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 年度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社區培力組
招生簡章

主辦單位：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執行單位：粉紅豹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壹、計畫概述
都市再生學苑核心為推廣「社區營造」及「都市再生」概念，藉由課程培養學員基本知能，
搭配田野實作養成觀察、發現社區議題並提出具體行動方案之能力。今年度將「實習入門課程」
與「實習現地課程」緊密結合，學員需以實習場域為範圍，產出課程作業成果，並在不同階段
完成資料蒐集、分析、行動擬定、執行行動等階段性目標；另搭配小組的選修課程，提供學員
進入社區進階工具運用的學習資源。除此之外，學苑也注重課程中建立的夥伴關係，累積學員
動能，期待未來能發將所學實質化為行動，共同投入社區營造與都市再生相關事務，持續為城
市注入新能量，共創臺北市社區營造與都市再生新願景。

貳、計畫期程
110 年度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課程執行時間 自 3 月 27 日始業式起至 9 月底結業式 。課
程與各項活動安排以週末上下午時間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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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年度課程安排簡表

※ 註 I：課程以社區行動實作為主軸，每週需投入時數實作，報名前須衡量時間是否足夠。

參、報名方式
一、招募對象
1. 初訓學員
不曾參與過去培訓課程 註 II，但對社區營造、都市再生相關議題感興趣之民眾朋友或
社區相關工作者。
2. 回訓學員
曾參與過去培訓課程

註 II，

並取得修課證書，意欲持續投入、自我增能之民眾朋友或社

區相關工作者。
※ 註 II：過去培訓課程包含「104-106 年度臺北市社區營造人才培訓計畫」及「107109 年度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

二、招生名額
今年度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第一階段報名預計招收 80 名進入第二階段面試，並於
面試後根據「（三）錄取資格」進行篩選，最終預計招收初訓學員 60 名作為今年度的初
訓學員；回訓學員則無名額限制。
三、報名方式
本年度報名程序分為「第一階段報名」與「第二階段面試」，無論初訓學員與回訓學
員都需完成「第一階段報名」資料填寫，且通過「第二階段面試」始符合錄取資格，即
可成為 110 年度再生學苑學員。
（一）第一階段報名
1. 報名期間：
即日起截至 110 年３月 8 日（一）23：59，完成報名方可進入第二階段面試。若
招生期間內報名名額額滿 ，則 自額滿時即刻提前截止報名 。
2. 報名方式：
第一階段報名全面採 線上報名 方式進行。
(1). 請根據 身份類別 點選相對應之報名表：
 初訓學員報名表：https://reurl.cc/GdV91p
（不曾領取 104-106 年度臺北市社區營造人才培訓計畫或 107-109 年度臺北市
都市再生學苑之修課證書者，即為初訓學員）
 回訓學員報名表：https://reurl.cc/GdV99v
（曾領取 104-106 年度臺北市社區營造人才培訓計畫或 107-109 年度臺北市都
市再生學苑之修課證書者，即為回訓學員）
(2). 將報名表於截止前填寫完成並送出，並需於第二階段面試時簽署「附件、課程報
名文件」中「附件一、個人資料保護告知暨肖像授權同意書」，即報名成功。
※ 註 III：若不熟悉電腦操作以至於無法填寫報名表單者，可於非國定假日的每週二
至週六 13:00-21:00，親自前往臺北市社區營造基地（仁安醫院舊址，臺北市大
同區延平北路二段 237 號），現場將有夥伴協助您。
（二）第二階段面試
1. 面試時間：
報名成功者將於 109 年 3 月 10 日（三）18:00 前收到第二階段面試時間通知。

