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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所要談的是和測量評量相關的問題及這方面的一些研究。我一直

都是跟著多倫多的健康促進中心合作，我們也找出到底有哪一些模式還有指

標可以衡量社區能力，看看這些不同的城市、不同的學校到底如何在健康社

區這方面衡量他們自己的健康能力。在這方面的研究我們最主要是希望能夠

找到一些跡象，探討這個領域的成功是什麼？為了要達成我們的目的，我們

必須要了解什麼是社區能力，也必須要了解一些評估、評量的議題，而這些

都必須要局限於社區。 

首先談談我個人就社區能力指標所做的研究，接下來還會談到我在聯邦

層級所參與的研究。我們發展了一些工具來衡量社區能力，就衡量社區能力

這個議題來看基本上是有兩套的方法。我們面臨的一個問題就是「社區能力」

這個名詞常受到廣泛的使用，所以沒有什麼太多的定義還有理論背景。加拿

大人常常認為社區能力就是說，我目前和社區一起合作我要建構他們的能

力，即是要教導社區裡頭的人民從事某件事情改善生活而不是體認到說社區

其實本身已經有能力了，而且有很多的優勢。很多的社區本身就有能力他們

並不需要做能力的建構，尤其是不需要外來人士幫他們建構，所以我們必須

要跟社區人民共同合作加強某些方面，再導入一些內容。但是並不是說社區

的人民是沒有能力的，必須要有專業的人士介入才可以，並不是這樣子的，

所以我們知道社區能力有一些定義。 

那社區能力到底是什麼呢？基本上所有在社區工作的人都能了解每一

個社區是很不一樣的，在台南工作的人可能不會很了解其他城市，而在加拿

大也是一樣，每一個城市彼此之間可能不是很了解另外一個城市的能力，所

以我們必須要先了解不同的背景、不同的文化、不同的面向，和我們一起合

作的這些社區到底有什麼背景？在衡量社區能力的時候，我們必須要了解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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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發展是需要時間的，不會在一夕之間發生，我們必須要了解，在衡量社區

