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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區大學也能「兩兆雙星」─在地文化銀行 

一、社區大學也能「兩兆雙星」─在地文化銀行

                       

日前教育部社教司公佈了「非正規學習成就認證」，未來將提供國人另一項取得正式文

憑的管道，透過入學門檻毫無學歷限制的社區大學與各社教機關或人民團體，亦可申

請報考正規大學並認可相關修業學分。此一措施固然對於全國百餘所辛苦經營的社區

大學而言，或能因此加強民眾至社大進修的動力而對招生工作有些許助益，實則若不

重新檢視社大定位與經營策略，終將枉然。

社區大學相較於其他正規大學而更具優勢的特質，在於每所社區大學都緊密地與在地

生活網絡連結，地方上的經濟、社會、政治等些微變動，都牽引著社區大學的運作；反

之，社區大學亦在地方辦學上，最直接與地方生活主體—來上課的地方中堅份子，緊

密互動，對於地方文化的活力與特質最能掌握，相信每所社大在如何將此類特色，提

案與文化中心或文建會等單位合作的經驗上，都非常豐富。在政府大力倡導「兩兆雙星」

的其中一星─創造文化內容產業的高產值之際，社區大學等於掌握了文化內容產業的

最原型。社區大學的學員主體是地方各行各業的中堅成員、社區大學在當地舉辦各式各

樣結合社區的活動、甚至許多社區大學推動地方文史、人物誌等文字影音紀錄…。在地

化的力量中，社區大學正是最適合成為文化內容產業的content bank！

文化內容要能成為產業，必須維持其多元且充滿創造力的特質，從而將此特質結合進

步技術而創造其商品價值。社區大學坐擁豐富在地資源，根本猶如一個在地文化的

content bank。社大應清楚此一價值，如能將社大以更有效率的資訊處理技術從繁瑣

的行政事務解放出來，社大更該投入力量的，應是以新的「建教合作」或各種成果發表

活動的方式，吸引具商業化能力的角色加入連結，創造出社區運用這潛在豐富文化價

值的「產值」。讓在地文化有機會商業化，是活化社區創造力的不二法門，也是讓社區

見到文化活力的「產值」，青年回鄉的動力才更有可能，形成良性循環的產業潮。這股

良性循環的推手，非社大莫屬，也期待全國各社大能重新釐清自我價值，將社大角色

定位為充實內容產業的文化內容銀行(content bank)，真正成為文化內容產業的推手！

再造社區文化產業，遠比學分文憑的吸引力還要更強大！

(本文部份內容曾在 95.3.22發表於《自由時報》之〈自由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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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大學程課程設計說明

