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 年度臺中市社區營造點甄選—入選名單 (依筆畫順序排列 ) 

*社區參與 A類 

單位 提案計畫名稱 

中興里福德祠 
重溫社區風華，趣談地方掌故-中興里老照片募

集與特展 

台中市土庫文化協會 染起老宅新生命 

台中縣社區福利共創協會 
當我們同在一城-四村一家(眷村融合及文化傳

承計畫書) 

新平華廈第五期管理委員會  甜甜蜜蜜-真情分享故鄉味 

臺中市大甲區文曲社區發展協會 虎眼二圳粉蔥好料理 

臺中市大甲區西岐社區發展協會 蓆以為長－千人藺編大會師 

臺中市大里區仁化社區發展協會 大家逗陣來番仔寮畫仁化 

臺中市大里區東興社區發展協會 鷺鷥逐潮東興社區杙文豐 

臺中市大里區塗城社區發展協會 水鹿洄游現奇蹟~社區營造創生機 

臺中市大雅區文雅社區發展協會 
【文雅社區~再現風華】尋找社區街角的感動故

事 

臺中市大雅區秀山社區發展協會 獅藝大雅-花獻秀山 

臺中市大雅區雅楓社區發展協會 【活力雅楓希望傳承首部曲】社區故事繪本 

臺中市工學長青協進會 新南區－草舞蹈 

臺中市太平區平安社區發展協會  太平鼓～平安好聲意 

臺中市太平區宜佳人文關懷協會  宜佳人情  富粿連連 

臺中市太平區東方大鎮管理委員會  找回吳家花園 

臺中市北屯區舊社社區發展協會 追尋北屯舊社庄-社區轉型之文化保存 

臺中市北區長青社區發展協會 百年長青土地公傳奇的故事 

臺中市北區賴明社區發展協會 賴明寫真集 



單位 提案計畫名稱 

臺中市外埔區中山發展協會 有機雞趴趴走資源調查 

臺中市外埔區水美發展協會 虎虎生風在水美-虎頭製作技藝傳承 

臺中市外埔區廍子發展協會 
106年臺中市外埔區廍子社區大安溪水醮普渡活

動繪本製作計畫 

臺中市石岡區和盛社區發展協會 崁仔下記憶時光探尋-五分車的懷舊 

臺中市石岡區南眉文化促進會 客家弦鼓與歌謠研習計畫 

臺中市后里區月眉社區發展協會 三代同玩月眉童玩過五關保安康 

臺中市后里區義德社區發展協會 義德社區挖寶趣~資源調查暨青少年偵探隊計畫 

臺中市西屯區廣福社區發展協會 憶起稻草 大手小手來抱稻 

臺中市西屯區鵬程社區發展協會 舌尖上的大鵬味 

臺中市西區大和社區發展協會 翻箱倒櫃～追追追 

臺中市西區平和社區發展協會 跟著文學藝術創平和 

臺中市西區後龍社區發展協會 後龍社區「千年茄苳與將軍玫瑰」文史社造計畫 

臺中市西區廣民社區發展協會 第五市場食器與文化 

臺中市和龍愛心關懷協會 
【和龍】探子小兵---先鋒營～龍來《柴埕》踩

街趣～ 

臺中市東勢區石城社區發展協會 石圍牆尋根探索計畫 

臺中市東勢區慶東社區發展協會 
慶東社區「歸零，再出發」社造人才培育文化傳

承計畫 

臺中市南屯區中台社區發展協會 活力中台─話(畫)我文化 

臺中市南屯區田心社區發展協會 走讀南屯，遇見麻芛 

臺中市南屯區新生社區發展協會 文化融合‧共創新生 

臺中市南屯區鎮平社區發展協會 水碓風華─客家南管樂揚 

臺中市南區和平社區發展協會 和平鴿與葫蘆埤的故事 

臺中市南區南和社區發展協會 南和社區「食」在安心幸福烘焙坊－食農教育 



單位 提案計畫名稱 

臺中市南區福興社區發展協會 福興社區文藝舞動列車 

臺中市烏日區榮和社區發展協會 尋根承擔 

臺中市梧棲區大庄社區發展協會 五汊大庄探索與紀錄 

臺中市清河文化發展協會 清河文化與筏子溪的對話~做 16歲成年禮 

臺中市墩仔腳總體營造協會 草草「ㄌ一ㄠˇ」事 

臺中市潭子區甘蔗社區發展協會 甘蔗崙的故事 

臺中市潭子區頭家社區發展協會 來去和平路散步 

臺中市豐像文化協會 聽-南勢溪在高唱 

親家新匯管理委員會 親家新匯社區創意 line貼圖 

 