能力的時候，有時候政治人物要先確定我們尋求的答案是現在、還是三年

後、有一些專案可能要橫跨五六年我們才有辦法給他們確實的所謂社區能力

的答案。 

在健康城市所謂的社區能力呢，過程是很重要的，參與的過程很重要，

這方面帶給我們許多的挑戰，在建立指標的時候，我們必需要有人群的參

與，我們必須要有人來參與衡量的過程，在這方面對於傳統的衡量，衡量成

果的方式是一大挑戰，我們同時也必須了解社區運作的方式到底是什麼？社

區並不是所有個人的總合集合，我們了解社區是遠超過所構成的個人部份，

我們必須要了解社區的組成，然後了解它如何運作，同時我們也面臨另一個

挑戰，就是我們到底是在為誰衡量社區能力？又有誰要利用這項成果？ 

對於社區來說這是很重要的，社區可能有一項興趣，想了解自己如何改

善？如何改變自己工作的方式，接下來的專案做的更好，政治人物也想了解

這個專案到底做的有多麼成功？他們可以連任成功。所以每個人都有不同運

用的方式，而這種不同運用的方式跟我們衡量的內容有關，因此其中有一個

定義是我溫哥華 UBC 的同事所提供的，我們做了一些文獻的探討，根據他

所做的文獻探討我們發現，社區能力的定義就是：社區的特徵可以影響社區

的能力，讓他們可以找出動源，以及提出他們所關心的社會與公共衛生的議

題，這個定義基本上是綜合各家不同的文獻。 

還有另外一個不同的定義是澳洲南威爾斯的學者所提出的，他們認為社

區能力是一種對於永續技巧的發展組織結構及對資源改善和健康的承諾，包

括健康與其他部門的改善，使得他們能延長或是加倍獲得長期的健康，這個

定義有特別重視健康。 

接下來再談這些定義共同的特徵，第三個定義是我們在進行多倫多研究

的時候所研發出來的，這要跟社區建立其優點的潛力有關，是為了運作起來

能夠朝目標及夢想前進，即使會遇到來自社區內與社區外的促成與阻礙情

境。 

這些定義都有共同合作、實現目標的特質，社區能力也就是要共同合作

共同實現目標。這些定義都有談到組織的架構，還有對於社區能力重要的資

源等。同時我們看到個人的技能，還有組織的結構、背景這些結合也都是非

常重要的。我們必須要了解這些簡單的定義，因為這是研究的基本方向。我

們看到這些定義不同的地方，第一個是在不同的情境與政策之下，改變是必

須的。 

在我的研究中發現我們必須要改變助力和阻力，不管是社區內還是社區

外，有一些跟今早的講者 Evelyne 所提到的政策有關，那有一些則是跟基礎

的建設相關，我們可以了解這個社區能力跟所謂社區能力是在個人技能改變

這個層次是不太一樣的，我們了解社區能力就是要改變狀況、改變架構、改

變政策，我們了解社區能力還有很多不同的定義是改變個人，改變個人所使

用的策略是透過教育、工作坊、還有評量，但跟評量的結果會不太一樣。我

定義 I： 

是一種社區的特徵可影響

他們去找出、動員及提出他

們所關心之社會與公共衛

生議題的能力。 

Frankish et al, IHPR, UBC, 

2003 

定義Ⅱ： 

是 一 種 對 永 續 技 巧 的 發

展、組織結構、資源及對改

善健康的承諾，包括健康與

其他部門之改善，使得延長

並加倍獲得長期的健康 

New South Wales Dept. 2001, 

Australia 

定義Ⅲ： 

是一種社區建立其優點的

潛力，為了運作　起來能夠

朝向目標及夢想，即使，會

遇到　來自於社區內與社

區外的促成與阻礙情境 

Jackson et al, 2003 

社區能力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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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最主要是看整個條件、整個狀況，我們才能夠衡量不同的事物。我的