面試共分為「3 月 12 日（五）晚上」
、
「3 月 13 日（六）下午」
、
「3 月 14 日（日）下
午」三個場次，請報名者於報名表欄位中選填可參與面試之時段，並務必空下您所勾選
的時段。
2. 面試地點：
臺北市社區營造基地（仁安醫院舊址：臺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二段 237 號）
3. 注意事項：
請面試者提早 10 分鐘抵達面試地點準備。穿著得宜即可，可不用著正裝。
（三）錄取與公布
1. 第一階段報名結果通知
(1). 初訓學員
第一階段報名截止後，將依報名時間（以學苑團隊系統顯示為主）先後順序編
號，報名編號第 1 號至第 60 號為優先學員，第 61 號至 80 號作為遞補學員。並
以 Email 通知報名成功者，公布優先學員與遞補學員名單及報名編號，並同步於
「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社區培力組」臉書粉絲專頁公告。
(2). 回訓學員
第一階段報名截止後，學苑團隊將以 Email 通知報名成功者，並同步於「臺
北市都市再生學苑-社區培力組」臉書粉絲專頁公告。
2. 第二階段面試結果通知
錄取結果確認後，學苑團隊將以 Email 通知，並同時公布於「臺北市都市再生學
苑-社區培力組」FB 粉絲專頁。
3. 錄取資格
(1). 初訓學員
凡「第一階段報名優先學員」繳交完整報名表及第二階段面試通過者，方可錄
取本次培訓課程，若面試未到則視同放棄錄取資格，若有缺額，將由「第一階段報
名遞補學員」依第二階段面試情況排序遞補之。
(2). 回訓學員
凡「第一階段報名」繳交完整報名表及第二階段面試通過者，方可錄取本次培
訓課程，若面試未到則視同放棄錄取資格。

肆、行動點數機制
一、行動點數活動
為了增加學員議題參與及共作機會，從而觀摩、學習，深化社區營造概念，與外部社
群組織建立關係。故在學期進行過程，學苑團隊會不定時發布行動點數活動，邀請學員參
與共作，學員可透過參與該活動獲得行動點數。除此之外，在學程結束時，學苑團隊也會
將學員所參與之行動點數活動經歷條列載於修課證書，並作為實績登錄納入人才履歷中。
二、回訓學員自提計畫（回訓學員專屬）
回訓學員自提計畫屬於小規模的實驗計畫，以核發行動金之方式，給予再生學苑之回
訓學員小規模實踐資源及機會，並配有實務經驗之導師，提供諮詢建議。自提計畫內容須
與社區營造、都市再生議題相關。希望藉由核發行動金，吸引學員嘗試各種行動可能，也
對自身進行增能與實戰歷練的累積。
※ 註 IV：詳細報名與執行辦法請見「行動點數核發辦法第肆點，回訓學員自提計畫」。

伍、其他事項
一、學程認證規則
今年度都市再生學苑由 12 小時的「實習基地巡禮」
、21 小時的「實習入門課程」
、至
少 50 小時的「實習現地課程」
、12 小時的「實地現地選修課程」與「行動點數」所組成。
學程認證上採修課時數實數登記，即依據學員實際修課時數、行動點數參與狀況進行登錄，
並於結業時頒發修課證書。惟實習現地課程參與時數會因不同小組產生異同，故設置時數
登錄上限 50 小時，若參與時數大於 50 小時登錄為「50+小時」，若小於等於 50 小時則
依照實際參與狀況進行登錄。
二、修課時數自我評估
強烈建議學員進行時間安排時，需考量未來的 6 個月內，時間能配合完成至少 12 小
時的「實習基地巡禮」、21 小時的「實習入門課程」、至少 50 小時的「實習現地課程」、
以及至少 2 小時的「實地現地選修課程」，並視自身能力盡量參與行動點數之合作協力活
動，以獲得最完整之社區營造與都市再生概念與各項社區工作能力。

陸、計畫聯絡窗口
如有任何問題歡迎來電或 Email 洽詢。
一、粉紅豹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聯絡人：鄭翔仁 0966-262-206（請於週二至週六來電：13:00-21:00）
E-mail：taipeitransition@gmail.com
臉書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TaipeURI/
二、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聯絡人：張小姐 02-2781-5696 分機 3125（請於週一至週五來電：9:00-17:00）

