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檢視新公共服務之實踐：台灣社區治理制度現況

The Review of the Praxis of New Public Service:

A Study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Taiwan

藍夏萍 吳瓊恩

《摘要》

新公共服務乃現階段公部門行政管理之首重精神，而治理之手段乃為實踐新

公共服務之最佳途徑之ㄧ。“治理既包括政府機制，同時也包含非正式、非政府

的機制”，在此作用下，“隨著治理範圍的擴大，各色人等和各類組織得以借助

這些機制滿足各自的需要、並實現各自的願望”。這正是新時代協同與合作管理

的精神所在1。近年來，政府治理著重合作與協同治理，特別重視地方基層之意

向與需求，企盼多層級治理模式能更有效運作，使公部門運作能確實服務群眾。

然而，台灣現階段實踐新公共服務之狀態為何？本文以「社區」為分析單位，

檢視現階段制度面文獻、相關資料，針對地方制度法下的基層地方治理現況，進

行彙整與詮釋。分析發現，台灣現階段社區發展蓬勃，且社區居民所引發的服務

項目活動多元而繁多；然而，由於現存制度之僵化與不足，使社區治理無法施展

其靈活管理與服務居民的功效。

如何運用妥適的治理模式，結合各方需求與資源，進而達成治理概念下，

治理者與受治理者共識下的目標，使政府的管理工作更具生產效能，促進公共政

策順利推動，並確實進行服務社會大眾之政府職能，是當前公共行政領域的重要

課題。若能從制度面著手，建構出合理的治理規範，切實實踐新公共服務精神，

便能造福社會大眾，健全政府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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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公民社會新治理模式－社區治理

近代公民社會之概念重新受到重視，其最主要的原因之ㄧ便是以國家中心論

為基礎的治理過度集權化，當政府機構過度掌控治理權威，主導治理活動時，容

易忽略隨新時代潮流滋長的民主自由趨勢，以及基層民眾需求。故社會中心論之

治理模式代之而起。現今公民社會的概念與理論逐步成熟，同時各國也紛紛朝公

民社會之理想努力，企圖打造更民主，更順應民情，更彈性，更本土化的地方治

理模式。Juan J. Linz and Alferd Stepan 探討新興民主國家於發展民主政治後鞏固

民主之首要條件為「發展出一個自由且活潑的公民社會」。據此，公民社會可以

界定為：在政治體系的領域中，一些經由自我組織，或是具有相對利益的自主性

團體、社會運動或人群，企圖表達社會觀念、創造協調、團結與增進利益。包含

各式各樣的社會運動、組織、協會等（Linz and Stepan, 1997：17。轉引自鍾京佑，

2003：33-34）。由於公民社會之新世紀潮流興起，公部門管理方式也隨之改變。

當公部門意識到由上而下的管理與治理模式過度僵化，而由下而上的政策過程卻

又缺乏管制與課責之規範，因此引發雙向運作之公部門管理方式，以及雙向權變

之政策運作模式。而「新公共服務」 精神更是促使公部門雙向管理運作模式之

潤滑劑，以建構健全之「公民社會」。

一、公民社會

（一）社群主義促進公共服務

社群主義闡述生命共同體、我群、社區自治、鄰里合作、道德關懷、公民參

與精神（蔡勝男，2005：11）。爲了彌補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之缺失，應適度應

用以社群主義為精神基礎的社區治理概念，努力朝公民社會與自由民主社會理想

邁進。社群主義更與早先的「正義」概念相結合，成為二十世紀末至今主宰公民

社會基本理念之基礎。

（二）公民資格

唯有透過為數眾多具有公民資格、公民精神與公民權利之社會大眾共同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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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參與公部門相關活動，公共政策制定與執行，如此方能有效落實社區居民之

公共利益，滿足社區特殊的公民需求。公民具有以下五種涵義：（1）城市居民（2）

鎮民（3）城市的自由民（4）對政府表示忠順並受其保護的人（5）雖無當地國

籍，但久居當地而享有當地法律上身分地位者（蔡勝男，2005：12）。

（三）公民參與

「公民參與是民主的希望」，此非僅僅是一句政治學家的名言，同時也是彰

顯自由民主價值之現代化社會主流精神之ㄧ。Almond 於其政治研究中發現，各

國「公民意識」與「公民參與」之差異會影響其政治上自由民主之發展（蔡勝男，

2005：12）。1960 年以來，公部門以「層級為中心」的治理模式已經無法符合民

眾之需求，唯有適度的修正，採行以「公民為中心」的治理模式（李圖強，2004：

1。轉引自蔡勝男，2005：12），方能跨越早期公治理的僵化性障礙，確知民眾需

求與反應，適度調整並執行公治理。

（四）新公共行政（New Public Administration）

1960-1970 年代，一群專業公共行政學者對傳統公共行政之效率、效能等行

政技術展開反思，考量兼顧社會公平正義發展與行政運作，著重人道關懷與行政

責任，因此形成新公共行政。而新公共行政理論內涵則涉及規範理論、哲學以及

行動理論等面向，處理價值、倫理、個人發展及城市暴力等議題（Ralph C. Chandle

and Jack C. Plano,1982：21。蔡勝男，2005：13）。1968 年明諾布魯克宣言

（Minnowbrook）中所討論的主題包含：（1）公共行政學者如何將道德等價值灌

注到公共行政運作過程中？（2）如何有效執行政策？（3）政府組織與社會大眾

之間的關係如何？（張夢中，2000：8。轉引自蔡勝男，2005：14）。更重要的概

念為，政府公共治理的「合法化」過程並非著重於技術或工具理性，相反的，應

偏重於人本主義（Robert Denhardt,1984：109。張夢中，2001：1。轉引自蔡勝男，

2005：13）；於是，新公共服務繼之而起。

二、新公共服務崛起

新公共管理主張投入、產出、價格、市場競爭等核心價值，企圖以師法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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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效率管理手段，以最低的運作成本，為民眾提供更豐富的公共服務。然而，當

公部門身負保障「公共利益」之重責大任時，難以將全體社會大眾視為商業行為

中的顧客。因此，針對新公共管理之缺失與困境，新公共服務觀點應運而生。

Denhardt and Denhardt（2000） 首先提出新公共服務概念。其中所提新公共

服務概念較能彰顯公共利益，公共服務不僅是政府的職能，更是現代政府最需要

實踐與執行的理念。「新公共服務」最核心的兩個主題為（1）提升政府公共服務

的尊嚴與價值。（2）重視公民、公民權，以及公共利益等價值內涵及實踐。政府

行政人員除了提供公部門服務給社會大眾之外，更應運用公民對話與公民參與等

方式，強化公民精神（Denhardt and Denhardt, 2000：557-558。蔡勝男，2005：9）。

根據「世界經濟發展組織」報告，世界各國的公共服務價值包含公正無私、

透明公開、平等、效率、負責、依法行事、廉潔誠實、效忠國家、專業主義、公

共利益、慎用國家資源、嚴守秘密、利益迴避、親切服務、人道關懷、服從指揮

（蔡勝男，2005：9-10）。經由新公共服務之倡導，修正公部門管理之精神基礎，

同時鼓勵社會大眾合作、參與，甚而投入廣泛概念下之公共行政與公共政策運

作。期以全民參與之動態整合模式，建立更具回應性與課責性的現代化福利政

府，共創公民社會，強化國家競爭力。若論新公共服務實踐之起點，當首重地方

基層之治理。

三、社區治理

（一）公共服務理論之創新：新公共服務理論

Dwight Waldo 於 1948 曾提及與新公共服務相近的理論與概念，而 Sheldon

Wolin 也於 1960 提及類似概念，然而，Denhardt and Denhardt（2000）所提新公

共服務最為明確充實，其主要觀點如下（顾丽梅，2006：47-65）：

（1） 民主化公民權利與責任理論

學者經過長期觀察，發現公民體認其權利與責任，並更積極參加政府治理活

動。Sandel（1996），Barner（1984），以及 Mansbridge（1992），Pateman（1970）

等人皆提及相似點，並有共同之發現；公民對公共事務更有歸屬感，尤其是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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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面對危機狀況時，公民之間會更加團結，形成堅固的社會共同體，超越私利