基於結合地方社區與當地經濟因素，我們認為，需要設計更多內需經濟及服務產業與

就業條件，以資協助地方轉型為生態人文城市，也就是藉由新課程的調整設計帶動內

需型的服務就業機會增加，進而發展出跨城市連結的旅遊觀光導向的服務型產業。基

於這樣的觀察，課務委員建議授課講師應著重以下兩項重點：

（一）授課技巧應朝向「在地化」，務使每一門課與「當地」發生關聯：

1.使用在地素材

無論攝影、繪畫、文史材料、烹飪主題...，皆可做為授課之素材，引導學生累積

在地記錄及生產在地文化作品

2.課程內容帶領學員投入社區營造或美化

文史調查、生態調查、空間營造、造街、工藝實驗工坊、...等皆可做為授課內容，

選定三重或蘆洲之社區(公共空間)為標的，帶領學生投入社區營造工作

3.課程成果應用於在地服務

各類動態課程，如舞蹈、武術、運動、歌唱、樂器演奏等課程，皆可促成學員以學

習技能去社區或弱勢社福機構提供演出或參與競賽，提升三重蘆洲公益聲譽及

藝文形象

（二）積極納入三大學程之授課指標，深化課程之授課目的

1. 綠色公民學程--培養具國際視野之公民素養，屬於通識教育，亦嘗試為正規

大學通識教育提供選擇；培養具國際視野、尊重多元，並重視與相異者合作之

公民意識，涵蓋本國/土歷史 (含台灣史、社區史…等)、社會運動、全球化、第三

部門、政治制度與法律等 16門課共48個學分。

2. 社區營造學程—培養社區經營幹部，不斷推動社區總體營造工程；培養在地

意識與提升自我認同之社會自信，涵蓋文史、生態環境、多族群/性別、弱勢福利、

技藝傳承與創新等 16門課共48個學分。

3. 社區經濟學程--培育文化創意產業(微型創業)，讓學員在學習足夠的工藝與

創業技巧後，能善用經驗智慧與在地特色，進行創業計畫；針對當地的文化產

業進行孕育培養 (incubating)，為政府輔導資格之外的「超微型潛力股」提供

機會，以促進、帶動地方文化產業。涵蓋多(新)媒體應用、專案管理(企劃/行銷/

活動)、基礎財稅法律、專題實習等 16門課共48個學分。

修習專題實習課程之學員須具備一定程度，以個人或小組形式(皆須具備本校

學員身分)選定指導老師後向本校提出專題實習計畫，獲准者將接受本社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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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培養。本學程之專題實習，其申請與審查規範，應根據上述原則另訂實施要

點俾為辦理依據。

※本社大在社區經濟學程中，同時扮演創業者的Angel，受理學員創業計畫的

投資申請，挑選深具潛力的個案進行微型文創投資。

三、線上送課系統

為了簡化流程且提升效能，本校依據信賴原則提供線上登錄講師簡歷及課程大綱。準

講師首次登錄時，請在線上系統盡量完整填寫各項欄位，欄位項目不足表達該課程意

涵時，可自行提供其他文書海報資料至本校電子信箱 teacher@rivegauche.org.tw(或
校本部地址)，以供課審委員參考。待通知審核通過後，講師須於開學前補齊資歷相關

證明文件正本，查驗後正本將予以退還。所有應徵講師皆須參加本校講師研習，以便

深入了解並配合本校課程政策。

準講師首次送課步驟說明：

(一)、進入三重社區大學官方網站(http://www.rivegauche.org.tw/)，任選三重或蘆

洲校區進入皆可。進入校區首頁，可在左側看到教師專區選項，請滑鼠按左鍵進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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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進入教師專區畫面，請按上方加入教師進入聲明畫面。請準講師詳加了解後按下

我同意進入登載畫面。

(三)、開始填寫講師個人資料。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社區大學重視每一位學有專

精的講師加入本校！請準講師詳細填寫與授課領域相關之學經歷；在本校，經

歷更優於學歷。

所有登載之學經歷資料，於審核通過後，將通知講師提供登載資料之完整證明

文件正本，以供本校存查；驗證後將會歸還所有正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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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完成前頁個人資料後，系統自動進入送課畫面，請按課程管理進入送課流程。

(五)、進入課程管理畫面，準講師尚無開課資料，故下方不會顯示任何課程紀錄。請準

講師直接在２上方按下送課鍵進入下一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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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依照步驟指示，選擇開課時間地點等各項資訊。在第一欄校區選擇後，系統會自

動顯示第二欄的校區內各個地點清單，請讓系統顯示後再行選擇。

(七)、進入時間區段設定。本校全學年各學期分為春季班(18週)、暑期班(6週)和秋季

班(18週)；如欲開課程之長度與所選學期週數相同，則系統已自動設定所選學

期區段，準講師可直接進入下一步。如欲開課程與所選學期之週數有所不同，請

核對本校行事曆，確認未與全校活動衝突後，再自行變更時間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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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進入星期及同日時段的設定。本校週一至週五僅提供晚間開課時段，星期六則全

日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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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重頭戲開始：進入課程內容的設定。
1. 課程名稱：建議以活潑易懂的名稱命名。如「學日語說三重」。特別注意：如

您的課程已通過非正規課程或優良課程認證，請在名稱後括號註明。

2. 課程學程：請詳閱本校三大學程說明，並將您的課程導入學程指標，以納

入學程。如您的課程可達成跨學程之指標成效，則可複選學程。無法納入任

一學程之課程，請勾選無學分課程。

3. 課程屬性：此三類屬性為教育部規範之屬性分類，依據授課方式進行劃分

為學術、社團及藝能。我們鼓勵您盡量使教學生動有趣，特別是能帶領班級

朝向社團化的授課方式，最容易帶動學員凝聚向心力，亦能提高聲譽使招

生容易。本校審課時較易排除純粹lecture的學術授課方式，請準講師們

盡量能深入淺出、寓教於樂，以引領學員背後深厚的社會經驗來貼近知識，

是最為恰當。因此我們建議您的授課屬性盡量可在此三類複選。

4. 課程分類：即知識範疇的分類，屬於學程中的學科分類。本校提供九類，

請準講師們細心選擇；單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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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同前一個畫面，當您詳細完成本頁課程大綱及課程各項說明之後，在頁面最下

