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資產為本社區支援計劃
匯報會



請分為6個的小組，

將您心中有關

「社區營造」「社區營造」

的keywords 寫出



日本社區營造專家宮崎清所提倡，分別意義如下：

•人：滿足社區居民共通需求、經營人際關係，
創造生活福祉

•文：延續社區共同歷史文化、經營藝文活動，
終身學習等

•地：維護與發揚社區的地理特色，強調在地特質
•產：創發與行銷在地產品的，集體推展在地經濟

活動的等

•景：創造社區獨特景觀、永續經營生活環境、居
民自力投入社區景 觀的營造等。



社區防災

社區大學

地方文化館

社區規劃師

福利社區化

就地老化

參與式預算

社區營造成為台灣當代重要的社會文化現象

社區規劃師
低碳社區

產業文化化

安全城市

都市再生
社區支持型農業

社區園圃



社區防災

社區大學

地方文化館

福利社區化

就地老化

參與式預算時分計劃

社區墟市

社區設計館

在香港的發展..?

社區園圃

社區規劃師低碳社區

產業文化化

安全城市

都市再生

社區支持型農業

活化建築

社區客廳

鄉村歷史文化保育

社區生活館/ 故事館



• 「社區居民」對「社區發展難題」有組織、有行動持續
地提出「具體行動方案」，並且「落實執行」/陳錦煌
（前政務委員）

• 一個社區的居民，以由下而上的民主方式，共同發現、
定義、並解決社區的共同問題。/李丁讚（綠色飲食教育定義、並解決社區的共同問題。/李丁讚（綠色飲食教育
基本法草案）

• 營造之、創造之。/曾旭正（國發會副主委）

• 共同合作，創造美好生活/楊志彬（社區大學）



有關社區營造的討論
相關的概念：
資產為本社區發展Asset based Community Development
地方知識、手藝、生活經驗、地區資源再生產
社區空間的運用

可持續發展的社區
除了人，也有對環境、生活方式的關注

社區中弱勢社群：平等參與、賦權、成長社區中弱勢社群：平等參與、賦權、成長

環境異化-
對家門內、外的空間和設施都欠缺經營，影響了生活環境的品質。

工作手法的核心：
傳道、授業、解惑→實踐、陪伴、整合
賦權人人皆可參與；著重在社區聆聽、提問；組成更廣泛的連結
對社區的認識、關係的重塑
基層社群面對的匱乏：生活需要、社區空間、居民與地方的關係、居民間
的關係













鬼子母神市集
地址：東京都豊島区雑司ヶ谷3-15-20
營業時間：每個月依官方網站公告為
準09:00〜16:00
最近車站：鬼子母神前
交通方式：都電荒川線「鬼子母神前」
下車。地下鉄副都心線「雑司が谷」
下車。
電話號碼：無
信用卡：僅限現金
官網：鬼子母神手創市集





大鳥神社

鬼子母神会場



- 穩定、簡單而有系統的組織

- 有主題的推廣、配合社區空間

-不同年齡層的活動生活模式

- 有質素的手作產品

-小型生產的重要場地 (墟市限定)

-值得欣賞的文化、手藝

-可以逗留2.5小時的星期日上午



橋底計劃 -2K540

在日本，有49家店鋪在
“日本的第一間車間和商
店”的概念守衛之下。在
觀看日本創作者和工匠手
工藝品的同時訂購和購物。
約5,000㎡（第1期32店舗、
第2期約20店舗）



由年輕的工匠和設計師對時尚敏感的小生產商品商品。一件一件仔細製作的產品充滿了大
量生產產品中所沒有的溫暖和新設計。

面對面的商店，您可以直接與創作者交談。你可以製作自己的原創產品，製作方也可以看
到你的臉，通過創造客戶的面孔，動力將得到增強，並且更容易掌握趨勢。





社區關係的建立



谷根千雜誌社

面對狀況：

- 貧窮住宅區

- 居民關係較離

- 不被關注的社區

- 其後，因3位婦女而改變



發掘資產：

- 社區內每個人的自身故事及所長

- 社區文化

- 社區的建築

推行方法：

1.逐戶探訪，認識彼此
2.親自探索社區文化及歷史故事
3.把故事寫成文章，編印成雜誌3.