而追求公共利益。同時 King 與 Stivers 也強調行政人員不能將公民視為投票者，

應當採行協力運作方式與公民合作，瞭解公民需求，減少控制，增加運作彈性，

真切達成高效率公部門運作與管理；同時也應嚴格要求行政服務的課責與責任，

以增加公民對政府的信任感。

（2） 社區模範與市民社會理論

美國地方政治發展經驗顯示，社會多樣性隨時局轉變更加複雜化，公共行政

與公共政策領域中可以據以彈性管理該多樣複雜化社會環境之唯一途徑便是「社

區」。因為社區環境下能提供健康運作，積極參與的「協調機制」，而特定範圍內

的群眾得以最有效率的方式，以及共同認可的方式獲取共同利益。Putnam 所提

「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之概念便是以公民參與原則為出發點，與上述概

念源自於相同的精神；當市民社會中各種類型的活躍組織、協會、以及政府團體

共同作用，產生令最大多數人滿意的結果與決定時，同時也是「市民社會」的體

現。

（3） 組織人道主義與溝通（對話）理論

相較於傳統官僚體系下的組織運作與管理方式，新公共服務理論更強調官僚

體系內之所有階層成員皆應更積極加強內部對話與溝通，同時也應該放眼於公部

門組織以外的社會大眾，加強官僚體系內外之溝通與對話，關懷社會大眾當前之

需求，使公部門的服務與「治理」的理念相契合。

（二）新公共服務對城市公共服務之啟示：社區治理新方向

（1）人本主義服務理念：公民是服務的接受者，因此，無論是政府、非營利機

構或是私部門提供服務，都應考量公民，也就是納稅人的需求；真正做到服務公

民的責任。

（2）公共服務以公民為主導的思想：公民可以參與決策之制定，共同享有政策

制定權，以培養公民責任以及風險意識。此乃實踐「自治」（self-government）機

制之關鍵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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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共服務造就競爭性與民營化：公民依照其意願與需求，使公共服務之提

供者並非侷限於公部門，同時引進非營利機構、私部門等具有競爭性的多元服務

機制；不僅可收提升服務品質之效，更使公民有自主選擇權，選擇服務管道並同

時願意承擔後果。雖然該等服務管道可能需要考量私部門提供服務之下的課責問

題，但本文並未討論該反思論點，同時此也體現公民共同承擔風險之義務。

（4）公共服務責任政府與服務意識：公部門應明確界定其為服務社會之單位，

所有行政人員皆應對人民負責（顾丽梅，2006：47-65）。

貳、社區治理概論

一、社區定義

社區（community）在希臘文中是「友伴」（fellowship）的意思。亞里斯多

德（Aristotle）指出社區是一群人生活在一起，共享互助合作的成果與優勢，以

滿足社區中各居民的基本需求。而根據霍布斯（Thomas Hobbes）對社區的定義

得知，社區是人們集合起來追求最大自我利益（self-interest）的特定範圍（行政

院研考會編印，1996：2）。

在台灣，社區是一個外來的概念，較為台灣環境下之居民所接受的生活單位

是「村」、「庄」、「社」、「寮」、「厝」、「埔」等。上該本土的生活單位與西方的社

區非常相近。Hillery（1995）曾提出社區的四項基本要素：分別是人民（people）、

地方（place）、社會互動（social interaction），以及認同（identification）。

（一）人民（people）

社區是由人所組成，由一群可以形成利益互惠的人群共組社區；然而，到底

多少人才能組成一個社區至今仍無定論。

（二）地方（place）

社區要素中的地方，或稱地理疆界，於現代環境下越來越模糊，因為社區的

範圍視其所涉及的共同利益關係而定，目前台灣許多社區根本無法確知其地理疆

界，尤其是一些「自發性」社區組織，或是非營利性質的團體等。所以社區概念



7

下的地方要素仍缺乏明確的範圍界定。

（三）社會互動（social interaction）

社區內居民由於生活所需而產生關係，尤其是互賴與競爭關係。社會關係的

中介者經常是企業、學校等組織。人們透過這些社區內的組織，滿足生活必需之

要求、建立社區規範、產生社會連帶及維繫社區利益。

（四）認同（identification）

社區居民習慣以社區之名與他社區居民互動，同時也喜歡在自己的社區內購

物、休閒、就業、進行宗教儀式、接受教育等；同時，社區居民形成一種「社區

防衛系統」來保護社區，以對抗外來侵犯者。社區居民形成明確的我屬感

（we-feeling）、社區情節（community tie）。通常，社區認同被認為是社區意識的

具體表現（Christenson & Robinson,1989。轉引自行政院研考會編印，1996：2）。

依據社區發展工作綱要第二條，社區之定義如下：本綱要所稱社區，係指經

鄉（鎮、市、區）社區展主管機關劃定，供為依法設立社區發展協會，推動社區

發展工作之組織與活動區域。社區發展係社區居民基於共同需要，循自動與互助

精神，配合政府行政支援、技術指導，有效運用各種資源，從事綜合建設，以改

進社區居民生活品質。社區居民係指設戶籍並居住本社區之居民。

二、社區治理策略

（一）資源整合策略

公民社會鼓勵參與式民主，並非僅追求並彰顯自由民主之重要性；如何運用

有限資源謀求居民之福利更是實務情態下必須正視的一項課題。根據李宗勳的研

究，以社區為單位的資源整合策略可以透過建構社區網絡、社區資源分類與區

辨、協調合作與資源交換、資源拓展與交換等步驟進行治理。

1、社區網絡

現代公共服務遞送的完成，必須透過組織間的連結來完成。任何一個機構（無

論是公部門或私部門），都不可能擁有足夠的知識和資源，獨自地解決所有的問

題。因此，許多的機關必須透過資源的交換，來換取服務遞送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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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hdes,1996；Stoker,1998:22；史美強與廖興中，2001。轉引自李宗勳2，2001）。

因此，「網絡」（network）治理工具逐漸取代「層級節制」（hierarchy）與「市場」

（market）之治理工具，在權力與資源相互依賴下，經由互動而構成一個協商與

決策的政策網絡機制（Kooiman,1993：258；劉坤億，2001。轉引自李宗勳，2001）。

將「社區」視為另一種治理工具時，由於社區對成員的承諾較高、較了解自己的

問題、有較多的合作驅動力、與較緊密的信任關懷等，因此可作為強化與落實網

絡社會的治理工具。這種社區與網絡聯結的新治理模式由於得以兼顧治理工具的

選擇、互動關係、以及可治理性，並凸顯當前政府必須與民眾、私人部門共同治

理、共同管理、共同生產及共同配置的治理需求而廣受重視（李宗勳與鄭錫鍇，

2001。轉引自李宗勳，2001）。然而，理解社區中「網絡」治理工具之定義與重

要性後，必須進而釐清社區內可以加以運用的資源；以便治理過程中針對各類不

同的社區資源，進行適度妥善的運用與管理。

2、社區資源

李宗勳（2001）綜合各種社區資源的定義與說明，歸納（詳如表一）社區資

源的種類約略可分為五類：（1）人力：包含個別性的專家學者、社區民眾及組織

性的政府機關、民間團體、企業等資源。（2）物力：包含硬體設備、場地、房舍、

器材等資源。（3）財力：金錢、經費。（4）知識：包含一切有用的資料、資訊與

智力等資源。（5）人文精神：社區意識、參與感、責任感、歸屬感、榮譽感等精

神力量。顯見社區資源所涉範圍極廣。

2李宗勳（2001），從「新公共服務」及「組際學習」新視野檢視台北市社區、學區安全聯防行動方案。國家研究報告：
憲政(研) 090-043 號。http://old.npf.org.tw/PUBLICATION/CL/090/CL-R-090-04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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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社區資源種類摘要一覽表