緣還有一欄「參考書目」也請務必完成填寫。參考書目可包含課堂用書及延伸閱

讀書目，以鼓勵學員閱讀風氣。本校接受博客來網路書店提供網路串接服務，

使學員亦可透過網路直接自行購買，大幅提高便利性。請準講師耐心提供書單

連結網址。

請在送出前，再次檢查所有欄位是否都已完成。送出後，您就可以耐心等候本

校審查。本校收到送課資訊後將先進行書面審查，通過書審者，本校即會為您

開設三重社大講師信箱，該信箱之帳號，亦可用來登入使用三重社大應用服務

網之各項網路服務：使用 7G信箱、分享行事曆、建立課程網站（部落格）、儲存

或分享文件檔案等。

在書面審核及校務會議講師聘審委員會審課會議兩關之後，就會對利用本校信

箱通知已通過課程審核之講師。敬請隨時登入本校信箱查看三重社大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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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大學程詳細指標說明
(一)、綠色公民學程 (學程代號:G)
四大指標：

A.對所在城鎮、台灣的近代變遷，以及全球近代史有所了解，具反省力的史觀。

相關課程：全球化概念、台灣各民族(歷史與多族群)、社會運動事件、三重蘆洲地方

誌等。

B.產生地方認同，對公民責任與公共參與有所激發。

相關課程：台灣都市計畫沿革、台灣社造案例、國外城市運動案例、政策與立法制度、

社會運動。

C.對電視媒體所傳遞的政治經濟資訊有獨立思考與批判能力，進而在選舉時發揮篩選

力量。相關課程：全球化概念，NGO, 社會福利，台灣民族(歷史與多族群)，社會運

動等。

D.對於正規大學所開設的通識課程有所銜接

相關課程：語言(母語/他族語言)、藝術、台灣環境、文史調查、台灣與全球經濟、綠色

生態思潮備註：此學程非常適合與正規大學合作。         

參考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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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區營造學程 (學程代號:C)
課程四大指標

A.學員完成「社區營造學程」後，將能獨立或合力撰寫並提出社區計劃申請書。

相關課程：計劃申請書寫作，社區法規，社區歷史，財務計劃等。

B.學員完成「社區營造學程」後，將能組織社區團隊，宣導並推動社區計劃。

相關課程：領導與組織，溝通技術，演講技術，宣導影片與文宣製作。

C.學員完成「社區營造學程」後，將能在社區計劃中納入弱勢福利，多族群/兩性，與

全球化等議題之考量。

相關課程：全球化概念，NGO, 社會福利，台灣民族(歷史與多族群)，社會運動等。

D.學員完成「社區營造學程」後，將能與相關政府單位協商，向民間企業遊說，以爭取

資源，完成社區計劃。相關課程：社區法規，社區歷史，溝通技術，演講技術，

Power Point 製作。

    參考課程



(三)、社區經濟學程 (學程代號:E)  
四大指標　 

A.對本土鄉鎮特色及創業元素有所涉略，激發創意產出實際應用案例

相關課程：台灣鄉鎮旅遊、各地採訪與創意商品報導、「裴勇俊、周杰倫與米老鼠」(文

化產業分析)、創新應用實務演練、故事包裝技巧(寫作與宣傳演練)等。

B.能具備轉換職涯角色的能力，擔任企業(組織)顧問或經驗講師。

相關課程：台灣勞動現況、未來趨勢、領導與組織，溝通技術，演講技術，管理工具

之應用技巧與講義製作、人力派遣與鐘點專家(高階人力應用趨勢)等。

C.對公司或事業營運有基礎了解，具判斷與選擇適合自己的轉業方式(獨立/合夥/兼

營...)。

D.將能獨立或合力撰寫並提出創業計劃申請書。

相關課程：創新應用實務演練、故事包裝技巧(寫作與宣傳演練)、計劃申請書寫作、

Open Office應用實務、營業財稅法規、簡報實務技巧、財務計劃。

參考課程



五、非正規教育課程認證相關注意事項

(一).學分證明由認證中心核發

(二).依據中心的規定，本校(除教育部的終身學習上傳之外)將額外於規定時

間內遞送學員名冊。

 (三).根據非正規教育學習成就辦法規定，社大通過的認證課程，效力等同空

大及一般正規大學通識課程。同學可依據取得之學分證明申請大學入學條

件，或抵免通識學分，或為機關團體升遷、考評依據。研習過的認證課程，

等同修習正規教育課程，不僅社大同學適用，一般大學生通用，親子共

上大學備受肯定，而且就在在地社區中。

(四).以下摘要相關條款敬請參考:

