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空間議題之初探
Issues on Health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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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針對社區可以參與的層面以及台灣環境的特性，發展出十個與社區
環境有關的方向如下：1 人與居住、2 社區資源、3 參與機制、4 社區產業、
5 慢速移動、6 環境共生、7 持續發展、8 社區防災、9 都市設計、10 健康
協定。針對這十個議題提出「議題方向」
、
「需要了解的事」
、
「需要討論的事」
以及可以在社區找到的「民間支援團體」等逐項說明。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to identify important and applicable issues on
health space based on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The ten issues developed in the
study are, human resource, community resource, system for participation,
community industry, slow traffic, ecology, sustainability, hazard reaction, urban
design, and community 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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ࠉِ!
健康議題無法獨立存在於社區之外，考慮問題時必須做整體的考量才能
達到真正的健康。比如說，要防治檳榔危害健康，就會關係到山坡地開發、
社區青少女就業、社區道路規劃與交通系統以及檳榔樹替代性用途等等。
不侷限在傳統公共衛生的領域才能真正發揮治標與治本的雙重效益；而透過
複合性議題的推動，才有機會結合更多專業者，引起更多社區居民的共鳴，
擴大健康促進的成效。
本文針對社區可以參與的層面以及台灣環境的特性，發展出十個與社區
環境有關的方向如下：1 人與居住、2 社區資源、3 參與機制、4 社區產業、
5 慢速移動、6 環境共生、7 持續發展、8 社區防災、9 都市設計、10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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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定。這十個方向不是健康社區所有的議題，更不是標準答案，而是發想、
創造的開始。讀者可以根據自己社區的特性調整這些議題調整成，找出適合
自己社區需求的「社區議程」（community agenda），並透過社區的公民會
議，建立社區健康協定。
以下十個方向將針對「議題方向」
、「需要了解的事」、
「需要討論的事」
以及可以在社區找到的「民間支援團體」等逐項說明。

Ιȃ٘ᡝஶᆠડԁ!
Ρᇄۨ՞Ȉ人是組成社區的根本，日常生活空間的品質好壞，是影響一個
人健康的最大因素。

ሯौΟ၌Ȉ首先要了解社區中住了哪些人？這些人的特性與需求為何？大
家的健康情況如何？有沒有立即對健康有害的行為？另外，要
掌握社區的人口結構、社群組成、年齡層的比例、就業就學、
工作收入情形、擁有車輛數、犯罪率等基礎資料。此外，高齡
或少數文化的社群是否因為活動力較小或文化差異，健康的問
題受到忽視？其次，居住空間以及公共空間的調查，以及問題
的掌握也是重點，例如：治安死角、工業污染、病媒蚊孳生的
環境等等。

ሯौଆ፣Ȉ如何掌握社區人的行為以及環境中對健康有害的因素？
如何透過社區的組織監控這些問題並防止進一步惡化？
如何促使社區週邊的土地開發更人性化？如何督促相關管理單
位進行規劃？
如何促進居民在社區空間內活動？有哪些需要改善或增加的空
間？

൶ؑЛධȈ社工、社福團體、藥局、文史工作室、大學社會（社工、社福、
社區）及公衛相關學系。

Πȃϴӓၥྛσড়Ң!
ޥୢၥྛȈ社區資源可分為兩部：一是硬體設施的部分，如公共設施的品
質以及這些設施的「可及性」
，關係到大家是否有足夠的資源可
以使用；軟體的部分，包括公私部門的社會照顧資源、社區志
工組織及互助組織等都是是否創造一個支持環境的關鍵。

ሯौΟ၌Ȉ公共設施是否充足、管理維護良好？例如：學校、社區活動中
心、室內外運動設施、公園綠地、河川水域設施等等。這些設
施是否都是「友善空間」？無障礙設施是否完備？對社區開放
的時間與對像是否有限制？是否有閒置、低度利用的資源？例
如：機構閒置空間或空地、工廠遷移後的空地等等。社區是否
有尚未開發的公共設施？例如：公園、學校、停車場預定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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ሯौଆ፣Ȉ如何加強社區內對老人、幼兒、失能者的照顧資源？
如何提高公共設施的效能與可及性，並避免壟斷，讓更多不同
的社群都可以使用？
如何增加居民對公共設施的使用意願？
如何讓公共設施的設置符合社區居民的需求？

