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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住民參與及社區活化之研究 

-以台中市某住宅大樓為例 
 

 

摘要 

在全球氣候極劇異常變遷、新冠病毒變種，面臨自然的反撲、物種淘汰種種困境~

想生存、要安居樂居?研究發現:只有找出根源~”誰”? 製造出問題?就有機會解決問題!  

一、社區經營:重點將放在力行節能減碳生活、規劃朝向綠智慧建築與自然永續。 

二、社區管理:管理要滿足符合住民的需求，住民才願意配合與使衝突感減到最低。 

三、社區特色:地理優勢連結旱溪，親近大自然豐富生態環境，將節能減碳融入生活。 

四、社區活動:經觀察出活動是住民較樂於參與的模式，善用社區資源與廢棄物來創想

(經費 2,000 上下)，洽尋求外部資源浥注來推廣環保與生命共同體等理念。 

五、社區改善:針對建物閒置空間活化、生活環境優化與透過住民的認同與參與，進而 

    可去帶動近鄰、親朋好友們一起共同享應與重視關心永續環境，關乎生存的議題。 

六、社區展望:拜發展所賜(Line、遠距視訊、App、物聯網、透明太陽能、…)，讓我們得

以善用科技，讓溝通管道更多元，透明太陽能讓整棟建物有機會發電，為安全設置

自動環境偵測，即時將危害消除，將社區建置成便利、健康、有愛的智慧綠建築。 

 

關鍵字：社區住民參與、社區活化、節能減碳、社區再造、自然永續。 

 

Research on Community Resident Participation and 

Community Activation-Take a Residential Building in 

Taichung City as an Exam 

Abstract 
  In the extreme global climate change, the new crown virus variants are facing natural 

counterattacks, and species are eliminated. Difficulties ~ Want to survive and live in peace? 

The research found: Only to find the root cause ~ "Who"? Create problems? There is a chance 

to solve problem!  

1. Community management: The focus will be on energy-saving and carbon-reduction living, 

and planning towards green and smart buildings and natural sustainability. 

2. Community management: Management must meet the needs of the residents so that the 

residents are willing to cooperate and minimize the sense of conflict. 

3. Community characteristics: Geographical advantages connect dry streams, close to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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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rich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integrate energy saving and carbon reduction into life. 

4. Community activities: It has been observed that activities are a mode that residents are more 

willing to participate in. Make good use of community resources and waste to create ideas 

(with a funding of around 2,000), and seek out external resources to promote the concep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a community of life. 

5. Community improvement: aiming at the activation of idle spaces in buildings, optimizing 

the living environment, and through the recognition and participation of residents, and then 

    We can encourage our neighbors, relatives and friends to share their dues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and issues related to survival. 

6. Community Outlook: Thanks to development (Line, remote video, App, Internet of Things, 

transparent solar energy,...), we can make good use of technology and make communication 

channels more diverse. Transparent solar energy gives the entire building a chance to 

generate electricity , Set up automatic environmental detection for safety, eliminate the 

hazards in real time, and build the community into a convenient, healthy, and loving smart 

green building. 

 

Keywords:community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community activation, energy saving and 

carbon reduction, community regeneration, natural sustainability. 

 

一、 緒論 

全球非常重視以節能減碳來面對氣候異常變遷加速與面對變種 COVID-19 肆虐，如

何生存下去?探討問題的根源與解決要努力的方向是迫切的(刻不容緩)。經本人管理社區

期間，試著從多面向與角度去觀察-社區住民參與及社區活化實際現況，期找出可快速轉

型來避免惡化再延續!研究動機、目的、流程、方法、建議(如圖 1-1)，想再透過政府協

助與輔導社區營造、社區經驗、經費補助、連貫政策、專業人才培養的過程，提供給政

府往後推動計畫的方向及社區發展的參考(如圖 1-2、-3、-4)。部份引用(孫婉菁，2007)。 

                                圖 1 研究流程圖 

 

     

    

 

 

 

 