1.非正規教育學習成就認證辦法 (民國 92 年 10 月 20 日發布)

第 7條 持有學分證明者，得依各級各類學校之相關規定，申請採認作

為入學條件

第8條 持有學分證明者，於入學後，得依各校之規定，申請抵免學分。

第9條 持有學分證明或修習證明者，得依學校、機關、機構或團體之規

定，申請列入進修時數，並作為升遷、考核之依據。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4A.asp?

FullDoc=all&Fcode=H0080052

2.報考大學同等學力認定標準修正條文：

第二條 考大學條件

第十一項：年滿二十二歲且修習教育部認可之非正規教育課程累積不同科

目課程達四十學分以上，持有學分證明者。

3.非正規課程認證辦法，詳見網址http://140.122.96.1/ 

http://140.122.96.1/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4A.asp?FullDoc=all&Fcode=H0080052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4A.asp?FullDoc=all&Fcode=H0080052
http://law.moj.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H0080052


六、本校簡介

(一)、緣起與目標  

三重與蘆洲是台北市對岸的重要衛星城市，也是主要以勞動階層與城鄉移民組成的城

市，且居民無論在工作、生活或求學唸書常需往返於淡水河的兩岸。台灣二十一世紀議

程協會有感於三重地區需要ㄧ個提供居民社會教育之場所，故於民國 90年成立「台北

縣三重社區大學」，並於 93年設立蘆洲社大校區。同時在理解三重與蘆洲地區特殊地

域特性下，社區大學打破傳統分齡學程的限制，使學習管道及資源呈現多元化，期待

藉由社區教育的注入，協助居民自我成長、面對社會的趨勢與提升技能等，最終能夠

關懷自身成長的土地，追求美好永續的生活。

本校期待藉由長遠社區大學之經營，達到下列目標：

1. 推動社區行動教室‧再造城市藝文地景 

社區大學行動教室的概念在於透過不同體系連結教育資源，例如社區管委會、

學校、民間團體、商業團體等，社區大學提供教育資源，讓教育的行為發生在你

我的公司、社區、團體或學校，結合不同對象的需求，提供成長所需之課程，轉

化學校扮演的角色「化被動為主動」，更期待長期能讓課堂上的學習與社區發生

關係與連結。

2. 推動文化創意產業‧在地文化內容銀行 

從藝文生活課程切入，結合社群、城市生態、地方人文與地方產業特質，規劃相

關課程，藉以提升當地發展潛力，並創造地方產業之價值。規劃「綠色公民學

程」、「社區營造學程」和「社區經濟學程」三種學程。

(二)、教學中心 

本社大由台灣二十一世紀議程協會承辦，成立於 90年 9月最初校址位於三重商工，

93年秋季成立蘆洲社大校區，95年秋季班增加鷺江國小教學中心，三重社大校區並

於 93年遷移至目前所在位址~三光國小，95年秋季班增加厚德國小教學中心。

(三)、聯絡方式 
 

講師服務專線 TEL：(02) 2979-1567 FAX：(02) 2974-0493

服務時間 週ㄧ至週五，下午 14：30~22：30

送/排課資訊 www.rivegauche.org.tw／課程總覽

校本部位置 台北縣三重市大同南路 157號 5樓（三光國小內）



七、承辦單位「台灣二十一世紀議程協會」簡介

(一)、關於台灣二十一世紀議程協會

台灣 21世紀議程協會於 1999 年成立，為國內第一個專責推動在地「21
世紀議程」的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

