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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社區是居住於同一地理區域上，具有共同關係、社會互動及服務體系的一個人

群（徐震，1980）。 

一個人可能可以沒有家庭，但很難脫離社區而獨自生活，終其一生漂泊卻仍有

想歸根的社區，而此一社區可能是自己的出生地、喜愛之地，或具有特殊感情與記

憶的地方（蔡宏進，2005）。農業社會的背景，社區形成個人情感連繫的聚合體，

社區的重要性可見一斑；歷經工業社會、後工業社會，邁向後現代社會，資訊與知

識為主要生產力，電腦資訊科技運用到現代社會各層面，深深影響人類的生活和組

織方式，情感的聚集轉向電腦資訊科技，社會變遷的過程，致使「社區」的認同基

礎再被提起。蔡宏進（2005）認為瞭解自己生活的社區是件重要的事，認識社區有

助自己適應社區，而社會學家實應對大眾生活與共的社區，肩負研究與探討的使命。 

研究者在大學時期即開始關心社區發展現況，大學實習階段更選擇瞭解地方政

府如何推動社區發展工作，期間體認到社區發展應「由下而上」運作，更發現尚未

擁有自主能力的社區組織有特殊的發展需求，他們期待政府繼續提供協助，使得政

府處於一個過渡角色，一方面希望社區落實自治，另一方面卻又無法避免扮演協助

社區組織朝向合法性、標準化、自主性運作之角色。政府與社區的互動到底呈現何

種關係？中央、地方是否會為了因應區域差異，達到妥協？引發研究者好奇。此外，

研究者發覺社會問題的降低、治安的維護，健全家庭固然重要，「社區」亦是相當

關鍵的環節，因為社區組織可以激發居民自助、互助精神，同時運用共同關心的議

題，達到社區行動。今日，面對日益重視的公民社會，社區成了公民參與的第一線，

政府積極倡導社區主義理念，期待落實於地方。 

    近年觀察政府動作，似乎還是可以看到政府在社區發展過程中扮演重要性，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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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給予社區計劃、方案等補助，也透過「評鑑工作」1的實施，傳達政府對於社區組

織制度化、正式化、標準化且自主自立的理想。在研究者的經驗中，一年一度的評

鑑工作是地方政府與參與評鑑社區的盛事，所有組織成員皆被動員，期待獲得肯

定。探究背後動機，幾乎跟獎勵金額有關。然而在地方政府與社區組織都重視評鑑

的情況下，其效果開始受到討論。研究者曾觀摩民國 95年宜蘭縣政府的縣內評鑑，

地方政府透過評鑑過程的方式，讓獲優等獎項的社區2協助輔導初次參與評鑑的社區

發展協會（港邊社區、東園社區、香和社區、信義社區），讓社區發展協會得以相

互學習、進行經驗的移植，也讓從事社區發展的實務工作者有交流的機會。研究者

認為「經驗的移植」在社區發展協會的推展上具有相當大的意義，政府評鑑是一個

重要媒介，評鑑工作實施的正面意涵能讓社區組織進行對話、學習，達同盟、合作

之效。反之，社區評鑑的負面意涵，對於社區發展協會來說，需要耗費人力與時間

準備評鑑資料，同時可能仍無法回應評鑑辦法的要求，以致於難受到評比肯定，成

員信心受挫。社區發展協會亦可能為了達到評鑑要求，製作書面成果、產生求經費

獎勵的競爭效果，且由誰來評鑑、誰能擔任評鑑委員，一直以來也是部分社區發展

協會成員質疑之處。評鑑的優缺點並無定論，但回到內政部辦理評鑑的用意，即是

希望透過評鑑過程，協助地方政府與社區發展協會定期檢視執行情況，並藉由專

家、學者與受評單位成員意見交流，形成具體建議，作為政府制定或修改相關政策、

法規的參考（林勝義，2004）。 

表面看來，政府辦理評鑑工作仍有其美意，期待建立地方與中央的對話平台，

那麼受到評鑑優等肯定的社區是否就真的能代表一個成功運作的社區呢？在評鑑

的爭議之中，如何發揮政府辦理評鑑的正向意涵，達到最大效益？研究者認為須深

入瞭解獲得評鑑績優的社區，從政府評鑑的標準切入，探索成為政府評比「績優社

區3」的成功因素，讓社區發展協會不只在縣內評鑑中能進行對話，更能從全國性的

                                                
1 早期稱為社區考核，由省市政府自行辦理，自 2001年擴大為全國性社區評鑑，由內政部統籌辦理，
即「臺閩地區社區發展工作評鑑要點」實施的評鑑工作，目的是要輔導社區發展協會健全組織，