൶ؑЛධȈ社工、社福團體，大學社會、空間（建築、景觀、都設、都計）
相關學系。

έȃؚ๊ᐠ࡞ڙആ݂!
ᇄᐠڙȈ公開的討論與透明的決策機制，可以提高社區居民參與的意願，
讓居民對社區的發展方向有更清楚的認識與共識。參與的程度
有很多等級：製作「問卷」只是入門、單向宣達政策「說明會」
是初級、擴大舉辦的「公聽會」或「共識營」是進階、互動良
好的「座談會」及共同解決問題的「工作坊」才是高級班。

ሯौΟ၌Ȉ社區公共議題的重要性以及處理的先後順序是由哪些人決定？
這些決策是透過什麼樣的過程決定的？是否曾經公開討論以擴
大社區參與的機制？ 社區推選出來的民意代表是否真正替社
區發言？社區內有哪些具社會公信力的民間組織？社區中有哪
些行政資源可以利用？

ሯौଆ፣Ȉ如何讓決策的品質提高？
哪些外來團體的理念與社區一致，可以與之合作結合來推動社
區議程？
如何讓社區組織發揮監督政府的力量？
社區組織如何與行政組織合作或分工？

൶ؑЛධȈ社運團體，大學學系社會、公行相關。

!
!
Ѳȃΰੲശԁᚔড়ߖ!
ޥୢཾȈ社區居民可以在步行的距離就到達工作地點，或是到達滿足日
常生活需求的商店，對於整體環境品質的提昇有很大的幫助。
因為暨可以減少汽車的使用，更可以增加走路的行為，提高街
道的安全性，對婦女、幼兒、老人、行動不便者都有幫助。因
此適度地提高商業行為的強度一方面可活化社區閒置空間，另
一方面可減少「破窗效應」所衍生的犯罪行為。
所以社區內小規模的經濟產業或是商店可以維持生存，一方面
也可以提高社區的生活品質，另一方面更可以讓社區居民減少
長途通勤的時間與精神。

ሯौΟ၌Ȉ社區的產業型態就業類型有哪些？社區在地就業機會多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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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環境是否良好？有什麼社區特色可以發展成文化產業？

ሯौଆ፣Ȉ如何增加社區就近的工作機會？
如何鼓勵個人、個性化的小企業？
如何發展社區小企業的在地性與創意？

൶ؑЛධȈ商圈、商業團體，連鎖企業，大學企管、餐飲、文資相關學系。

Ϥȃσಀၼᒯё១!
ᄚഀҺȈ走路與騎自行車都是健康的行為，可以滿足社區內短程的交通
的需求；而中長程的旅運又以大眾運輸對整體環境的衝擊最
小。如此一來可以減少社區內汽車停放佔用的空地，更可以減
少空氣污染、交通意外，將街道空間歸還給在街上活動的人。

ሯौΟ၌Ȉ社區的道路是否安全？有沒有砂石車、工程車穿越的道路？社
區有沒有方便的大眾運輸系統？例如：公車、捷運、火車、交
通車等？各種交通工具之間的轉換是否方便？站牌或出入口的
位置是否恰當？社區的人要搭乘這些交通工具時是否方便？自
行車停放的方便與安全度如何？

ሯौଆ፣Ȉ如何降低社區內小汽車數量？
如何提高大眾運輸的質與量？
如何提高慢速用路人的路權與用路品質？
如何加強夜歸人行走在社區道路上的人身安全？
如何改善慢速用路人在道路上的舒適度，如遮蔭及不積水的地
面？

൶ؑЛධȈ司機工會、聯誼組織、運輸公司及大學公衛、運動、運管相關
學系。

ϲȃଢ଼ސේސפዅ!
ᕗცӓҡȈ人與自然界萬物是一種「共生」的關係，凡事不能只以人的需
求當做唯一的依據。環境品質的重要指標不只是環境對人的舒
適度，還需要考慮植物生物生存的環境品質。
可以提供植物生長的環境，其空氣、陽光、土壤與水，都是比
較健康的，這樣的環境對人類來說也是比較好的生活環境。社
區內要能夠盡量保留這些可以提供植物生長的資源，盡量讓土
地可以透氣、雨水可以往下滲透，日照充足，空氣流通，甚至
可以鼓勵小型耕種。
此外還要注意家禽家畜的環境衛生，任意野放的家禽家畜對環
境是有害的，例如看似溫柔可愛的家貓，到了公園綠地中卻對
昆蟲、鳥類、松鼠等造成很大的傷害。需要了解：
社區內有哪些人飼養哪些家禽家畜？有沒有污染與傳染的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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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社區中的野貓野狗有多少？社區裏可以滲水的空地多不
多？家戶門口、窗台與陽台綠化的程度高不高？可供喬木生長
之土地空間是否充足？在地的社區原生植物的種類有哪些？