  圖 1-2 經營管理 3. 0   圖 1-3 前瞻應用與公益創新實證   圖 1-4 減碳生活-工研院 

 

(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研究動機 

      本研究為因應全球氣候異常變遷、變種 COVID-19 肆虐，找出問題的根源讓人

類可以永續生存~擬從多面向來了解與探討，要如何促進住民參與與社區活化。 

  2.研究目的 

       住的安全是最人類生存基本需求，進而去追求快樂、健康、富足...，研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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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創想運用既有建物、資產、有限空間再活化並改善，來創造出更多樣化不同的效

益;規劃具有意義的活動，要能帶動永續綠能/節能減碳/環保減廢/公益共好…等

議題，成為住民的行為習慣與選擇(口號轉化成實際行為);其研究目，說明如下： 

  (1)提出降低社區活動經費之對策及空間活化(破除活動-需花大錢的迷思)。 

  (2)檢視社區住民對共同活動需求概況與如何來規劃推動-環保/節能/減碳/資收/

減廢(資原再利用)/共好/公益/生命共同體…等議題之實現。 

  (3)探討用何方式推行導入政府對永續綠能的政策，善用各類型太陽能板優點來廣

泛的設置在社區各種適合的場地來產出綠電，輔助供給社區設備所需的電力。 

(二) 研究主題與內容 

1.研究主題： 

  (1)從社區住民面向:期導入外部資源及極少經費來規劃讓住民快樂與成長的活動。 

  (2)從環境面向:順應社區得天獨厚環璄，善加運用促進與大自然共存，減少碳足跡。 

  (3)從政府面向:藉由獎勵關鍵橋樑(社區管理者)，協助將政府各項政務的推動，導

入社區住民生活中，讓住民樂意配合政策與落實在日常行為中。 

2.研究內容： 

      本文以台中市某住宅大樓作為案例，從現場調查及測繪(拍照)法、活動參與

法、資料(文獻)收集法，研究以何型態活動可將永續發展、節能減碳、資源共享，

共榮共好等理念，融合至各類活動(如表 1、表 2);建物場景中(如圖 2-1、圖 2-2)。 

表 1 研究案例活動-可配合之外部資源表 

政府/機關 企業/商家 公益/團體 

社會局 BNQ-DIY手作坊 家扶中心 

社區大學 信義房屋-社區幫 華山基金會 

文化/圖書館 最佳拍檔、莎拉黑、窩居文創市集 崇正基金會 

表 2 研究案例-活動規劃類型表 

食 衣 育 樂 

歐式小麵包烘培 捐衣/褲/鞋/玩具 環保知識闖關遊戲 童玩 DIY製作 

意大利麵料理 二手兒童衣交換 塔羅心靈/民俗療法 耶誕樹創意佈置 

自製造型棉花糖 萬聖節創意造型 自理醫療保健常識 月光寶盒積木 

 

 

 

 

  

   

圖2-1 社區內部活動場地(退縮大騎樓)     圖2-2 社區外部活動場地(新福大公園) 

(1)從社區住民面向:如何減少社區住民活動花費，藉共享資源-創想洽商結合社區外

各種資源-參與提案及導入社會局至社區辦活動(如圖3-1、圖3-2)，滿足住民對活

動的各種需求，從社區住民活動導入-環保永續、共榮共好、公益互利、節能減

碳、美好共存…的理念，營造促進共識，進而帶動近鄰、親朋好友們一起享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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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1 洽社會局規劃石頭流彩畫圖       圖 3-2 洽信義房屋中秋月光派對  

 住民減能減碳實際作為:(如圖 4)不用之物品除回收管道外，在社區 line 群組詢問

將勘用品交換再使用，減少 1 次性物資浪費與消耗 (如圖 5);利用社區 line /團購

群組詢問大家，由一人代表外出購買、訂購生活物品、物資，來減少碳足跡。 

           

 

 

 

 

     