柒、計畫相關附件
附件一、個人資料保護告知暨肖像授權同意書
(出具同意書者，方符合錄取資格予以培訓)
本人參加由臺北市都市更新處(以下簡稱都更處)委託粉紅豹文化事業有限公司辦理之「110 年度臺北市都市再生
學苑-社區培力組」(以下簡稱本計畫)，於完成本計畫報名時，即代表同意都更處進行拍攝及接受下列所有條款
與規範：
一、本人同意以非獨佔性、不限區域、無償的方式授權由都更處使用本人之肖像（包含照片及動態影像，以下
簡稱肖像）。授權範圍及內容包括：
1. 都更處得以各種管道或印刷方式呈現授權內容之全部或部分並可公開發表，或加以延用為著作內容，且
無須再通知或經由本人同意，但於公開發表時必須尊重本人個人形象，不得發表於非正當管道，如有此
情況發生本人得立即以書面通知終止授權。
2. 都更處得對本人授權之肖像進行拷貝、轉檔、設計等美化和增刪之處理。
二、都更處謹此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告知以下事項：
1. 蒐集目的、個人資料類別、利用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都更處就本計畫之辦理、成果彙編與宣傳推廣，且為推動本市社造相關業務，得蒐集、處理或利用本人
填載於本計畫報名表之個人資料及本計畫攝錄之照片、聲音、影片，不限時間及地域，重製、改作、編
輯、公開傳輸或為其他合理方式使用本人之個人資料，並將本人全部或部分個人資料提供予公部門、合
作特約商或委外廠商。
2. 個人資料權利行使事項
本人可透過都更處聯絡電話（02-2781-5696）就本人之個人資料行使下列權利：(1)查詢或請求閱覽
(2)請求製給複製本 (3)請求補充或更正 (4)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5)請求刪除 (6)拒絕接受行銷。
三、凡因本同意書所生之爭議，雙方同意依中華民國法律及商業慣例，本誠信原則協議解決之；如有訴訟之必
要時，本人同意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此致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本人簽章：
法定代理人同意其未成年子女(未滿 20 歲)
授權都更處上開事項並簽章：

附件二、課程報名表－初訓學員報名表
個人基本資料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請填寫西元年）
例：1999/09/09

居住地

（請填寫縣市及行政區）
例：臺北市中正區

最高學歷
（學校、學系與學位）

服務單位

工作地

（請填寫縣市及行政區）
例：臺北市中正區

職稱

聯絡電話

請依範例格式填寫（行動電話：0900-123-456、室話：02-1234-5678）

聯絡信箱

此為重要聯絡管道(包含面試等各項通知)，務必填寫常用信箱，並正確填寫。

可參與面試時段（可複選）
☐ 3 月 12 日（五）18：30－20：00

☐ 3 月 12 日（五）20：00－21：30

☐ 3 月 13 日（六）13：30－15：00

☐ 3 月 13 日（六）15：00－16：30

☐ 3 月 14 日（日）13：30－15：00

☐ 3 月 14 日（日）15：00－16：30

報名動機及相關社區營造經驗
1. 您是否曾參與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社區培力組之相關課程，並獲得修課證書？
☐是，我曾修習歷年學程並獲得修課證書。請結束填答此報名表，改填答回訓學員專用報名表單。

☐是，我曾修習歷年學程但「未能」獲得修課證書，請繼續填答。
☐否，請繼續填答。

2. 是否詳細閱讀報名簡章及須知？
☐我已經詳細閱讀報名簡章及相關事項。
3. 請勾選下列與您的背景、經歷相符的描述(可複選)
☐ 都市更新、整建維護相關專業工作者
☐ 空間專業、社會設計相關專業工作者
☐ 社區營造相關社群組織服務與工作者

