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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93 年苗栗縣社區規畫師執行計畫問卷統計分析—
社區民眾篇

一、問卷統計部份：

題目 選項 百分比% 點選數
不贊成 6 8推動社區規畫師制度

贊成 94 128

不暸解 64 87遴選制度

瞭解 36 49

不需要改進 80 109對遴選制度看法

需要改進 20 27

很好 72 98

無意見 24 32

不好 0 0

駐地工作坊進入社區運作機制

其他 4 6

空間等相關議題的社

區代理人

（48%） 65

社區公共空間提出診

斷的專業者

（47%） 64

可義務協助各區進行

空間規畫

（60%） 81

社區規畫師扮演角色（可複選）

其他 （1%） 2

良好 41 56

尚可 32 43

不好 3 4

尚未有社區規畫師進

駐（不必答下題）

23 31

與社區規畫師的互動

其他 1 2

社區主導，專業者提供

技術輔導

55 75

專業者主導，社區提供

意見

40 55

社區與社區規畫師互動模式

其他 5 6

請專案管理中心協助 （18%） 24

請縣府業務承辦人員

協助

（20%） 27

請專業者協助 （19%） 26

社區自行想辦法解決 （41%） 56

社區規畫時遇到困難的解決方

法（可複選）

其他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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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 選項 百分比% 點選數
有（續答◎） 31 42參與今年度的社區規畫師輔導

計畫 無（續答＊） 69 94

可以學習相關知識理

念

（26%） 35

幫助社區進行改造 （30%） 41

瞭解政府相關施政計

畫

（21%） 28

充實自我 （1%） 2

◎願意參加社區規畫師培訓輔

導的原因（可複選）

其他 （1%） 1

輔導內容重複性過高 （26%） 35

接受輔導後社區仍無

法獨立完成規畫申請

（28%） 38

社區成員參與亦願不

高

（68%） 93

輔導課程與實務不符 （24%） 33

＊不願意參加社區規畫師培訓

輔導的原因（可複選）

其他 （6%） 8

備註：（）內之百分比為佔 136 份問卷總數的百分比。

二、基本資料部份：

題目 選項 百分比％ 點選數

男 88 120性別

女 12 16

21~30 歲 4 5

31~40 歲 6 8

41~50 歲 45 62

51~60 歲 30 41

年齡

61 歲以上 15 20

2 年以內 2 3

3~5 年 5 7

6~10 年 6 8

居住當地社區時間

10 年以上 87 118

有 49 67是否曾參加社區營造相關活動

沒有 51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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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歸納分析部份：

本問卷配合相關的訪談而有如下的歸納分析。首先，在社區規畫師扮

演的角色方面：

社區居民認為，空間佔了社區總體營造的重要關鍵，因此在社區規畫

師角色扮演中「可協助各區進行空間規畫的義務性工作」（81 位）中佔比例

最重，同時認為社區規畫師是一門義務性的職業，不難判斷出目前的社區

規畫師團隊皆是以義工的身份進入社區服務，此外，「政府對社區民眾間對

空間等相關議題溝通的社區代理人」（65 位）及「爲社區公共空間提出診斷

與提供專業諮詢的空間專業者」（64 位）中的比重是一樣的。因此，社區規

畫師在授課程時，應該教導社區居民社區規畫的軟硬體是並重的，均衡發

展，才是基於社區營造理念下，健全的社區環境改造。

在目前的社區規畫是團隊皆是以訪問、調查性的方式來進行社區環境

改造的工作，因此有 72％的居民認為贊成社區規畫師以駐地工作坊的方式

進入社區，如此一來，不但有助於社區規畫師更快進入社區的狀況，有助

於社發營造的工作，更可以藉此多與社區居民接觸，了解居民的需要，方

便民眾諮詢相關問題。

圖 1 請問對目前社區規畫師以駐地工作坊進入社區的運作機制贊同嗎

此外，在社區規畫師制度認知方面的情況：

推動社區規畫師制度實對社區發展有極大的幫助，如可提供社區建築方

請問對目前社區規劃師以駐地工作坊進入社區的運
作機制贊同嗎

72%

24%

0%

4%

很好

無意見

不好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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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資訊，來活絡化地方或是提供民眾對社區與建築問題諮詢的管道等

