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社區發展的整體目標是促進社群關係、培養居民獨立自主的精神、增

強社會責任感、建立團結和諧的社區，並且鼓勵個人參與解決社區問題，

從而改善社會生活素質。因此，社區發展工作可以說是一個非常廣泛的觀

念，在不同時期、不同地方，都可以有不同的意義和工作方法。它可以廣

泛至包括社會發展的任何活動，也可以局限於某一種指定的活動或工作方

法。(註1) 

 

民國八十三年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簡稱文建會）提出「社區總體

營造」一詞，民國八十四年舉行「全國社區發展會議」，會中建議要使社

區發展協會健全發展，使地方政府之福利、衛生、教育等機構能夠加入社

區工作。(註2)文建會以「社區總體營造」這個名詞來統整許多方面的社區

營造活動，希望不論在城市或鄉村，生活環境、美學品味、社區秩序或產

業型態，都可以為台灣基層社區帶來一個全新的風貌。(註3) 

 

文建會以推動社區總體營造為重要施政方針，其工作重點是從建立人

民愛鄉、愛土的生活價值觀著手，進一步藉由社區藝文活動的推展，凝聚

社區意識，結合民眾力量，改造社區環境，提昇地方文化產業與建立社區

文化特色，進而重新建立人與人、人與環境的關係，營造富麗、和諧，讓

人民可以安心居住，子孫可以永續經營、世代相傳、無虞匱乏的土地。(註

4) 

 

「社區總體營造」的理念，是一個以「人」為主體的文化地貌，環境

景觀和生活品質全面改造的工程。它的基本根源在「人心的改變」，將傳

統台灣農村社會的親密人際關係網絡恢復，賦予一種「共同決定未來願景」

的民主意識，也就是所謂的「社區意識」，讓地方人自己共同參與、共同

決定自己的生活環境、生活方式與未來願景。(註5) 

 

社區總體營造的目標，不僅在營造一些實質環境，最重要的還在於建

立社區共同體成員對於社區事務的參與意識，和提昇社區居民在生活情境

的美學層次。不只是在營造一個社區，實際上它已經在營造一個新社會、

營造一個新文化，營造一個新的人。換句話說，社區總體營造工作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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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就是在造人，也只有透過文化的手段，重新營造一個社區社會和社會

人。由其推動的動機，可以看出社區總體營造的基本理念，乃是希望透過

社區居民的參與社區公共事務，引發社區意識達成社區生命共同體的認同

感，以共同營造一個新的社區社會和社區人。(註6) 

 

文建會所推動的「社區總體營造」，從「造景」與「造產」入手，其

目標是「造人」。造景是為社區創造一個適合居住與生活的環境空間；造

產是為社區的產業創造文化的內涵，或是將傳統的社區文化賦予產業的行

銷；造人則是創造出能展現現代社區生活品質的新人類。造景與造產皆是

為造人提供具體措施，在造景與造產的過程中引導社區民眾參與並擔負責

任、促進社區居民交流形成社區共識、教育社區民眾合作解決困難以建立

堅強組織等，具高品質生活能力的新人類才可能在此種社區環境之中孕育

成形。(註7) 

 

自積極推動社區總體營造活動開始，許多的社區動了起來，紛紛組成

各種社區組織，但是各社區在進行總體營造時常偏狹地著重於完成工作的

努力，卻喪失對工作目標的堅持與反省，孤軍奮戰多年而至硬體建設完成

後居民的情感就崩離了，然而若能在這過程中融入教育的精神，則社區的

永續發展將展現出無限的可能。(註8) 

 

跟社區發展不可分割的是社區教育，這是一項敏感而不可或缺的工

作。如果只是主觀地由政府單方面去影響或改變社區觀念，結果可能遇到

抗拒，而透過社區人士推動則較易為社會大眾所接納。社區教育是一個民

主的歷程，是要彼此學習，從互相教育的過程，使大家認識到如何以大眾

利益為依歸，選擇最可行的途徑解決問題，這正是社區發展的真諦。(註9) 

 