     圖4 減廢-資源物資分享重複再利用圖        圖5 代購及團購-減少碳足跡  

   (2)從環境面向:如何順應社區得天獨厚的環境-緊鄰新福大公園(圖 6-1~6-2);位於大 

旱 溪擁有著豐富生態資源隨時可親進大自然(圖 7-1~7-2);憑藉保有現有環境、

資源-營造出更有氧、更有生機的生態，散發正能量頻率，導入永續生存模式。 

     

 

 

 

 

 

     圖6 社區緊鄰4000坪大公園與youbike圖     圖7 自行車悠遊大旱溪自然溪景圖 

   (3)從政府面向-藉由獎勵社區管理者(關鍵橋樑)協助政府政策帶(如:衛生所、都發、社會、

環保、消防、國家災害防救)，頭推動及聯合(如:建商、企業、機構、商/店家、公益團體…)，

化被動(住民需外出)為主動(引進社區外資源)，滿足住民「食衣住行育樂」等需求，同時

將永續綠能、環保經濟、節能減碳、公益共好、融入至住民活動中宣導與推動(如圖 8)。 

 

           

 

        圖8 由政府帶領社會組織經由關鍵橋樑推動善的意念至社區活動圖 

 

     將永續綠能規劃進社區建物與住民生活中。另要讓社區自己電力自己發的綠電，原發展

板因”不透光”受限，要普遍建置至社區有諸多考量(如:屋凸、建物受光方位等)，如能將”

透明”太陽能廣泛應用至建物、建材、玻璃窗、設備、廣告看板、生活日用品，再配合儲

政府機關 社會組織 ? 社區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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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電池、智能系統管控供電(化零為整”來抵消對消耗性能源”依賴量”)，朝向智慧綠建築

規劃，讓管理不只是管理能順應發展的趨勢，持續營造全球永續共好的環境。 

  

 

 

  

 

 

      圖9-1 公民電廠-太陽光電-工研院      圖9-2 能源管理糸統HEN控制家電省電 

 

二、 文獻回顧 

(一)名詞解釋 

1.社區參與:民眾、市民、公民、公共、社會參與，都透過人民表達公共事務的意見。 

2.社區活化:社會工作者協助社區成員組織起來，發揮社區自己的力量，並運用各種資

源以解決社區問題，滿足社區需求的方法，是一種解決社區問題的方法與過程。 

3.節能減碳:由於近年人類大量使用石化產品-用電用水用氣、交通運輸業、農牧業的動

物排泄物…等，排放了許多溫室效應氣體，使全球氣候變遷產生極端的天氣與災害。

為了讓我們的生活環境不再惡化下去，力行節能減碳生活改善人類對地球破壞。 

4.社區再造:推動各地方特色與在地文化資產保存運動、地方創生、社會設計、創新;社

區營造、再造是「人」的參與、動員、發展，所有利害關係人的事。(山崎亮，1994）。 

5.自然永續: 自然「永續(sustain)一詞來自於拉丁語 sustenere」是持續下去使自然資源

能夠永遠為人類所利用。自1972 年人類環境會議開始提出與支持永續發展的理念。 

(二)社區參與文獻:謀求建築與環境、社區整體總體營造的意義與使命，達進步、成長與

和諧。(廖俊松，1994)。經由社區營造凝聚社區內部向心力，改善社區鄰近環境，朝

向永續性的目標(林淑婷, 1997）。尋求外來專業團體輔導，鼓勵社區參與，提昇住

民關懷與學習:擴大參與、顧問領導參與（林妍君，2001；Thomas, 1995）。 

(三) 社區活化文獻:延伸社區活力，帶動提升社區居民參與；善用媒體，增強社區居民觀

光意識、參與強度。提高改善經濟、環境、生活品質，更進一步宣傳-追求永續環境

生態保護、環境教育的傳承(郭方宜，2018)。透過凝聚社區共識學習體系，讓居民投

入再活化，使得社區人力再開發。振興地方產業、珍惜資源，參與地方建設、產業、

經濟，營造新社區、新社會。文化特色，環境美化、地方、活力（文建會，1999）。 

(四)社區再造文獻:隨著全球化、都市化時代來臨，研究發現居民社區角色不同及有無參

與社區再造計畫經驗，對生活品質滿意度有顯著之差異(劉彥廷，2017)。 

 

