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學作為地方行動智庫:
暨大橋接南投縣府的先期經驗

陳文學
暨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人社季會2018.10.22



• 「社會實踐與地方政府合作的困難和可能性」。邀請夥伴們分享
計畫運作過程與地方政府互動的策略、互動的經驗，並說明有何
挑戰，如何克服？
• 1.團隊擴大，以「人社實踐精神及操作為原型」發展「大學與地方政府計畫」。

• 2.大學與縣府的平台建構，橋接縣府/教師、整合型計畫、地方資源。

• 3.透過行動提供政策建議，食物銀行委外計畫為例



「大學與地方政府跨域治理與人文深耕計畫」

橋接（bridging）

橋接暨大(跨專業師資、整合型計畫)與南投縣府

種子基金（seed money）為概念的研究規劃

關注南投縣政相關公共議題，落實大學社會責任

強化地方治理能力，促進南投縣政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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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強調科學性，具特定學術語言的社群組成，主要關注社會
運作的抽象概念或原理原則(’over’ society)。

• 智庫：問題診斷、方案研擬，非學術導向的分析，以跨科際合作，
共同關注當前系絡環境問題(within society)，且問題的思考非「學
術或科學優先性」(academic or scientific priority)，

• 行動智庫：行動多於思考，藉由行動工具解決公共問題。傳遞政
策問題、倡議政策、塑造議題網絡、促成投入到反饋的政策系統。

• 大學如何作為地方治理的行動智庫？



網絡平台建立與運作機制
• 第一階段
1. 製作計畫與團隊簡介
2. 確認縣府主要窗口
3. 校長率領校內跨專業教師拜訪縣府
4. 設定研究聚會主題，營造跨專業對話平台
5. 提供種子基金，以團隊成員既有研究興趣，發展子計畫
6. 彙整子計畫成果，創造與縣府各局處互動契機

• 第二階段
1. 建立跨局處工作小組
2. 逐一拜訪局處，蒐集縣政發展問題
3. 提供種子基金，邀請團隊成員，關注縣府期待之研究問題
4. 橋接校內其他整合型計畫團隊，關注、回應或參與縣政議題
5. 鼓勵縣府持續以委外方式，讓團隊成員參與行動或深化研究
6. 於縣府建置暨大創新學習據點，持續導入教學研究
7. 建置視訊會議，增進大學與縣府之間的互動



校外－跨域工作小組

1. 橋接機制建立
• 蘇玉龍校長拜訪林明溱縣長。

• 建立跨單位工作小組，定期拜訪各局處。

暨大作為南投縣政發展智庫



縣府八個局處對大地計畫的研究期待
單位 科別 期待主題

計畫處 綜合計畫科 縣府資訊大樓閒置空間活化 地方治理平台

原民局

建設科 原鄉地區土地使用與經營方針 東埔青年活動中心閒置空間活化

輔導科
辦理部落大學主題論壇 非正規教育課程認證
部落健康照護 強化原家中心網絡

產業科 觀光旅遊整合網站 原鄉地區旅遊規劃

民政處
戶籍及新住民科 新住民照顧輔導與生活適應
宗教禮俗科 少子化與人口外流之因應措施 宗教觀光
自治行政科 縣內集會所建物合法化

社會處
社會救助科 食物銀行志工與宣傳 食物銀行在地行動進階方案
社會福利科 濁水溪縣長照A點設置 改善身心障礙福利服務輸送
社工及婦幼科 婦女生活需求進階調查 托育資源中心

觀光處
觀光企劃科 協助深化各局處的跨域治理 國土發展計畫對南投觀光的影響

觀光推廣科
協助旅遊品質與推廣 旅宿相關法規修訂
跨局處宗教觀光 大數據分析南投觀光發展

農業處

行銷企劃科
香水化妝品研發 農作外勞需求調查

蝴蝶生態調查 中草藥山坡地栽種評估

農務發展科 有機農業發展潛能評估
林務保育科 造林經濟效益
水土保持科 區域土壤物理參數建構
山坡地管理科 自主防災社區

教育處 處長 縣府創新方案：「不凡」計畫 縣府創新方案：「一校一企業」計劃

學務管理科
課後補救教學人力與其他外部資源 新住民師資招募與培力
「學習共同體」計畫之師資培力

文化局

藝術科 活化南投文化園區，提升園區使用能見度與造訪人次 文化部工藝節－在地觀光節慶國際化
圖書科 促進閱讀推廣多元創新化
文化資產科 文化資產歷史現場再造
客家事務科 客委會「課餘整體發展計畫」
推廣科 國家文化記憶庫資料蒐集與建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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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教師社群

1. 獲得校方支持，設置執行辦公室

2. 例行性研究聚會
陳秋政分享研究歷程暨跨域治理心得

曾喜鵬分享與縣府觀光處及非營利組織的橋接經驗

南投縣政府工作小組文化局張怡芬副局長分享

邀請清華大學、聯合大學、澎湖科大、實踐大學等團隊進行交流



橋接縣府、地方資源與校內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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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串連「教師教學研究」與「公部門委託計畫」
年度 委託單位 計畫名稱 教師

106 交通部觀光局日月潭國
家風景區管理處

新南向在地扎根計畫-東南亞觀光導覽
解說人才培訓

觀餐系曾永平老師

106 南投縣政府觀光處 2017南投世界茶業博覽會遊客人次推
估與滿意度調查委託專業服務案

觀餐系曾喜鵬老師

106 南投縣政府社勞處 106年度食（實）物銀行援助計畫 通識中心陳文學老師

106 南投縣政府原民局 原民局網站建置 資管系陳小芬老師

107 南投縣政府社勞處 107年度食（實）物銀行援助計畫 通識中心陳文學老師

107 南投縣政府計畫處 程式設計夏令營 資管系陳小芬老師



協力建置「跨領域橋接創新學苑」





食物銀行的創新實踐

• 《南投縣政府106年食(實)物銀行援助計畫》，
基於交通物流、社福網絡與物資辦公空間等因素，
將場域設於菩提長青村。

• 啟動期，關注的課題：
1.GIS分析與執行如何連結？

2.有尊嚴的社會救助服務

3.食物銀行的服務績效指標？

4.如何建構食物銀行供需網絡？

5.符合「夠用就好」的在地社會援助模式？

6.如何從「意見諮詢」轉為「服務提供與網絡促進」？

7.公部門方案對長青村組織運作的正負面影響？



內部管理與服務提供模式的摸索





2016年縣府自辦757人次（此數據為十三鄉鎮市的總計），
比較2017年7月至2018年6月服務效益增加474％。



•物資捐助
• 捐贈的物資換算成實際購買的金額，總計約582,555元左右。

• 每年八月普渡與年末的冬令時節是社會物資最多的時間，使得
弱勢家庭的食物提供管道較多，相對地，就烏溪線食物銀行在
物資採買與供給迫切性就較低。



•創新議題
•如何解決物資重複發放的問題？
•行動方案：NPO物資共享平台



協力網絡的建構



• 1.服務建議：
• 邊緣戶認定、績效指標（資源連結）、預算合理性

• 2.醞釀中的創新議題：
• 物資共享平台、旗幟食物袋、邊緣戶走出來、食物安全、自治條例

• 3.反省大學的限制



結語：大學連結社區/縣府的類型化初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