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政府108年度推動公民參與計畫

高雄市三民區婦女咖啡館〜擘劃愛河左岸夢想藍圖成果報告

實施期程：自5月19日起至11月 8日

策辦單位：高雄市政府研考會 

主辦單位：三民區公所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1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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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高雄市三民區婦女咖啡館〜擘劃愛河左岸夢想藍圖

計畫範圍 三民區

主辦機關 高雄市三民區公所 協辦機關 三民區婦參小組

計畫期程  108年度  

預估經費
總經費_44,900__元   

□自籌__24,900  元   □需補助_20,000__元（研考會補助）

計畫目標 勾勒三民區愛河左岸未來觀光發展願景。

計畫內容

1.藉由培力課程，瞭解在地愛河流域歷史文化發展脈絡，探索

居住地方在地文化，喚起共同的歷史記憶，凝聚鄉土情感。

2.安排導覽課程走讀探訪愛河左岸景觀環境，實地感受在地風

情，重新學習認識自己居住的環境。

3.以世界咖啡館概念，辦理婦女咖啡館，在輕鬆氛圍中，由講

師引導婦女｢以愛河左岸觀光發展願景｣集體智慧發想，共同

探索並勾勒未來發展夢想藍圖。

4.將婦女咖啡館活動中參與者集思廣益提出的想法，各組輪流

發表相互觀摩學習，具體實現地方人關心地方事之民主表現。

5.透過婦女視野角度匯談愛河左岸夢想藍圖，作為今後施政及

計畫提案參考。

6.培力課程包含愛河中下遊歷史文化元素、目前市長愛河產業

鏈政策、瞭解公民參與意義與方式、世界咖啡館之意涵、議

題匯談及講師帶領參與者討論想法，形成可行性提案等。

7.參與對象以婦參小組人員帶領在地社區婦女參與，藉由在地

愛河為議題，共同匯談形成意見想法或計畫，期望運用在地

有感的參與，提升婦女關心地方的公共事務。

預期效益

1.帶領社區婦女瞭解｢公民參與｣之意涵，以世界咖啡館方式，

集思廣益，納入婦女意見，擴大公共事務的參與。

2.地方特色發展與創新，讓在地婦女投入地方事，引發熱愛鄉

土的情懷。

3.公民參與共同描繪未來三民區愛河左岸觀光發展，期許帶動

地區產業觀光的嶄新價值。

備註 如附經費概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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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三民區婦女咖啡館〜擘劃愛河左岸夢想藍圖經費概算表

經費項目 單價 數量 總價 計算方式及說明

講師鐘點費 2000元/時 9 18,000

研考會補助

(愛河流域文化課程--2小時)

(婦女咖啡館-公民參與意義與方

式-2小時)

(婦女咖啡館-議題匯談-3小時)

(婦女咖啡館-議題分享-2小時)

文具費用 1/式 1 2,000 研考會補助

咖啡或茶飲 30元/人 480 14,400
區公所自籌-婦參經費

(配合婦女咖啡館3堂課程)

誤餐費 70元/人 150 10,500 區公所自籌-婦參經費

總計44,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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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三民區公所

高雄市三民區婦女咖啡館〜擘劃愛河左岸夢想藍圖

一、計畫緣起:

愛河上游有許多著名景點，如具生態教育兼具水質淨化與防洪

功能的「中都濕地公園」、創建於日明治 32年(1899)日治時期

的國定古蹟「台灣煉瓦會社打狗工場-中都唐榮磚窯廠」、推廣

客家文化的「高雄市客家文物館」、全國首座由高壓電塔轉化

成為太陽能發電的環保公共藝術鉅獻「光之塔」、眾多民眾聚

集，高雄最夯的運動休閒及夜景景點「愛河之心」等，均是鄰

近著名的景點，因此結合在地婦女視野角度匯談愛河左岸夢想

藍圖，作為施政及計畫提案參考。

二、公民參與計劃目標:

(一)藉由在地愛河為議題，共同匯談形成意見想法或計畫，期

望運用

在地有感的參與，提升婦女關心地方的公共事務。

     (二)勾勒三民區愛河左岸未來觀光發展願景。

三、公民參與執行內容與方式:

