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營特色

我們的願景
知識解放—學術普及化
公民社會—現代社會參與
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三段 102 巷 l2 號
(02)22342238 tcu.taconet.com.tw

辦學目標

推動與籌辦
在過去資源匱乏的年代，只有少數
人能上大學，許多有心唸書向上的朋友，
被拒門外；然而知識的學習，不應被侷限
在傳統大學的象牙塔裡，知識的學習必須
平民化，大學的學習之門應永遠敞開。二
十一世紀的台灣，如何推動終身學習的觀
念，建立成人學習的新模式，以培育現代
公民，形成公民社會，重建一個新的社
會、新的文化，為當務之急。民間推動社
區大學的籌設﹐便是在這時代背景下醞釀
成形。
設立社區大學的構想，源自於
1994 年台大數學系黃武雄教授的倡議。
1998 年三月，民間關心教育改革人士組
成了「社區大學籌備委員會」
，著手在全
國各地推動社區大學的設立，並於六月首
先獲得台北市政府與新竹市政府的大力
支持。在台北市政府教育局的經費支持及
木柵國中的協助下，1998 年 9 月 28 日全
國第一所屬於平民大眾的文山社區大學
誕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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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大學的推動設立，是要建立一
個屬於平民大眾的高等教育場域，迎向
公民社會的來臨。其辦學目標係以現代
公民養成教育為主，而非學術菁英教
育。因此，提供過去沒有機會進大學的
民眾，接受具大學品質的知識性學習；
養成參與現代社會的能力，為其努力的
方向。

課程規劃
社區大學的設立係以培育現代公
民為目標，以促進知識解放(學術普及
化)、發展公民社會為願景。規劃有學
術課程、生活藝能課程、社團活動課
程。
(1)學術課程：可以擴展人的知識廣度，
培養思考分析、理性判斷的能力。
(2)生活藝能課程：可以學習實用技能、
精緻的休閒生活，提昇人的工作能力
與生活品質，改變社會價值。

(3)社團活動課程(含社區參與、學員自
組社團)：可以培育公民參與社會公
共事務的能力，引發人的社會關
懷，從關心、參與、學習中，凝聚
社區意識，邁向公民社會。

(4)重視社區經營：本校結合了相當多在
地的社區組織以及專業團體，在社區
經營上頗有成效，同時也積極地直接
參與社區事務。透過工作坊的研習活
動，將知識、專業與社區結合，提昇
了社區工作的層次、開擴了視野、也
促成各小社區間的互動聯結。

風格特色

(5)重視學員學習之長遠規劃：學員非消
(1)具有大學風格：本校課程風格有別於

費者、亦非顧客，而是學習的主體。

傳統社教偏重休閒藝能之走向，而

因此本校成立學員服務中心，提供學

是以學術課程與社團課程為其特

員選課諮商服務、學習生涯規劃、提

色，可補當前成人教育之缺角。本

昇基本學習能力。同時發展學程制，

校的資深舊學員，多半有感於社區

以導向有系統的學習。

大學的課程，在知性層次上具有大

(6)校務發展師生共同參：本校有校務會

學的風格，而願意長期在此學習；

議、教學研究會、班代表大會，等校

過去沒有機會唸大學的學員，特別

務參與機制，且均能確實執行。

珍惜此一親近學院知識的機會。
(7)重視研究發展：致力於建立成人學習

(2)非營利性的精神：本校不以營利、

的新模式，期使社區大學的教學與經
營成為一種專業。成立有教學改進與
教材研發團隊，並結合成人教育學
者，進行學員學習困難之調查研究，
與教材研發之工作。

市場的觀點來考量，冷門課程的開
設，只要對社會發展有其意義與價
值，亦不計成本勉力開設；有開課
之價值，而傳統大學無意或無法發
展，亦是本校特別重視的發展方
向。社區大學必須前瞻社會的發展
需求，扮演引領社會進步改革的基
礎力量。
(3)課程公共性強：本校課程內容側重與
社會生活緊密結合。以人文學、社
會科學課程而言，有半數課程內容
是直接探討台灣社會公共事務，而
非純抽離社會現實的純學術學理教
學。在課程的規劃上，超越(不是違
背)以個人私利為出發點的學習需
求，將個人的學習成長與社會社會
整體發展做有機的聯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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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開課程數