☐ 各里、社區發展協會、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組織成員

☐ 非上述相關工作者，但未來有意願成為社區營造專業工作者

☐ 非上述相關工作者，但對社區營造、都市再生感到好奇，欲了解投入，發展為第二工作或興趣
☐ 非上述相關工作者，僅對社區營造、都市再生感到好奇，但無明確未來發展規劃
☐ 政府機關人員

☐ 大專院校在學生

☐ 曾參與「都市更新重建教育訓練」、「都市更新整建維護專業研習班」、「輔導自主更新跨域工作坊」
4. 請勾選您最有興趣關注的議題(可複選，至多三項)

☐老舊街區活化

☐都更重建、整建維護

☐藝術介入社區

☐空間分享

☐社區歷史文化

☐環保綠生活

5. 報名動機
（請簡述您報名參與都市再生學苑之動機與原因。）

6. 請說明自身對於社區營造的認知是什麼？
（請詳述您所認知的「社區營造」概念為何）

7. 預期可參與時數
＊本學程強調實作參與，需花費較多時間於課程實作，建議修課時數 12 小時的「實習基地巡禮」、21 小時
的「實習入門課程」、至少 50 小時的「實習現地課程」、至少 2 小時的「實地現地選修課程」。
＊請您評估預計每周可參與課程及相關活動之時數並列出。（例如：平日 6 小時；假日 8 小時，每周共計 14
小時。）

8. 個人專長
（請簡要描述，例如：硬體空間改造、企劃撰寫、人際溝通或網絡、創意活動發想……等）

9. 團隊工作中最常或擅長扮演的角色及任務
（課程實作過程為團體進行，故請說明過去您在團隊工作中最常或擅長扮演的角色及任務，亦可使用案例說
明。）

10. 社區營造相關經驗
（說明過往參與社區營造工作或社區服務之相關經歷，若無請填寫「無」）

11. 如何得知培訓訊息？
☐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粉絲專頁

☐E-mail 通知

☐臺北市各機關網頁

☐實體報名海報

☐其他臉書粉絲專頁
☐臺北市駐地工作站

12. 是否願意收到臺北市都市更新處的活動訊息？
☐是

☐否

☐LINE 群組分享

附件三、課程報名表－回訓學員報名表
個人基本資料
姓名

性別
最高學歷

出生年月日

（請填寫西元年）
例：1999/09/09

居住地

（請填寫縣市及行政區）
例：臺北市中正區

（學校、學系與學位）
工作地

服務單位

（請填寫縣市及行政區）
例：臺北市中正區

職稱

聯絡電話

請依範例格式填寫（行動電話：0900-123-456、室話：02-1234-5678）

聯絡信箱

此為重要聯絡管道(包含面試等各項通知)，務必填寫常用信箱，並正確填寫。

相關事項須知
1. 您是否曾參與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社區培力組之相關課程，並獲得修課證書？
☐是，我曾修習歷年學程並獲得修課證書，請繼續填答。

☐是，我曾修習歷年學程但「未能」獲得修課證書，請改填答初訓學員報名表單
☐否，請改填答初訓學員報名表單
2. 是否詳細閱讀報名簡章及須知？
☐我已經詳細閱讀報名簡章及相關事項。

請勾選過往參訓年度
☐ 104 年度臺北市社區營造人才培訓計畫

☐ 107 年度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

☐ 105 年度臺北市社區營造人才培訓計畫

☐ 108 年度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

☐ 106 年度臺北市社區營造人才培訓計畫

☐ 109 年度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

可參與面試時段（可複選）
☐ 3 月 12 日（五）18：30－20：00

☐ 3 月 12 日（五）20：00－21：30

☐ 3 月 13 日（六）13：30－15：00

☐ 3 月 13 日（六）15：00－16：30

☐ 3 月 14 日（日）13：30－15：00

☐ 3 月 14 日（日）15：00－16：30

報名動機及相關社區營造經驗
3. 請勾選下列與您的背景、經歷相符的描述(可複選)
☐ 都市更新、整建維護相關專業工作者
☐ 空間專業、社會設計相關專業工作者
☐ 社區營造相關社群組織服務與工作者