三、 社區經營與管理 

(一) 社區經營:社區設備朝節能減碳方向規劃及改善:引導社區參與政府台中市智慧綠能

示範場域評選-入圍備選(圖-10);導入專業回收商-確保各類可回收項目的回收-回饋

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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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 500 元(圖-11)、舊衣回收每年 9,300 元;庭園綠化定期維護、配備雨水回收自動

澆灌系統、採大片玻璃減少白日照明;109 年花費地下室污水改管外排-減少污染、電

費及處理維護費(圖-12);改設微波燈管;節能減碳改善成果(電力年省約 9795 度)。 

 

 

 

 

 

 

 

 

     圖-10 參與政府(工研院)台中市智慧綠能(綠電)評選-僅2示範建置(入圍備選) 

  

     

 

 

 

 

    圖11-1 回收項目交由專業回收廠商   圖11-2 改汭管減少污染處理與維護電費     

(二)社區管理: 

  1.導入管理SOP、強化各項改善環境的宣導，讓一切管理更有效率(如圖12-1、12-2)。 

  

圖12-1 火災緊急處理SOP               圖12-2 停電緊急處理SOP 

  2.導入各項E化糸統管理(今網後台管理與住戶端手機APP)，配合感應扣併行領取包 

    裏-另用於門禁與各棟樓層管控。 

  3.應住戶對網路的需求，申請中華電信提昇為光纖並另協助引入由管委會代表簽訂 

   (速達通250M)網路統包12,000元/月網路費合約及費用支付-提供給186戶住戶申請， 

   (原住戶申請各家網路費用每月約399元，每戶費用可因此降至65元/月)。 

  4.藉網路公司之引入，另請求免費建置大廳、健身房、兒童遊戲室、健身房、 回收 

    室、B1~ B2停車場等,公共區域WIFI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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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區特色與活動 

(一)社區特色:  

社區舉辦各種活動的場地，皆是善用社區建物基地內庭閒置空地、庭園、空地、公  

設及建物外內縮的又大又長的騎樓空地(如圖13 )，來規劃與佈置。加上所處地域優

勢-緊鄰大公園、大旱溪豐富自然生態等地理環境、自行車步道，將節能減碳、環

保綠能、共享共榮…等理念帶入活動融入住民的生活中，並連結立委、議員、里鄰

長等，號召親朋好友、近鄰社區住民、區里民-一起來感受親近大自然的懷抱。          

 (二)社區活動： 

  1.活動內容重點規劃皆以環保、節能減碳、環保公益、二手品、公益義賣(募款捐款 

至家扶、華山、弱勢等群族)為主題來創想，洽商外部資源浥注再聯合市集模式號

召鄰里參與。每項活動參與踴躍(人數皆達上百人以上)，期達到 (永續)的境地。 

  2.活動場景與道具皆利用回收物來創意佈置(例:中萬聖節-大廳佈置黑垃圾袋32元、

闖 

    關場地:桌子0元藍海借用、、闖關道具-骰子0元-廢棄紙箱、紙5元);秋節舞台0元用 

    住戶棄置床墊、影音播放0元-藍海借用;摸彩品置物座0元-癈棄保麗龍、大海報100 

    元DIY(如圖14)，皆經巧思善用社區既有資源及廢棄回收物利用來辦豐富有趣的活 

    動;摸彩品-發函邀請-昌祐、統聯、區/里長、議員、藍海、廠商、委員贊助(達70 

    項)餘額8,900元(圖15、 16);洽信義親子(音樂月光寶盒、造型氣球DIY)，!(圖17-18)。 

         

 

 

 

 

 

 

 

 

 

 

圖 13 圖 14-以回收物來創想佈置於活動場景圖 

 

     

         

    

 

 

 

    

舞台-住民廢棄床墊 大廳蜘蛛、蝙蝠、場景-黑色塑膠袋 

摸彩品放置台-住民廢棄保麗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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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5 活動內容-以回收物材料發揮創意比賽-裝飾聖誕樹(1棵28元)圖  