招生課程數

選課人次

2054
18260
1744

1624

1560

1439
1146

38

74
67

68
59

59
59

134

108

100

92

81
82

38

學期 87-1

87-2

88-1

88-2

89-1

89-2

90-1

國中以下
5%

男27%

大學以上
高中

36%

35%

73%女

學員
結構
51
歲
以上
11%

41-50
歲
27%

專科
24%

20
歲
以下
2%
21-30
歲
27%

其他縣市
9%
新店市
14%

31-40
歲
33%

台北市其他
行政區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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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區
58%

師資專業背景-105 人
大學專任教師具博士學位 31人30%
大學專任教師具碩士學位 4人 4%
大學兼任講師具碩士學位 35人33%
民間人士具碩士學位

17人16%

民間人士不具碩士學位

18人17%
教學研討
課程設計與教學方法研討會

發展學程制度--9 學程
人文學學程
自然科學學程
社區成長學程
非營利組織學程
性別與文化學程

社會科學學程
心理與教育學程
環境學程
美術學程

新課程發表會
師生互動

學程說明會/自然科學

學程說明會/心理與教育

學程說明會/人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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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自組社團蓬勃開展 22
群社/ 校務志工社/ 文山實驗社
兒童文化研究社/ 文山生態社
河洛漢詩社/ 美學散步社
宗教新知社/ 哲學視聽社
客家歌謠社/ 痛療坑心靈成長團體
樂陶社/ 凹凸陶社/ 自然科學研習社

河洛漢詩社

緣聚讀書會/ 智囊學會/ 新店故事協會

正式向台北市政府立案

采風聯誼社/ 華夏文物研究社

成立台北市文山吟社

印畫社/ 黑白畫社/ 你我他社

文山生態社
為社區及社大學員解說
草湳生態

校務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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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代表大會

社大的課堂/ 交流與討論
學術課程/ 性別、社會與文化

學術課程/
從醫藥新聞學生物科學

戶外對談
生活藝能課程/ 陶藝與生活

北埔寫生
生活藝能課程/ 畫文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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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工作坊與社區參與簡介
l 社區領導術讀書會(熟習社區領導術
各種技巧與策略)

文山社區大學結合了相當多在地
的社區組織以及專業團體，在社區經營
上頗有成效。社區大學引進了知識的力
量，將知識、專業與社區結合，提昇了
社區工作的層次、開擴了視野、也促成
各小社區間的互動聯結。文山社區大學
積極推展與社區總體營造有關之工作
坊研習課程及參與社區的發展。

l 尋訪故鄉的歷史記憶―文山鄉土文
化工作坊(培訓文山區鄉土文化工作
人才及種子師資)，並於課程中舉辦
文山區耆老座談會。
l 景美溪文史工作讀書會(匯集文山區
文史資料，彙編成冊)
l 景美溪耆老論壇

社區工作坊

l 景美溪生態解說課程

l 地方領袖工作坊（協助木柵老校長宿
舍再出發及規劃文山會館）

每個工作坊的研習時數均為十八
小時，分六週進行。由於工作坊皆是以
社區所發生的議題為核心，且課程規劃
均是由居民共同參與，因此報名參與極
為踴躍，且多數均為社區重要工作幹
部、熱心夥伴。

l 社區企劃工作坊
l 木新社區組織工作坊（協助木新社區
發展協會籌設及規劃社區生活中心）
l 社區垃圾管理工作坊（推廣社區垃圾
分類管理、監督焚化爐的環保問題）
l 興家社區安全工作坊（協助興家社區
防治山坡地災害及設立防災組織）