定義裡也談到「潛能」，「潛能」是蘊藏在社區能力裡的，看看社區是不是有

辦法做改變、實現自己的夢想、克服困難、取得資源，所以這是社區能力其

中一個值得大家注意的面向。在英屬哥倫比亞大學 UBC 所做的文獻回顧

裡，我們了解大概有 83％的文獻都有討論到社區能力，這些文獻基本上認

為社區能力的定義並不多，不過有一些指標必須要涉及許多重要的關係人或

利害關係人，所以就像早上的講者 Evelyne 所說的，重要關係人必須要參與

這些社區的計畫，我們了解很多部門都必須要共同合作，不同利害關係人必

須合作。 

這個研究顯示社區能力也必須包括這些重要的利害關係人，在他們的社

區能力衡量裡定義出 83 個社區能力的特徵，這裡 83 個特徵是相當多，這樣

讓大家有一些基本概念，讓大家了解這方面的文獻有哪些。 

我也做了一部分文獻探討的貢獻，接下來我們在多倫多找到一些區域，

這些區域是最不適合人居的，如果你要移民到多倫多，可能有人告訴你這些

區域不要去、這些不適合人居住。我們找出這些區域，我們認為這些社區能

力在所有城市各個角落當中，我們發現這個社區到底是怎麼樣？為什麼會被

貼上標籤？為什麼會被認為是最糟糕的地區？我們利用的是行動研究的過

程，這是一個質性的研究，有很多的訪談、也有焦點團體的訪談，我們花了

好幾年研究，建立了一個初步的模式。這個模式就是我們了解技能，社區能

力裡居民的技能是很重要的，這些技能要能夠幫助社區達成目標的話，有一

些情況是阻力、有一些則是助力。所以我們要跟社區裡頭不同的居民談，讓

他們了解哪些是阻力、哪些是助力，哪些阻力讓他們沒有辦法實現自己的才

能。 

所以我們在多倫多的社區挑選出四個區域，進行許多訪談，大概有 161

個人參與我們的訪談，有 89％是居民、11％是機關人員，他們並不居住在

那裡、不過卻在這個社區工作，跟這些社區都有很長期的關係。我們訪問不

同的人士、請他們描述自己的社區、請他們描述他們自己的才能、優勢、技

巧、能力，哪些是他們共同進行的活動？有什麼幫助他們或阻撓他們合作？

使得他們能順利成功的達成他們自己的目標？ 

開始的時候我們以為要把所有人的才能、技巧、優勢、能力把他列下來

做為我們研究的一部分，但我們發現每一個社區都能列出許多才能，每一個

才能都不一樣。因此，如果我們要透過這些才能、透過這些清單來研究其實

不是一個方法。因為可能某一個社區技術方面較多，但這也不能代表這個社

區比另一個好，也許更好的方法，就是要說明在這個社區裡面，其實是有人

才，而不是說有什麼樣的人才。 

我們也發現說人們都會以比較正面或者是以比較負面的方式來說明他

們的社區，我想這在任何一個社區都是如此，社區會有正面和負面的評價，

社區居民他能找出社區內及社區外的一些因素，使他們很容易或者是很難在

一起工作，他們認為政策是一個動力、也是一個阻礙，因此我們就重新修正

社區能力＝ 

技巧＆能力＋促成情境－

障礙 



 191

我們之前的一個模式。 

由於我們是一個訪談性的研究，在跟所有的社區的居民共同討論之後我

們就修正了我們的模式，我們研究的模型就變成是投影片上這是一個圓形

的，而不是之前的的一個等式。在這個圓形的模式裡面，我們看到社區能力，

中間是我們的才能技巧這個部分，才能、技巧、優勢、能力。所有的促成情

境以及社區裡面的障礙在外圍，之後才是外部的促成及障礙情境， 

這個社區裡內部的情境不管是促成或者障礙的都是生活的空間，是否說

整個社區他們有一個開會的空間，如果這個社區沒有的話，那就沒有辦法去

培養他的人才。在社區以外就是在這個藍色的部分，這些是一些外部的因

素，這也包含整個外部社會的一些政策，我待會給各位舉一些例子，這裡的

重點是在於有一些特定的領域，那我們認為這些指標應該是著重於不管是內

部的還是外部的一些促成情境以及一些障礙情境，這樣我們才能夠真正的造

就一個社區的能力。 

我們必須在一個社區達成健康城市的目標後去評估或是在之前評估

呢？我們的想法是，我們要去解釋在社區裡面以及社區以外的一些條件，不

管他是促成的條件或是障礙的情境，如果說有更多促成因素的話，那麼要建

立社區的能力會比較容易，如果障礙比較多的話要建立這個社區能力就比較

難，在這個整體的指標中，在我們所有社區裡的評估過程當中，我們可能會

問這些居民這些問題，例如：你想居住到這個社區裡面嗎？或你為什麼會搬

過去住呢？他可能會說這個社區歡迎並且同時支持多樣性的成員。 

比如在多倫多，我們是一個多元文化的城市，這城市裡面有來自世界各

地方不同的文化，其中在一個社區裡，有時候我們會有 120 種不同文化，在

同一個地方生活，因此這個社區必須是一個包容並且是歡迎各地文化的，才

能夠建立能力模式。同時居民對他們有比較正面的評價，他們認為這是很好

的居住環境，會有共同的嗜好、共同的活動來慶祝他們的各種生活或節慶等

等，同時居民會一起來參與社區的生活，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此外，居民也會同心協力來達成共同的目標，社區中的每一個部門都參