提出者(年代) 資源種類

蕭玉煌(2000) 經費、人力、組織、物力

李宗派(2000) 人力、物力、財力、人文、人緣

白秀雄(1976) 人力、物力、財力、知識與資料、歷史傳統、生活習俗、

發展機會、地理與天然物、人文社會環境

謝玉新(1993) 自然、人文資源

陳菊(2000) 財力、人力、設備設施及服務

Halley(2003) 非正式、正式、社會資源

林萬億(1992) 人、物、錢、專業知識、組織與關係

翁毓秀(1987) 物質、非物質

李建興、王秋絨

(1984)

性質：有形、無形

運用程度：顯著、潛在

劉麗雯等

(2000)

物質、服務

劉弘煌(2000) 制度內、非制度

陳武雄(1996) 有形物質、無形精神

林振春(1999) 人力、物力、財力、組織、文獻古蹟、

自然環境

李淑慧(2000) 社會福利行政、學術研究、兒童福利、青年福利、婦女及

家庭福利、老人福利、殘障福利、醫療社會服務、就業服

務、一般性社會福利、其他

資料來源：李宗勳與李建村（2001）共同歸納整理。轉引自李宗勳3，2001。

3李宗勳（2001），從「新公共服務」及「組際學習」新視野檢視台北市社區、學區安全聯防行動方案。國家研究報告：
憲政(研) 090-043 號。http://old.npf.org.tw/PUBLICATION/CL/090/CL-R-090-04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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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協調合作

政府與民間組織間的協調與合作自 1960 年代起就不斷被強調

（Levine&White,1961；Litwak&Hylton,1962。轉引自李宗勳，2001），而政府積

極與民間團體或第三部門合作，乃著眼於公共治理過程中能善加利用彈性、多

樣、多元以及慈善資源等行動原則與特性，以彌補政府預算法規的限制（Agranoff,

1986；Salamon, 1992。轉引自李宗勳，2001）。很多研究均顯示這種夥伴關係在

廣度與深度上快速成長，包括社區計劃、住宅、教育與訓練、健康、護衛、兒童

福利、老年服務及鄉村發展等，此外公私協調合作的屬性也是多樣的，包括提供

經費、交換資訊與人員、共同使用處所與設備、共商決策等(Li-Wen Liu&

Gillespie,2000。轉引自李宗勳，2001)。

所謂協調合作是一種組織間合力達成共同目標的過程，在協調活動時，組織

需要藉由資源交換才能達成目標。Alter 與 Hage（1993）特別重視此過程，強調

協調過程相互瞭解（mutual understanding）、共享目標（shared goals）、及合力完

成任務的能力之「關係品質」（the quality of the relationship）（李宗勳4，2001）。

4、資源之開拓與整合

社區資源的運用是一系列有系統的關聯及動態過程，包括發掘資源、規劃資

源、動用資源、評鑑資源等步驟，因此發掘或開發是資源運用的第一個步驟。首

先要認知社區資源的有限性，因此對外關係的發展是擴展資源的重要策略。

李宗派(2000)對於社會資源的運用原則，主張要地方化、要個別化、要具體化、

要合法化、要理性化與感性化、要普遍化與國際化、要資訊化與持續化（李宗勳，

2001）。經由社區資源交換與協商合作之過程，使社區居民從中獲取所需，得到

社區服務之成果，則將促使社區居民更加積極參與社區治理等相關活動，同時也

鼓勵社區資源之交換與整合工作。

（二）協力策略

4 李宗勳（2001），從「新公共服務」及「組際學習」新視野檢視台北市社區、學區安全聯防行動方案。國家研究報告：
憲政(研) 090-043 號。http://old.npf.org.tw/PUBLICATION/CL/090/CL-R-090-04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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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C. Smouts 認為治理具有四項特質：(1)它不是政治系統，也不是活動，而

是一種過程；(2)強調相互調適(accommodation)關係；(3)同時包括公私部門；(4)

強調持續的互動(1998:84。轉引自朱楠賢5，2007)。因此，治理不僅有助於解決

社會問題，更可透過公私部門行動者密切互動，建構一個有利於治理活動的社會

制度環境。此外，治理結構在政治系統中除了負責政策執行之外，也決定了參與

者的角色及彼此間的溝通。治理結構本身並非固定，而是隨著問題本質以及政策

環境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就本質而言，治理結構主要涉及有權力的人以及需要去參與執行的項目；參

與者的互動；構成決策之要素等。就國家本位及控制權的宏觀角度而言，國家在

整個治理結構中，呈現三種移轉型態，(1)為向上(upward)移轉至國際行動者與組

織；(2)為向下(downward)移轉至區域、城市與社區；以及(3)為向外(outward)移

轉至國家眾多裁量下運作的機構(孫本初，2002:92。轉引自朱楠賢，2007)。

圖一、政府公共服務產出模型

資料來源：朱楠賢，2007。

5朱楠賢（2007），《新治理模式下的政府組織設計》。游於藝雙月刊第 50 期。取自網頁：
http://epaper.hrd.gov.tw/09_DEVELOP/09_05_month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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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楠賢指出，官僚組織與公民社會的協力關係及互動模式可區分為「垂直

分隔」、「水平互補」、「水平融合」等三種互動模式。垂直分隔互動模式以公

部門為上層指主導單位，私部門處於下層配合服從的地位；必須根據公部門的政

策目標，高度支持公部門的政策作為，這種互動模式之中，公私部門的互動會傾

向於彼此相互對立與相互利用。

水平互補互動模式係指政府認知到公部門的有限性，需要私部門互補性的

支援，亦即政府認知到公部門的本質上的「弱勢」（weakness）與、「威勢」（threat），

政府必須運用私部門的「優勢」（advantage）與未來潛在「機會」（opportunity），

必須利用私部門的資源進行公共服務輸送或是公共政策執行。水平融合互動模式

係指私部門不再只是依存於公部門，或成為公部門的附合體，更非僅僅配合公部

門的指揮，私部門有保留某些自主權，並可能影響政府的政策工具選擇。顯然公

私部門夥伴模式涵蓋「指揮—服從」、「配合—互補」、「合作—夥伴」。有關

公私部門的協力關係可以圖二之運作：

圖二、公司部門之協力關係

資料來源：朱楠賢，2007。

最後，協力治理策略係網羅各層級政府及外在的非營利組織與民間企業共組

一網絡式之協力組織，雖為理想型的未來政府型態，惟相信在做好建立社會互

信、累積社會資本、確保政府責任及強化人力資本運用的配套後能逐步完成（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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楠賢，2007）。

叁、台灣社區治理概況

ㄧ、歷史發展

台灣的社區工作雖然於 921 震災重建過程中備受矚目，然而，台灣的社區發

展歷程早已於 1970 年代便開始發展。1970 年於張鴻鈞的努力之下，使聯合國發

展方案（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簡稱 UNDP）與台灣合作建立

了「中華民國社區發展研究訓練中心」，成為台灣訓練社區發展人才，從事社區

研究工作，推動社區發展之機構。中美斷交後，聯合國派遣專家離台，該中心由

內政部編列預算，繼續執行研究訓練工作。1994 年內政部裁撤該中心，僅於社

會司下設「社區發展雜誌社」，除了發行相關出版刊物之外，別無其他業務（王

培勳，2002。轉引自李天賞編，2005：142-149）。這是第一波社區發展歷程。

近年來台灣社會逐漸將「社區」視為各項政策規劃與執行之單位，例如中央

部會近年來不乏以社區為對象研擬相關計畫。然而，新興社區發展歷程中，已然

形成兩股稍具差異的社區工作團體：傳統以「社區發展」為核心的社區行政者，

社區研究者，社區行動者；以及以「社區總體營造」為核心的理論研究者與專家。

傳統社會政策之發展即將逐漸由社區營造之發展取代之，這是台灣第二波社區改

革歷程（李天賞編，2005：132-137）。

傳統社區政策行政層級過低，社區福利之制度建構與推廣行動無法如期進

行。有鑒於此，行政院於「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劃（2002-2007）」十大重