社區參與
l 推動景美溪生態工法整治：

l 景慶社區安全工作坊（協助景慶社區

l 推動守護景美溪計畫：

做好社區治安工作）
l 社區願景專業經理人育成中心

l 協助成立台北市文山新願景促進會

l 文山公民會館經管工作坊（文山會

l 協助推動文山會館的規劃與推動

館整建的監督、會館運作的維護管
理與活動規畫）

l 協助木新里永安市場增建改變為社區
生活中心

l 台北居，易不易―都市規畫與社區營
造課程

l 協助木新里組籌社區發展協會。
l 協助興家社區防治山坡地災害及設立
防災組織

l 明興社區防災系列活動（協助明興社
區防治山坡地災害及設立防災組織）

l 受區公所委託製作文山區導覽地圖

l 景慶社區治安工作坊（協助景慶社區
做好社區治安工作）

l 受區公所委託與優劇場、明興社區合
辦茶山鼓雨慶文山大型社區活動。

l 景美溪工作坊(景美溪生態工法)

l 推動社區垃圾分類與廚餘堆肥

l 社區參與的電視攝製(社區工作紀錄
片之拍攝)

l 協助景行社區發展協會向台北市商
業管理處申請「景美老街傳統商店街
區輔導計畫」

l 保儀繞境解說導覽研習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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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協助指南社區發展協會向農委會申
請「指南山城新風貌」補助案
l 出版社區成長通訊促進社區經驗交
流與分享
l 舉辦「山河城市文藝節」社區藝文活
動：文山印象展、厝邊講藝堂、茶山
游於藝、山河城市導覽、彩妝景美
溪、文山親溪戀等藝文活動，參加人
次三千餘人次。
l 受區公所委託與優劇場承辦 90 年 6
月 9 日「鼓雨迎春茶Ⅲ―和諧人文
風」文山區年度大型藝文活動。
l 受區公所委託於 90.12.06-15 辦理
「尋訪故鄉的歷史記憶―文山區文
史資料展」

景美溪之整治
學員向馬英九市長建言

景美溪工作坊
專家講解生態工法

地方領袖工作坊
從作中學/ 規劃文山公民會館

木新社區組織工作坊：從作中

明興社區問題診斷

學—永安市場基地改建說明會

社區居民與專家共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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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鄉土文化工作坊

舉辦社區活動

尋訪故鄉的歷史記憶

山河城市文藝節/ 彩繪文山

景美溪文史工作讀書會
社區大學與優劇場

蒐錄文山文史資料並交流文史工作經驗

舉辦鼓雨迎春茶社區活動

承辦 90 年「尋訪故鄉歷史記憶―文山文
史資料展」―圖為民 47 年景美溪萬壽橋
下洗衣珍貴照片
聾啞劇場工作坊成果公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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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功能與工作項目
設置緣起
本校服務對象為年滿十八歲以上
的公民，歷來，以三十至五十歲的成
人佔全體學員之多數。因應成人具有
多重的角色與任務，有不同的參與學
習動機與學習需求，為協助學員重返
校園學習時，能減低各種學習上的障
礙，減少中斷學習的情形，並使不同
年齡階層與教育背景的學員，均能順
利適應文山社大課程的要求，並在此
環境中自在與快樂的學習，本校因此
擴大學生事務組的業務，於創校第三
學期試辦，第四學期-即八十八學年度
第二學期正式成立「學員服務中心」。

