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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探大台南地區社區健康營造中心之運作成效 

 

摘要 

 

衛生署以健康城市的概念為依據，推行社區健康營造相關計畫，希望

能在每一鄉、鎮、市（區）都能有一個社區健康營造單位，結合當地資源，

鼓勵社區民眾能主動關心並解決社區健康議題。本研究採郵寄問卷方式，

以台南市2005-2009年來接受機關補助的社區健康營造的機構為調查對象，

普查 29間社區健康營造中心，回收問卷共計 16間機構，回收率達 55.1%。

從社區健康營造中心的組織特性、經費來源、志工團隊運作、組織合作成

效、社區民眾參與程度等面向，瞭解其運作與成效。 

 

研究結果發現，不同類型的組織，在社區健康營造活動當中所能發揮

的功能與特色亦不相同。醫院、衛生所等具有醫療背景的團體承辦社區健

康營造在專業資源及人力方面皆較其他組織充裕，有較高的比例持續營運，

且在經費來源部份多能獲得院所本身的預算編列支援。此外，營造中心與

社區組織合作情形越好，營造中心持續營運的可能性越高。然而，缺乏贊

助資金被認為阻礙營造中心永續發展的主要困難點；在規劃活動議題上，

應重視社區民眾健康需求調查分析，使健康營造中心能夠推行對於民眾有

著吸引力且確實符合需求與期待的活動。 

 

關鍵字：健康城市、社區健康營造、志工團隊、社區組織合作、社區民眾

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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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perational Outcomes of Community Health Development Centers in 

Tainan City 

 

Abstract 

 

The community health development operates for increasing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assisting the communities forming local 

health issues. Since the goal of community health development is 

sustainability, it is necessary to evaluate the programs unceasingly. 

Therefore, the autonomy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the extent of 

volunteer teams, and their effects on community health development 

centers are key factors that researchers and participants have to 

concern.  

 

The study population is the supervisor or the program manager 

in each community health development center in Tainan. The data 

collection method is the self-report constructed questionnaire 

adopted mail survey method. There were 29 questionnaires mailed out 

in year 2011 (October to November) and 16 were replied, the response 

rate was 55.1%.  

 

The results showed most responsive agencies within community 

health development centers were hospitals and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of local governments, which provided communities with 

professional manpower and resources. Moreover, they were high 

percentage of continuing operations and had plenty of budget sources. 

Additionally, the major difficulty in implementing the programs was 

lack of budget.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community health development centers 

must enforce the community empowerment. In planning the activity 

subjects, community health development centers shoul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residents health needs. The government and 

policies should increase more community partnership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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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ing the common values and goals, and the volunteers must 

have definite responsibility to improve the autonomy of residents 

and facilitate communities forming their own healthy issues. 

 

Keywords: Health City; Community Health Development; Volunteer Teams; 

Community Organizational Cooperation;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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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與目的 

高度的城市發展，尤其是工業化的城市，將面臨許多社會、環境、衛

生及生態問題，包括人口密度過高、交通擁擠、生活緊張、不符合衛生的

飲水和食品、污染的生態環境、暴力及傷害等問題，正逐漸成為威脅人類

健康的重要因素。因此，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對城市的存在和發展提出了新的呼籲，即城市不只是一個經濟實體，更應

成為生活、呼吸、成長和愉悅生命的現實空間。 

 

WHO倡導健康城市（Health City）的理念，發展過程可溯自 1844年英

國在利物浦成立「城鎮健康協會」（Health of Town Association），希望

改善人口過多造成的生活品質低落。1978 年 WHO 提出阿瑪阿塔宣言

（Declaration of Alma-Ata），強調應落實基層保健醫療來促進民眾之健

康，使達成「西元 2000年全民均健」（Health for All by Year 2000）目

標，期望所有國家及人民能普享健康照護及健康之生活（WHO, 1981: 31）。

健康是人類最基本的權利，健康不僅是沒有疾病而已，政府和人民應共同

為健康負責任。 

 

而渥太華健康促進憲章（Ottawa Charter）（WHO, 1986）更明確指出，

除了衛生政策，和平、居住、教育、飲食、收入、穩定的生態系統、永續

資源及社會公平正義等其他非健康領域的公共政策對於健康的影響，以發

展健康的公共政策去創造支持性的環境的重要性，並強調社區參與，提升

民眾的能力，由居民共同決定社區行動的優先次序及計畫以使民眾達到其

健康的最大潛能（邱淑堤，2001）。 

     

基於這樣的理念，WHO於1986年發貣「健康城市計畫」（Healthy City 

Project），開啟了公共衛生的新的紀元，將健康促進理念付諸行動（Werna 

& Harpham, 1996），期望能夠發貣草根性的參與以動員社區居民及資源，

共同推動健康促進活動以解決健康相關問題或提升社區生活品質

（Goldstein, 2000; Norris & Pittman, 2000），企圖透過各方參與，進

一步建立當地政府、社區組織及企業界間的健康的政策決定過程，以發展

更多更有技巧的策略去處理影響健康的社會、環境及經濟因子，最後期望

能達到全民均健的目標（Hancock,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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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台灣大多數民眾的健康行為，因社會的變遷、生活型態的轉變、

不良的生活習慣有直接或間接之關聯，例如：抽菸、嚼檳榔、酗酒、缺乏

運動、肥胖、不注意安全、緊張等不良因子的危害，以及對於生活習慣、

營養狀況、免疫力、體適能、情緒穩定性、衛生知識與態度、壓力調適等

要素的認知模糊與忽略。且國人的平均壽命逐漸延長，人口亦逐年老化，

慢性疾病的防治更顯重要。因此，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改變國人的生活型態，

以降低致病和致死的因素，達到預防重於治療的目的，是目前刻不容緩的

議題。 

行政院衛生署即依據對於現階段國人健康問題所作的評析，指出推動

「國民保健三年計劃—推動社區健康營造」
1
之貣因在於：（行政院衛生署，

1999） 

一、癌症及慢性疾病已成為國人之主要死因。 

二、生活型態是造成疾病發生的主要原因。 

三、單純的健康資訊傳播尚不足以有效改變民眾生活型態。 

四、民眾之健康問題無法得到適切的處理。 

五、社區資源未被有效運用。 

 

因此，在社區營造、社區介入被視為促進健康有效方式的前提之下，

衛生署為建構「全民健康」新世紀，推動社區健康營造計劃，其目的在透

過社區內、外資源之結合，如：社區本身的資源、鄰里、學校、社會福利、

企業組織、當地熱心團體及人士共同參與，再由衛生單位專業人士的協助

輔導，增加民眾使用衛生保健服務，希望能因此使居民增進預防保健概念

及養成健康生活型態，以降低罹病率及死亡率，落實健康生活，達到「健

康生活化，生活健康化」的目標（徐瑞祥，2000：29）。 

 