強化社區福利服務功能，積極建設社區等。 
2 此處所提及的「社區」概念指「社區發展協會」。 
3 績優社區在本研究中即指在政府辦理社區評鑑過程中，獲得優等的社區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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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過程4、甚或是結果，擴大對話、交流與學習的對象，才可能極大化正面意涵，

修正過程的缺失。因此，研究希望可以從獲頒績優社區進行深入探討。 

民國 95 年台北市北投區的東華社區發展協會獲頒內政部優良社區卓越組的獎

項肯定，此協會自民國 86 年成立以來，根據社區需求採行各種社區行動和服務方

案，關注社區生態環境以及弱勢族群、社區居民的福利，並擁有健全的志工體系，

里辦公室與社區發展協會更充分結合，社區自主性相當強，實際的工作成果受到外

界矚目，更獲得公私部門的多項評鑑肯定及經費補助，實際走訪的經驗可以發現不

論是領導者的理念，或是實際的運作模式皆有值得學習、仿效之處。 

在人口集中的都市環境背景之下，空間與硬體建設不敷使用，產生「都市更新」

之需求，而都市居民社區意識相對為低的情形，如何透過社區發展過程產生運動並

凝聚共識，使都市社區結構不至於解體，成為推展都市計畫的重要議題。而台北市

東華社區發展協會即為都市型的社區，它如何扮演提升居民生活品質的基礎單位，

研究認為是值得探討的個案社區。東華社區發展協會得到內政部社區評鑑全國卓越

組第一名之美名，代表符合國家的評鑑制度化的標準，而這些標準是否能夠反應社

區進步、解決社區問題，呈現發展更新的樣貌，亦為值得思考之處。東華社區具有

國家評鑑績優的背景，也為一個都市型的社區，瞭解績優社區具有哪些特殊性，社

區工作專業人員又是如何看待此一績優社區，具有重要意義。 

除此之外，東華社區於民國 95 年的年底基層里長的選舉中，也因地方上的政

治角力戰的關係，社區發展工作受到嚴重的影響，可視為相當大的變革與挑戰，不

僅經歷評鑑的成功肯定，亦有遭遇挫敗的經驗，產生永續經營的危機。基於上述考

量，本研究認為東華社區發展協會具有成功與挫敗兩種特殊經驗，為重要的研究個

案，因此將以東華社區發展協會為個案研究對象。研究者希望能藉個案研究鼓勵更

多社區組織積極從事社區發展，不因遭逢阻礙而放棄社區發展工作，也為了能讓社

區發展協會得以擴大學習、交流，將透過深入探究東華社區之發展經驗，提供全國

各社區發展協會作為參考依據。 

                                                
4指依據臺閩地區社區工作評鑑要點，內政部以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評選為優等或甲等的 社
區發展協會為評鑑對象，頒布績優組、卓越組獎項，即是屬於全國性的社區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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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東華社區發展協會簡介 

