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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臺中市社區營造人才培力計畫 
 

 

一、 緣起：為協助具推動社區營造熱忱與潛力之相關組織團體，共同推動社區

營造工作，並透過計畫之實作參與過程，強化地方自助互助、激發在地認

同情感與開創在地特色的文化內涵。 

 

二、 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文化部、臺中市政府 

(二)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三)承辦單位：108年度臺中市社區營造中心(愛社享生活文化有限公司) 

 

三、 培力課程相關規定 

(一)必修課程及選修課程定義 

1、 進階課程(必修課程)：欲參與本年度提案之單位，請指派相關成

員參與本局辦理之「臺中市社造人才培育進階課程」，於系列課程

選修所須該類別之必修時數(依其計畫主軸方向選修)，此類課程

不得抵免。 

2、 基礎課程(選修課程)：為整合本府社造相關局會學習資源，使達

互通效益，本年度社造人才培育課程抵免方式採廣義認證，提案

單位曾參加 100年至 108年任一年度內由本府社造相關局會、社

區大學及區公所舉辦之社區營造人才培力課程，得出具相關證明

抵免基礎課程；未曾參與前揭課程，欲參與本年度提案之單位，

請指派相關成員 1-2名參與本局辦理之「臺中市社造人才培育基

礎課程」，修滿規定選修課程時數。 

(二)各類別社造點上課時數及規定： 

1. 基礎扎根類：須參與課程共計 12小時(6小時基礎扎根類必修+6小

時選修)，每社區需指派 1-2位成員全程參與，其中有 1位須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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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長、主任委員、總幹事、秘書長或執行長。108年度北區、中區、

南區、南屯區、西屯區、大里區、烏日區、霧峰區、豐原區、大雅

區、潭子區、太平區、石岡區、后里區、外埔區及大安區共計 16

個行政區成立區公所社造中心，位於上述行政區之提案單位如欲提

案此類別，務必參加轄區區公所社造中心之進階(必修)課程；未成

立區公所社造中心之行政區之提案單位如欲提案此類別，則務必參

加由臺中市社造中心開辦之進階(必修)課程。 

2. 多元社造類：須參與課程共計 12小時(6小時多元社造類必修+6小

時選修)。每單位需指派 1-2位成員全程參與，其中有 1位須為理

事長、主任委員、總幹事、秘書長或執行長參與培育課程。 

3. 青年提案類：提案人須參與課程共計 12小時(6小時青年提案類必

修+6小時選修)。提案人需全程參與，計畫主要執行者須參與培育

課程。 

4. 深度文化之旅：須參與課程共計 12小時(6小時深度文化之旅必修

+6小時選修)。每單位需指派 1-2位成員全程參與，計畫主要執行

者須參與培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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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社區營造培力課程 

課程時數抵免一覽表 

課程類型 必修課程 選修基礎課程 總時數 參與人

數 

說明 

基礎扎根類 6 6 12 

1-2位 

其中有 1 位須為理

事長、主任委員、

總幹事、秘書長或

執行長 

多元社造類 6 6 12 

其中有 1 位須為理

事長、主任委員、

總幹事、秘書長或

執行長 

青年提案類 6 6 12 本人一定要參加 

深度文化之

旅 
6 0 6 

計畫主要執行者須

參與培育課程 

抵免規定 
不可抵免 依相關規定抵

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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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培力課程 

(一)各類別必修課程(6小時)： 

主題 課程 講師 時數 

基礎扎根類 

進階必修 

與 

多元社造類 

進階必修 

(30HR) 

四張犁聚落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蔡金鼎 3 

梧棲地區發展史 蔡金鼎 3 

尋找大肚山史前人類的足跡 吳長錕 3 

地方知識學的轉譯與運用 

以桃園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為例 

許主冠 3 

臺中舊城的興衰與未來的可能性 蘇睿弼 3 

鹿港囝仔 返鄉的路 張敬業 3 

媒體識讀 作伙來打假新聞 

假新聞清潔劑 

Fakenews 

3 

社造經驗談－ 

從中陽社區扎根到區域社造整合 

黃成中 3 

模擬簡報(1) 社造中心 3 

模擬簡報(2) 社造中心 3 

青年提案類 

進階必修 

(6HR) 