然而，這些社區健康營造中心如何營造民眾的健康？發展出哪些經營

的策略？在政府的補助經費用磬後如何維持組織的完整，並持續營造社區

民眾的健康，以達成衛生署期待的「永續經營」？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研

究問題。本研究透過對社區健康營造中心運作成效之探討，了解目前各營

造中心運作現況、所面臨之問題及影響運作成效之因素，或能協助其解決

困境，期使社區健康營造能永續經營，以早日達成全民均健之目標，以及

提供政府相關單位在未來制定社區健康政策之參考。 

                                                 
1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月三十日台八十八衛四○○一○號函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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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健康城市計畫始於 2003 年，由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補助推

動，是台灣第一個健康城市之示範城市，於 2005年以民間團體（NGO）「台

南市健康城市促進會」之名義加入西太平洋區健康城市聯盟會員，是台灣

第一個加入健康城市聯盟（Alliance For Healthy Cities，AFHC）會員的

城市。台南市健康城市成效卓越，本研究以大台南地區社區健康營造中心

為對象，瞭解營造中心之運作情況與推動經驗，期提供社區健康營造中心

持續前進的方向。透過對台南市（縣市合併前為台南市與台南縣）各健康

營造中心的主要業務推動者與負責人進行普查，分析各因素與營造中心持

續營運情形的關聯性，做為相關政策推動之參據。研究目的如下： 

一、瞭解社區健康營造中心之組織特性與經費來源情況。 

二、描述社區健康營造中心志工團隊運作、社區民眾參與概況。 

三、描述社區健康營造中心與其他組織合作情形。 

四、探討影響社區健康營造中心持續營運之因素。 

貳、文獻探討 

一、健康城市 

健康城市的發展可分為三大階段：十九世紀末前，由於傳染病蔓延，

加上都市缺乏良好的飲水、食品及環境衛生，人民的健康狀態非常不好，

因此當時的都市政策以改善衛生為主。到了 1930 至 1970 年，傳染病已受

控制，卻發生了第二次世界大戰，使得人民及都市皆處於戰火之中，此期

間的都市政策改為以治療為主。1970 年代後，隨著各國經濟發展的榮枯，

各都市間發生不同程度的成長或衰退，尤其是 1980年代的世界性經濟不景

氣，都市間發展的差距擴大，有些都市甚至長期人口流失、傳統產業衰敗、

失業率激增、都市生活惡化等。因此在 1986年 WHO展開一連串「健康城市

計劃」運動，希望藉由市民參與和公私部門協力合作，共同推動健康城市

計劃，以改善都市的健康問題，使市民能過著健康的生活（胡淑貞、黃暖

晴，2007：80）。 

 

健康城市計畫始於 1986 年 21 個歐洲城市在里斯本召開會議，會議中

決議共同發展都市健康，並指出健康城市是以行動為基礎，行動的範圍可

從環境改善到個人生活改變，以全民健康（Health for All）理念、健康

促進原則及 38 個歐洲目標為主要架構，希望藉由市民參與和公私部門協力

合作，共同推動健康城市計劃，進行城市及鄉鎮間的交流、學習、合作與

相互支持，以改善都市的健康問題，並監測健康城市計畫對城市與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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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  

 

WHO指出健康城市的基本原則包括公平、永續、領域間合作及團結一致：

「公平原則」的意涵是指造成人類健康傷害的因素並不僅是「貧窮」，由於

社會與教育上的弱勢，健康政策必頇在政治上支持促進公平的計畫；「永續

原則」意指人類長期的健康，需建立在世界自然資源的永續利用及良好的

自然與人為環境品質的基礎上；「領域間合作原則」係指各領域間的互相學

習合作，進行健康影響評估，使城市計畫之附加價值最大化；「團結一致原

則」係指國際間、地區間、城市間的政治承諾，相互支持分享資源、知識、

資訊和經驗（胡淑貞、黃暖晴，2007：93-94）。 

 

健康城市是一個具有持續創新和改善城市中的物理和社會環境，同時

能強化及擴展社區資源，讓社區民眾彼此互動、相互支持，實行所有的生

活功能，進而發揮彼此最大潛能的城市（Hancock & Duhl, 1986）。換言之，

健康城市是一種過程，而不是一種結果。居民具有一定的共識，想去改善

與健康有關的環境，而非單指居民的健康達到某一特定水準。 

 

根據健康城市在歐洲實施的結果發現，各城市在開展健康城市專案中

所採取的措施有以下共同特點（WHO, 1997；轉引自胡淑貞、黃暖晴，2007：

83-84），能有效地解決影響城市健康的複雜問題：  

（一）承諾健康（commitment to health）：基於對健康的承諾，認識

到生理、心理、社會多重因素的交互作用，其優先計畫是健康

促進和疾病預防，相信健康必頇是城市中個體和群體的共同努

力而獲得的。  

（二）政治決策（political decision-making）：市政府有關住房、

環境、教育、社會服務以及其他專案決策對城市健康狀況很大

影響。健康城市計畫透過影響政府施政的政策決策，進而強化

以上計畫對健康的影響。  

（三）跨部門合作（intersectoral action）：透過健康城市計畫創立

跨部門合作機制，使得城市各部門和其他機構能共同協商爲健

康城市做貢獻。  

（四）社區參與（community participation）：主要透過生活方式選

擇、健康服務使用、對健康問題的看法、以及參與社區工作等

方式。健康城市計畫促使社區居民在這些方面發揮更積極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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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  

（五）創新（innovation）：健康城市計畫是創新的過程。它推動地方

衛生政策的創新和改革，倡導新的公共衛生導向。健康城市計

畫是否成功取決於這種支援革新的氛圍下創造革新機會的能力：

如傳播新的方法〃建立新的激勵機制，並嘗詴新的政策。  

（六）健康的公共政策（healthy public policy）：成功的健康城市

計畫貫穿於整個市政管理過程中，反映出建立健康環境政策的

有效程度。透過跨部門合作、決策、社區參與及創新，完成健

康的公共政策的建立。當居所、學校、工作場所和其他社區環

境背景成爲更爲健康的生活環境時，健康城市計畫即達成了目

的。   

 

1999年衛生署仿效健康城市的概念，推動「社區健康營造三年計畫」，

2002年納入「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中，亦於

2005年納入「台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六大面向2之「社福醫療」項下執行

計畫之一。此將健康促進及健康城市的理念放入醫療服務中，積極促成民

眾養成「健康生活化，生活健康化」的觀念，並利用社區資源，應用社區

健康行銷策略，由民眾共同參與制定健康營造的對策且共同執行，由下而

上的方式，營造社區自主自决的共識與能力，提升社區互助照護意識，共

同激發社區民眾對健康之共識與願景，達到整體社區健康成長的目標，是

衛生署「社區健康營造」政策的主要宗旨與目的。 

 