點投資計劃中，擬定「社區人力資源開發」，希望能運用社區婦女人力資源，進

行社區老人照護，社區幼兒照顧，社區兒童課輔社區活動（行政院，2002。轉引

自李天賞編，2005：133）。內政部亦擬定「新故鄉社區營造－活化社區組織計劃」，

企望在五年內加強結合地方政府，社區發展協會，公私立社會團體或機構，學校，

宗教團體，非營利機構，志願服務，村里等相關單位推動社區營造工作，培養社

區自行發展之能力，促進社區整體發展效益（內政部，2002。轉引自李天賞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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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33）。此為近期內社區發展之最新動態。其他關於台灣社區發展重要階段，

根據三個不同學者分類如下表。

表二、台灣社區發展重要階段彙整

時間 賴兩陽分類 蔡漢賢分類 黃肇新分類

1917-1945 殖民擴散期

1950-1972 移植推動期 國民義務勞動階段

（1970 廢止）

從基層建設工作到

社區福利體系之提

出（1965-1981）

1965 「民生主義現階段社會政策」中七大項目之ㄧ

1966 聯合國農糧組補助新社區建立開跑

1968 內政部「社區發展工作綱要」

台灣省社會處「台灣省社區發展八年計畫」

1970 內政部在聯合國發展方案（UNDP）下，成立「中華民國社區發展

研究訓練中心」

1971 退出聯合國

1973-1986 嘗試轉型期 社區發展綱要階段 社區福利體系倡導

與社區理事會角色

之轉變（1980-1991）

1974 聯合國農糧組補助終止

1975 台灣省政府另頒「社區發展十年計畫」取代「台灣省社區發展八

年計畫」

1978 中美斷交

1983 內政部頒定「社區發展工作綱領」取代「綱要」

1986 內政部恢復頒定「社區發展工作綱要」

1987-1993 相對萎縮期 修定社區發展 社區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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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要階段 （1991 迄今）

1987 解除戒嚴

1991 內政部修訂「社區發展工作綱要」，改以「人民團體法」組織形態

運作

1993-2002 多元挑戰期 研擬社會發展條例

階段

「社區理事會的福

利社區化」到「社福

機構的福利社區化」

（1995）

1996 內政部「推動社會福利社區化實施要點」

1999 台灣省政府虛級化，社會處裁撤

資料來源：賴兩陽，2002。蔡漢賢，2002。黃肇新，2003。轉引自李天賞編，2005：

138。

二、社區組織現況

賴兩陽（2002）指出，台灣現代社區工作以及社區組織之發展受到日本殖民

影響，而日本社區組織則仿效英國社區睦鄰組織（The Settlements Movements）

而發展成型，進而影響殖民地區的社區發展與社區組織結構。台灣社區組織發展

自 1917 年始，日據管理者稻垣藤兵衛於台北大稻埕創設「人類之家」。當時其組

織可分社會部以及兒童部，其組織使命與任務為個案會談、巡迴訪問、就業輔導、

失業者與遊民的保護與教導；同時涉及簡易教育、初等教育及收容感化等任務，

接續設立「鄰保館」、「社會館」、「方面委員會」等組織。

「中華民國社區發展研究訓練中心」成立之後，相關社政單位將「國民義務

勞動工作」與「基層民生建設工作」合併改稱「社區發展工作」（徐震，1982。

轉引自李天賞編，2005：135）。1966 年開始，大批新社區紛紛建立，1974 年為

止總共成立了 2656 個社區；累積到 1982 年時，共成立了 4816 個社區（李天賞

編，2005：135）。其間曾經歷以社區內基礎建設之組織取代社區發展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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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1985 年之間，社區組織朝福利服務工作方向前進，台灣省政府支「社區發

展後續第一期五年計畫」開始試辦社區中的國小低年級課後輔導、殘疾兒童日間

托兒所、敬老午餐，以及居家老人服務等組織及活動。

現階段社區服務工作更加複雜化，新公共服務精神主導下，社區方案計畫組

織或非營利社區組織為數眾多，然而，依據現階段有限的社區發展法源，主要的

社區發展組織為 1991 年以前的「社區理事會」，以及 1991 年以後的「社區發展

協會」。其詳細比較如下表。

表三、「社區理事會」與「社區發展協會」之比較

比較項目 社區理事會 社區發展協會

成立依據 社區發展工作綱領 社區發展工作綱要

組織屬性 社會運動機構

程利方式 由政府輔導成立 自助互助的人民團體（政府

應輔導社區居民依法設立）

成立條件 由區內居民每戶代表ㄧ

人，選舉理事組織

社區劃定受村里行政區限制

地域範圍 社區劃定得不受村里行政

區域限制

社區劃定受村里行政區限制

鄰里組織關係 ＊ 村里長為社區理事會當

然理事

＊ 總幹事得酌用社工員

＊ 理事之選舉，因幅員廣

闊可配合村里民大會辦

理

村里長自由加入

資料來源：台北市政府（2000）。轉引自李天賞編，2005：156。

現行社區組織，雖然根據社區發展工作綱要已設立社區發展協會，然而，實



17

際上，各社區範圍內仍然存在著各種服務性機構，例如社區媽媽教室，夜巡隊，

青少年輔導中心，學童課輔教室，婦女中途之家等等多元組織。該多元社區組織

乃為社區居民有感於生活所需而設立，但往往苦於孤立無援的運作態勢，反觀社

區發展協會為社區內唯一較能穩定發展之社區組織，但是也僅能發揮僅次於村里

鄰長個人工作之下的輔助性功能；同時，其自由組成之性質，促使該社區組織缺

乏法定權限，無法針對社區整體性運作進行規劃或執行活動。

三、社區活動

依據地方制度法第六十條，關於村（里）民大會之召集，為社區範圍內最基

本的活動，村（里）得召集村（里）民大會或基層建設座談會；其實施辦法，由

直轄市、縣（市）定之。然而，事實上，該等活動並非全面性社區居民之活動。

依據 Glen（1993：40。轉引自李天賞編，2005：145） ，社區之全面性活動應

包含「社區發展」、「社區行動」、「社區服務取向活動」等三大面向。

表四、社區實務之三種模式

分析項目 社區發展 社區行動 社區服務取向

目的 促進社區自助 爲社會利益及社

區方案而努力

發展以社區為導

向的組織與服務

參與者 社區界定並滿足

自己的需求

爲爭取權力所籌

組的結構性反對

團體

組織與服務的使

用者是為夥伴

（partner）

方法 開創與合作的過

程

以具體議題進行

抗爭策略

擴大社區以及使

用者的參與，以及

與其他機構之間

的連結

角色 專業者以非主導

方式進行工作

行動主義，組織動

員者是爲政治行

服務之管理者重

新建立與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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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的交換關係

（transaction）

資料來源：Glen, 1993：40。轉引自李天賞編，2005：145。

同時，依據社區發展工作綱要，社區活動具有 22 項任務，如表五。

表五、1991 社區發展工作綱要之二十二項內容

公共設施建設 生產福利建設 精神倫理建設

1 興建社區活動中心

2 改善並處理社區環境衛

生與垃圾

3 維修社區水溝與道路

4 整理與添設停車設備

5 綠化與美化社區

1 設置社區生產建設

2 鼓勵社區福利

3 設置社區托兒所

4 其他

1 加強改是社會風氣、倡

導與實行國民禮儀規範

2 維護與發揚鄉土文化民

俗技藝

3 建立社區交通秩序

4 制定社區公約

5 鼓勵社區守望相助

6 設立社區藝文康樂團體

7 設置社區常青俱樂部

8 設置社區媽媽教室

9 成立社區志願服務團隊

10 設置社區圖書館

11 提倡社區全民運動

12 其他

資料來源：社區發展工作綱要。轉引自李天賞編，2005：140。

社區活動涉及社區中居民食衣住行育樂所需，若未能針對社區活動做整體性

規劃與你按，各種單向度社區活動可能流於瑣碎。同時其所能發揮之功能也會非

常有限，且針對社區居民之生活品質，也僅能達成短暫改善之效果，未必能進行

全面性永久之改善。現階段關於社區之相關規範，也僅做出方針性，開放性的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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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方式。缺乏一套統整性，具短中長期規劃性規範或社區發展政策，迫使社區活