     根據東華社區發展協會提供的資料，進行社區基本的背景資料介紹，如下所

述（社區發展協會，2006）： 

一、東華社區發展沿革 

東華里於日據時代稱為：台北三星郡北投區唭哩岸，光復後改制稱為：台北縣

七星區北投鎮立農里，民國 36年 8月改稱：陽明山管理局北投鎮立農里，而至民

國 57年 7月 1日則改稱台北市北投區立農里。民國 63年 12月行政區域調整，由原

來立農里劃分出來，正式成立設立北投區東華里，民國 79年 3月 12日行政區域再

次調整，將永和里、八仙里各一鄰和永明里五個鄰併入東華里，里名不變。而東華

社區發展協會即以東華里為地理範圍，於民國 86年 4月 19日在熱心社區居民奔走

努力下，第一屆陽清秀理事為發起人，由 47位鄉親組織立案，成立東華社區發展

協會，開始為社區服務。目前為第五屆，成員共有 60位。 

二、地理環境 

    台北市東華社區發展協會成立於民國 86年，會址位於台北市北投區東華里內。

東華里屬狹長型社區坐落唭哩岸山邊，東至唭哩岸山稜線至榮民總醫院圍牆與永欣

里為界，西至公館路與八仙里為界，南至北淡捷運線與立農里為界，北至唭哩岸山

與奇岩里為界，土地面積 0.679543平方公里（台北鄰里社區聯網，2005）。社區內

有礦物局訓練中心、台北市政府養工處、省政府訴願會宿舍、國立陽明大學、中國

醫藥研究所、捷運唭哩岸站、警政署保一總隊。大部分是住宅區，公園綠地有軍艦

岩、東華公園、北投七號公園、健行公園。 

    社區內的人文資源包含：（1）唭哩岸、慈生宮附近歷史街道；（2）東華公園

附近平埔族聚落所在地；（3）唭哩岸石與打石場；（4）充滿人文的街道空間。而

自然資源則有：（1）登山步道：陽明大學內可達唭哩岸山與軍艦岩山、磺溪山、

照明寺、榮民總醫院的登山步道；（2）八仙、磺港溪的水域空間；（3）捷運綠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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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東華公園內豐富的生態植物與 2400萬年的老岩層。 

三、人口結構 

    東華社區有 18鄰、近 1600戶，大多以服務公職居多。根據台北市北投區戶政

事務所（2007）資料顯示：直至 96年 2月東華社區的人口結構（表 1-1），男性人

口多於女性，實際戶數為 1570，人口為 4886人，且不斷增加當中。而 95年 12月的

戶政統計資料可見老人人口為 474人，其中男性老人 263人，女性老人 211人，老

年人口佔總人口數已經超過 9％，而根據社區發展協會的調查資料顯示社區內的獨

居老人有 10人。其中教育程度因戶政無相關統計資訊，無確實資料，依據東華社

區發展協會訪談民眾得知，現在 30歲以下都有專科以上的教育程度，壯年人大都

有國中以上，至於 60歲以上，則從不識字到大學都有。 

       表 1-1：台北市北投區戶政事務所 96年 2月各里人口數、戶數統計表 

            里別      鄰數       戶數     人口數 

           東華里      18        1570      男     女     合計 

 2381    2505    4886 

四、行政組織結構 

    透過＜圖 1：東華社區發展協會組織架構圖＞可知，協會是以會員大會為主要

權力核心，並從中選出理、監事組織理監事會進行行政運作，並且在理事長之下設

有總幹事，協助理事長推展社區工作事項，會務的運作主要是透過志工體系進行分

工，包括社區保健志工、福利社區飛鳳志工隊、社區巡守隊、社區環保志工隊、社

區文史志工隊、生態志工隊等六個志工隊；財務處理則設有會計一職進行管理。而

東華社區發展協會特殊之處在於與里辦公處的結合，志工體系是相互配合，且經常

透過里辦公處的人力共同推展社區的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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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東華社區發展協會組織架構圖 

五、社區的工作績效 

    東華社區在社區評鑑上民國 91 年曾獲社會局評鑑第一類組優等，91 年臺閩地

區社區發展工作評鑑優等，民國 95年第二類組優等以及臺閩地區 95年社區評鑑卓

越獎（台北市政府社會局，2005）。其中在社區推動的工作項目上，包含以社區送餐

服務基礎，成立社區照顧據點，透過保健志工擴大提供關懷訪視、電話問安及健診

講座等多元服務，並定期舉辦敬老慶生會；在社區綠美化及環境衛生方面，成立環

保志工，落實廚餘堆肥，定期舉辦「淨化家園，美化街道」，並辦理「花巷茶弄」，

強化閒置空間綠美化，另結合信義房屋社區一家計畫，推動「蝶舞東華」生態復育，

創造優質社區；成立社區守望相助巡守隊，秉持「社區守望相助一家親，東華社區

最溫馨」精神，透過維護家戶安全及關懷獨居長者，建構安全社區。在民國 95 年

的重點績效上，可分為建設、人文與關懷三方面。 

 