ሯौଆ፣Ȉ如何提高社區的綠色植物覆蓋的比例？
如何發展市民農園、花園或學校菜園？
如何因應影響生態、人身安全及傳染病等野放家禽家畜的問
題？
如何管理寵物的糞便、噪音對環境衛生的問題？

൶ؑЛධȈ農會、生態保育團體、動物醫院及大學生物、空間相關學系。

Μȃҡᄘҗ៉Ꭼσড়!
ࡻ៉ีȈ生態平衡是我們在地球上生存的關鍵。地球的資源有限，水、
礦物、能源的取用需避免對環境的傷害，社區內的各項設施或
是建築，需要提高使用「再生能源」的比例並減少「二氧化碳
排放量」。

ሯौΟ၌Ȉ社區內新的建設是否符合綠建築的精神？各項設施是否使用環
保材料？社區是否實施垃圾分類與資源回收？社區是否有高污
染的工廠？社區內的工廠、店家所排放的廢棄物之過程與路
徑？社區環境是否已經遭到破壞或污染？

ሯौଆ፣Ȉ如何讓社區的「再生能源」使用率提高？
如何降低社區垃圾運出量？
如何減少熱能的消耗？
如何促進社區居民對環境的保護或關懷？

൶ؑЛධȈ生態保育團體，大學空間、環境（土木、水環、環安）相關學
系。

Τȃ٩خخӵӑ!
ޥୢ٩خȈ自從 921 地震以來，連續幾次的颱風造成的土石流災害與危機，
讓我們了解災害雖無法完全避免，但透過社區第一時間的疏散
與救災，卻可以將生命的損失降到最低。
同時，有些災害是人為疏失造成的，例如山坡地不當的開發、
地下水無限制抽取、過多的水泥覆蓋使得市區很容易因為豪雨
積水、汽機車佔用巷道空間造成消防救災障礙等等，這些都是
可以事先預防的。

ሯौΟ၌Ȉ 平時大家是否有危機意識？對於社區的環境是否有相當的認
識？當災害發生時，大家是否知道如何緊急避難？社區的災害
救難系統在哪裡？社區中的消防管線、滅火器放置於何處？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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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有哪些防災或救災資源？

ሯौଆ፣Ȉ社區如何成立救災的組織？
社區如何建立災害預警系統？
如何加強一般居民對救災與防災的基本認知或基本技能？

൶ؑЛධȈ社區義消、守望相助組織、民間救難組織、大學空間、環境等
相關學系。

ΞȃၥྛᐌӫശП߯!
ୢၥྛȈ社區的生活計畫與經濟計畫通常與其所在或鄰近的都市息息相
關。都市的尺度遠大於社區，許多社會資源的分配通常是以幾
萬人的都市為單位來規劃，因此一個幾百人到幾千人的社區所
能享受到的資源，在豐富性與多樣性方面都受到一定的限制。
此外，有些地方民意代表、政治人物為了選舉的考量，進行不
適當或不需要的建設、而造成資源的浪費。因此，必須要清楚
地掌握各種區域性的資源以及這些資源與社區之間的關係。

ሯौΟ၌Ȉ社區居民的生活圈有多大？生活所需要的資源如何分布？目前
缺少哪些資源？哪些資源的取得比較困難？各項資源的管理單
位及其權責有哪些？

ሯौଆ፣Ȉ如何減低社區需求與現有資源之間的距離？
如何界定社區生活圈的範圍，檢討區域資源整合的機會？

൶ؑЛධȈ全國性民間團體，大學社會、空間相關學系。

̈ȃޥୢҳݲσড়Ԉ!
ஶۡڞȈ我們的生活環境的建造與管理，是有法源的。除了一般法律之
外，
「建管法」
、
「都市計畫法」
、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以及目前
行政院通過的「社區營造條例」等，都是與社區關係密切的。
這些法令大多是政府經由法律程序研議公告，但是也有一些條
文卻可以透過社區共識來自行擬定提案，成為社區的「建議」、
「憲章」、
「公約」或「計畫」。

ሯौΟ၌Ȉ居民是否了解與社區直接相關的法令？當政府召開都市計畫變
更的公聽會時，社區是否有效地提出自己的主張？哪些單位或
管道可以反應社區的意見？

ሯौଆ፣Ȉ如何建立參與的機制、提高相關計畫的透明度？
如果社區對於相關政策或都市計畫變更結果有意見的時候，如
何救濟？
如何提出社區的健康協定？
如何奠定社區健康協定的有效度或支持度？

൶ؑЛධȈ有相關經驗之民間團體、律師、代書事務所及大學法律、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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