公共圖書館基於教育均等之觀念，由當地政府機關提供人力、經費，

收藏各項資料，以供民眾使用的機構，民眾不分性別、年齡、職業、宗教

信仰、教育程度皆為公共圖書館之主要服務對象，由於公共圖書館分散各

地，深入社區，民眾使用便利，因此，公共圖書館成為與一般民眾關係最

為密切的社教機構。(註10)社區總體營造活動，是民眾自己結合各界的力

量提升自己生活素質的一種全民運動。(註11)在台灣，公共圖書館是普遍

存在於各鄉鎮的文化與教育單位，和民眾的生活結合在一起，在整個社區

總體營造活動之中自有其發揮的舞台。 

 

我國政府明定民國87年為「中華民國終身學習年」，教育部並公布了

「邁向學習社會」白皮書（註12），揭示終身學習社會的來臨。終身學習

的社會需要永續不斷的學習，此時社教機構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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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的推廣教育，讓現代人懂得如何使用圖書資訊來安排規劃自己的學

習進程；圖書館的館藏與資訊系統，讓現代人得以獨立自主的學習；圖書

館的展演研習活動，讓現代人得以擴展學習領域，也讓他們找到表現、應

用、發展與共同討論的舞台，此種終身學習的特性，正是圖書館身為社教

機構所具有的獨特功能。(註13)圖書館在終身學習的推展過程中，扮演著

重要的角色，圖書館的推廣服務也就成為達成終身學習目標的途徑之一。

（註14）在終身學習社會中，公共圖書館必須積極參與終身教育的行列，

並滿足社區營造者對尋求文化與智力場所的需求，如活動、展覽與會議的

場所，成為社區相同志願者的相逢與討論的地方。（註15） 

 

邁入資訊社會後，圖書館扮演的角色不僅是被動的提供服務，還要主

動的、積極的利用各種方式，藉助各種活動，或運用各種媒體，以吸引現

有的及潛在的讀者；有計畫、有組織的推廣圖書館各項工作與服務，因此，

圖書館的推廣服務應運而生。(註16) 公共圖書館推廣服務就是要將公共圖

書館的服務推銷出去使其廣為人知，其目的是希望透過各種活動的舉辦，

讓更多的人了解公共圖書館，接近公共圖書館，進而使用公共圖書館。(註

17)公共圖書館的社會教育功能和社區總體營造之造人目標有共通之處，當

公共圖書館成功的被推廣出去之後，將有益於社區民眾對圖書館及其活動

與服務的認識，進而影響民眾自我學習意願，並且和社區總體營造的終身

學習體系相呼應，因此公共圖書館推廣服務自當負起協助推動社區總體營

造之責。 

 

隨著終身學習社會的來臨，公共圖書館的教育功能必須加以發揮並適

度的擴張，主動積極的規劃參與教育活動，整合社區的各種學習資源與安

排規劃各項學習活動，讓公共圖書館成為社區的學習資源中心，為終身學

習社會負起社會教育的功能，是公共圖書館的新時代使命。(註18)本研究

將以社區總體營造為切入點，從文化與藝術的角度來探討作為公共圖書館

一員的鄉鎮圖書館可以發揮之功能，並找出鄉鎮圖書館服務如何發掘與啟

動社區民眾的熱情，以協助社區民眾發揮自動自發、自助互助的精神，主

動改善社區環境，提升社區民眾自我生活素質，終而達到社區總體營造之

造景、造產與造人的理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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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鄉鎮圖書館能在社區總體營造中扮演的角

色、應有的責任及可發揮的功能。具體陳述研究目的如下： 

 

一、 社區總體營造展現出民間活潑的生命力與本土關懷，本研究意欲推

廣社區總體營造理念於鄉鎮圖書館服務之中。 

 

二、 瞭解鄉鎮圖書館經營者，對於社區總體營造精神融入圖書館服務的

想法。 

 

三、 探討熱心於鄉鎮圖書館服務之社區工作者或文史工作者，對於圖書

館服務結合社區總體營造的期望。 

 

四、 發掘鄉鎮圖書館於社區總體營造中可以施展的功能。 

 

 

第三節 研究問題 

 

依據上述研究目的，將本研究欲探討的問題分列如下： 

 

一、 鄉鎮圖書館推動社區總體營造的經驗為何？ 
 
二、 鄉鎮圖書館從業人員對社區總體營造的想法為何？ 
 
三、 社區工作者與文史工作者對於鄉鎮圖書館參與社區總體營造有何期

望？ 
 
四、 鄉鎮圖書館可以在社區總體營造中有哪些著力點？ 
 
五、 鄉鎮圖書館服務與社區總體營造結合後可以有哪些具體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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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名詞解釋 