社區營造評估新指標 

社會影響力 

製造所 

3 

創造永續社會影響力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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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課程 講師 時數 

深度文化之旅 

進階必修 

(6HR) 

社區深度之旅工作坊(1) 社造中心 3 

社區深度之旅工作坊(2) 社造中心 3 

 

(二)選修課程(6小時)：  

主題 課程 講師 時數 

基礎選修 

30HR 

社區營造的 100種方式 張義勝  3 

社區劇場探索-肢體開發與故事挖掘 沈艷秋 3 

理性與感性的討論方法 林心乙 3 

社區影像紀錄  故事怎麼說 林煥文 3 

社區發現與設計 從田野調查到行動 洪士育 3 

計畫書撰寫與經費運用實務 蔡佩芬 3 

我們與社會的距離 社會影響力 

製造所 

3 

設計思考與社會實踐工作坊 3 

提案工作坊(1) 社造中心 3 

提案工作坊(2) 社造中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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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課程時間總表 

日期 地點 時間 課程 
時

數 

5月 08日

(三) 
社造中心 14:00-17:00 

四張犁聚落的過去現在與未

來 
3 

5月 11日

(六) 
社造中心 

09:00-12:00 社區營造的 100種方式 3 

13:00-16:00 
社區劇場探索-肢體開發與故

事挖掘 
3 

5月 18日

(六) 
社造中心 

09:00-12:00 理性與感性的討論方法 3 

13:00-16:00 社區影像紀錄  故事怎麼說 3 

18:30-21:30 媒體識讀 作伙來打假新聞 3 

5月 18日

(六) 
海  線 

09:00-12:00 
社區發現與設計 從田野調查

到行動 
3 

13:00-16:00 尋找大肚山史前人類的足跡 3 

5月 19日

(日) 
社造中心 

09:00-12:00 

地方知識學的轉譯與運用 

以桃園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

為例 

3 

13:00-16:00 

社造經驗談－ 

從中陽社區扎根到區域社造

整合 

3 

5月 20日

(一) 
社造中心 18:30-21:30 

臺中舊城的興衰與未來的可

能性 
3 

5月 25日

(六) 
社造中心 

09:00-12:00 社區深度之旅工作坊 3 

13:00-16:00 社區深度之旅工作坊 3 

5月 26日

(日) 

臺中市社會創新基

地 

09:00-12:00 我們與社會的距離 3 

13:00-16:00 設計思考與社會實踐工作坊 3 

5月 26日

(日) 
海  線 

09:00-12:00 梧棲地區發展史 3 

13:00-16:00 計畫書撰寫與經費運用實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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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地點 時間 課程 
時

數 

5月 27日

(一) 
社造中心 18:30-21:30 鹿港囝仔 返鄉的路 3 

5月 31日

(五) 
社造中心 

09:00-12:00 提案工作坊(1) 3 

13:00-16:00 提案工作坊(2) 3 

6月 1日(六) 社造中心 
09:00-12:00 模擬簡報(1) 3 

13:00-16:00 模擬簡報(2) 3 

6月 2日(日) 
臺中市社會創新基

地 

09:00-12:00 社區營造評估新指標 3 

13:00-16:00 創造永續社會影響力 3 

 

六、 培力課程時間與地點 

日期 地點 

5/26、6/2 
臺中市社會創新基地 6樓教室 

(臺中市北區精武路 291之 3號) 

5/18 09:00-12:00、5/26 
頂寮社區活動中心  

(臺中市梧棲區頂寮里八德東路 100號) 

5/18 13:00-16:00 
牛罵頭遺址文化園區 

(臺中市清水區鰲海路 59號) 

5/8、5/11、5/18、5/19、5/20、

5/27、5/31、6/1 

社區營造中心教室 

(臺中市中區中山路 69號 4F) 

 

七、 報名方式 

網路報名: https://forms.gle/ny55wjwP8nbWuNfUA 

八、 聯絡方式 

108年度臺中市社區營造中心（愛社享生活文化有限公司）陳小姐 

連絡電話 04-2223-0036  / 傳真 04-2223-0236 

E-mail信箱 isearch2018@gmail.com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承辦窗口 賴祈宏 04-22289111#25208 

mailto:E-mail信箱isearch2018@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