邀集專家學者，讓婦女瞭解在地愛河流域歷史文化發展脈絡，

探索居住地方在地文化，安排導覽課程走讀探訪愛河左岸景觀

環境，實地感受在地風情，重新學習認識自己居住的環境。以

公民參與概念咖啡館

方式，由講師引導婦女｢以愛河左岸觀光發展願景｣集體智慧發

想，共同探索並勾勒未來發展夢想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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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參與-婦女咖啡館執行內容

時間 地點 活動內容 備註

9 月 27 日

(星期五)

9 點 -11

點

寶珠溝里

活動中心

課程名稱: 愛河〜滿載城市之愛的河流

課程講師:許玲齡老師

10 月 4 日

(星期五)

9 點 -12

點

愛河左岸

周邊

愛河文史走讀活動，共分 5梯次，每梯

次 3小時，邀請專業導覽人員帶領走讀

愛河流域周邊，實地體驗學習在地生態

環境及人文歷史，感受愛河獨特自然生

態及豐富多樣人文氣息，走讀路線:客

家文物館(報到點)-光之塔-愛河流域-

玻璃屋-愛河之心-敦新公園-客家文物

館(報到點)。

10 月 18

日 ( 星期

五)

9 點 -11

點

寶珠溝里

活動中心

課程名稱: 女力參與 X 翻轉愛河:藍圖

拾貳觀光發展工作坊(一)

          公民參與意義與類型

課程講師:謝政勳老師

10 月 25

日 ( 星期

五)

9 點 -12

點

寶珠溝里

活動中心

課程名稱: 女力參與 X翻轉愛河：藍圖

拾貳觀光發展工作坊(二)

方案討論

課程講師:謝政勳老師

11 月 08

日 ( 星期

五)

9 點 -11

點

寶珠溝里

活動中心

課程名稱: 女力參與 X翻轉愛河：藍圖

          拾貳觀光發展工作坊(三)

          方案分享及票選成果

課程講師:謝政勳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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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參加對象：本所婦參小組、社區婦女、本所工作同仁約 180名。

五、公民參與討論議題與結論:

將婦女咖啡館活動，參加婦女分成10組集思廣益提出的想法，

各組輪流發表相互觀摩學習，參加者每人3張票，可票選 3個最

佳方案，最高票數前三名，將作為區公所今後施政及計畫提案

參考。

公民參與-婦女咖啡館議題票選成果

名 次 議題名稱 票數

第一名 街頭藝人展演空間 46票

第二名 長春快樂行 45票

第三名 優遊愛河導覽專車 41票

第三名 喜憨兒太鼓草地音樂會 41票

第三名 歡喜來作伙 41票

第四名 點亮光之塔 37票

第四名 河之心-音樂賞析 23票

第四名 美麗邂逅-未婚聯誼 38票

第四名 創意垃圾桶 37票

第四名 歡喜逗陣來 22票

六、公民參與效益:

(一)帶領社區婦女瞭解｢公民參與｣之意涵，以世界咖啡館方式，

 集思

廣益，納入婦女意見，擴大公共事務的參與。

(二)地方特色發展與創新，讓在地婦女投入地方事，引發熱愛

鄉土的

情懷。

(三)公民參與共同描繪未來三民區愛河左岸觀光發展，期許帶

動地區

產業觀光的嶄新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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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三民區公所活動成果相片

時間 地點 活動說明

108年 9月 27 日 寶珠溝里活動中心

高雄市三民區婦女咖啡館-擘劃愛

河左岸夢想藍圖-愛河-滿載城市之

愛的河流

時間 地點 活動說明

108年 9月 27 日 寶珠溝里活動中心

高雄市三民區婦女咖啡館-擘劃愛

河左岸夢想藍圖-愛河-滿載城市之

愛的河流

7



高雄市三民區公所活動成果相片

時間 地點 活動說明

108年 10月 4 日 客家文物館

愛三民系列VS 女人之約系列活動

高雄市三民區婦女咖啡館-擘劃愛河左

岸夢想藍圖-愛河文史走讀大合照

時間 地點 活動說明

108年 10月 4 日 客家文物館

愛三民系列VS 女人之約系列活動

高雄市三民區婦女咖啡館-擘劃愛河左

岸夢想藍圖-愛河文史走讀-長官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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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三民區公所活動成果相片