 

一、鄉鎮圖書館 

 

台灣之公共圖書館行政體系分三級：省（直轄市）圖書館，縣（市）

立圖書館，鄉（鎮、市、區）圖書館，鄉鎮圖書館是分布最廣和數量最多

之基層圖書館。台灣原無「鄉鎮圖書館」之稱謂，各鄉鎮如設有圖書館，

均逕以各縣市圖書館分館名義稱之，至民國五十八年，「台灣省各鄉鎮縣

轄市立圖書館組織規程」頒佈，始確立鄉鎮圖書館之地位，而該規程之頒

佈正是促使鄉鎮圖書館得以發展之基石。（註19） 

 

二、圖書館推廣服務 

 

圖書館推廣服務係指圖書館服務之延伸，也是將圖書館的服務地域、

服務項目、服務對象以及服務時段加以推廣，以吸引更多的讀者充分利用

圖書館提供的各項服務。服務地域的推廣就是將圖書館的服務自其所在地

向外推廣，如設立分館、小型圖書室、服務站、圖書巡迴車、巡迴書庫等。

使路途遙遠、不方便到圖書館的讀者也能享受到圖書館的服務。服務項目

的推廣是推廣服務的重點工作，旨在推展圖書館的各項服務，使館藏資源

能為更多人使用，其內容包括：演講、展覽、音樂欣賞、影片欣賞、研習

會、競賽活動(如徵文比賽、答題比賽等)、出版刊物、讀書會等。服務對

象的推廣是將圖書館的服務由一般讀者(通常為成人)，推及到兒童、青少

年、老年人、病殘者、受刑人等，這些對象較之一般成人讀者，各有其特

殊背景與需要，圖書館宜針對不同對象，設計各種適宜的服務。(註20)服

務時段的推廣則是因為各圖書館人力財力及環境因素不同，為讀者所提供

的服務時段也會有所不同。（註21） 

 

三、社區發展（Community Development） 

 

社區發展係因聯合國鑒於二次大戰後，世界各地有數百萬個鄉村地區

面臨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變遷中所面臨的適應問題，在經濟上及生活方

式上需要有計畫的改進，乃參照各國過去有關農業推廣、鄉村建設，及大

眾教育的經驗，組織專門機構，延攬各國專家，自1952年起擴大推行。其
定義係指人民自己與政府機關協同改善社區的經濟、社會及文化狀況，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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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社區與整個國家的生活合為一體，使他們能夠對國家的進步有充分貢

獻的一種程序。這一程序包括兩種重要的因素，一是人民本身儘量本諸自

動、自發的精神參加改善自己的生活水準；一是以鼓勵自動、自助、互助

的精神並使這種精神更能發揮效力的方式，提供技術和其他服務。社區發

展最重要的乃在激發社區居民的需要感，引導他們參與各種工作計畫及行

動，而處處使他們以自助的心理與精神來推展工作。(註22) 

 

四、社區總體營造 

 

社區總體營造是文建會自八十三年起正式提出「社區總體營造政

策」，希望藉由文化藝術的角度切入，循序完成打造新故鄉，形塑新文化

的理想。(註23)此一概念主要來自日本的「造町」，英國的「社區營造」

（Community Building），以及美國的「社區設計」（Community Design），

強調社區生命共同體的意識。依據日本千葉大學教授宮崎‧清的看法，社

區總體營造的產生，是由於「社區崩壞」，而積極探求遏止崩壞的良方，

以期創造更好的生活環境。文建會所推動的社區總體營造引介日本的觀念

和做法，根據三大原則，包括：(1)以社區的歷史個性為基礎；(2)確認社
區的文化精華；(3)由居民以內發的方式確實實踐，配合社區特色，分別從

單一的不同角度切入，再帶動其他相關項目，逐漸整合成一個總體的營造

計畫。(註24)由於多數使用者簡稱社區總體營造為「社區營造」或「社造」，

因此本研究亦採用社區營造或社造作為社區總體營造之代稱。 

 

五、社區意識 

 