與這個活動，不會因為社區的部門因為他的文化不一樣而把他排除在外，或

者是不喜歡他們所從事的工作而把他排除在活動之外，換句話說每個人都是

我們共同活動的一部分，同時更重要的就是居民在社區完整計畫的時候都有

控制感、跟所有權感，可以在我這裡所列出來的各種特徵裡看到，我們知道

人們共同合作朝向一個共同的目標，大家都有一種參與感，對社區都有正面

的評價，我們都知道其實這就是健康城市的根本，也是為什麼我們認為可以

把它當成是測量社會、社區能量的一個指標。 

至於在社區裡我們所看到的才能、技巧跟優勢有哪些？我們看到組織、

技巧、好客、人際關係、技術性技能、專業跟學術性技能，我們看到社區其

實是有各種不同的人才，這 4 個社區之前是被人認為是最糟糕的社區，其實

如果我們去解釋的話，是有許多的人才、許多的人力，但這個社區也面臨一

些挑戰、一些障礙？那在挑戰什麼呢？比如像溝通方面的問題，他們有多元

幫助或阻礙社區行動的原

因 

 多元化 

 正面與負面的社會環境

 社區想像 

 個人壓力 

 機構單位 

 自然的與人造的環境 

 社區基礎建設 

 政策與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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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因此在溝通上是有問題的，除此之外，這個社區給其他社區的形象

也會影響到人家對於社區基居民的評價，比如說你住在這個社區裡面，你的

朋友不願意到這個社區來看你，說你的社區不安全或者不好，那你自己就會

感覺到你住的地方也許不大好，因為沒有人喜歡到你這裡來，同時居民也面

臨到許多的個人壓力。這 4 個社區都是比較低收入的社區，當然他們會有金

錢方面的壓力、訪問方面的壓力以及其他各種不同的因素，讓他們的生活有

很大的壓力，此外，自然環境及人造環境也需要改善，如社區裡面的基礎建

設、公園、或是生活空間可能不足夠，這些都會變成一些障礙，讓社區裡面

的活動沒有辦法順利進行。 

我們做的事情就是希望將所有的促成因子融合起來，促成因子有哪些

呢？第一個就是居民能夠互相扶持、同時居民、機構、組織、企業及政治家

之間有非常好的連結，他們同時可以共同合作，另外機構就是政府機構能扮

演的角色，可以讓社區有長期的穩定的關係，同時有個機制讓人民可以自由

的參與一些活動。 

你會看到在這個社區裡面其實除了促成因子之外有另一半就是障礙因

子，因此雖然有一些事情做了很順利，但有一些事情因為一些因素的存在讓

我們沒有辦法很順利的進行某件工作。其中一個促成因子，之前已經講到了

就是居民的互相扶持、自願服務等等就是另外一個阻礙。就是居民相互感到

孤立或是團體主動的排斥他人，另外一個阻礙就是民眾對他人的幫助並沒有

感謝之意，我們之前也看到自願服務這方面，我們看到他們對政府並沒有感

謝之意，因此我們看到他是一個促成因子，同時也是一個阻礙。 

外部阻礙因子及外部促成因子其實也是互相對應。進行一件事會有正面

也有負面的影響，因此如果你不是當地的居民，且你對於這個社區有負面的

評價，這對社區來講是不好的，也沒有辦法去參與、也沒有辦法對這個社區

有所認同，但是如果政府機構或所有計畫的時間都很短的話，那每一次計畫

完成後必須要重新開始--必須重新去申請預算，整個計畫沒有辦法有一個延

續性的效果，沒有辦法永續、沒有辦法對於未來來做一個打評，那這也是一

個障礙。如果這個社區裡面沒有公園、沒有商店、沒有學校，這樣子你的生

活會比較困難，因為生活比較不方便、生活機能比較差，這也是一個障礙，

讓你沒有辦法參與社區的活動。 

如果這個社區裡面，大多數人都沒有工作，那當然他也沒有辦法對社區

做出貢獻，同時有許多的政策是為每個人的日常生活帶來挑戰。在加拿大有

一個社會福利政策，比如說單親家庭他們可以獲得社會福利，同時也希望說

他們能夠工作，如果有工作的話我們會有托兒的補助，但先決條件就是說這

個單親的家長必須是要全職，那麼如果這個單親家庭是一個年輕的母親，她

不希望有一個全職的工作她只希望有兼職的工作，那麼她就沒有辦法獲得托

兒輔助。 

因此各位可以看到其實對單親家庭來講他們遇到兩難，他們想工作但是

她們不想全職，因此她們沒有辦法享有這個托兒的補助，這樣也讓這些居民

內部促成因子 

1. 居民互相扶持 

2. 表揚社區參與＆自願服

務  

3. 居民、機構、組織、企

業與政治家之間有好的

連結，以及共同合作 

4. 機構扮演使能者的角色

並且與社區有長期穩定

的關係 

5. 使參與的機制存在 

 