（一）提供學習能力服務
（Learning Skills-Building）
以舉辦學習輔助活動、學習課程
與工作坊的方式，提供學員選讀：
寫作工作坊、口語表達工作坊、
圖書館利用教育、電腦與網路學習、
生活英文課程。
（二）提供學習支援服務
（Learning Support Services）
1. 新生嘉年華--認識社大活動
針對新學員辦理，旨在增進對文山
社大修業與校園環境的認識，增加對
校方的認同感與歸屬感，進而對自己
的學習生涯建立規劃與期許。
2. 選課輔導
為了幫助學員瞭解課程內容，以
及自己的學習需求、選擇適當的學習
課程、規劃個人的學習計劃，提供了：
課程說明服務、選課諮詢服務、學習
生涯規劃諮詢服務。

服務理念與宗旨
◎ 幫助學員適應文山社大的學習環
境
◎ 提昇學員學習能力，以適應大學課
程的課業要求
◎ 瞭解學員學習特性與學習需求，以
減少不利學習的障礙
◎ 幫助學員開發自主學習能力與規
劃學習生涯目標
◎ 推動各項學習輔助活動與學習支
源系統
◎ 提供學習資訊與學習資源
◎ 推動成人學習研究與發展，以促進
有效的成人學習
◎ 作為文山社大全體學員的代言者，

3. 開設時間管理講座、壓力管理工作
坊、情緒管理工作坊，協助學員在工
作、家庭、個人進修三者間取得平衡、
4.托育服務
本校自開辦即提供本項服務，目
前值轉型期，需申請人數達到最低標
準才代為安排。
5. 轉介服務
目前主要針對選課輔導方面，提
供協助。未來將規劃與推行心理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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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輔導、資訊服務、支持團體、支援
服務等四方面的轉介服務。
6. 其他服務
舉凡本校師生有任何教學或學習
上的需求而中心未推出該項服務，凡
符合服務的宗旨與目標者，經申請、
評估通過後即可提供該項服務。

計、教學與學習，與直接服務方面—
提供學員服務之參考依據。

執行與運作方式
目前本中心聘有成教學者擔任中
心主任，並有專屬執行秘書負責業務
推動。每學期依據中心本身之服務宗
旨與工作目標，訂出下一學期發展計
劃與工作主題與重點；並在推動過程
中，隨時反應師生需求，作適當調整。

（三） 提 供資 訊 與 資 源 服 務
（ Information and Resource
Services）
目前，推出的服務項目有：
1. 學員檔案
含修課學員的基本資料，及修課學
習記錄。另透過中心研發之各項問卷
來瞭解學員在參與學習動機、學習需
求及學習困難與障礙…等學習特質。

未來發展展望
中心成立今已進入第五個學期，
在組織設置與經營發展規劃上已具雛
型。未來仍將朝著以下四個方向繼續
努力前進：
(一) 在提供學習支援服務方面：能夠
克服現有之空間之不足，以現有
場地作為師生聯誼交流之場所。
(二) 在提供學習能力服務方面：依據
學員參與學習動機、學習需求與
學習障礙為主題之研究計 劃成
果，規劃出更貼近學員學習需求
之學習輔助活動與服務項目，以
提昇學員自主學習之能力。
(三) 在資訊與資源服務方面：以建立
良好的學員學習檔案為未來之工
作重點。此為推動學員服務，以
及校方在教務運作與教學規劃方
面之重要基礎。
(四) 在研究發展方面：促進跨校合作
與交流，將本中心的心得及經驗
與外界分享，透過交流與經驗分
享，共同提昇學員服務的品質。

2. 認識學員
中心備有讓學員填寫之「讓我認
識你」表格，提供老師利用。
3.學習資訊
曾開設生活法律、更年期講座、
生機飲食等課程以回應學員需求。
4. 專屬公佈欄
不定期的在專屬公佈欄上張貼校
內外任何有關學習活動的訊息。
（四）從事研究發展（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學員服務不僅由直接服務項目
的提供來達成，亦可透過間接服務，
如提昇教學品質與提供適當課程來達
到服務學員的目的。藉由這些研究所
得，將可做為在間接服務方面—提昇
文 山 社大 校務運作、課程規劃 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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