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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大 20 使命與願景-公共實踐與城市永續發展」研討會計畫 

使命‧願景‧實踐 

    自 1998 年全國第一所社區大學在臺北市文山區成立，今年 9月 28日社大

運動正式邁入第二十年，二十年來社區大學以嶄新的方式推動成人學習的新思潮，

除在全國各地開展出多元的學習成果及價值，並以民間推動的教育及社會改革主

軸，發展出多元的學習型態，並展現積極的行動實踐力。臺北市 12所社區大學

每學期學員人數平均約 40,000人，開設課程數近 2,000門，除開設豐富多元的

課程之外，在環境保護與環境教育、文化資產的守護、社區人才培力、食農食安

教育、多元文化推廣、弱勢族群關懷等方面的實踐與行動有有所成，另外也適時

的扮演著地方政府與民間的理性對話平台角色，社區大學除了外界所認為的成人

終身學習的機構外，實質默默的在各地建立臺灣及城市的軟實力。 

    近年來社區大學對於社區議題的公共討論、深化社區的文化等社區工作都有

豐碩的成績，備受肯定，社大長期透過學習的引導，群聚有相同共識的社群，投

入各社區議題的實踐與改造。臺北市 12所社大多年來積極培力社區與協助營造

社區，與市府局處長期合作推動各項市政政策成果豐碩，並透過社大力量協助城

市進步發展，引進更多民間的活力與創新，使改變與夢想成真。社大透過終身學

習的軟改造，做為臺北市邁向未來的實力，以此來推動社區終身學習，協助市民

解決生活問題，提升市民生活品質。並以具知識社會、創意社會、永續社會的學

習內涵，從學習策略切入為城市競爭力提供關鍵能力與創新能力。 

  『社大 20使命與願景-公共實踐與城市永續發展研討會』，會中將分享二十

年來社大的公共實踐與城市發展創意行動。 

 

壹、活動宗旨 

    社區大學在「知識解放、促成公民社會」的理念下，實驗、發展出多元樣貌

且根源自在地的認識與關懷，在強調學員主體性的學習下，多年來社大對於在地

知識的認識探索也潛備著公民培力、賦權的能量，承載起強化在地認同、培育地

方人才、發展地方文化的重要使命。例如：河川生態守護、地方文化資產保存、

公眾參與審議民主、社區公民影像、都市空間議題環、社區營造人才培力、高齡

友善社區營造…等，成果豐碩，其「在地知識」的蒐集、累積及保存的任務，是

建構「臺北學」的一個過程。透過在地營造與實踐，作為城市發展的行動力，將

每個社區大學的在地工作串連起來，自然而然地展現出五彩繽紛、活力充沛的一

幅城市圖象，也組合起立體的「臺北學」、「城市發展前瞻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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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討會將以社大公共實踐的定位討論與探索研究之途徑，並進而探索社

大如何透過學習軟實力，來協助城市進步發展，引進更多民間的活力與創新。我

們邀請社大就其面對都市發展問題，發展出具有公民行動實踐經驗的夥伴分享他

們的經驗與面對的困境，同時邀請關心社大發展與城市發展的學者與談，期待凝

聚出社區大學新的新的「可能性」的視角和實踐方向。 

力主推動公民社會公共實踐的社區大學，到底要怎麼看待都市發展？又怎麼

在城市新的歷史脈絡中提出我們的都市發展主張？我們又有那些具體的經驗可

以分享，以提出面對「問題」，而產生新的「可能性」的視角和實踐方向？在思

辯過程同時也為社大的下一階段的自我定位與發展，建構更清晰的脈絡，並建構

社大、學界，與民間相關團體間之跨領域交流。 

 

貳、預期效益 

一、透過臺北市社大 20使命與願景的回顧與前瞻之討論，建構社大轉型契機，

讓社大能再度引領時代的創新轉變。 

二、分享社大面對城市永續發展議題的實踐經驗、成果與問題，凝聚出社大

新的可能性視角與實踐方向。 

三、強化社大與在地連結合作，成為帶動區域發展的軸心基地；整合區域資

源培育人才，主動發掘在地需求，解決在地問題；培育能為在地發展創造

價值的社大師生，發展符合在地需求的社會創新企業。 

四、將知識資源轉換為地方發展的動力，提供城市永續發展的基礎。 

 

叁、指導單位：教育部、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肆、主辦單位：臺北市社區大學永續發展聯合會 

    承辦單位：臺北市松山社區大學 

    合辦單位：臺北市 12所社區大學 

    協辦單位：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臺北市社區大學民間促進會、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社教系 

伍、活動時間：106年 12月 7日(星期四)及 8日(星期五)。 

陸、活動地點：臺北市青少年發展處-6樓國際會議廳（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一

段 17號） 

柒、參加對象 

一、教育部及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社大業務相關行政人員。 

二、社區大學行政人員、師生及相關領域學者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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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心社大發展之社會民眾。 

捌、參加人數：200人(額滿為止) 

玖、報名方式：請利用線上報名系統，http://www.sscctpe.org.tw/ 

         或 EMAIL報名表至 L0955088508@gmail.com ，有任何疑問， 

         請電洽 02-27475431分機 14 游執秘  傳真:02-27422865  

         (報名截止日：106年 12月 2日下午 5時止。) (報名表如附件) 

 

拾、研討會議程 

12月 7日第一天議程 

 研討會議題 主持人/與談人 

09:00~09:30 報 到  

09:30~09:40 開幕式 開幕致詞 貴賓致詞 

09:40~10:50 主題一:循環經濟‧新創

經濟--為城市創生開路 

1. 耕一畝社企夢田 

2. 青銀共創共享經濟 

3. 社大儲備老闆學校與

社區微型產業培力 

4. 從地方特色發掘的生

活文創與觀光 

主持人: 