☐ 各里、社區發展協會、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組織成員

☐ 非上述相關工作者，但未來有意願成為社區營造專業工作者

☐ 非上述相關工作者，但對社區營造、都市再生感到好奇，欲了解投入，發展為第二工作或興趣
☐ 非上述相關工作者，僅對社區營造、都市再生感到好奇，但無明確未來發展規劃
☐ 政府機關人員

☐ 大專院校在學生

☐ 曾參與「都市更新重建教育訓練」、「都市更新整建維護專業研習班」、「輔導自主更新跨域工作坊」

4. 請勾選您最有興趣關注的議題(可複選，至多三項)

☐老舊街區活化

☐都更重建、整建維護

☐藝術介入社區

☐空間分享

☐社區歷史文化

☐環保綠生活

5. 回訓動機
（請簡述您願意持續參與都市再生學苑之動機與原因。）

6. 持續參與學苑課程為你帶來什麼樣的收穫？
（請簡要描述，例如：更多的社區參與機會、社區營造知能的養成與提升……等）

7. 你的閒暇時間是否會投入社區營造相關工作或活動？
（若工作本身及與社區營造相關，請勾「是」。）
☐ 是

☐ 否

8. 承上題，無論是或否，請描述投入／不投入的原因。
（請詳細描述原因）

9. 請與學苑團隊分享，自參訓至今，你曾執行或參與社區營造相關專案工作或活動？
（若有，請詳細列出專案／活動／行動名稱，並簡要說明其工作／活動內容與性質；若無，請填寫「無」。）

10. 你是否有意願參與「回訓學員自提計畫」？
（「回訓學員自提計畫」為今年度學苑提供回訓學員的實踐機會，回訓學員依指定格式填寫計畫書方可提案
申請，申請後計畫將交由審查委員會召開審查會議進行審查，審查通過者將核發新臺幣至多兩萬元行動金及
數點行動點數。）
☐ 是

☐ 否

11. 如何得知培訓訊息？
☐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粉絲專頁

☐E-mail 通知

☐臺北市各機關網頁

☐實體報名海報

☐其他臉書粉絲專頁
☐臺北市駐地工作站

12. 是否願意收到臺北市都市更新處的活動訊息？
☐是
☐否

☐LINE 群組分享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四、課程內容說明
一、年度課程總表
今年度學苑課程圍繞「社區行動方案實作」設計一系列「實習課程」，並細分為「實
習現地課程」
、
「實習入門課程」
、
「實習現地選修課程」三類，所有課程皆與社區實習相關
聯，同時以「行動點數機制」鼓勵初訓學員參與各項外部協力活動。
除了實習入門課程的作業作為初期目標外，還有「實習交流討論會 I」、「實習交流討
論會 II」
、
「期中階段考評」
、
「期末現地成果考評」四個重要的實習節點，讓學員一步步前
進。學員將以小組為單位，實際走入所選之實習基地，結合入門課程的各項作業執行（社
區資源盤點、社區地圖製作、利害關係人盤點等），產出初步階段成果，以此為基礎循序
漸進的接觸、瞭解社區，並於期中考評前開始探詢社區問題、擬定行動方案，並在期末考
評時實際執行。
課程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摘要