內部阻礙因子 

1. 居民互相孤立，或團體

主動排斥他人 

2. 民眾對於他人的幫助無

感謝之意 

3. 居民、機構、組織、企

業與政治家各做各的事

4. 機構間有疏離的特徵 

5. 沒有機制去幫助參與 

外部促成因子 
1. 非居民對當地社區有

正面印象 
2. 很容易接觸到便利設

施 (例如：公園、商

店、學校) 
3. 居民在良好的環境工

作 
4. 政策減少平日生活的

挑戰 
 
外部阻礙因子 
1. 非居民對當地社區有

負面印象 
2. 機構或計畫常是短期

的，且忽略早期的歷

史 
3. 很困難接觸公園、商

店或學校 
4. 居民長期失業 
5. 政策引發更多日常生

活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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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加社區活動更為困難，這些是外部的障礙。我們同時也可以看到外部的一

些促成因子，當然也就跟外部的障礙是互相呼應的，各位如果要把我們所做

的資訊當成一個工具，必須要有一個很好用的工具同時可以包含每個社區不

同的現況及條件，因為每個社區狀況都不一樣，這個工具也必須要去專注於

社區內部以及外部各種不同的情境，目前這個工具還沒有完成，但是我們的

研究正在進行，如果有人有興趣參考我們的資料把它當作是一個工具，我也

非常高興。 

接下來要跟各位介紹加拿大的第二項計畫，它是加拿大的一個健康測量

工具是由加拿大政府所推行的一個計畫，這個工具有九個面向，我覺得很重

要的一點就是測量工具的架構，我們必須了解它的架構才能夠把這個工具用

在我們測量社會能力裡，我不太同意這九個面向，因為我發現九個面向其實

有遺漏的地方，同時這九個面向沒有辦法包含所有我們要去測量的一些因

素。 

社會能力的測量是非常的重要的，目前跟各位介紹的這個工具不是一個

完整的測量工具，但我喜歡這個工具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他的設計可以讓我們

在一個社區裡面應用。這個工具有九個面向，我覺得非常重要的是參與，接

著是領導能力、社區結構、外界的支持及詢問為什麼的能力，換句話說這個

社區必須是要能夠共同問為什麼，我們社區發生了什麼事情？獲得的資源、

技巧、知識、學習，與他人連結，社區意識。這是我們測量社區能力的九個

面向。 

如果這是我的研究的話我還會加幾個面向，這幾個面向跟社區外部的政

策及形象有關，但這個工具不是我制定的，我曾對這些擬定工具的人提出我

的建議但是他們沒有採用。但我喜歡這個工具的原因是它是一個質性的工

具，他給予每個次要素時間表或進度表，讓我們去檢視每一個要素的進度以

及改善情況。 

有一個例子說明了「參與」面向。在這個工具上面，說明參與這個面向，

之後有一些次要素，這裡有五個次要素就是 abcde，表示「參與」有五個次

要素。每一個次要素主要提到的就是「參與」的每一個面向，譬如說我們要

參與社區的活動，誰要去參與或者是克服參與以及計畫的障礙，有效的與目

標族群社區或者各個成員溝通的方法以及其他可以增強參與的互動。 

在這個工具裡面我們要注意的就是每一個次要項，他的測量方式就是從

1 到 4 的方式來做一個評量，至於它使用的語言目標是讓所有的社區民眾可

以很容易的了解。 

我們才剛開始使用這個工具，譬如說我們看到這裡，剛開始、正在進行、

快要完成、達到目標。每一個方塊裡面都有一些例子，譬如說：剛開始，剛

開始的意思是什麼？因此，如果說我們在最上面看到剛開始的部分，我們尚

未決定哪個團體要參與，這個就是所謂剛開始的定義。因為我們才剛剛開

始，所以我們現在還要找出說到底哪一些團體需要參與。 

再看「正在進行」的階段，這邊寫的是已經確定哪些團體要參與，因此

健康加拿大工具的 9 個面

向 

 參與 

 領導能力 

 社區結構 

 外界支持（例如：捐助

者） 

 詢問為什麼 

 獲得的資源 

 技巧，知識&學習 

 與他人連結 

測量工具必備條件 

 容易使用 

 可引發參與及投入 

 可包含許多不同起始

點、不同結構、不同目

標的社區 

 著重在社區內部與外部

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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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例子可以看到有一個方塊已經填滿了，譬如說：他們正在驚醒，他們

