、居民生活的改變以及社區

整體營造的成效，發現溪美社區在多數民眾眼中是個農村小鎮，許多的歷史文

化的蘊含其中，社區整體營造對居民的影響是生活變得更加便利，社區月刊的

發行使居民清楚社區時事、課程學習活動增進居民關係與基礎技術的培養、社

區建設使社區美化、資源的多元發展等，而在分發問卷的過程中，發現在溪美

社區正呈現著人口老化、社區資源稍不足、年輕人口外移嚴重等問題，對此將

這些問題在社區未來展望中提出，希望透過年輕世代影響社區，以創新技術文

化帶動社區，吸引更多年輕居民，積極推廣社區特色、保有社區文化資源、強

化社區老人幼兒照護觀念等，以減緩社區居民外移嚴重、人口老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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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bocach.gov.tw/ch/00_home/home.asp 

]共同體的追尋—解析社區總體營造運動的理路 

www.fgu.edu.tw/~social/main/3/cflo/cflo_13.pdf 

臺南市社區總體營造資訊網 

community-culture.tainan.gov.tw 

文化部社區總體營造獎助須知 - 臺南市社區總體營造資訊網 

community-culture.tainan.gov.tw/form/index-1.php?m2=27&id=4 

社區總體營運 - 新竹市文化局 

www.hcccb.gov.tw/chinese/16museum/mus_b01.asp?station=108 

社區總體營造-桃園縣政府文化局全球資訊網 

www.tyccc.gov.tw › 社區總體營造 › 關於我們 

南投縣政府文化局-社區總體營造.-發展願景 

www.nthcc.gov.tw/community/01perspective/perspective.asp 

台南市善化區溪美社區發展協會 

shimai58100.blogspot.com/ 

溪美農場開幕 2012.10.14 台南市善化區| PeoPo 公民新聞 

www.peopo.org/news/101670 

台南市善化區溪美社區太鼓社 

shimai58114.blogspot.com/ 

台南市善化區溪美社區關懷據點 

shimai58101.blogspot.com/ 

溪美農場養鳥防蟲不用農藥 2014.03.14 | PipoSay 

www.piposay.com/bullets/n3h980pa 

溪美農場 - 臺灣時報 

www.twtimes.com.tw › 中部新聞 

台南／溪美森林打盹比吹冷氣舒服 - udn 旅遊美食 

travel.udn.com/mag/travel/storypage.jsp?f_ART_ID=34872 

20101208 溪美社區資訊志工課程交流| 當我們同在 e7 

tsjh107.blogspot.com/2010/12/20101208.html 

台南市善化區樂齡學習中心 

http://sksj30653.blogspot.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