吳思瑤/立法委員 

 

與談人: 

1.陳一強/活水社企投資開發公司總經理 

2.鄭秀娟/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副董事長 

3.張芳德/內湖社大副校長 

4.簡裕鴻/宜蘭內城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10:50~11:10 回應與討論 

11:10~11:20 休息茶敘與聯誼 

11:20~12:30 主題二:參與式發展與城

市治理創新模式 

1. 社大參與式預算的推

動經驗 

2. 公民參與與城市治理 

3. 審議民主在社大 

4. 社大與公共制度的重

整與改造 

主持人: 

林國明/臺大社會系教授 

 

與談人: 

1.謝國清/北投社大校長 

2.林邦文/TCPA臺灣公民參與協會副理事長 

3.楊志彬/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秘書長 

4.吳茂成/臺南社大台江分校執行長 

12:30~12:40 回應與討論 

12:40~13:40 午餐時間 

13:40~14:50 主題三:永續生態與城市

發展 

1. 環境變遷與韌性社

造 

主持人: 

李得全/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局長 

 

與談人: 

http://www.sscctpe.org.tw/
mailto:L095508850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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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討會議題 主持人/與談人 

2. 城市綠道與臺北淡

蘭文化徑 

3. 大河願景與河川跨

域治理 

4. 田園城市的推動與

落實 

5. 溼地復育與永續生

態 

1.李永展/臺北市社區營造中心計畫主持人 

2.周聖心/千里步道執行長 

3.陳建志/淡水河基隆河流域守護聯盟共同召

集人 

4.曹錫智/南港社大副校長 

5.陳德鴻/臺北市文山士林二所社大溼地萃湖

復育帶領老師 

14:50~15:10 回應與討論 

15:10~15:30 休息茶敘與聯誼 

15:30~16:00 綜合座談 

主持人：林振春/中華民國社區教育學會理事長 

16:00~16:30 社大發展祈願樹 帶領人: 

蔡素貞/臺北市社區大學永續發展聯合會理事

長 

16:30~ 賦 歸-明天再相聚 

 

12月 8日第二天議程/暫定 

 研討會議題 主持人/與談人 

09:00~09:30 報到  

09:30~10:40 主題四: 城市治理下的

社會福利與社會正義 

1. 老人生活與生涯新規

劃 

2. 實踐居住正義的創新

模式-共生公寓 

3. 以學習推動友善社

區：從在地文創、家

庭共學談起 

4. 臺北女路與女力培力 

5. 社區關懷的社大實踐 

主持人: 

黃榮護/世新大學行管系教授 

 

與談人: 

1.張德永/臺灣師範大學社教系系主任 

2.王維綱/玖樓共生公寓共同創辦人 

3.余宗澤/萬華社大校長 

4.周俊男/松山社大主秘 

5.羅于婷/中正社大校長 

10:40~11:10 回應與討論 

11:10~11:30 休息茶敘與聯誼 

11:30~12:20 圓桌論壇 

從公共實踐談社大 2.0 

 

主持人: 

蔡傳暉/臺北市社區大學民間促進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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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討會議題 主持人/與談人 

與談人: 

1.林崇熙/雲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2.林朝成/臺南社大校長 

3.張德永/臺灣師範大學社教系系主任 

4.蔡素貞/臺北市社區大學永續發展聯合會理

事長 

5.謝國清/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理事長 

6.楊志彬/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秘書長 

12:20~14:00 午餐時間 

14:00~15:00 

 

社大廿 joy -臺北市社大二十週年系列活動啟動儀式暨記者會 

1340-1400貴賓及媒體報到 

1400-1405 主持人開場 

1405-1410  社大 20開場演出 

1410-1430 ﹝貴賓致詞﹞柯市長、貴賓 

1430-1450  社大二十週年系列活動啟動儀式 

1450-1500  媒體拍照聯訪  

 

出席貴賓-- 

柯文哲/臺北市市長 

黃月麗/教育部終身教育司司長 

曾燦金/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局長 

顧忠華/全促會創會理事長 

張則周/板橋社大校長 

蔡傳暉/臺北市社區大學民間促進會理事長 

林朝成/臺南社大校長 

謝國清/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理事長 

蔡素貞/臺北市社區大學永續發展聯合會理事長 

楊碧雲/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前專員 

臺北市 12所社大校長 

 

建構臺北市社大 20年發展的時間長河（臺北市社大 20 年事件簿） 

15:00~16:30 社大 20使命與願景的回

顧及前瞻 座談 

主持人： 

黃月麗/教育部終身教育司司長 

 

與談人:  

1.顧忠華/全促會創會理事長 

2.張則周/板橋社大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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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討會議題 主持人/與談人 

3.蔡傳暉/文山社大創校校長 

4.林朝成/臺南社大校長 

5.楊碧雲/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前專員 

6.謝國清/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理事長 

16:30~16:40 閉幕式 

16:40~16:50 大合照 

 

………………………………………………………………………………………… 

附件 

《報 名 表》 

「社大 20使命與願景-公共實踐與城市永續發展」研討會 

姓 名   性 別     

服 務 單 位   職 稱   

聯 絡 電 話  手機  

E - M a i l   

用 餐 
□12 月 7 日 (午餐)   □葷 □素    □不需用餐 

□12 月 8 日 (午餐)   □葷 □素    □不需用餐 

(報名截止日：106年 12月 4日下午 5時止。) 

………………………………………………………………………………………… 

 注意事項： 

1. 報名額滿為止，基本資料請務必填寫完整，本會將在會議前，以 e-mail方

式寄發會議通知給您，和電話聯絡確認。 

2. 現場提供午餐，請自備環保杯及筷子、湯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