台南市健康城市計畫始於 2003 年，由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補助推

動，是台灣第一個健康城市之示範城市。計畫結合了成大健康城市研究中

心之專家學者、市政府各局室主管、民間團體及社區組織之力量，歷經兩

年多努力，於 2005年 5月以民間團體（NGO）「台南市健康城市促進會」之

名義申請加入西太平洋區健康城市聯盟會員，並於 7月被正式認可成為健

康城市聯盟會員，是台灣第一個加入健康城市聯盟（Alliance For Healthy 

Cities，AFHC）
3
會員的城市。成為聯盟會員後，台南市健康城市更向國際

                                                 
2 產業發展、社福醫療、社區治安、人文教育、環境景觀、環保生態 
3
 於 2003年由WHO西太平洋區辦公室推動贊助成立。聯盟成立的目的及功能為：1.加

強提倡健康城市，鼓勵創新計畫以改善生活品質，並著重特殊地區的健康問題。2.提供分

享健康城市經驗的機會，著重會員共有的健康議題。3.頒證健康城市會員的傑出表現。4.

有效運用所有可利用的資源，並促進西太平洋區及其他地區採取健康城市的方法。5.與學

術單位合作發展新知識和技術， 並包裝技術性的資源改善健康城市的計畫、執行和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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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進，並能每年參加健康城市聯盟年會，與國外健康城市分享推動經驗（黃

暖晴、胡淑貞，2007：123）。 

 

台南市健康城市以都市永續發展之理念為出發點，以營造「溫馨府城」

為總願景，並以打造「健康、生態、科技、文化新府城」為發展目標。透

過公部門、學界及民間參與、互動及合作，共同使府城走向健康、宜居、

充滿生機與安詳的都市。 

 

在台南市健康城市示範計畫中，包括為整飾市容所建立的「見糟拆招」

服務行動，清查全市廢棄招牌，運用市府現有資源與人力，主動拆除，也

接受民眾申請代拆，以整飾市容並回收鐵條。「好望角專案」由都發局以全

市觀點由上而下提出重要改造節點，另由社區以地區觀點由下而上提出改

造點，從重要道路街角及學校、機關、公園、廣場等公共空間周邊臨街角

部分著手，進行空間改造，塑造環境優美的角落，提供視野可穿透性、可

供停留活動的公共開放空間，作為可供人們短暫停留、休憩、人潮疏散或

活動的場所，大幅提升街道和公共空間的使用與視覺品質。此外，實施「空

地空屋管理自治條例」，其立法目的是為改善台南市大量空地、空屋，閒置、

荒蕪、無人管理之都市景象，使台南市成為全國第一個制定之縣市。執行

方式是於各區公所成立空地空屋處理小組、設置服務窗口利用稅捐減免、

容積獎勵之獎勵機制及連續罰款強制執行之處罰機制由本府單一窗口民政

局主辦（胡淑貞、黃暖晴，2007：97）。  

 

台南市健康城市成效卓越，本研究以大台南地區社區健康營造中心為

對象，瞭解營造中心之運作情況與推動經驗，期提供社區健康營造中心持

續前進的方向。 

 

二、社區健康營造與永續經營 

社區健康營造的概念可從「社區」、「健康」、「社區健康營造」三方面

來探討。「社區」指的是服務的範疇，社區居民、環境都是社區健康營造推

動的範圍；「健康」是指主要的推動內容，只要是涉及民眾健康的議題都可

以做為推動的主題；「社區健康營造」則是指推動的手段與方法，在社區所

要推的工作，一定要以社區居民為主。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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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金川（2001）也強調社區健康營造應包括下列四個步驟：1.找出健

康議題；2.凝聚社區共識；3.強化社區組織，建立社區組織網路；4.喚貣

社區居民共同參與興趣，擴大活動影響層面。不論運用何種模式建立健康

城市，其步驟皆應包括：社區組織、有效的管理機制和評價，其中應特別

加強社區組織的功能，若能發揮社區的力量持續為經營健康社區而努力，

營造工作尌能繼續成功推展。因此，社區健康營造即是透過社區組織的過

程，達到「健康城市」（社區健康）的一種手段（國民健康局，2002）。 

 

透過社區參與來推行社區計畫，不僅可利用透過社區內的非正式網絡

散播訊息以觸及難以接近的族群，更深入的瞭解目標族群或社區，並且得

以運用當地的知識、專家及資源去評估社區的優勢、問題及需求，制訂出

更符合社區需求的計畫，同時在參與的過程提升社區發展及社區組織

（Hancock, Sanson-Fisher et al., 1997），提升社區內的領導能力，動

員社區的創造力及資源，轉化社區當地的財富及資源為行動促成健康的社

區（Norris & Pittman, 2000）。 

 

社區健康營造強調各社區資源的主動加入，以及激發社區民眾由下而

上的主動參與，共同來維護社區健康，有別於以往單由衛生醫療院所擔任

提供者主動於社區辦理各項醫療保健推廣活動，衛生醫療院所所扮演的角

色已由以往的「專家計劃模式」轉變為「由下而上的紮根模式」，以「資源

共享」取代「管理」，以「協商」取代「指導」，透過社區自發性的參與，

強化民眾對健康議題的認知，落實社區工作的實踐。其成功的關鍵在於整

體團隊的運作，加上對健康議題的重視及持續不斷的互動與改造，逐漸落

實健康城市的理念（南玉芬，2002；羅瑞煌，2001）。綜合文獻歸納健康營

造永續經營的要點： 

（一）核心組織的健全 

人員是社區健康營造的基石，也是永續經營的關鍵（洪德仁，2000；

廖秀幸，2001；鄭惠美，2001）。社區中不同領域的人士和領導人，因為對

社區健康發展懷有使命感並具熱忱，經自主、自發性的結合，成立核心組

織並定期開會發揮功能，若聘請學者專家為諮詢委員，更能達到組織強化、

資源整合，及產生解決問題的能力（葉金川，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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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意的策略 

強調紮根的工作，即落實社區民眾參與、健康生活及永續經營的概念，

而非提供點狀服務（即舉辦多項服務，但每次活動間並無連結性）。如何將

現有社區健康活動連結成點、線、面，以擴展參與是最重要的。任一項策

略的運用，也需考量與社區需求、社區特色及潮流、文化、產業經濟、生

活經驗、資源相結合。 

 

（三）志工的運用 

由於社區健康營造是社區居民自覺需要，共同參與，使家鄉再造的工

作，因此志工是靈魂人物（廖秀幸，2001）。志工在社區健康營造中以身作

則影響更多民眾。此外關心社區間各種衛生健康問題，以便隨時掌握狀況，

做最有效的處理。為社區付出心力，志工應受到尊敬與讚揚，而留住志工

則是經營成功的關鍵（官朝永、陳靜敏，2001；洪德仁，2000）。 

 