• 《谷根千》發行這些年來，你認為對整個地區有什
麼影響呢？

森：感覺上，現在町內的人，比以前更常在町內「見學」、「散
步」，大家對生活環境更了解，也越明白老街必需珍惜。另外，
從外地來的人也增加不少，商店看得出比過去更加繁榮。

• 看來你們正是用這本小雜誌來進行「社區營造」，
對不對？在這一點上，你的看法如何？

森：一般在談「社區參與」的時候，常會強調辦活動時，要「大森：一般在談「社區參與」的時候，常會強調辦活動時，要「大
家一起來」；但我總不以為然。我認為應該有「不參與」的權利，
因為一個社區不必要把所有人都綁在一起，而最好是有各式各樣
的小團體，可以自由組成、自由參加。居民各自照自己的興趣、
意願去運作，不必全都一起來。喜歡辦演唱會的人，就組小團體，
專門去辦熱鬧的演唱會；喜歡做小雜誌的，就安安靜靜的做採訪、
編輯、出版，像我們一樣。這樣比較多元，也比較可以做得長久。

• 另外，我也不認為參與社區工作就一定要「完全奉獻」。像我們
三個，都是家庭主婦，如果要把先生的薪水完全奉獻出來，那要
怎樣生活、養小孩呢？當然做不到的。所以我們才決定做這種類
型的雜誌，在自己力量可及的範圍之內，一點一點的做。



 雜誌深受歡迎，愈來愈多人認識谷根千社區 (銷量達1萬6千冊)
*兩度獲得「全日本社區雜誌大獎」，兩度獲得「SUNTORY社區文化獎」，以
及「NTT全國社區雜誌大獎」、「豐田財團身邊環境思考大賽優等獎」、「山
本存三紀念社區文化獎」等等，所以被稱為「全日本社區雜誌之星」。

 店舖 /居民 /遊客前來
「谷根千的發展已差不多，雜誌亦可以停辦了。」

沒有資源，沒有支援，將本區的文代和生活氣息轉變成大家欣賞，希望保留資產，
可以說是保留了社區，也是改造了整個社區 (觀感、面貌、文化)



東京文化資源區構想

●谷中、根津、千駄木
■谷根千: 町屋和路地的街道風
景構成的“生活文化資源” 

●本鄉
■東京大學的“學術文化資源” 

●神保町
■舊書店街和出版社的“出版文
化資源” 

●上野
■博物館群和東京藝大的“藝術
文化資源” 

●湯島
■湯島神社和湯島聖堂的“精神
文化資源” 

●秋葉原
■漫畫、動畫等“流行文化資源” 

●神田
■神田祭等江戶氣質的“市民文
化資源”



當我們回顧過去的半個世紀，江戶時代開始就屬於平民階層的東京市中心北部和東部地區，大多由於不適合大
規模開發，仿佛被優先道路、優先超高層建築的時代甩在了身後。此外，以1964年東京奧運會為契機，河流
和運河上架起的首都高速公路，令東京失去了日本橋等寶貴的文化景觀。

東京都的《東京文化構想》中提出的“傳統與現代共存、融合了東京的獨特性和多樣性”必須紮根于這種江
戶的國際大都市性以及向亞洲和歐美雙方打開門戶的近代東京的文化之中。



因此，恢復歷史悠久卻又新穎的東京的門面，即東京文化資源區的整體性，並重振
該區可以向世界誇耀的文化、藝術、學術據點的定位，才能大幅提升東京以及日本
的文化存在感。

現在，市中心北部地方正開展著各式各樣的新活動。穀根千區域早已開始紮 實的
地區活動，並在這基礎之上醞釀著新構想。上野公園的博物館、美術館、大 學之
間牽起合作關係，以“文化的森林”為名的構想探討也正在進行中。原先各自發展
的地區漸漸開始牽起合作關係。