      

 

 

    

 

 

 

       圖16 柚子創意造型、回收物變身、環保知識闖關、環保二手公益市集…等  

 

 

 

 

 

 

 

   圖17、18 社區活化-在社區空地舉辦具創意有趣、環保、公益-萬聖節裝扮活動 

                         五、社區改善與展望 

 (一)社區改善:響應與參與政府所要推行的政府政策，以持續不斷的宣導各項節能減

碳、永續環保、…等理念帶進住民的生活中 (圖19、圖20)。 

 

     圖19 響應政府政策-持續向住民宣導-參與改搭大眾運輸工具外出…圖 

       

 

 

 

  

 

      

圖20 電子佈告欄-針對防疫、節能、減碳、識、理念宣導圖 

(二)社區展望:要讓社區建物有智慧且能產出自給自足太陽能環保綠電，如:玻璃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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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應用至建物上(如圖21、22)，所產電力可供應建物環境全自動偵測設備，給住

民最健康、最舒適、與大自然共存永續的居家環境，成為名符其實的智慧綠建築。 

 

 

 

 

  

 

 

       圖 21 透明立面玻璃窗戶與隔間     圖 22 頂樓玻璃造景平台/雨、陽遮玻璃 

 

六、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1.社區經營:重點應放在讓我們的生活環境不再惡化下去，力行節能減碳生活、規劃 

            建置綠智慧建築，來改善人類對地球的破壞，讓自然永續。 

  2.社區管理:符合及滿足住民需求的管理方式，才能使管理時的衝突可以減到最少。 

  3.社區特色:環境緊鄰旱溪豐富的生態、4000多坪超大公園、內山自行車步道等優勢 

             ~能營造與大自然融合的環境，會較容易將節能減碳、綠能環保、共享 

             共榮…等理念社區活動去潛移默化住民生活中。 

  4.社區活動:經由管理社區期間個人的觀察，以活動來推廣資源重復共享(減廢)，共 

            好共榮理念是最好的管道，若要增加住民參與人數及參與率，只要能將 

            內容規劃有符合住民的需求及喜好，且不增加社區財務負擔下(大約 

            2,000元上下)，較易於取得住民的認同後，樂於參與活動。 

  5.社區改善:節落實能減碳建物進行改善:閒置空間活化、生活環境優化;對設備改善: 

            污廢水改管納入下水道減少污染、汰換耗電設備為節能設備;增進住民對 

            永續生存議題的關心與重視並認同與參與，帶動近鄰、親朋好友們享應。 

  6.社區展望:以持續不斷的規劃導入最新的科技與環保知識宣導節能減碳落實自然 

            永續的經營，讓社區的設備與人心，讓社區成為有愛、便利、健康的智 

            慧綠建築(如:透明太陽能-規劃建物發電能自給自足、自動偵測危害即時 

            排除糸統設置、水資源有完整的處理後循環回收再利用。 

(二)建議 

    1.為減少碳足跡-以社區閒置空間，活化社區，加巧思以極少費用佈置活動場景舉辦

各種活動場地，戶外公園除有益身心健康、防疫、還能節能減碳(減少空調、燈光)，

期由政府主導評選永續經營發展碳中和-建商、企業、機構、商/店家、公益基金

等);研擬出完整配套措施化被動(住民需外出參與活動)為主動(將活動引進社區)。 

2. 人與人溝通互動的新模式全球疫情迫使下遠端會議、教學、視訊遍佈至各行各業，

對影像推播需求也增加，則更加依賴電力。可循環的綠能愈形重要，建議:廣泛應

用具透光、吸收熱能，節能等效果的”透明”太陽能的置入量(例:改造應用至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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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頂樓採光罩、建材、各種設備，讓整棟建物發電;或交通工具、廣告看板、

日用品等發電，輔助不透光太陽能板有諸多設置考量的問題。「太陽能節能玻璃」

轉換電力已提昇至12% (楊錦懷，2011);不透光太陽能板轉換電力最高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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