預定日期

時數

備註

始業式活動

活動中將說明今年度的課
程安排，介紹實習老師與實
習基地、議題，藉此讓學員
們了解今年度課程安排。

3/27（六）
13:30–15:30

1.5hr

-

國內外社區營造
案例分析盤點

透過國內外社造案例分析，
帶領學員認識社區營造概
念，建立大家對於社區營造
的想像，為今年度再生學苑
課程揭開序幕。

3/27（六）
15:30-17:00

1.5hr

-

3/28（六）
10:00-12:00

2hr

3/28（六）
13:30-15:30

2hr

4/10（六）
10:00-12:00

2hr

4/10（六）
13:30-15:30

2hr

4/11（日）
10:00-12:00

2hr

4/11（日）
13:30-15:30

2hr

始業式活動暨
前導課程

實習基地巡禮 I
實習基地巡禮 II
實習基地巡禮 III
實習基地巡禮
實習基地巡禮 IV
實習基地巡禮 V
實習基地巡禮 VI

在實習基地巡禮過程中，學
員將實際走訪基地，透過自
身雙腳與視野，了解實習內
容相關的場域及議題，並由
實習老師親自介紹包含「實
習場域」
、
「實習議題內容」
、
「未來可能實習方向」之三
大內容，以此做為選填實地
實習組別的重要參考。