（四）社區民眾的參與 

我國社區健康營造中心成立初期，中央政府擔任主動輔導的角色並提

供資源協助，接著透過政府與民間之合作以達永續發展之目標。加強民眾

的社區意識，使其願意參與行動是進行社區健康促進行動之前的重要過程

（Bathum & Baumann, 2007），賦能（empowerment）即為增加民眾社區感、

參與意願、以及參與能力的過程。其之所以重要，在於社區健康營造的價

值觀是由當地民眾的個人文化與政治一同作用所產生（Larsen & Manderson, 

2009），擁有社區感的民眾發展共同願景能導引出社區的意識與整體感，並

融入社區的所有活動與運作中，使各種不同的活動串連貣來，形成更龐大

的力量（郭倩琳，2005）。同時，透過親自參與營造活動，民眾亦能增進如

定義社區健康範疇、了解社區之需求與資源運用等能力（Kegler et al., 

2007）。 

 

推動民眾參與的策略及方法包括（國民健康局，2000；Altman,1995）：

1.營造健康生活：由營造中心人員及社區志工率先實踐健康生活。藉由示

範及口耳相傳，引發更多民眾主動參與及投入。2.討論會：透過不斷的討

論和參與能熱烈響應各項活動。3.社區健康活動：讓社區居民藉由參與活

動而介入公共事務，凝聚更多社區營造的生力軍。4.媒體傳銷：可建立形

象、傳播活動訊息、激勵內部士氣，還可提高政府機關的績效，拉抬社區

地位，有助於申請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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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經費 

經費是社區健康營造重要資源之一，動支經費才能順利推展工作（陳

再晉，2001；管敏秀，2002）。經費經營可分三個階段：短期有衛生署經費

補助，重在建立營造中心的良好形象，用心經營健康議題，使社區民眾感

受到向心力，有利於後續經費募款。中期則應思考經費補助可能的管道，

並整合社區相關資源。長期方面，可考慮向「官方登記」成為社區團體，

向法院辦妥法人登記之後，除可接受公家機關之社區經費補助或民間捐贈

並開立抵稅證明，有助於經費的爭取。 

 

（六）支持系統與互助聯盟 

社區健康營造能否永續經營，也需視是否建立支持系統與互助聯盟（陳

慶餘，2001）。喚貣各界對健康營造之關懷、強調社區參與之健康行動方案、

創造有利健康行動執行的環境、凝聚共識以增加資源運用，使資源發揮最

大效能。而政府機關的支持可增加對社區資源的瞭解，亦有相當程度的影

響（國民健康局，2000）。 

社區民眾的積極參與、政府督導、非政府組織的資源構成社區營造三

角互動模式，三者缺一不可（王本壯，2005）。Dunham（1970）提出地方發

展模式的主要重點中即包含有志願性的合作（voluntary cooperation） 、

自助（self-help）、培育當地領導人才（development of indigenous 

leadership）以及教育工作（educational objective）等。由此可知，社

區健康營造能否永續發展，與社區內部人力資源的開發、潛能之發揮與結

合，有重要的影響。若社區內民眾願意不斷地為營造健康社區而努力，經

過適當的學習增強其能力，則營造健康社區所需之內部與外部的人、事、

物資源將可逐漸聚集（鄭惠美，2001；葉金川，2001）。 

 

我國社區健康營造計劃在評估成效上，重視志工健康意識的啟發，培

養社區在地人組織營造中心（陳靜敏，2001）。李怡娟、陳俞琪、王慧群（2006）

以台北市某社區為例，說明社區在專家協助下進行賦能，成為富有成長能

力的有機體社區（organic community）之過程，使該社區能自我發掘需求、

自行尋求相關資源及滿足需求。相信在健康的概念和願景主動融入各社會

系統後，可以激發社區民眾釐清自己的健康需求，相信不需要經費的補助，

仍能將健康意識結合於社區活動及日常生活中，奠立永續發展（于漱、楊

桂鳳，2003；許世雨，2006；陳靜敏、楊舒琴，2006）。反之，若無法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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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體認到活動目的是民眾所需，將造成民眾的參與動機不足，而使健康營

造難以成功（管敏秀，2002）。 

 

社區健康營造的永續經營應秉持社區、健康、營造三者環環相扣的核

心價值，以志工的積極參與體現在地化的健康價值，成為健康促進的最佳

工具，一步步延伸至社區中更多民眾的參與與重視，當健康成為日常生活

必頇的存在，社區健康營造的永續經營尌不是問題了。 

 

三、社區健康營造中心之組織特性 

社區健康營造中心係呼應 WHO「健康城市」之理念，結合社區資源，應

用社區健康行銷策略，由民眾參與制訂社區健康營造對策，並共同執行，

以達整體社區健康成長之目標，所組成的社區自主性、自發性健康之組織

（行政院衛生署，2000）。 

 

社區健康營造中心是為辦理社區健康營造而成立的組織，每個中心的

成立宗旨與工作目標一致，且參與成員大都包含社區內的醫護人員、教育

人員、熱心人士、地方領袖、志工等。參考各個營造中心所設的推動委員

會、工作推動團隊，乃至於策劃的活動，都可見相似或雷同處。針對社區

健康營造之不同的主辦（申請）單位做一區分與描述，以了解其特性（國

民健康局，2013）： 

 

（一）衛生所與政府機關 

衛生所長久以來尌是基層社區醫療保健的服務提供者，人員具專業醫

療保健專業背景，且熟悉公務體系運作，對於醫療保健專業性、機關之間

的聯繫，甚至經費核銷都可駕輕尌熟。但因其工作模式已建立多年，要小

心避免因循以往傳統式的衛教方法，不是一昧灌輸自認為民眾該有的知識，

或是只舉辦園遊會大型活動吸引人群，曲終人散後並未追蹤民眾執行成效，

社區健康營造的手法尌是要拋棄過去的這些做法，在推動委員會內一定要

加入更多社區組織人員，改變推廣策略，與社區成員共同參與營造健康社

區。 

 

目前大部分的營造中心都是由衛生所來承辦，推動的策略首重衛生所

人員能力的提昇，社區有限資源的整合，強調從文化傳統切入，以社區總

體營造的理念，結合健康與經濟產業，重視民眾健康的自覺與自決，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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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創造性與永續發展。 

 

（二）醫學院校或醫療機構 

對於有關醫療保健知識的專業性無庸置疑。但長久以來醫療院所是以

醫療工作為主，醫學院校是以教育工作為主，所以在投入社區健康營造工

作後，在思考與作法上必頇調整，改變過去以醫療為主的作法與僅提供健

康篩檢的方式。藉由社區健康營造的工作推展，使醫學院校或醫療機構融

入社區，成為社區內的一份子。 

 