這些活動的關鍵字正是“tsunagari（聯結）”。隨著互聯網為基礎的資訊網 絡的高這些活動的關鍵字正是“tsunagari（聯結）”。隨著互聯網為基礎的資訊網 絡的高
度發展和普及，再連接上個人手機端GPS，城市中人們的行動模式也發生 了巨大變
化。這變化即是以知名設施為中心聚集人群的模式轉變為各人依靠網路資訊和GPS
功能從點到點的移動模式。

取代大規模設施的再開發，各個具有魅力 的點與點之間形成了“tsunagari聯結”，
這無數的聯結線再形成了“matomari（凝聚起來的關係網）”，漸漸形成21世紀的
東京。而如這般城市文化潛力集中的區域唯有東京文化資源區。



谷中銀座商店街

面對困難：

- 店鋪搬到旅遊點開設手信店
- 平民區商店街愈來愈死寂
- 老弱居民需跨區購物
- 生活嚴重不便
- 一班店主因而決定重新活化



發掘資產：

- 店主的所長
- 社區的需要
- 街道的特色

推行方法：

1. 發動人民參與1. 發動人民參與
2. 發掘社區特色
3. 平衡社區需要

 強調社區為本



成效：

街道活化成效理想

街坊亦可留於商店街購物

「遊客亦慕名而來，你擔心
商店街變質嗎？」商店街變質嗎？」
「我不抗拒遊客來，但我們
不會因遊客而改變。」

態度與價值觀的堅持
營造社區與過度發展的一
念之差



面對狀況：

- 介護所質素參次

照顧咖啡館

- 介護所質素參次
- 弱勢較少接觸其他
社區配套



發掘資產：

- 對象的需要

- 社區不同的店舖與
服務

推行方法：

1.於café內設介護服務
2.於café畫製社區地圖
3.互相寄賣



成效：

概念得到服務對象及其他同行欣賞 (模妨)

服務對象更多接觸社區

店舖之間關係更緊密

- 直接需要以外，

看見延伸需要看見延伸需要

- 直接服務以外，

配以社區資產







向島社區的問題
• 木古屋群密度高，易生火災，居住環境比較差
• 木古屋空置率高，引至衛生環境問題
• 死巷多，無人流
• 大型重建發展破壞原有社區，新舊區民關係疏離









以「藝術」手法回應日常生活的各種課題,
反省社區需求。

公共空間討論



















北芝社區生活創造網絡



從一個被歧視的部落

至成為一個典範社區



Deli 510 樂駄屋

石窯

芝樂広場

事務所

510 Kitchen





空間營造…每個空間背後的故事

DELI 510 広
場

透過居民的表達，了解居民的生活需要，再營造不同的社區空間，將人
與人連繫在一起

樂
駄
屋

510 KITCHEN



社區貨幣…社區參與+生活學習+夢想實踐

將不同空間連結，以自身能力換取生活所需，逐步形成一個可持續發展
的社區，並增加兒童及青少年人的參與





時分劵計劃

孩子以夢想作為推動力



文化…建立與承傳

保存在地的傳統文化，建立人與人之間的互利互助



「町造」（町造り）「暮造」（暮らし造り）

「不只是要營造社區、而是要營造讓「心」能有所歸屬的生活。」



大阪兵庫縣伊丹市大阪兵庫縣伊丹市︰︰

社區企業社區企業++勞動合作社勞動合作社+NPO+NPO法人法人社區企業社區企業++勞動合作社勞動合作社+NPO+NPO法人法人

共同營運社區共同營運社區



伊丹市的社區生活變化伊丹市的社區生活變化

6060年代年代
•市民生計靠工作，依赖企業發展
•工人的組織是企業工會

•企業倒閉、裁員

9090年代年代

•企業倒閉、裁員
•失業、窮困工人靠社會福利救濟
•居民/工人投資倒閉企業，繼續生產營運
•發展勞動合作社

千禧年代千禧年代

•發展多項業務、和社區服務
•連系其他企業、成立社區協作共同營運
•共同營運(合作社+ NPO法人+社區其他企業)