*社區參與 B類 

單位 提案計畫名稱 

社團法人台灣基地協會 
同志市場開講：促進性別平等社區宣導媒材開發

補助計畫 

晴美學社區管理委員會 
A.富宇晴美學兒童戲劇營(Ⅱ)-小阿姨講故事 

B.微電影入門-用手機就能拍出自己的故事 

臺中市大甲區幸福社區發展協會 幸福傳藝˙溯源藺編與創新 

臺中市大里區仁德社區發展協會 仁德廟宇豐~祥獅獻瑞來 

臺中市大里區竹仔坑社區發展協會 穿梭時光～有染話古今 

臺中市大雅區大雅社區發展協會 2017二寶同樂～食農‧食米 

臺中市大雅區橫山社區發展協會 台中<玩.聚.鄉>童玩節 

臺中市北區錦平社區發展協會 從菜畦仔文化-尋找阿嬤的記憶 

臺中市石岡區九房社區發展協會 九房 3D彩繪人文導覽暨文創 DIY產品開發 

臺中市石岡區萬興社區發展協會 石岡區萬興社區-銀贏歲月-青春萬歲 



單位 提案計畫名稱 

臺中市石岡區龍興社區發展協會 仙塘坪的魔豆與傳奇 II 

臺中市后里區聯合社區發展協會 迎向花博：農村生活太鼓秀-培訓和展演計畫 

臺中市西屯區協和社區發展協會 東協西讀~逗陣 38 

臺中市西屯區富宇領袖特區管理委員會 引領「采」飛、幸福在「袖」 

臺中市西屯區福雅社區發展協會 水崛頭聰明兄的鋤頭 

臺中市西屯區福聯社區發展協會 「花」現福聯、「卉」幸福 

臺中市西區公民社區發展協會 家有一老如有一寶 

臺中市西區藍興長青協會 不老精神的傳承-土地公打棒球 

臺中市伯樂城鄉關懷協會 社造好好玩－大家來講頭家、畫頭家厝 

臺中市何德文創推廣協會 南屯老二媽.巡禮何厝庄 

臺中市東區干城社區發展協會 追憶干城 

臺中市東陽休閒產業發展協會 咱的阿公!咱的寶-惜物工法培訓計畫 

臺中市東勢區上城社區發展協會 老照片牽動遊子的心回家-再造社區產業 

臺中市東勢區中嵙社區發展協會 
中嵙社區願景工作坊-大手牽小手～共創中嵙永

續發 

臺中市南區江川社區發展協會 江川狂想曲－繪本探索、逐夢與展現 

臺中市南區福順社區發展協會 福氣順心下橋仔情~平安收涎抓福氣(劇場版) 

臺中市梧棲區下寮社區發展協會 魚寮囝仔討海網 

臺中市梧棲區頂寮社區發展協會 古味頂寮故事館 

臺中市番仔火文化協會 106番仔火故鄉同心溫度劇場 

臺中市葫蘆墩觀光發展協會 從半路店談起豐原翁仔社的前世今生 

臺中市舊城復興協會 南台中社區生活行動計畫 

臺中市藍鵲關懷協會 陽明山計畫六十周年紀實 

臺中市豐原區豐田社區發展協會 影像繪話田野-豐田不老傳奇 



單位 提案計畫名稱 

臺中市豐原區豐榮社區發展協會 豐原囝仔時光列車-來去葫蘆墩 

臺中市霧峰區吉峰社區發展協會 吉峰舉竹論文化 

 

*跨域合作 A類 

單位 提案計畫名稱 

中華民國文創觀光發展協會 翻轉孤島˙打造 2000公尺文化行動軸線 

匠師的故鄉休閒農業區產業促進協會 大甲草蓆千人做，百人睡---藺草文化風華再現 

社團法人臺灣新移民協會 創造東協藝文村~多元文化溝通平台 

臺中市大雅區秀山社區發展協會 番薯仔度到桃太郎 

臺中市太平區永平社區發展協會 2017市井小民系列-天時.地利，也要人來和 

臺中市牛罵頭文化協進會 從楊嘉肇先生的歷史足跡再造清水風華 

臺中市北屯區仁和社區發展協會 游藝四張犁趣-畫(話)說走標˙戲說有影無?! 