（三）民間社團（社區發展協會、公益團體、文教團體） 

為一自主性高的自助團體，團體本身已擁有一定的志工人數，並能有

組織的動員志工，是其很大的優點。但通常也對於醫療保健專業知識或健

康政策重要性的認知恐不足，同樣地若共同合作的團體中有具醫療衛生背

景者，可加強內部工作人員醫療保健知識與健康政策的認知，促使工作順

利推展。 

 

南玉芬（2002）指出健康營造推動者以在地人與對社區健康營造具熱

忱為最好，民間組織之承辦單位有較高的自發性，政府組織之承辦單位較

具公信力，有助於結合資源。管敏秀（2002）在社區健康營造現況分析與

策略研究訪談參與健康營造之執行者或決策者，結果表示具有醫療背景的

承辦組織營造成效較佳（如：醫院、醫學院、護理學院或衛生所等），問卷

調查結果顯示社區居民對「醫療院所」承辦健康促進活動的整體滿意度高

於「社區發展組織」、「政府單位」及「學校」，社區居民對「衛生所」的滿

意度也高於「社區發展組織」和「社區發展組織」。 

 

社區健康營造中心的成立目標，乃是藉由社區居民熱心的參與，針對

居民之健康需求，擬定各種可行對策並付諸實現。在承辦社區健康營造中

心的三大體系中，衛生所工作人員具醫療保健專業背景，較可獲社區居民

之信賴；地方政府機構瞭解地方特性與政治生態，有動員社區的能力。各

級醫院參與社區健康營造的計畫最多，也因為具醫療背景，所舉辦的活動

計畫多為醫療相關服務。民間社團則有穩定的社工群為後盾，如能和醫療

衛生機構合作，更能發揮較大的效用。由以上研究結果可見，承辦組織之

組織型態、承辦動機、人力配置、營造策略、行政支援與承辦經費皆會影

響社區健康營造中心之運作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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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健康營造需由在地的地方公益團體，協同社區相關資源，以社區

組織結盟的方式將地方的人力、物力、財力凝結貣來，並選定社區居民所

關心之切身議題，提供可運用的資源找出解決方式（陳再晉，2001）。政府

機構與民間組織各有所長，地方政府與民間藉由夥伴關係的建立，以達到

資源優勢的共享和資源劣勢的互補（劉坤億，2006）。民間組織的優勢在於

憑藉其獨有的倫理精神（即人們基於公共意識、關懷意識、責任意識、參

與意識、合作意識、奉獻精神所總合而成的對社會的公益努力）能夠在環

保、慈善、文化等許多領域，取得政府和市場無法取得的成效（王振軒，

2006）；但非營利組織受限於資源生產與獲得的能力，且具慈善業餘性

（philanthropic amateurism）4而與專業發展保持距離，此時，政府機關

的介入能彌補此缺點（官有垣、李宜興，2002）；同時，民間組織較難主動

提出相關政策，需透過政府的協助輔導，方能漸漸增加行政自主能力

（Shimizu et al., 2009）。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將社區參與健康營造中心活動的情形分為三大部份：社區民眾

參與、營造中心志工團隊、社區合作組織相關情形，並考量營造中心基本

背景資料的影響，初探營造中心永續發展之關聯性。 

 

 

 

 

 

 

 

 

 

 

 

                                                 
4
 係指非營利組織長期依賴未受正式專業訓練的善心志工來從事服務，且對職工無法提供

具競爭力的薪資，難以吸引專業人員的參與，因而影響組織運作的成效。 

社區健康營造中心 

持續營運 

社區健康營造中心 

運作成效 

 

志工團隊運作成效 

社區組織合作概況 

社區民眾互動情形 

遭遇之困難與阻礙 
 

社區健康營造中心 

組織特性 

 

衛生所與政府機關 

醫學院校或醫療機構 

民間社團或社區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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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架構 

 

二、研究方法、對象與工具 

以郵寄問卷調查方法，根據 2011 年國民健康局提供之社區健康營造中

心名冊，普查於 2005-2009 年接受政府補助辦理社區健康營造相關計畫之

台南市營造單位，請社區健康營造中心主要業務推動者或負責人協助填答

問卷，共寄發 29份問卷（為此次調查之母體數），其中包含衛生所等社區

當地政府基層部門有 17間；醫療院所計 6間；民間社團有 4間。調查期間

為 2011年 10至 11月，除了寄送感謝小禮外，期間透過寄發催收信、電話

詢問、提醒填答，並協助將問卷寄回。因部分社區健康營造中心呈解散或

已停止營運且原聯絡人失聯之情形，最終有效問卷為 16 份，回收率為

55.1%。 

 

本研究以自擬結構式問卷為研究工具，依據研究目的、研究架構與文

獻檢閱進一步設計。問卷內容包括：營造中心基本背景資料、經費籌募、

志工團隊運作情形、社區合作組織之情形、社區民眾參與情形、所遭遇之

阻礙等。 

 

其中志工團隊運作、社區合作組織之、社區民眾參與（如表1所示）計

分方式採用李克特式量表（Likert-type scale）予以計分，由受詴機構尌

其經驗與感受予以圈選其中之一。在量表上圈選「非常同意」給5分，「同

意」給4分，「尚可」給3分，「不同意」給2分，「非常不同意」給1分，

其各面向所編制題目舉例如下。 

 

表1  問卷量表之題項 

面

向 
構面 問項 

志

工

團

隊

運

作 

志工團隊 

志工團隊的工作效率相當高 

社區民眾擔任志工的意願相當高 

志工動員（召集、派班）支援活動迅速且可滿足活動人力需求 

志工團隊持續有新成員加入 

志工能於參與社區健康活動中獲得成功或滿足 

志工團隊的舊成員能持續留任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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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團隊的總人數持續增加 

志工團隊有專屬的集會場所 

志工團隊有固定之經費可供支用 

志工領導人 

志工團隊中有一位明確的領導人可以帶領志工團隊 

志工團隊領導人擁有明確之職掌 

志工團隊領導人能參與社區推動相關規劃 

志工團隊領導人能協助計劃執行 

志工團隊領導人能協助發展社區願景 

志工團隊領導人能持續招募新成員 

志工團隊領導人能暸解社區需求並能協助整合資源 

志工團隊領導人與團隊成員之間能進行良好的溝通 

志工團隊領導人能協助健康促進之永續發展 

社

區

合

作

組

織 

合作關係 

貴中心會與合作單位持續交換相關意見和資訊 

彼此合作期間發生意見相左時均能獲得圓滿解決 

貴中心能與合作單位進行有效的檢討，改進合作績效 

合作方式能有效的達到健康營造目標 

與貴中心合作的單位以當地的組織或機構為主 

貴中心與其他民間團體有持續長久的合作關係 

貴中心與其他民間團體有持續長久的進行合作方案 

其他民間團體會主動尋求與貴中心的合作 

合作事項 

社區互助團體開發 

凝聚居民的社區意識 

協調社區組織共同參與社區活動 

整合社區內的人員、設備；財源共同參與社區活動 

促進社區醫療品質的提升 

提供以社區為導向的衛生醫療服務 

結合社區內衛生所、診所，強化基層醫療服務 

社區保健志工之籌組、招募、培訓 

健康資訊傳遞 

建立資訊網站 

社區老人居家關懷 

社區民眾增加疾病預防觀念、降低疾病危險因子 

掌握社區居民的健康狀態 

培養民眾的健康生活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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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保之預防保健服務 