實際基地排
序依課程公
告為準

課程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摘要

預定日期

時數

實習現地選修課程

依各實習小組需求，由實習
老師報備後安排之

-

-

實習現地課程

依各實習小組內部共識，決
定小組聚會頻率及時間點。

-

-

模式語言──
社區資源盤點
（知能講授）

傳授初入社區時的「觀察」
操作重點，結合「模式語言」
理論概念，打破日常眼光，
為學員建立全新觀察視野。

4/17（六）
13:30-16:30

3hr

於課堂發布
實習作業一

模式語言──
社區資源盤點
（作業報告回饋）

學員需將前一堂課的作業
彙整，在課堂上報告，授課
老師再對報告內容提出回
饋與建議，並展開討論。

5/01（六）
13:30-16:30

3hr

小組作業成
果報告
講師回饋

社區地圖與
議題疊圖
（知能講授）

承繼模式語言概念，進一步
進行觀察、歸納、分類、紀
錄之動作，提升學員視野層
次，並逐步描繪社區輪廓。

5/08（六）
13:30-16:30

3hr

於課堂發布
實習作業二

社區地圖與
議題疊圖
（作業報告回饋）

學員需將前一堂課的作業
彙整，在課堂上報告，授課
老師再對報告內容提出回
饋與建議，並展開討論。

5/22（六）
13:30-16:30

3hr

小組作業成
果報告
講師回饋

利害關係人與
社區關係網絡

將焦點從硬體環境轉換至
人際關係，帶領學員認識社
區關係，盤整社區各行動者
的網絡關係。

5/29（六）
09:30-12:30

3hr

於課堂發布
實習作業三

社區蹲點與
訪談調查

承繼關係網絡概念，給予更
多探索關係網絡的使用工
具。透過蹲點、訪談的經驗
教學與分享，使學員有能力
深入了解社區全貌，找尋未
來行動或介入的可能。

5/29（六）
13:30-16:30

3hr

於課堂發布
實習作業四

實習交流討論會 I

將「模式語言」、「社區地
圖」、「利害關係人」作業
彙整報告為核心，促進各小
組之間彼此瞭解不同實習
議題與場域內容，並為期中
考評暖身。

6/19（六）
13:30-15:30

2hr

-

詳細內容請
見後文說明

實習現地課程

實習入門課程

實習現地課程

備註

課程主題

實習入門課程

階段考評

實習現地課程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摘要

預定日期

時數

備註

提案企劃思考

作為入門課程尾聲，綜整分
析過去訪調資料，開始介入
發想，形塑行動計畫雛形，
並於期中階段成果考評時
報告呈現。

6/26（六）
13:30-16:30

3hr

準備期中考
評

期中階段考評

利用入門課程所學，將透過
課程作業所取得之社區資
訊整理、分析，進一步由議
題發展出行動方案，將行動
方案的構想於考評上以簡
報方式呈現。

7/10（六）
13:30-16:30

3hr

-

實習交流討論會 II

以「期中成果考評」之委員
意見回復、修正報告為核
心，透過開放式的討論對
話，更精準的對焦凝聚小組
之行動計畫。

7/24（六）
13:30-15:30

2hr

-

期末現地成果考評

8/28（六）
09:30-12:30

3hr

期末現地成果考評

8/28（六）
13:30-16:30

3hr

8/29（日）
09:30-12:30

3hr

8/29（日）
13:30-16:30

3hr

期末現地成果考評

9/04（六）
09:30-12:30

3hr

期末現地成果考評

9/04（六）
13:30-16:30

3hr

期末現地成果考評
階段考評
期末現地成果考評

結業式

結業式暨
靜態成果展

實習小組在實習基地現地
舉辦行動或成果發表（形式
不拘），表現各小組成果展
內容的議題轉化、居民互動
感、社區擾動成果等。

邀請所有學員、老師、考評
委員、合作社群組織等共同
參與，為完成課程之學員，
頒發學程時數認證及感謝
狀。另外也將學員現地成果
考評時，在各實習基地的實
地成果移植至現場介紹並
展出。

9/25（六）
13:30-17:00

3.5hr

共六場次，
每小組擇其
中一場次辦
理。

110 年度都
市再生學苑
課程結束

二、實習現地課程（至少參與 50 小時）
 課程預定日期：
110 年 4 月 17 日（六）至 110 年 9 月初，實際實習集會時間由實習老師與小組
學員共同商議訂定。
 實習基地清單：
1. 無圍牆博物館（萬華區，實習老師：陳德君）
萬華區糖廍里含有豐富歷史足跡與文化脈絡，小組將透過與在地組織合作，將充
滿歷史文化的建築、街道，結合創新的規劃與活動，讓更多人認識多樣貌的萬華。
2. 都市水環境與宜居小巷弄（中山區，實習老師：侯力今）
在中山區的民安里中，一個因拆除廢棄房屋所發現的舊水路，衍生名為「大溝」的
社區議題，在鄰里間開啟對話。希望透過社區參與，讓水道及其歷史重新進入社區視
野，為居民們塑造社區認同感。
3. 都市健康綠生活（信義區，實習老師：吳明錡）
位於信義區的臺北醫學大學擁有許多醫療保健的資源，期望透過社區營造的方法，
認識周邊的街區輪廓，結合「藝術」
、
「香草」
、
「食療」
、
「閱讀治療」等健康促進的元素，
嘗試社區介入的可能。
4. 岩山社區（士林區，實習老師：鄭小塔）
位於士林區的岩山社區，藉由一次社區改造計畫的進行，發覺社區能量豐富。期望
藉由社區空間美化、公共空間及參與設計、地方文化歷史等方式，持續為社區注入活
力，培養居民公共參與的習慣。
5. 撫遠街整宅（松山區，實習老師：張耕維）
位於松山區的撫遠街整建住宅，過去不曾於此看見社區營造的足跡，但卻可從社
區空間的維護管理，看見社區自主治理的痕跡。初入社區的我們，最重要的便是社區資
源盤點及踏查訪調，並從「居住」的角度開始與居民互動、建立關係。
6. 寶藏巖聚落（中正區，實習老師：黃芳惠）
位於中正區的寶藏巖聚落，是為北市都市議題中相當另類的內容。期望以社區的
「植栽」
、
「環境」作為起點，打開社區互動與介入的契機，並透過社區踏查、關係網絡
盤點，深入理解社區本質及需求。

三、實習現地選修課程（總開課時數最多 12 小時）
實習現地選修課程由實習小組根據自身實習內容需求，由實習老師外聘講師分享或開
課所設立之課程（例如實習內容關於社區綠美化，額外聘任講師或專業者開設關於植栽移
植之課程）。每組至多可開設一堂「實習現地選修課程」課程，除此之外，學員也可報名
其他組別所開設之實習現地選修課程，以達實習小組橫向交流與多元學習之目的。
 課程預定日期：
實際課程時間與地點由課程開設之實習老師訂定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