已經找到說要哪些團體要參與了，例如說：教會團體、當地的警察等社團等，

表示他們現在已經進行到第二欄了。這個工具的重點是在於說我們不是只要

打勾，要實際寫出來我們的進度到底在哪。 

 

 

 

 

 

 

 

 

 

 

 

 

 

 

 

 

繼續在這個表裡面往下看的話，我們可以看到每一個面向都有一個方

塊，方塊裡面都有一些文字，文字上說明目前的進度到底在哪裡。因此，各

位可以使用這個工具在社區裡面來一起工作，讓自己知道說，喔！我們還有

很多事情要做，或者說我們已經完成了哪些事情。如果看到下一欄的話，他

就會告訴你下面一個步驟是什麼，譬如在「快要完成」的地方，我們已與他

們連絡等等。因此，這不僅是一個規劃使用的工具，也是一個評鑑使用的工

具，可以讓你知道目前的計畫到底是在什麼樣的一個狀況。 

這個工具非常的有趣，不僅是在多倫多使用，就我所知有很多的不同的

團體使用這個工具的不同的部分，我喜歡這個工具的這個構想，因此在我擬

定其他工具時也採用這個構想，但還有一些問題還沒有獲得解答。 

那這張投影片主要是跟各位說明我們需要一個跨文化指標的應用，我的

研究是在多倫多進行，那目前我們還沒有一個跨文化指標的應用，因此，我

們不知道說我們的工具在其他的文化，譬如說在巴西、在原住民、加拿大原

住民等是否可以應用。同時我們也需要一個工具，就是一個政策做為社區能

力促成者或障礙者的工具，這是我們需要持續進行的一個工作，這個工具目

前其實是沒有的，那我想這是一個我們可以設計的一個領域，當然我們還需

要一個好的理論以及概念的架構。有一個博士班的學生，他目前正在我的研

究中進行一個後續的研究，他所採用的是一個不同的目標族群，而他也自己

研擬出一個理論及一個架構，我非常樂見這位同學未來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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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問答： 

問：謝謝你非常精湛的演說，這個研究花了三年的時間完成，我想要了解這

些工具有沒有衡量其他多倫多其他的區域，而社區的成員可不可以自行

使用這一些工具？ 

答：這個問題問得很好，我們並沒有在多倫多的其他社區進行這個研究，

不過我們把相關的資訊呈現給他們。在社區博覽會裡，可以獲取這

些資訊，有些社區他們有一些夏日祭典的活動，我們都有讓他們取

得相關的資訊，用社區可以了解的語言與他們溝通、傳達給他們，

就我所知有一些工具並沒有在社區裡頭獲得實際的運用。第二個問

題，這些社區成員能不能自行使用這些工具？加拿大這個工具設計

的時候是希望讓社區可以自行使用，可以和專業人士共同合作，這

樣子的設計最主要是希望社區成員可以參與。所以這是讓社區成員

參與的一項設計。這已經在加拿大有經過初步測試、做過一些改良，

因此代表了一些社區加入之後所修改的成果。 

 