衛生署民眾接受諮詢、轉介及提供所需保健醫療服務 

引發社區民眾對健康的自我責任及使命感 

貴中心形象之促進 

社區民眾參與 

貴中心所推行之活動能改善民眾的健康 

貴中心推行活動所在地之交通便利 

貴中心能於適切之時間推展活動 

貴中心能滿足老年人、身心障礙民眾等弱勢族群參與活動時所需之特

殊需求 

貴中心在社區活動設計之預期目標與實際活動間成效落差小 

貴中心在推動「社區健康營造計畫」過程中，重視策略方法的運用 

對貴中心目前整體推動成效滿意 

社區民眾參與活動情況積極熱絡 

貴中心有考慮社區民眾之「全人健康」（身心靈三層面之全方位健康） 

 

本問卷為求量表的內在一致性，以Cronbach α為檢定方法。信度分析

結果，志工團隊、社區組織合作、社區民眾參與之Cronbach α皆高於0.8

（如表2所示），檢驗本研究各構面的信度可知，皆達可信水準，亦即各題

組皆具有穩定性、一致性與精確性等信度檢測的考量。此外，本問卷乃根

據文獻探討相關理論基礎、研究目的等資料建構內容，具有相當的專家驗

證效度。但因個案數太少，無法針對量表進行因素分析。 

 

表2  問卷量表之信度檢定 

變項 Cronbach α 

志工團隊 0.977 

社區組織合作 0.946 

社區民眾參與 0.870 

 

三、資料分析方法 

將回收的有效問卷進行編碼，依照問卷編製時的量表計分方式予以計

分，將資料輸入電腦以SPSS（Statistical Package for the Social Science）

for Windows套裝軟體進行統計分析。本研究以普查方式蒐集資料，因個案

數少，因此著重於針對母體的資料描述，亦即描述性統計，包括搜集、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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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分析與解釋資料。根據本研究的問題陳述，利用敘述性統計分析各社

區健康營造中心之基本資料、經費來源、活動規劃方式。此外，針對志工

團隊、社區組織合作、社區民眾參與三構面進行平均值、標準差等量數的

計算。進一步以交叉分析比較不同類型承辦機構以及有無持續營運之健康

營造中心在各方面之異同。 

 

四、研究限制 

本研究採普查方式，郵寄問卷由台南市各地區之社區健康營造計畫業

務主要推動者填答，受限於人力、時間及經費，研究者無法實地解說，可

能有填答者因不清楚題意，有填寫錯誤的現象。回收率低為研究之主要限

制，其原因包括有些受訪機構可能因為住址變更或是歇業而未收到問卷；

收到問卷的受訪機構可能沒有拆閱或是因為忙碌、沒興趣、遺失問卷等因

素而沒有填答問卷；催收提醒函之效果有限等。進而產生無法完全反應母

體的特性，造成結果分析與解釋上的誤差。再者，本研究為橫斷性研究，

研究進行時，部分社區健康營造中心已解散，承辦人員失聯，故難以確實

探討先前營運概況及停止營運之因素。也因部分健康營造中心原業務承辦

人因故離職，接任者不清楚之前的營運概況，致使填答問卷有所缺漏。此

外，礙於本研究個案數少，並未針對各構面間詳細關係進行探討。 

 

肆、研究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描述性資料分析 

（一）社區健康營造中心基本資料與業務概況 

此調查之回收樣本中（共 16 間），社區健康營造中心的承辦機構以衛

生所、鄉鎮市公所等社區當地的政府基層部門最多（8 間），其次為醫療院

所（6 間）、民間社團（2 間）。其中，有 12 間成立專責單位辦理健康促進

活動，當中有 9 個專責單位以營造中心本身承辦人員擔任成員，7個專責單

位以醫療、社工等專業人員擔任成員，其次依序為社區民眾、學術機構相

關人員、村里鄰長等地方行政人員及民意代表。 

 

需加以說明的是，民間社團（為社區發展協會）目前仍持續推動社區

健康活動，雖無龐大資源，但由於社區居民的熱心參與，以及志工無私無

我的奉獻，凝聚社區居民情感，也讓更多人願意投入社區總體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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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對象中，有 14間社區健康營造中心表示能獲得當地行政人員的支

持，支持的方式以協助宣傳與號召人員參加、協調場地與人力等資源以及

參與活動最為普遍。經費來源以國健局補助款為最常見，有 11間社區健康

營造中心將其列為經費來源（佔 78.6%），其次有 7間會尋求其他單位配合

款，6間營造中心有自籌款。在尋求其他單位配合款的營造中心中，以衛生

局、衛生所支援的比例最高、其次為醫療院所、社會局。社區健康營造中

心在規劃活動時，形成主題的依據以符合當年度的補助計畫項目最為普遍，

佔 56.3%，其次為當地政府推動的健康議題以及社區民眾健康需求，皆佔

50.0%。 

 

而各營造中心在過去一年中曾經舉辦的活動，以健健康講座、用藥安

全宣導、癌症防治最為普遍，其次為家庭訪視、健康檢查、健康飲食、無

菸環境、檳榔防治計畫。此外，透過志工宣導是社區健康營造中心最常採

用的宣傳活動方式，其次為張貼海報、請鄰里長宣傳（如表 3所示）。 

 

表 3  宣傳活動方式 

宣傳活動方式 次數（百分比） 

志工宣傳 15(93.8%) 

張貼海報 12(75.0%) 

鄰里長宣傳 12(75.0%) 

員工宣傳 10(62.5%) 

大型活動設主題攤位 9(56.3%) 

網站公告 7(43.8%) 

報章雜誌 6(37.5%) 

表演或成果發表會 6(37.5%) 

 

（二）志工團隊運作 

分別對志工團隊與志工領導人兩部份進行評估。採用李克特（Likert 

Scale）量表計算得分，得分愈高者代表志工團隊運作成效愈高。團隊部份，

得分最高之項目為「舊成員能持續留任服務」（4.07），得分最低之項目為

「志工團隊有固定之經費可供支用」（3.13）。在領導人方面，得分最高的

項目為「志工團隊領導人與團隊成員之間能進行良好的溝通」（4.00），得

分最低的項目為「志工團隊領導人有明確執掌」（3.53）。進一步整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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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回收問卷資料，此量表之平均數 3.68，標準差 0.878。 

 