社區意識係指居住於某一地區的人，對此地區及鄰人有一種心理上的

認同與融合，即所謂的歸屬感，亦即他認為這個地區是屬於他的，而他也

是屬於這個地區的，又稱為社區情誼(Community Feeling)。(註25)社區情
誼是對社區組織有共同情感，對社區問題有共同看法，對社區活動有共同

喜好，彼此有互相的意願，負責的決心，共同的希望與努力的目標。國內

社區發展工作強調精神倫理建設的理論基礎，即植根於社區情誼。(註26) 

 

六、社區資源 

 

社區資源係指可用以協助社區解決其問題，滿足其需求，促進其成長

的動力因素。社區資源的運用在社區發展中相當重要，因而社區資源在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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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上或實務上的分類繁多，最常用的社區資源分類可歸為五大類：(1)自然
環境資源：每個社區有其地理環境、地形、地貌、自然景觀與一切自然環

境上的資源皆屬之；(2)人力資源：社區內的個人、親友、師生、社團幹部、
工商企業人士與政治領袖人物等皆屬之；(3)物力資源：社區活動時所需的
工具、器材、物料、設備、房舍與物件等；(4)財力資源：活動的經費、捐
款、補助、收費等；(5)組織資源：社區內各種學校、社團、工商企業、公
司團體、藝文團體、基金會等。社區資源能否充分運用，關鍵在於社區資

源之資料整理與發掘，社區資源之規劃與動用，這些皆有待於社區人士自

動自發的呈現與奉獻。(註27) 
 

 

註釋 

                                                 
註1：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社區工作新程式（台北市：台灣商務，民 82），頁 3。 
註2：徐震，「社區營造:台灣社區工作的新程式」，社會建設 97 期（民 86 年 9 月）：

1-15。 
註3：蔡季勳，台灣社區總體營造的軌跡（台北市：文建會，民 88 年），頁 21。 
註4：文建會，<http://www.cca.gov.tw/cgi-bin/index.cgi>(檢索日期：

2005/01/14) 

註5：劉蕙苓，重見家園：社區再造的故事與省思（台南市：大千文化，民 89 年），
頁 184。 

註6：林振春，「圖書館在社區總體營造中的角色與作法」，社教資料雜誌 253 期
（民 88 年 8 月）：3-8。 

註7：林振春，「社教機構在社區總體營造中的角色」，社教資料雜誌 241 期（民
87 年 8 月）：1-4。 

註8：林振春，「學校社區化與社區終身學習體系的建構」，台灣教育 551 期(民
85 年 11 月)：41-45。 

註9：同註 1，頁 10。 
註10：吳美清，「公共圖書館在社區總體營造中之角色與功能」，台北市立圖書館

館訊 14 卷 2 期（民 85 年 12 月）：33-43。 
註11：同註 3，頁 21。 
註12：程良雄，「圖書館推廣服務的原則與實務」，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館

刊 5卷 1期（民 87 年 9 月）：18-29。 
註13：同註 7，頁 3。 
註14：同註 12，頁 18。 
註15：國立台中圖書館，大地書情：公共圖書館的蛻變（台中市：台中圖書館，

民 93），頁 56。 
註16：胡述兆，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大辭典（台北市：漢美，民 84），頁 2069。 
註17：林麗芳，「圖書館的推廣服務與社區資源學習中心」，國立中央圖書館台

灣分館館刊 6卷 2期（民 88 年 12 月）：36-41。 
註18：同註 17，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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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9：盧秀菊，「我國台灣地區公共圖書館行政組織體系概述」，在公共圖書館經

營管理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慶祝台北市立圖書館成立五十週年（台北市：

北市圖，民 91），頁 308-326。 

註20：同註 16，頁 2069-2070。 
註21：程良雄，「圖書館推廣服務的原則與實務」，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館刊

5卷 1期（民 87 年 9 月）：18-29。 

註22：蔡漢賢，社會工作辭典（台北市：內政部社區發展雜誌，民 89 年），頁
241-242。 

註23：同註 3，頁 5。。 
註24：同註 22，頁 262-263。 
註25：徐震，「論社區意識與社區發展」，社會建設（民 84 年 4 月）：4-12。 
註26：同註 22，頁 253。 
註27：同註 22，頁 258-2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