等，因此 94％的社區民眾皆贊成推動社區規畫師制度，顯示社區總體營造

之規畫屬專業性質，社區規畫師制度實有存在之必要。但除此之外，另有 6

％的民眾認為不贊成，據了解皆是規畫師與居民互動不良，或是社區發展

協會運作不佳，顯示社區規畫師與部分民眾的認知還有一小段差距。

圖 2 請問您贊成推動社區規畫師制度嗎

有 64％的民眾皆不了解社區規畫師的制度，顯示該制度並沒有落實到

一般民眾身上，這方面有賴於地方政府及專案管理中心的固定的（1）辦理

分區、分類社區城鄉風貌人才培訓基礎課程；（2）辦理分區、分類社區環

境特色與再造說明會、座談會；（3）協助專業團隊辦理社區專題性課程。

搭配社區規畫師進駐社區落實社區總體營造理念，相信假以時日，必定可

以改善此狀況

圖 3 請問您了解目前社區規畫師工作團隊的遴選制度嗎

請問您贊成推動社區規劃師制度嗎

94%

6%

不贊成

贊成

請問您了解目前社區規劃師工作團隊的遴選制度嗎

64%

36%
不了解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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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社區民眾與社區規畫師的互動關係方面等情況，一般來說，

41%社區民眾與社區規畫師的相處都算良好，但仍有 32％的民眾認為只是

尚可而已，據了解之後，發現問題不外乎是社區規畫師沒有清楚跟社區說

明其任務及社區規畫師的功能，或是因為部分的社區規畫師較客氣，與社

區較疏遠；其實問題都出在”人”，只要社區規畫師主動深入挖掘社區的各

種聲音與問題，協助地方性議題的診斷與發展，這方面的問題就可以改善。

圖 4 請問貴社區與社區規畫師的互動情形如何

在社區與社區規畫師的互動模式方面，有 55％的社區是由社區居民主

導，專業者提供技術輔導的情形佔了多數。這是一種良好且正確的操作方

式，代表苗栗縣專案管理中心的推動已有一定的成效。但仍有 40％的社區

是由專業者主導，社區居民提供意見的模式進行，顯示專案管理中心應讓

民眾體認到社區居民才是社區規畫師制度推動的主體，專業工作者只是技

術的輔導者，社區規畫師工作團隊必須重新學習、認識社區，尊重其自主

學習能力，從互動中共同建立學習成長的經驗方式。

圖 5 請問貴社區與社區規畫師之互動模式為何

請問貴社區與社區規劃師的互動情形如何

41%

32%

3%

23%
1%

良好

尚可

不好

尚未有社區規劃師進駐
社區（不必答下題）
其他

請問貴社區與社區規劃師互動之模式為何

55%
40%

5%
由社區居民主導，
專業者提供技術輔
導

由專業者主導，社
區居民提供意見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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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93 年度的苗栗縣社區規畫師執行計畫中，一共約有 40 多個社區參

加今年的「社區總體營造」及「城鄉風貌改造」政策，但苗栗縣大大小小

的社區有 250 多個，顯示出在這方面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

圖 6 請問貴單位有參加今年度的社區規畫師輔導計畫嗎

社區願意參加社區規畫師執行計畫以希望能幫助社區改造（41 位）及

可以學習到社區規畫的相關知識與理念（35 位）佔了大多數，可以了解到

社區居民對自己的社區的自我意識方面的認定，因此在此種狀態下，社區

居民基於生活環境的共同性，而發展出「禍福與共」的感情，亦較能對於

社區整體事務凝聚共識，因此，參與社區規畫都是以社區義工、自動自發

的心態來參加的，這是值得鼓勵，並且也是我們所推崇的行為。

在不願意參加社區規畫師執行計畫培訓的因素中，以「社區成員參與

意願不高」（93 位）為主要因素，而其他「接受輔導後社區仍無法獨立完成

規畫申請」（38 位）、「輔導內容重複性過高」（35 位）及「輔導課程與實務

操作不符」（33 位）則是約一樣的比重。社區營造理念的扎根與落實，須從

培養社區居民參與社區公共事務、規畫社區發展方向與活動執行的能力做

起，因此社區人才的教育訓練課程必須針對個別社區的需求而設計，並吸

收多元化背景的社區民眾參加培訓，以強化社區在改造過程時，面對各種

問題的解決能力和成長的機會，才是解決社區居民意願不高的方式。其它

的問題則有賴於專案管理中心與社區規畫師溝通之後，共同研擬一套改良

問題的機制。

請問貴社區有參與今年度的社區規劃師輔導計畫嗎

31%

69%

有（續答◎）

無（續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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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在遇到問題時，大部分都是社區自行想辦法解決（56 位），其餘

則是請縣府業務承辦人協助（27 位）、請專業者協助（26 位）及請專案管

理中心協助（24 位）則是佔相同的比重。將近三成的比例，顯示出社區居

民其實對於承辦人員，以及專業團隊有一定的信賴程度，若是承辦人員與

專業團隊可以更積極的主動協助，深入社區處理相關事務，這樣應可以改

善這種情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