問：有一個問題是關於您第一個方案，就是關於社區能力的這個方案，有三

個要素：第一個就是技巧能力，第二個是促成情境，第三是障礙。在你

的等式裡頭有三個要素，請問你如何找出這三個要素的？這三個要素的

來源是哪裡？ 

答：是的，這個方案，這個等式很有趣、看起來很有用，這是我們之前

所做的一些研究。我們做了很多健康促進，進入一個社會、環境的

模式來看社區能力到底是如何運作的，所以我們必須要讓人了解，

他們如何改善自己的生活，過的更好。同時，我們也發現生活的方

式其實是不夠的，這並不代表全面、不夠宏觀，我們必須要了解社

會孤立、所得、還有其他健康的要素也對於健康及健康促進都有很

大的影響。所以用同樣的想法，利用社區能力，我們認為社區能力

並不是只有跟技巧能力有關，我們認為還有一些狀況是有關係的，

譬如說：健康的社會決定要素，我們並不是很確定這些決定要素是

什麼，不過在社區裡頭，我們認為社區有一些是助力，有一些是阻

力。這些阻力和助力可能會妨礙或助長這個社區能力的發展，基本

上我們相信，所以的社區都有部分的技巧還有能力，不過有一個問

題就是貧窮的社區、有困難的社區面臨比較多的障礙，而比較好的

社區則沒有太多的障礙，所以我們在設計第一個方式的時候是有這

方面的考量。 

第一個方案是我在研究之前根據理論、背景所找到的等式，接

下來我們跟不同的社區不斷的對談，基本上這些社區願意和我們合

作就是因為我們會跟他們談，讓他們了解從外界來看，他們是什麼

樣的形象，然後也了解他們到底面臨什麼樣的困難。 

這些社區都很想知道外界對他們的觀點，還有他們自己面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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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樣的困難，他們並不希望說外在的研究者來責備他們、責難他

們、說他們哪裡做的不好。 

 

問：這是非常有趣的主題，我想了解到底社區能力是如何測量的？我們知道

說這裡頭有九個面向，因此基本上是有 36 個方塊，其中一個是參與，

在 66 頁、67 頁可以看的到，所以內容相當的豐富。這樣子做到底實不

實際？ 

答：參與是非常重要、非常基本的，而領導呢，在這方面比參與還要重

要，因為就基礎建設來說，一定需要有個強而有力的領導人，我們

要了解、獲取資源、取得外部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我覺得應該要

有不同的要素融合進來才可以，那我覺得說我們是不是要針對這一

個工具做一些增減、修正？ 

我認為這方面剛開始還有到達目標是非常重要的，中間並不是

那麼重要，所以我們可能可以去除掉中間的一些部分，這樣子就可

以簡化這整個目標，變成只有二分之一。 

我認為你必須要跟不同的社區討論，因為很多人通常只是剛好

在中間，他們想要確切的了解自己在中間的哪裡，所以我覺得我沒

有辦法把這四項減成兩項。而就九大方面，沒錯有一些領域、有一

些目標不是很重要，不過我們必須要了解這整個過程、了解社會經

濟、政治經濟背景到底是對這些社區有什麼樣子的影響，我們同時

也必須要跟不同的社區了解一些現實環境的背景因素到底是什麼？

我們才可以了解整個方案要解決的問題到底是什麼。我們看起來九

大面向裡可能有一些並不是很重要，不過其實他們是很重要的指

標，因為我們在談到健康城市、健康社區的時候，每一個幾乎都是

不可少的。其實，這並沒有你所想的那麼大、那麼複雜，的確是有

很多的討論可能沒有辦法一夕之間完成，我們必須要和社區不斷的

面談，需要花很多時間來完成，不過並不是那麼複雜。 

 

問：當你在建立這些工具時，你如何去改善這些社區的社區能力？你是否有

其他的工具來看社區們完成的階段？能否與我們分享一些你的經驗？ 

答：我認為這個工具設計最主要是希望社區能夠彼此討論，讓他們了解

到底要完成哪一些、應該要做哪一些改善，所以這個工具呢，可以

當作一個計畫或者發展的工具。而就衡量的工具來說，到底我們要

如何衡量一個社區已經進步了多少，我還沒有直接利用這個工具

過，我用的是改良版的，基本上因為過去的社區並沒有問我社區能

力這方面的問題，所以我還沒有應用到這整套的工具。我覺得這個

工具可以用來計畫、也可以用來評量，這樣子的工具可以在剛開始、

還有最後用，在中間也可以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