動運作零散而失去聯貫性效果。

四、社區治理現狀

（一）社區治理基礎

1、行政計畫規範－

「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2002-2007)－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

行政院於「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劃（2002-2007）」十大重點投資計劃

中，擬定「新故鄉社區營造－活化社區組織計劃」，企望在五年內加強結合地方

政府，社區發展協會，公私立社會團體或機構，學校，宗教團體，非營利機構，

志願服務，村里等相關單位推動社區營造工作，培養社區自行發展之能力，促進

社區整體發展效益（內政部，2002。轉引自李天賞編，2005：133）。然而該等規

範皆屬於「行政計畫」。

國家發展重點計畫(2002－2007)參考國外和台灣過去的經驗設計了一套機

制，準備啟動重建地方社會生活的「新故鄉運動」，充分實踐以「自主、自豪、

同體、同演、同夢」的社區總體營造精神，讓每一個國民、每一家庭、每一社區，

都能夠就自己地方的條件和特色，透過學習和參與，集聚居民的共同意識，結合

特有的文化傳統、空間環境、建築設施與各種地方產業，提供各種就業的機會，

發展地方的魅力，培養地方的認同感與光榮感，建立自主性的社區照顧機制。這

是一個總體性的計劃，但在策略上是以生活社區為單位，包括鄉村、部落族群及

地方小鎮，並以居民自主參與為主，配合專業者的指導協助與政府部門的行政經

費支援，全面的重建台灣基層社區。其計畫重點如表六：

表六、國家發展重點計畫(2002－2007)：重建台灣基層社區重點

活化社區營造組織 A活化鄉村社區組織

A-1.整合鄉村社區組織

A-2.活化鄉村青年組織與活動計畫

A-3.社區人力資源開發

B社區營造人才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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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社區營造操作人才培育

B-2.社區企劃經營人才培育

社區營造資源整合 A設置社區營造發展基金

B開發利用地方文化資產與文化環境

B-1.傳統地方活化建築再利用

B-2.社區環境與空間設施整建

C活化地方商業環境

D發展創意型地方特色產業

E發展鄉村型產業

E-1.發展鄉村社區小企業

E-2.發展地方料理特產

E-3.輔導地方產業文化化

F充實地方文化館

F-1.協助成立各類地方文化主體館

F-2.活化地方文化活動空間

F-3.輔導文化產品研發及永續經營計

畫

G社區環境改造

原住民新部落運動

新客家運動---活力客庄、再現客家

醫療照顧服務社區化 A社區化長期照護網路

B健康生活社區化

B-1.社區健康資源整合

B-2.健康環境與空間營造

C照顧服務地方自主化

C-1.提昇社區照顧質量

C-2.發展照顧服務產業

C-3.建立社區托育照顧系統

資料來源：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2002-2007)－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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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40。

2、職權命令規範：現行與社區相關法令如表七。

表七、現行與社區相關法令一覽表

規範農村發展 1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

2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施行細則

3 直轄市縣（市）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委員會設置辦法

4 直轄市縣（市）農村社區更新協進委員會設置辦法

5 土地所有權人辦理農村社區土地重劃辦法

6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祖先遺留共有土地減徵土地增值稅標準

規範工業社區 1 楠梓加工出口區社區土地租用辦法

2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社區開發及租用管理辦法

3 工業社區用地配售及出售辦法

規範住宅政策 1 國民住宅社區管理維護辦法

2 國民住宅社區規劃及住宅設計規則

3 公寓大廈及社區安全管理辦法

4 鼓勵民間參與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投資興建住宅社區辦法

規範 921 重建 1 九二一震災社區重建更新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2 以土地重劃區段徵收開發新社區安置九二一震災受災戶土地

處理及配售作業辦法

3 九二一震災重建新社區開發住宅設計準則

4 後備軍人組織民防團體社區災害防救團體及民間災害防救志

願組織編組訓練協助救災事項實施辦法

其他 1 電視增力機，雙頻機以及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設立辦法

2 中華民國政府與南非共和國間關於設置南非社區森林計畫協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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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研考會編印，1996：152-154。

3、其他相關規範

其他與社區事務相關之重要規範散見於仍未通過的社區營造條例草案，以及

社區發展工作剛要、內政部社區發展工作評鑑實施要點等。

（二）社區人事制度

社區人事除應負責社區治理之行政業務，輔助各級政府推展社區活動及公共

政策外，更必須負起積極溝通之責任，發揮傳達政令，反映民意，雙向協調之功

能，促進社區事務徹底落實。此外，社區人事制度更應採取專業服務人力資源系

統為民謀福。而上該社區人力應受到保障，以確保社區服務之專業性、課責性，

與永續性發展。鼓勵社區服務更完備，社區生活品質更精進。依據現行地方制度

法，並未規範社區治理之人事制度。與居民較為貼近之地方基層人事規範為村里

鄰之人事制度。因此，以下針對現行相關法規，檢視地方基層人事運作。同時觀

察現行社區服務人力資源之概況。

1、社區治理人事概況

依據行政院研考會於民國 85 年所做的「社區發展與村里組織功能問題之探

討」，台灣現行社區事務之推動，義務人力占其訪問調查之地方範圍 54.3％，設

有專職人力之社區僅 25％之人力。極大多數的社區事務皆由社區理事會之理事

長一人包辦。未來社區人力資源將結合志願人力與社區人力（行政院研考會編

印，民 85）。事實上，社區服務項目不減反增，但是人力資源明顯不足，以下圖

示可以觀察到行政編派人員之有限性，而基於社區服務之需求量增加，社區服務

志工人員之需求也隨之增加。這試社區服務與運作上的一大隱憂。

2、地方制度法規範

A、區長之任用

依據地方制度法第五十八條，直轄市、市之區公所，置區長一人，由市長依法

任用，承市長之命綜理區政，並指揮監督所屬人員。

B、村（里）長之產生與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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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地方制度法第五十九條，村（里）置村（里）長一人，受鄉（鎮、市、區）

長之指揮監督，辦理村（里）公務及交辦事項。由村（里）民依法選舉之，任期

四年，連選得連任。村（里）長選舉，經二次受理候選人登記，無人申請登記時，

得由鄉（鎮、市、區）公所就該村（里）具村（里）長候選人資格之村（里）民

遴聘之，其任期以本屆任期為限。依第一項選出之村（里）長，應於上屆任期屆

滿之日就職。

C、薪給、退職金及撫卹金之支給

依據地方制度法第六十一條，直轄市長、縣（市）長、鄉（鎮、市）長，應支

給薪給；退職應發給退職金；因公死亡或病故者，應給與遺族撫卹金。前項人員

之薪給、退職金及撫卹金之支給，以法律定之。村（里）長，為無給職，由鄉（鎮、

市、區）公所編列村（里）長事務補助費，其補助項目及標準，以法律定之。

D、延期辦理改選、補選之情形

依據地方制度法第八十三條，直轄市議員、直轄市長、縣（市）議員、縣（市）

長、鄉（鎮、市）民代表、鄉（鎮、市）長及村（里）長任期屆滿或出缺應改選

或補選時，如因特殊事故，得延期辦理改選或補選。直轄市議員、直轄市長、縣

（市）議員、縣（市）長依前項延期辦理改選或補選，分別由行政院、內政部核

准後辦理。鄉（鎮、市）民代表、鄉（鎮、市）長、村（里）長依第一項延期辦

理改選或補選，由各該縣（市）政府核准後辦理。依前三項規定延期辦理改選時，

其本屆任期依事實延長之。如於延長任期中出缺時，均不補選。

3、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劃6

A、社區人力資源開發

運用社區婦女人力資源，進行社區老人照護（老人陪伴、老人送 餐、家

庭式老人看護、社區小型安養中心、巡迴問安、緊急安全 通報系統）、社區幼.