協會主旨在結合民間團體學者及關心人士，探討台灣永續發展的條件，

促進台灣早日邁向永續發展、生態智慧、社會正義、草根民主、尊重多元

與非暴力的社會，與生態地球村共存共榮。

本協會與國際間主要之生態、環保、能源、文化等公民團體維持緊密的合

作關係與聯繫網路，並藉由參與與主辦國際會議，促進國際非政府組

織之合作，以共同推動全球性的 21世紀議程及催生台灣的 21世紀議程，

諸如主辦「台灣非政府組織參與聯合國 2002 年南非約堡永續發展世界高

峰會」(2002/5~9)、參加「全球綠盟會議」(澳洲坎培拉，2001)，規畫並執

行主辦「新能源國際研討會」(台北，2001)，「第十屆亞洲非核論壇」

(2002/7~10)等，具備參與非政府組織國際事務之豐富經驗。

協會除長期參與有關環境、再生能源與公民運動之立法遊說工作，亦關

切社區營造與教育文化事務，參與多項諸如文化古蹟保存、台語文教育、

網路媒體文化及流行音樂等專案研究計畫。

基於本會章程：推動社區草根教育、生態社區營造與社區大學運動，本

會投注甚多資源人力投入社區大學工作，2001 年 10 月獲准設立「台北

縣三重社區大學」，長期推動社區文化、公民意識與環境教育，並於

2004 年 10 月獲准增設位於蘆洲之校區，位於國立空中大學校內。

2005 年下半年起，台灣二十一世紀議程協會順利爭取到「經濟合作發展

組織OECD」政策出版品翻譯授權，為未來長期且擴大引入先進國際組

織政策研究成果，與促進台灣和OECD交流開啟了一扇新頁。

 (二) 、台灣二十一世紀議程協會實績

1. 2006年承辦文建會「台灣大百科全書」大眾版網站，順利於 2007起

改版成功，以開放參與式架構為出發建構集體參與、相互分享、彼此

互惠的時代，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世界，開放全民撰寫的百科。網

站經營理念為目標是藉由社群公認規範的環境，提供開放自由撰寫

環境，創造一個豐富多樣具備台灣知識的百科全書。



2. 2005年辦理「文言文學習網站建置計畫」，獲教育部專案補助。

3. 組團赴蒙古參加「東亞和平論壇」，並順利成為 2006年第二屆會議

主辦國。

4.接受北市社會教育館委託辦理落實「生活藝術化、文化生活化」北市

社教館藝能研習班營運檢討與轉型規畫

5.辦理「憲政改造系列工作坊」，獲新台灣文化基金會補助。

6. 參加「亞洲綠色組織 2005京都會議」，參加「亞太綠色聯盟」（Asia 

Pacific Greens Network,APGN）以台灣名義成為正式成員國

(05/02/11~2/13)

7.辦理「流行音樂展演中心研究評估案」獲行政院文建會補助(03/12結

案)

8.辦理2003年台德文化實務工作交流計畫「德國文化古蹟修復與保存

交流實習」案獲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專案補助(2003/7~2003/12)

9.規畫辦理教育部九十二年度「台語文論壇網站建構計畫」案

(03/1~03/12)

10. 行政院經建會委辦「再生能源與其相關產業發展策略」研究案

(02/7~03/3)

11. 規畫並執行主辦「2002第十屆非核亞洲國際論壇The 10th No-Nukes 

Asia Forum」，邀請德國、荷蘭、俄羅斯、日本、韓國、美國等國之非核

能源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代表來台參與(2002/7~10)

12.籌備主辦「台灣非政府組織參與聯合國 2002年南非約堡永續發展世

界高峰會」，促成國內二十個民間團體三十多位代表聯合組團前往

南非約翰尼斯堡參與「Rio+10地球高峰會」(2002/5~9)

13.承辦「台北縣三重社區大學」，(2001/10~迄今)，於蘆洲增設「三重

社區大學-空大校區」(2004/10~迄今)

14. 規畫並執行主辦「2001新能源國際研討會 The New Energy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2001」，邀請丹麥、德國、瑞典、日本、英

國、美國等國再生能源專家來台參與發表論文(2001/7)

15. 與美國德拉瓦大學能源與環境政策中心及國策研究院等團體聯合舉

辦「永續能源與環境策略國際研討會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ustainable Energyand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2000/09)

16. 舉辦「網路運動、獨立媒體與 21世紀台灣」系列活動(2000)

17. 與立法院永續發展促進會聯合舉辦「台灣二十一世紀議程」系列課程

(2000)



18.承辦環保署「能源與環境」研習會(1999/10)

19.組團參與於墨西哥舉辦之「綠色千禧年大會」(1999/09)

20.持續承辦台北縣三重社區大學，為本會之主要業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