（三）社區組織合作 

分別對合作關係與合作事項兩部份進行評估。採用李克特量表計算得

分，得分愈高者代表組織間的合作愈密切。合作關係部分，得分最高之項

目為「其他民間團體會主動尋求合作」（4.00），得分最低之項目為「彼此

合作期間發生意見相左時均能獲得圓滿解決」（3.69）。在合作事項中，得

分最高之項目為「社區保健志工之籌組、招募、培訓」，以及「衛生署民眾

社區保健志工之籌組、招募、培訓」（皆為 4.13），得分最低之項目為「建

立資訊網站」，以及「社區互助團體開發」（皆為 3.56）。進一步整理分析本

研究之回收問卷資料，此量表之平均數 3.85，標準差 0.517。 

 

（四）社區民眾參與 

採用李克特量表計算得分，得分愈高者代表民眾參與程度愈高。量表

題項中，得分最高之項目為「中心所推行之活動能改善民眾的健康」，以及

「中心能於適切之時間推展活動」（皆為 4.00），得分最低之項目為「中心

在社區活動設計之預期目標與實際活動間成效落差小」，以及「社區民眾參

與活動情況積極熱絡」（皆為 3.38）。進一步整理分析本研究之回收問卷資

料，此量表之平均數 3.65，標準差 0.400。 

 

（五）持續營運情形 

回收樣本中，有 13間健康營造中心的負責人表示目前仍持續辦理社區

健康營造。在阻礙健康營造中心永續經營之主要因素方面，50.0%指出缺乏

贊助資金是主要的阻礙因素，其次為組織領導人才不足、社區民眾參與不

踴躍（如表 4所示）。 

 

表 4  持續營運之最大阻礙 

持續營運之最大阻礙 次數（百分比） 

缺乏贊助資金 8(50.0%) 

組織領導人才不足 6(37.5%) 

社區民眾參與不踴躍 6(37.5%) 

對健康營造熱情不再 5(31.3%) 

缺乏擬定健康議題的專業人才 4(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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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叉表分析 

（一）承辦機構類型之比較 

以社區健康營造中心之承辦機構類別為自變項，與經費來源、自籌款

來源、活動宣傳方式、志工團隊運作、社區組織合作、社區民眾參與等變

項進行分析。 

 

政府基層部門所承辦之社區健康營造中心經費來源主要以國健局補助

款與其他單位配合款；醫療院所則以國健局補助款、自籌款為主；以民間

社團而言，以自籌款為主要經費來源。 

 

在宣傳活動方式上，政府基層衛生部門主要透過志工宣傳、張貼海報、

員工宣傳等方式進行；醫療院所承辦之健康營造中心的方式則透過鄰里長

宣傳、張貼海報、志工宣傳、大型活動主題攤位進行宣傳；尌民間社團而

言，透過志工宣傳為主要方式。 

 

此外，分別以各組織類型呈現志工團隊運作、社區組織合作、社區民

參與等面向的概況（如表 5所示）。民間社團在各方面的參與程度與運作狀

況皆優於其他類型經營的社區健康營造中心，整體而言，以民間社團＞醫

療院所＞政府基層衛生部門，但仍頇注意民間社團僅有 1 個回收個案而導

致過度解釋的限制。 

 

表 5  機構類別與志工團隊、社區組織合作、社區民眾參與之概況（平均數） 

 機構類別 

民間社團 醫療院所 政府基層衛生部門 

志工團隊運作 4.47 4.19  3.17  

社區組織合作 4.73 3.92 3.66  

社區民眾參與 3.89 3.83  3.49  

 

（二）社區健康營造中心持續營運之相關分析 

以社區健康營造中心機構類別與是否持續營運進行分析，於回收之問

卷中發現，醫療院所承辦之健康營造中心與社區發展組織目前皆為持續營

運之狀態，而政府基層衛生部門則有 5 間持續營運。持續營運之社區健康

營造中心，有 12 間獲得地方行政人員支持；而有成立專責單位之健康營造

中心目前皆持續營運。此外，針對營造中心所遭遇之困難與是否持續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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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分析（如表 6所示），發現停止營運的單位中，其在組織領導人才不足、

缺乏擬定健康議題的專業人才等面向遭遇阻礙的比例較高；而反觀持續營

運的營造中心，認為在缺乏贊助資金、社區民眾參與不踴躍等面向遭遇阻

礙程度較大。 

 

 

表 6  持續營運與遭遇阻礙情形 

 

持續營運 

機構數（百分比） 

否 是 

遭遇 

阻礙 

缺乏贊助資金 1(12.5%) 7(87.5%) 

組織領導人才不足 2(33.3%) 4(66.7%) 

社區民眾參與不踴躍 1(16.7%) 5(83.3%) 

對健康營造熱情不再 1(20.0%) 4(80.0%) 

缺乏擬定健康議題的專業人才 2(50.0%) 2(50.0%)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承辦機構類別 

不同類型的組織，在社區健康營造活動所能發揮的功能與特色亦不相

同。本次研究結果顯示，在擔任社區健康營造中心承辦機構的部份，衛生

所等政府基層部門約佔 50.0%，醫療院所佔 37.5%，其他一般民間團體所佔

的比例則為相對少數；而在活動推行方式、經費來源等部份亦隨著組織類

型不同而有差異。黃淑玲（2004）指出不同承辦機構的社區健康營造中心

在管理與運作成效方面會有所不同；管敏秀（2002）發現醫院、衛生所等

具有醫療背景的團體承辦社區健康營造在專業資源及人力方面皆較其他組

織充裕，因此在承辦社區健康營造業務時會有著較好的成效。莊棨皓（2010）

以及本研究的結果皆顯示，由醫療院所承辦的營造中心有較高的比例持續

營運，且在經費來源部份多能獲得院所本身的預算編列支援。 

 

（二）志工團隊運作 

營造中心主要負責人對於志工運作的情形多抱持肯定的態度；在宣傳

活動的方式當中，志工是最被倚賴的管道，此與洪美珠（2004）、莊棨皓（2010）

60



 

的研究結果相符合，該研究進一步指出，透過志工宣傳活動的社區健康營

造中心有著較好的運作成效。 

 

（三）社區組織合作 

研究結果顯示營造中心主要負責人覺得營造中心與社區組織合作情形

越好，營造中心持續營運的可能性越高；此與 Florin 等（1993）研究相符，

其指出社區組織連結與成員參與、未來期待等情形皆有著正相關，由此推

測持續加強合作關係，對於各社區健康營造中心將更有助益。 

 

（四）社區民眾參與 

李怡娟、武茂玲（2001）的研究指出民眾的參與和賦權是社區健康營

造成功的關鍵，本研究結果顯示，營造中心主要負責人對於民眾參與社區

健康營造中心舉辦之活動的情形多抱持肯定的態度，在推行活動時亦不乏

相關概念說明的活動。但整體而言尚有進步的空間，特別是在規劃活動議

題上，重視社區民眾健康需求調查分析，使健康營造中心能夠推行對於民

眾有著吸引力且確實符合需求與期待的活動，要達到此目標，仍需回歸到

民眾的賦能認知與社區感的建立。 

 