照顧（成立安親組織，建立互助網絡，提 供家庭式托兒照顧）、社區學童課輔

6行政院 91.5.31 院臺經字第 0910027097 號函核定（2003），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2002-2007)－新故鄉社區營
造計畫：242-243。http://www.pmc.org.tw/upload/links/challenge2008_c.pdf。



24

（家庭式社區媽媽伴讀、社 區課輔中心）；運用社區青少年人力資源，協助社

區訊息通報、 社區網站(頁)建置管理、社區環境清潔維護、社區課輔小老師、 社

區刊物發行、社區活動策劃、社區環保清潔維護等，並鼓勵青 少年自主性籌組

運動型、休閒娛樂型、資訊技能型等樂團或民俗 藝陣、傳統工藝、傳統音樂等

社團；評鑑優質社區並公開表揚， 鼓勵社區居民投入社區營造行列。

B、社區營造操作人才培育

辦理社區總體營造培訓、演講、座談會、研討會等有關活動，宣 導社區總

體營造理念（包括中央及地方行政人員）；出版社區營 造相關書籍及紀錄影帶，

加強宣傳推廣；強化社區營造組織（社 區發展協會、基金會、促進會、學會、

文史工作室、產業合作社 等等），並健全其組織運作；培育社區文史、藝文活

動企劃及導 覽人才，鼓勵發掘在地資源與特色，建立社區人才自我認證制 度；

辦理國內外社區經驗交流研習，促進社區結盟。

宣導社區總體營造理念，培育社造操作人才辦理社區總體營造 培訓、演講、

座談會、研討會等有關活動，出版社區營造相關 書籍及錄影帶，廣為宣傳推廣。

培育社區文史及藝文活動企劃人才，並鼓勵發掘在地資源與特色。社區導覽人才

培訓計畫(1)社區自行辦理：具在地特色及文化深 度；(2)文建會統籌辦理：具整

合性、進階性、國際性者；(3) 分類分級：初、中、高級；方言（閩、客）；外

語；原住民母 語(4)建立社區人才自我認證或評選機制。

C、社區企畫經營人才培育

設置專案管理中心、分區輔導團，對各縣市實施點進行因地制宜 的輔導，

配合專業人才培育、文宣計畫及國外觀摩，輔導各縣市 地方文化館確實執行。

為輔導地方文教基金會及藝文協會共同經 營地方文化館，配合本會文化行政專

業人員課程，結合大專院校 辦理專業人才訓練課程設計，分課程階段策劃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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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訓練及認證。以工作講習、研習營、實習、個案討論或其他方式，邀 請

熟識實務工作之專家學者就各項工作計畫主題、理念宣導課 程，採階段式（初

階、進階）培育。課程內容包括：一般課程、 進階課程、專題課程。

E 世代社區小尖兵：鼓勵青少年協助社區訊息通報，社區網 站(頁)建置管

理，社區環境清潔維護、社區課輔小老師、社 區刊物發行、社區活動策劃、社

區環保清潔維護。E 世代社區俱樂部：鼓勵青少年自主性籌組運動型社團，休

閒娛樂型社團，資訊技能型社團、民俗藝陣社團，傳統工藝 社團，傳統音樂社

團等。社區經驗交流研習。成立社區聯盟，建立人才資料庫，相互支援。社區與

企業，民間組織或藝術團隊多方結盟，以巡迴活動串 連社區。建立姊妹社區，

國外社區結盟，定期互訪交流。

關於社區服務人力之規範，僅見於挑戰 2008 之「行政計畫」中，且由計畫

內容觀之，社區服務人力僅著眼於鼓勵性，短暫訓練型態之人力資源建構工作。

實際上，針對社區人事具有法規效力之規範僅地方制度法下的村里長及村里幹

事；然而，上該人力有限，實際上推動各項社區服務業務時所能發揮之功效更加

有限。然而，針對社區人事制度之保障及專業性規範皆於現階段發展中缺席。須

知，社區服務僅賴「志工」並非長久之計，也絕非現代治理之道。

（三）社區經費制度

1、地方制度法下之概述

現行規範地方基層財政之法條，較為明確者為地方制度法。依據地方制度法

第八十六條，規範日據時期財產之承受：村（里）承受日據時期之財產，或人民

捐助之財產，得以成立財團法人方式處理之。然而，現狀下之社區治理經費來源

非常貧乏，縱有地方制度法所規範之經費來源，但基於社區服務活動之大量需

求，社區活動，社區人事，社區運作，社區服務等面向皆需要更為充足之經費來

源以為服務居民之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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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行政院研考會於民國 85 年所做的「社區發展與村里組織功能問題之探

討」，社區主要經費來源仍是政府補助，據研究報告顯示，接受調查之社區中有

41.1％之社區表明其社區經費需要依賴政府之補助；其中有 1/4 之社區經費來源

需要依賴社區理事的捐助；而 9.9％支社區經費源自於居民定期繳款捐助。另有

特殊經費來源，如因環境汙染所繳納之回饋金與其孳息亦成為社區發展之經費來

源之ㄧ。由於社區經費來源有限，社區財源缺乏獨立性，因此社區發展多須仰賴

政府補助；當社區發展與建設無法脫離公部門的補助與限制時，社區建設與發展

顯然難以深根發展，真正做到為居民服務之境界。

檢視主計處統計資料得知，社區經費來源與收入並未因服務需求增加而增

加，依據 1998-2006 年之相關資料顯示，社區發展與服務之經費收入項目仍然維

持大略相等的經費比例幅度。而社區因服務居民之項目增加，因而於社區支出面

向明顯逐年增加7。由資料顯示可知，社區財源面向不僅面臨經費不足之困境，

同時也面臨了收支失衡之狀態，因此，此時此刻，正式檢視社區治理法制化之良

機，以確保社區發展更健全，確保社區居民獲得更充裕資源，受到更好的保障，

發展更健全的整體社會。

2、社區發展工作綱要

綱要第十二條。社區發展協會應針對社區特性、居民需要，配合政府社區發

展指定工作項目、政府年度推薦項目、社區自創項目，訂定社區發展計畫、編訂

經費預算、積極推動。

3、社區營造條例草案

表八、規範社區活動之社區營造條例草案相關條文

第十二條 社區發展協會應針對社區特性、居民需要，配合政府社區發展指定

工作項目、政府年度推薦項目、社區自創項目，訂定社區發展計畫、

編訂經費預算、積極推動。

前項社區發展指定工作項目如左：

一、公共設施建設：

7 依據中華民國統計資料網－各縣市社區發展指標之資料顯示。去自網頁：
http://61.60.106.82/pxweb/Dialog/statfile9.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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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修）建社區活動中心。