理事會 監事會 

理事長 常務監事 

總幹事/會計 

會員大會 

文史

志工

隊 

10人 

 

環保

志工

隊 

25人 

巡守

隊 

50人 

飛鳳

志工

隊 

12人 

 

保健

志工

16人 

生態

志工

隊 

7人 

 

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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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設方面 

1. 完成八仙圳閘門分流，讓居民免受淹水之苦，同時協調七星農田水利會逐

段完成圳溝以生態工法整治。 

（二）人文方面 

1. 陶版綠色地圖。 

2. 生態解說牌。 

3. 閒置空間逐段完成路美化。 

4. 協助立農國小畢業生社區尋根導覽。 

5. 東華公園蝴蝶廊道規劃執行。 

（三）關懷方面 

1. 自設社區健康廚房關懷、送餐、照顧弱勢族群。 

2. 中老年保健服務、成立支持團體（如糖友會、心血管、更年期婦女等）。 

3. 貼心服務夜間婦女愛心伴我歸。 

六、小結 

    東華社區發展協會為台北市都市型的社區，坐落於唭哩岸山邊，自然資源豐

富，區域內多為住宅區，大部分的人為軍公教人員，使得此社區生活單純，民風純

樸，環境優良。而自社區 86 年成立至今，即獲得許多大大小小的獎項以及補助，

91年至 95年更獲得社會局、內政部、文建會、青輔會以及信義房屋等計畫補助（附

錄一），社區發展執行成效顯著，社區發展協會與里辦公室在此期間更是結盟合作，

促進社區發展。研究者認為儘管社區發展協會的成員可能只佔社區的十分之一，甚

或更少，社區的發展經驗仍不能單就表面的成果而判定，縱使表面分析可知，東華

社區具有的特殊優勢：（1）運用志工組織：以志工組織推動多項社區發展工作，

致使社區的績效能有多元性的樣貌，例如動員飛鳳志工與保健志工推行社區關懷

等；（2）在地豐富的自然資源與人文資源：善用資源號召民眾參與、關懷居住的

社區。（3）基層組織結合：里辦公處與社區發展協會之間的結合，資源相互運用，

使得社區具有和諧氣氛，提升社區發展力量。然而由於社區內大多數為軍公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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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是否有助於志工籌組、提升自願性參與意願，或者對於社區內部的政治派系鬥

爭是否有影響，皆是需要深入探討，無法從單一層面探討，研究認為績優的社區發

展協會在組織區域之中，所呈現的為動態的運作。因此，本研究將針對東華社區發

展協會的發展經驗以及成為績優社區的成功因素持續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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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目的 

爲了能夠將績優社區的經驗提供給台灣地區其他社區發展協會進行參考，擴大

社區發展協會的對話與交流，期待創造更多績優社區，使社區發展協會此等基層組

織的地位與功能受到重視。故研究將以民國 95 年內政部評選為績優的社區、全國

卓越組第一名的「台北市北投區東華社區發展協會」為研究對象。希望能將研究者

對社區發展協會觀察到的問題結合研究，以全面性的觀點理解社區的經驗，包括在

人際疏離的情境下，社區發展協會如何籌組成立？當資源有限、人力動員困難時，

如何因應？可能的困境對他們的影響？希望在與社區發展協會成員接觸一段時間

之後，能夠藉整理與分析敘說東華社區發展協會的故事，增加人們對於社區發展協

會此等基層組織的瞭解與重視。 

基於上述的研究動機與問題，整理本論文的研究目的如下： 

一、 以台北市東華社區發展協會的發展經驗為主體，探索在歷史脈絡下社區發展

的過程。 

二、 從專業人員（學者、社區業務承辦人員、評鑑委員等）的觀點，探討東華社

區發展協會成為績優社區的成功因素。 

三、 針對東華社區發展協會遭遇的發展困境，探究其因應方式與造成的影響。 

四、 思索延續東華社區成功經驗的策略，提出相關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