共同營運的社區業務/服務

• 社區食堂服務由日間擴展至晚間(1餐100円)
• 開辦職業訓練學校(2011年)
• 興建 (共同)發電所發展太陽能(2013年)
• 發展農園藝食物(2014年)• 發展農園藝食物(2014年)
• 開設Cotton Dolce 社區兒童支援服務(2014年)
• 提供就業支援諮詢服務(2016)、緊急食物援助
• 生活貧困者就業支援服務
• 民間9地區連絡會，推動政府”社會保障審議會議”



企業組
合︰
伊丹市僱
用福祉事用福祉事
業團

Itami workers’ 
cooperative



整體管理運作︰



服務︰職業訓練



服務︰物業管理及清潔服務



服務︰建築及土木工程



服務︰社區飯堂、食物送贈及飲食
講座



服務︰造園綠化事業
及公共設施保養

造園綠化、公園綠化造園綠化、公園綠化

最新開展︰
綠化停車場、墻壁綠化



服務︰修學(補習)支援
• 支援”生活窘迫家庭”的中小學
子女提供修學支援

• “修學支援員”由學校教育長推
薦、市長任命

• 實施”個人信息
保護”，不可以
披露受助人



最新投資事業︰

太陽能發電廠︰
共同擁有、及使用

農園藝，種植菜花農園藝，種植菜花

園藝治療︰長者、復康人士



其他︰
回應地區綠化發展
定期與議員交流、
與厚生省官員交流



勞動合作與社區營造勞動合作與社區營造
從解決貧窮失業開始

以社區協同組合提供服務

強化了社區參與、勞動者

自決自治、

改變政府政策改變政府政策



共同營運的成果︰

2016年度資本金︰5,669萬円

工人 5%

地域事業協同組合 9%

合作社企業組合 79%

NPO法人 2%

全日(工會)伊丹支部 5%



共同營運的成果︰

2016年度營業額︰3億417萬円

建築事業部 7%

造園綠化事業部 35%

公園管理事業部 22%

物業管理事業部 15%

社區廚房事業部 10%

NPO關連 12%



參與成員︰165名

造園事業 9%

公園事業 24%公園事業 24%

物業管理 11%

社區廚房及食物 23%

NPO 關連 11%

非合作社成員 10%



共同營運的成果︰

2016年度就業人數︰ 165人
平圴年齡︰60歲

男性

女性



與政府合作︰生活窮困者自立支援

• 2013年訂立”生活窘迫
者自立支援法”

• 目標是確保”生活窘迫
者的自立與尊嚴”

• 提供“諮詢”服務
• 與合作機構和支援對
象，制訂整合支援內
容，包括能力開發、
職業訓練、就業支援職業訓練、就業支援

• “合作機構”例子，消費
生活專業顧問、金融
機關、社會福利機
構、社會保險機構、
或其他專業服務的人

自立支援中心︰服務社區隱青



與政府合作︰
提供住所或補助金

為以下人士提供住所/
補助金補助金

• 失業6個月以上、或
個體經營業務結束

• 有入息及資產審查
• 支付期每3個月評估
一次



綜合伊丹市社區發展︰
• 發展範圍︰照顧「職、殖、植、食」
• 計劃主張︰多文化共生、及地區支援擴大
• 社區參與︰社區的事大家一起面對一起解決
• 決策機制︰不論投資多少，投票都只是一票
• 私人企業協作︰私人企業只是提供就業機會• 私人企業協作︰私人企業只是提供就業機會
• 政府機關協作︰不接受金錢資助、或人手資源。
政府只協助推廣宣傳、樣辦、商討服務



一些思考一些思考︰︰

1. 社區營造的參與者，除了留在社區的長者或全職家
庭照顧者(婦女)之外，比較少想像在“社區工作的勞
工”這個身份可以的發揮？

2. “社區經濟”，在社區營造的經驗中，比較多提到市集
/或住房，比較少介入主流/傳統的產業經濟領域可以

改造或被營造？

3.如果像伊丹市由合作經濟入手，透過經濟力量改變社
區，但如何令社區非就業人口加入決策和策劃的位
置？



營造平台，平等參與，回應生活各種需要，

讓社區有可以學習共同生活的場所

(建立「生活共同體」的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