(二）社區環境衛生及垃圾之改善與處理。

（三）社區道路、水溝之維修。

（四）停車設施之整理與添設。

（五）社區綠化與美化。

〈六）其他。

二、生產福利建設：

〈一）社區生產建設基金之設置。

〈二）社會福利之推動。

（三）社區托兒所之設置。

（四）其他。

三、精神倫理建設：

（一）加強改善社會風氣重要措施及國民禮儀範例之倡導與推行。

（二）鄉土文化、民俗技藝之維護與發揚。

（三）社區交通秩序之建立。

（四）社區公約之制訂。

（五）社區守望相助之推動。

（六）社區藝文康樂團隊之設立。

（七）社區長壽俱樂部之設置。

（八）社區媽媽教室之設置。

（九）社區志願服務團隊之成立。

（十）社區圖書室之設置。

（十一）社區全民運動之提倡。

（十二）其他。

政府年度推薦項目由推薦之政府機關函知，社區自創項目應配合政

府 年度發展社區工作計畫。

第十六條 社區發展協會辦理各項福利服務活動，得經理事會通過後酌收費用。

第十七條 社區發展協會之經費來源如左：

一、會費收入。

二、社區生產收益。

三、政府機關之補助。

四、捐助收入。

五、社區辦理福利服務活動之收入。

六、基金及其孳息。

七、其他收入。

第十九條 第十二條第一項政府指定及推薦之項目，由指定及推薦之政府機關

酌予補助經費；社區自創之項目，得申請有關機關補助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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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條 各級政府應按年編列社區發展預算，補助社區發展協會推展業務，

並得動用社會福利基金。

第二十二條 推動社區發展業務績效良好之社區，各級主管機關應予左列之獎勵：

一、表揚或指定示範觀摩。

二、頒發獎狀或獎品。

三、發給社區發展獎助金。

資料來源：社區營造條例草案總說明8。

事實上，社區經費來源多依賴捐贈；而公部門所編列之社區發展預算並不穩

定，若遭遇如同 921 災後重建等重大建設所需時，才可能編列特殊預算補助社區

建設與活動。同時，社區發展協會所得之預算經費也未必能提供給社區中各項活

動，或是贊助社區其他非營利組織之運作或活動。期於社區服務團體則必須自募

經費，以維持各該團體之基本支出。然而，事實上，許多社區服務團體雖有其存

在之必要性，卻常礙於經費不足而被迫結束。這試社區治理中因經費不足所可能

導致的後果之ㄧ。

8 社區營造條例總說明網頁：http://sixstar.cca.gov.tw/upfiles/dow01129022939.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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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區管理協調制度

1、社區營造條例草案

表九、規範社區管理協調之社區營造條例草案條文

第七條 社區居民基於自主及自治意
識，針對社區公共事務，得依本
條例規定程序形成社區營造協
定。

前項社區公共事務，包括下列
事項：
一、社區精神、特色及公共意識之

營造。
二、社區傳統藝術文化保存、維護

及推廣活動之辦理。
三、社區居民終身學習活動之辦

理。
四、社區健康照護與社會福利之保

障及供應。
五、社區土地、空間、景觀及環境

之營造。
六、社區生產、生態及生活環境之

保護。
七、社區產業之發展及振興。
八、社區土地及資源之開發利用。
九、社區居民生活安全、犯罪預防

及災害防救準備。
十、其他社區營造推動事項。

社區居民基於自主自治意識，得針對
社區公共事務，依本條例規定程序形
成社區營造協定。並明定社區公共事
務包括之事項，俾使民眾清楚了解，
作為推動及規劃社區營造協定提案之
參考。

第八條 社區營造協定依其內容及性質
分類如下：
一、社區建議：針對社區公共事務

之建議，提供權責機關作為施
政或辦理業務之參考，或作為
社區居民自我約束及遵行之
依據。

二、社區憲章：針對社區未來發展
和營造目標之基本原則，具有
宣示、啟發、提醒、引導及規
勸等作用。

一、社區營造協定依其內容及性質
可區分為對社區公共事務之社區建
議、宣示社區發展理想之社區憲章、
規範行為並具強制力之社區公約及規
範社區空間環境有形資產之社區計畫
等四類。
二、此四種類型性質之劃分，可決定
主管機關審查營造協定提案之審查密
度；例如宣示社區理想、自我願景之
協定，採取低密度之審查；至於必須
具有強制約束力之協定，則採高密度
之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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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區公約：針對社區公共事務
領域所形成之具體行為規
範，具有不同程度之強制力，
包括罰則。

四、社區計畫：針對開發、利用和
保存社區土地、空間、景觀、
環境及各種有形資產之實質
計畫案，涉及社區成員權利義
務之規範事項者。

第九條 社區營造協定應以協定議題所
涉及社區範圍之公共事務為
限，並不得牴觸現行法令強行
規定，或要求對於依法具有全
國一致性之事務為特別之處
理。但其內容及性質係提供權
責機關作為施政或辦理業務參
考之社區建議者，不在此限。

社區營造協定範圍之限制。規範社區
居民可在不牴觸現行法令強行規定，
或要求對於依法具有全國一致性之事
務為特別處理之情形下，得以訂定專
屬於該社區營造協定，作為居民自我
約束、共同遵守之依據。

第十二條 社區營造協定經審議通過
者，應依下列方式處理：
一、 社區建議及社區憲章：由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備查或轉請權責機關參
酌辦理。

二、社區公約或社區計畫：由直
轄市、縣（市）議會通過，
並經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公布，始得拘束社區居
民。

社區營造協定分為社區建議、社區憲
章、社區公約及社區計畫四類，其中
社區建議及社區憲章，因無具體拘束
社區居民權利義務事項，經審議通過
後，視其內容由地方主管機關備查或
轉請權責機關參酌辦理；至社區公約
或社區計畫因包含罰則或規範社區居
民權利義務，自應循自治條例制定程
序，由直轄市、縣（市）議會通過，
並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公布
後，始得拘束社區居民。

第十三條 主管機關得會同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對社區營造工作定期辦

理評鑑；其評鑑項目、基準及其

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

機關會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

之。

主管機關得會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
社區營造工作定期辦理評鑑，並授權
訂定評鑑辦法。

資料來源：社區營造條例草案總說明9。

4、社區發展工作綱要

9社區營造條例總說明網頁：http://sixstar.cca.gov.tw/upfiles/dow01129022939.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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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規範社區管理協調之社區發展工作綱要條文

第三條 社區發展主管機關：

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

府；在鄉（鎮、市、區）為鄉（鎮、市、區）公所。主管機關辦理社

區發展業務單位，應加強與警政、民政、工務、國宅、教育、農業、

衛生及環境保護等相關單位協調聯繫、分工合作及相互配合支援，以

使社區發展業務順利有效執行。

第四條 各級主管機關為協調、研究、審議、諮詢及推動社區發展業務，得邀

請學者、專家、有關單位及民間團體代表、社區居民組設社區發展促

進委員會；其設置要點由各級主管機關分別定之。

第六條 鄉（鎮、市、區）主管機關應輔導社區居民依法設立社區發展協會，

依章程推動社區發展工作；社區發展協會章程範本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社區發展工作之推動，應循調查、研究、諮詢、協調、計畫、推

行及評估等方式辦理。主管機關對於前項工作應遴派專業人員指導

之。

第七條 社區發展協會設會員（會員代表）大會、理事會及監事會。另為推動

社區發展工作需要，得聘請顧問，並得設各種內部作業組織。

第八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為社區發展協會最高權力機構，由左列會員（會

員代表）組成：

一、個人會員：

由社區居民自動申請加入。

二、團體會員：

由社區內各機關、機構、學校及團體申請加入。

團體會員依章程推派會員代表一至五人。

社區外贊助本社區發展協會之其他團體或個人，得申請加入為贊助會

員。贊助會員無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及罷免權。

第十五條 社區發展協會應與轄區內有關之機關、機構、學校、團體及村里辦公

處加強協調、聯繫，以爭取其支援社區發展工作並維護成果。

資料來源：社區發展工作綱要10。

依據社區發展工作綱要上該條文，社區發展工作根本上就缺乏具統整管理權

威的組織架構系統，因此也同時缺乏可以集中控管協調的法定權力，現存的協調

管理機制多為中央與地方政府單位，社區中僅存非公部門性質的社區發展協會。

協調工作為各級政府間的工作，且視情況需要而進行輔助性協調工作。至於社區

10 社區發展工作綱要網頁：http://sowf.moi.gov.tw/06/law/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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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整體事務之發起，決議與協調合作則無一套統整性制度規範保障。雖然社區營