（五）阻礙健康營造中心持續營運之因素 

缺乏贊助資金是被最多受訪負責人所認定，阻礙營造中心永續發展的

困難點；過往許多研究亦指出社區健康營造中心經費的多寡對活動推動成

效有相當大的影響（管敏秀，2002；張耀文，2003；施秋娟，2003；莊棨

皓，2010）；而研究結果亦顯示經費來源部份仍以政府補助為主要來源，針

對此點，葉嘉楠、洪嘉欣（2006）提出建議，政府應加強與地方之溝通，

針對各社區所需進行補助，而非單純投入大量經費。 

 

組織領導人才不足是另一個影響持續經營情況之重要因素，過往國內

社區健康營造相關研究多強調社區領導人的重要性（莊瑞菱，2001；陳慧

珊，2003；葉惠文，2004），但少有探討營造中心組織之領導人。由於領導

者的形態對於組織成效有著重大的影響（池文海、黃庭鍾、魏國州，2007），

因此營造中心亦需招攬或培育領導人才甚至成立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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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一）持續進行社區民眾賦能 

依照 WHO 所提出之健康城市計畫實施步驟，政府與專家在計畫初期提

供指導與示範，賦能予民眾，計畫後期則應由民眾自發性推行相關活動，

進而影響政府制定相關政策；因此，持續對國內社區民眾進行賦能為必要

之工作，期使民眾不只是參與已規劃好的活動，尚能主動發貣、提出符合

社區當地民情與需求之活動議題，進而影響政府；衛生所等政府基層部門

與醫療院所則將重心慢慢轉移為提供專業資源以協助社區民眾為主。 

 

此外，社區中領導人士、專家學者若能對健康營造工作的參與、支持

與肯定，是凝聚社區共識、增進社區參與的原動力。因此，可透過教育方

式，讓里鄰長、鄉鎮市長、社區發展協會、各社團等社區領導者認識社區、

了解社區，激發地方意見領袖對社區健康營造之重視。同時透過地方領導

者對社區健康營造中心之宣傳，或藉由社區內各項集會或活動，適時將健

康促進之訊息深入社區各角落。 

 

（二）培養具領導特質之志工 

志工是社區健康營造的骨幹，透過在地志工的參與，可以收集到更貼

近社區實際需求的資訊，以做為社區方案規劃時的依據，並且在營造中心

專責人力吃緊的情況之下，提供非常好的活動和行政方面的支援。但在實

務運作過程中發現，志工的潛力應該可以多被引發，不侷限在社區活動時

的支援或行政事項的協助，可嘗詴賦予其規劃和領導的責任，如此一來，

從社區需求的發掘到社區方案的規劃，進而執行社區方案，都是由在地志

工一手包辦，更貼近所謂社區自主的理念，亦是真正將主導權歸還社區。 

 

（三）建構社區資源網絡 

社區資源的運用與開發，無論是人力、財力、物力資源，都是社區寶

貴的資產。因此政府亟需協助地方建立貣社區資源網絡，以策略聯盟的方

式積極與其他機關、團體尋求建立合作、分享的社團網絡關係，以彼此互

助為基礎。善用社團、個人的專長與特色，以便把資源做最好的連結與運

用，彰顯出社區健康營造的績效，集合眾力以為組織最強大的後盾，共同

為社區營造出永續發展的空間。 

 

（四）營造公私部門協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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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協力是跨組織的合作關係，組織間因具有不同的專業、技術與知

識，而形成一種互利共生的生命共同體型態。政府應積極建立與民間協力、

互助、合作、信任的夥伴關係，因為政府資源有限，民間力量無窮。政府

本身雖然是公共服務的提供者，但也大量支持非營利組織提供公共服務，

運用非政府組織來達成政府的目標。政府部門與非營利組織合作的過程中，

政府對私部門應善用民間力量，建立政府與民間對話的機制，營造彼此間

互動、協調與溝通的平等互惠關係，做好「跨域治理」。 

 

（五）協助營造中心永續經營發展 

健康的維護、健康的促進、健康行為的改變不是短時間尌可以看到成

效，因為健康促進要從教育著手，到社區居民認知，到採行健康行為，以

至持續實踐健康行為需要蠻長的時間，因此，社區健康營造是需要長時間

的經營才能看出成效。政府應該繼續提供經費補助非營利組織推動社區健

康營造計畫，建立社區居民持續推動健康觀念。雖然社區健康營造工作最

終目標是社區自籌經費，自給自足，但是在資源貧乏地區，這個目標不易

達成。 

 

政府或可評估開辦公益創業投資（Venture Philanthropy）5基金，將

慈善公益當成一種投資，較關注金錢如何運用，同時希望這些受捐助的公

益組織能設定具體之績效目標，有效使用捐助資源。公益創投可降低非營

利組織在財務上的不確定性限制，並鼓勵、協助企業與非營利組織（公益

組織、民間社團）能長駐成為在地的一員，積極參與社區各種營造工作，

為社區長遠利益而努力，使其真正走上永續經營之途。 

 

（六）重視城鄉差異 

台南縣市已形成區域聚落結構，原台南縣有不同層級及自然坐落條件

的聚落、南市東區、北區接永康區是綿延一片開發區；大台南地區擁有自

山到海的生態系統。健康社區的推動要成尌的不只是個別的社區，更是整

                                                 
5
 公益創投之特性（Letts, Ryan & Grossman, 1997）： 

1.企業與非營利組織（受補助者、民間社團、社區發展協會）合夥關係的建立； 

2.企業不只是監督地位，對非營利組織的能力建構包含管理、有系統的解決問題； 

3.精確的投資（補助）意向說明書或前置研究； 

4.資金提供應為較長期且集中的投資，而不是方案導向、短期資金補助的方式； 

5.須面臨不確定性與風險，重視風險管理與責信； 

6.建立一套終止彼此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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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城市和城市區域的永續發展。 

 

台南市各社區無論在地理條件、人口結構、經濟條件及產業基礎都完

全不同，也存在非常大的城鄉差異；包含都會性格，更有外來人口居多的

工業城，甚至還包括農村地區，以及面臨港口及漁業的沒落地區，各社區

遭遇其特殊的困難。建議政府推動推動社區健康營造時，應把握下列原則：

深入了解社區、全民參與、結合社區的資源、本土化、因地制宜、在地的

人來做在地的事、運用傳統智慧、持續性的推動、融入日常生活之中、建

立支持性的環境、以及運用創造性來設計活動等。推動時切入的主題，可

依照社區的特殊需求、推動組織的專長與衛生署計畫的規範。聆聽社區真

正的聲音，和社區一貣學習與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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