時間 地點 活動說明

108年 10月 4 日 客家文物館周邊

愛三民系列VS 女人之約系列活動-高

雄市三民區婦女咖啡館-擘劃愛河左岸

夢想藍圖-愛河文史走讀活動

時間 地點 活動說明

108年 10月 4 日 客家文物館周邊 愛三民系列VS 女人之約系列活動-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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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市三民區婦女咖啡館-擘劃愛河左岸

夢想藍圖-愛河文史走讀活動

高雄市三民區公所活動成果相片

時間 地點 活動說明

108年 10月 18 日 寶珠溝里活動中心

高雄市三民區婦女咖啡館-擘劃愛

河左岸夢想藍圖-女力參與*翻轉愛

河:藍圖拾貳觀光發展工作坊(一)

時間 地點 活動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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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10月 18 日 寶珠溝里活動中心

高雄市三民區婦女咖啡館-擘劃愛

河左岸夢想藍圖-女力參與*翻轉愛

河:藍圖拾貳觀光發展工作坊(一) 

高雄市三民區公所活動成果相片

時間 地點 活動說明

108年 10月 25 日 寶珠溝里活動中心

高雄市三民區婦女咖啡館-擘劃愛

河左岸夢想藍圖-女力參與*翻轉愛

河:藍圖拾貳觀光發展工作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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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地點 活動說明

108年 10月 25 日 寶珠溝里活動中心

高雄市三民區婦女咖啡館-擘劃愛

河左岸夢想藍圖-女力參與*翻轉愛

河:藍圖拾貳觀光發展工作坊(二) 

高雄市三民區公所活動成果相片

時間 地點 活動說明

108年 11月 8日 寶珠溝里活動中心

高雄市三民區婦女咖啡館-擘劃愛

河左岸夢想藍圖-女力參與*翻轉愛

河:藍圖拾貳觀光發展工作坊(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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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地點 活動說明

108年 11月 8 日 寶珠溝里活動中心

高雄市三民區婦女咖啡館-擘劃愛

河左岸夢想藍圖-女力參與*翻轉愛

河:藍圖拾貳觀光發展工作坊(三) 

高雄市三民區公所活動成果相片

時間 地點 活動說明

108年 11月 8日 寶珠溝里活動中心 高雄市三民區婦女咖啡館-擘劃愛河左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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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想藍圖-女力參與*翻轉愛河:藍圖拾貳

觀光發展工作坊(三)區長致詞

時間 地點 活動說明

108年 11月 8 日 寶珠溝里活動中心

高雄市三民區婦女咖啡館-擘劃愛河左岸

夢想藍圖-女力參與*翻轉愛河:藍圖拾貳

觀光發展工作坊(三) 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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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三民區公所  活動成果照片

照片說明：票選第一名方案

          (第一組)

照片說明：票選第一名方案

          街頭藝人展演空間

照片說明：票選第二名方案

          (第二組)

照片說明：票選第二名方案

          長春快樂行

照片說明：票選第三名方案

          (第三組)

照片說明：票選第三名方案

          優遊愛河導覽專車

15



高雄市三民區公所  活動成果照片

照片說明：票選第三名方案

          (第五組)

照片說明：票選第三名方案

          喜憨兒太鼓草地音樂會

照片說明：票選第四名方案

          (第六組)

照片說明：票選第四名方案

          新住民-歡喜來作伙

照片說明：票選第四名方案

          (第四組)

照片說明：票選第四名方案

          點亮光之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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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三民區公所  活動成果照片

照片說明：票選第四名方案

          (第七組)

照片說明：票選第四名方案

          河之心-音樂賞析

照片說明：票選第四名方案

          (第八組)

照片說明：票選第四名方案

          美麗邂逅-未婚聯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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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說明：票選第四名方案

          (第九組)

照片說明：票選第四名方案

          創意垃圾桶

高雄市三民區公所  活動成果照片

照片說明：票選第四名方案

          (第十組)

照片說明：票選第四名方案

          歡喜逗陣來

照片說明：討論過程花絮 照片說明：討論過程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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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說明：投票過程花絮 照片說明：投票過程花絮

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