造條例草案針對該部分做出部分規範，但是該規範僅侷限於社區基礎工程建設工

作，並未涉及社區內其他面向之活動；且該規範僅處於草案階段，仍未正式通過

立法程序，無法發揮規範作用。此外，即使社區營造條例草案通過，其中架構的

社區管理協調治理系統，仍然屬於自願性，開放性，無拘束性的社區公約、社區

憲章等內容，無法建立起整體的社區治理制度。因此，現階段台灣社區管理與協

調治理缺乏系統性管理制度與系統。

肆、結論

ㄧ、台灣社區治理困境

根據社區發展等相關學者研究顯示，社區在地方治理中的地位漸形重要，但

是基於台灣社區發展歷程不連貫，社區公民意識發展起步較為緩慢；而社區發展

與社區自治中最大缺憾便是缺乏一套統整性法制規範，因此現階段台灣社區發展

呈現多頭馬車的發展現象；歸納社區發展現階段遭遇困境如下。

ㄧ、第一類社區發展困境歸納論點

（一）社區規範定位模糊：「社區發展工作綱要」雖規定社區發展協會為「人民

團體」，但是主管機關卻又能輔導社區居民依法設立社區發展協會。

（二）社區範圍無法反映社區居民生活或關係網路

（三）社區與村里鄰角色角色混淆，容易發生爭奪資源之情況

（四）社區發展組織代表性不足，卻身負社區自治等重責大任（李天賞，2005：

50-57）

二、第二類社區發展困境歸納論點

（一）社區範圍界定範圍大小不ㄧ致，村里鄰行政人員否定社區功能。

（二）社區組織繁多，功能重疊，各自為政。

（三）社區發展之人力與財力仍未成型，尤以社區自治經費來源最為有限（行政

院研考會，1996：3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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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彙整社區發展困境

（一）社區組織種類繁多

除社區發展協會之外，另有許多非營利組織，例如志工媽媽團體，或是守望

相助團體等；且社區發展協會並非強制設立之團體，部分社區範圍積極成立相關

社團加強社區服務項目，並未形成全面性社區組織健全發展之狀態，必須整合現

有社區團體，同時以妥適之法制加以規範，促使各地區範圍內之社區團體組織均

衡發展，共同爲居民服務。

（二）社區活動分項複雜

社區活動包含社區建設實務活動，社區服務實務活動，以及社區文化與精神

倫理實務活動三大面向。然而，台灣社區實務活動多偏向於文化活動之發展，雖

有部分社區積極進行服務活動，但礙於經費有限，人力不足，無法全面性提供居

民適時的服務與輔助。而論及建設活動面向更為貧乏，因台灣缺乏法制依據，欠

缺以「社區」為名之行政單位，故基礎建設或相關公共政策活動無法透過與居民

關係最密切的「社區」單位運作，順利推展。檢視眾多政策推展至地方政府層級

便可視為推動完成；然而，現階段下設之村里鄰等基層單位推展工作卻未能充分

發揮其功用，此點與下ㄧ項困境有密切關聯性。

（三）社區村里功能重疊

社區治理之需求，源自於即時性、地理便利性之需求，為居民提供即時之救

助或是服務；同時透過更為彈性之組織管理，結合志願服務人員，與專業服務人

員，提供社區服務，造就公民社會。然而，現階段地方制度法下設之村里鄰似乎

扮演著相同之角色與功能，但卻未必能提供如社區治理一樣更為貼近居民需求之

服務。筆者曾針對台北市文山區社區範圍內，檢視執行限制使用塑膠袋政策之實

際成效情況，其成效有限，因為村里鄰之種種組織與執行功能有其限制性，必須

遵循中央與地方政府之由上而下之政令推展，未必能確實發揮社區影響力，同時

也未畢能即時反映社區居民之政策需求與回應。社區發展至今仍無法推動法治

化，最重要的原因之ㄧ便是地方制度法下村里鄰之相關規範已然存在；然而，在



34

現階段規範下運作功能有限之情況下，應該進而考量結合社區組織與地方服務團

體，整合為較為務實之組織；建構能確實服務大眾，推廣政務之地方基層治理系

統與模式。

（四）規範社區法制層級不足

現階段社區營造條例仍屬於草案，並未通過立法程序，而主導社區發展之行

政院「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劃」，實乃行政計畫，也欠缺法律規範之實質

效力，其他與社區相關之規範皆屬職權命令，規範層級不足，無法擁有足夠權利

與法治基礎，以大刀闊斧的手段推展社區治理工作。

（五）各行政機關中涉及社區治理之計劃與方案其組織與功能皆嚴重重疊，造成

資源之浪費。

其他如未能有效整合社區各項資源、社區缺乏充裕與穩定經費，以及社區制

度化人力資源運作體系等問題皆為必須解決的問題。當公民社會時代來臨，而村

里鄰運作有限的情況下，必須針對社區治理之各面向，建構完整統合的法治規

範，以落實地方治理之理想與目標。

二、社區治理之未來趨勢

台灣社區未來的發展方向，必須朝整合性、彈性管理與制度化等方向努力；

其未來趨勢的工作內容應著重於（1）整合不同部會之社區推動工作。（2）統整

社區內各種行政組織與非營利機構，成為有系統運作之社區組織。（3）擬定並通

過統整性規範：例如「社區總體營造條例」「社區自治與發展條例」「社區發展工

作條例」「社區法」「非營利組織法」。（4）擬定明確社區政策（李天賞，2005：

159-162）。而台灣社區發展方針則應（1）將社區界定為一「介面」（interface）

平台：解除管制。（2）已計畫或方案取向（project orientation）推動社區工作。（3）

善用競逐補助（rent seeking）觀念。（4）管理式競爭（management competition）

11。

台灣社區治理已經起步多時，並已進入蓬勃發展的階段。這代表了台灣地方

11 吳明儒於台北市政府所舉辦的台北市市民論壇（2000）中所發表的意見。轉引自李天賞，2005：16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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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單位以逐步實踐新公共服務之精神，企圖為居民本身尋求自主性協調合作之

機制。然而，台灣現行社區治理現狀所浮現的種種問題，顯示新公共服務之實踐

仍存在著侷限性，因此，未來應從最基本的社區治理制度面著手檢討並加以修

正，以便以較為完善的制度，引導各地方社區居民進行長規劃的社區治理工作。

同時必須仔細評估社區與村里運作之整合性，已確實落實基層地方治理方式，建

構更健全的法制規範內容，整合多元地方性組織，依照地方居民需求適時提供服

務；活化地方多元治理，有效運用地方資源，已達成「無縫隙」治理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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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view of the Praxis of New Public Service:

A Study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Taiwan

Hsia-Ping Lan Chyung-En Wu

ABSTRACT

“New Public Service” is the most important principle in the public

sectors in the new century, and the best instrument to adopt this spirit

is the idea of “Governance”. “There are formal and informal mechanisms

in the adoption of governance.” ”With the scope of governance getting

wider than before, all kinds of participants in the governance field can

pursue their demands and reach their goals by the divergent governance

mechanisms.” Recently, the inter-government collaboration governance

focuses on the local governance. The public sectors hope to service the

people through the effective multi-governance model.

However, how is the adoption of new public service in Taiwan? That

is an important question waiting for the answer.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community”, as the analysis unit, and analyze the current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Taiwan through the literature review of the second resources,

former research studies, and the regulations. The finding is that since

Taiwan is in the stage of highly developing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the

existing community governance system can not offer the divergent

community service for local residents.

If we can face the current problems in the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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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and find the resolution for the problems by constructing the

appropriate governance model in the local areas of Taiwan. The “New

Governance” can be implemented in order to reach the common goal between

the local residents and the multi-governments for the good governance of

effective management, smooth collaborations in both public sectors and

private sectors, more service for people.

Keywords：Local Governance、Community Governance、Community Development、

New Public Service、Civil Socie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