臺中市北屯區平和社區發展協會 平和心~梅川情 

臺中市北區中達社區發展協會 老先尬少年，人生走馬燈(老歌歌劇布偶劇中劇) 

臺中市后里區舊社社區發展協會 舊愛 vil. 

臺中市幸福三寶文創產業合作協會 世界接軌-舊城中英文有聲繪本 跨域計畫 

臺中市東區東信社區發展協會 東信藝起來 

臺中市烏日區五光社區發展協會 五光十式～厝邊好所在 

臺中市烏日區湖日社區發展協會 舞動～(257)王公廟 

臺中市神岡區溪洲社區發展協會 冰原巴宰鹿場記 

臺中市梧棲區南簡社區發展協會 大肚中堡南簡庄-甜之味食農推廣 

臺中市麥之鄉產業發展協會 壩雅不老 x樂齡劇場 

臺中市感恩關懷協會 永續田園社區 傳承耕讀校園 



單位 提案計畫名稱 

臺中城心經濟文化觀光發展協會 中區宗教傳愛人文踩街報佳音活動 

 

*跨域合作 B類 

單位 提案計畫名稱 

富宇中科文化協會 接地氣-腳踩泥土的芬芳 

臺中市南區福順社區發展協會 福氣順心下橋仔情～福(虎)庇囝子一家親 

臺中市烏日區五光社區發展協會 奉茶～𨑨迌冠軍庄 

 

*深度文化之旅類 

單位 提案計畫名稱 

社團法人臺中市鄉土文化學會 
發現秘境真遊趣-泉水埪仔.大坑花卉與溝背

古戰場之旅 

臺中市大甲區朝陽社區發展協會 甲安埔作夥逗陣走 

臺中市大雅區橫山社區發展協會 童玩新花現˙驚豔在橫山 

臺中市牛罵頭文化協進會 
2017 TDS動員令:清水暨大肚山軍事與戰爭史

蹟尋旅 

臺中市外埔區中山社區發展協會 一二三稻草人-農村稻作文化體驗之旅 

臺中市外埔區永豐社區發展協會 情定虎腳庄-浪漫邂逅篇 

臺中市后里區泰安社區發展協會 花漾生態 懷舊泰安 

臺中市沙鹿區沙鹿社區發展協會 沙轆行-探討沙鹿歷史人文之旅 

臺中市沙轆社文化促進會 走番婆橋看沙轆社 Malaw的足跡 

臺中市和平區烏石坑社區發展協會 熊柿逗陣走 

臺中市東勢區中嵙社區發展協會 探索梨之鄉-中嵙社區 

臺中市南區城隍社區發展協會 水岸˙人文˙心花現 



單位 提案計畫名稱 

臺中市彩布文化產業發展協會 跟著英熊來憩陶 

臺中市葫蘆墩觀光發展協會 嗡嗡嗡 翁仔社作來做工～～～鄉村體驗遊 

臺中市潭子區大豐社區發展協會 摘星深度文化之旅 

臺中市藍鵲關懷協會 陽明山計畫一甲子-尋親之旅 

臺中市霧峰區丁台社區發展協會 花現霧峰的幸福 

臺中市霧峰區萊園社區發展協會 提高導覽水準國際化，迎接世界花博來客 

 

*個人提案類 

提案人 提案計畫名稱 

林心乙 跨世代遊戲計畫-養老中心娃娃機巡迴 

洪士育 有愛無礙-輪椅族友善移動 

胡淑慎 減塑人生之安心食器選擇篇 

鄭詩頻 囝仔眼中的媽祖巡二十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