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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臺中市社區營造點甄選-入選名單(按提案單位筆畫順序) 

✽扎根社造類 

單位 提案計畫名稱 

大地風情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大地舊風貌-新風情 

大砌四方社區管理委員會 傳承縫紉手工藝 延續水帶新生命 

大博市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家裡有你，真好 

社團法人台灣基督教好牧人全人關顧

協會 
莒光新城的戰地記憶與生活路徑 

社團法人臺中市拾愛社區服務協會 拾愛心田．真愛社區 

社團法人臺中市國際關懷印尼協會 中臺灣印尼之聲 

富宇晴美社區管理委員會 晴美好幸福~營造豐原大廈社區新標竿 

鄉林雲頂管理委員會 風起雲湧 從心出發 

新杜拜社區管理委員會 和諧新杜拜 幸福自然來 

臺中市九房社區發展協會 九房社區達人美食製作總召【輯】 

臺中市十三寮聚落發展協會 十三寮-珍古藝 

臺中市大甲區文曲社區發展協會 銀躍文曲 蔥滿創意 

臺中市大甲區西岐社區發展協會 青銀跨代行動~重啟藺編記憶 

臺中市大甲區德化社區發展協會 鼓動社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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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提案計畫名稱 

臺中市大甲區龍泉社區發展協會 踏訪村落探尋歷史〜細說龍泉 

臺中市大里區永隆社區發展協會 今晚袂去佗？ 

臺中市大里區塗城社區發展協會 畫說老塗城 200 年滄桑歲月 

臺中市大雅區大雅社區發展協會 2020 食農教育-共好食代串起社區 

臺中市大雅區忠義社區發展協會 轉角桃花源-忠義采風錄 

臺中市大雅區原住民生活教育協進會 食光記憶-料理與人物的故事 

臺中市中區大誠社區發展協會 舊城新時代 青銀共創好時光 

臺中市太平區平安社區發展協會 太平歌劇院風華再現 

臺中市太平區光隆社區發展協會 懷念滋味-在地食材尋根 

臺中市太平區車籠埔文化發展協會 青銀共創籠埔-療癒蕉驕者 

臺中市太平區東平社區發展協會 找尋三叉的故事 

臺中市太平區新坪社區發展協會 新坪的老故事-在地的土地公 

臺中市太平區德隆社區發展協會 德隆之美～一覽無餘 

臺中市北區賴明社區發展協會 戲曲人生~遇見老祖宗 

臺中市外埔區土城社區發展協會 閱農閱鄉之土城茭白筍（美人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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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提案計畫名稱 

臺中市外埔區中山社區發展協會 走進番社時光機~紀錄故鄉風華 

臺中市外埔區水美社區發展協會 外埔演義之水美奇緣 

臺中市生態休閒產業協會 龍眼樹峰谷情 

臺中市田心社區發展協會 夏。田(甜)心。麻芛情 

臺中市石岡區金星社區發展協會 金星伯公下足跡巡禮 

臺中市石岡區婦女會 小城的故事: 探訪兩圳的美麗與哀愁 

臺中市石岡區新移民女性家庭關懷協

會 
石岡新移民上菜啦! 

臺中市石岡區萬興社區發展協會 
萬興社區-銀贏歲月-耆老說故事影像紀錄

計畫 

臺中市共好生活協會 
老舊社區產業轉型基礎建立-109 年忠義

多元社區創生人才培力計劃 

臺中市后里區月眉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之歌‧鏗鏘聲在月眉計畫 

臺中市后里區眉山社區發展協會 「廍動」眉山～傳情福安 

臺中市后里區義德社區發展協會 義德靚女演很大-社區劇場開步走 

臺中市后里區聯合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太鼓隊環境劇場-培訓暨展演計畫 

臺中市西屯區上石社區發展協會 相遇上石好時光 

臺中市西屯區下七張犁文化發展協會 下七張犁的晨曦與黃昏 

臺中市西屯區福和社區發展協會 福地居仁 和氣致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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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提案計畫名稱 

臺中市西屯區福林社區發展協會 集社造福氣，福氣如林密 

臺中市西屯區鵬程社區發展協會 老屋新生命~大鵬時光記憶盒 

臺中市西區土庫長青關懷協會 土庫共融~創生獅頭 

臺中市西區双龍社區發展協會 双龍人文探索。草根史蹟踏查 

臺中市西區民龍社區發展協會 《豬》事傳說在民龍 

臺中市西區忠明社區發展協會 戀戀麻園頭-傘傘保平安 

臺中市西區後龍社區發展協會 
「後龍仔故事雲電子報」在地人寫在地故

事 

臺中市沙鹿區埔子社區發展協會 埔子土地公上濟，五府王爺來相揣 

臺中市沙鹿區晉江社區發展協會 晉江寮～大肚山紅土•夕陽山外山 

臺中市沙鹿區鹿寮社區發展協會 大井湧泉-踏亮鹿寮 

臺中市沙鹿區興安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一家讓幸福變大 

臺中市沙轆社文化促進會 發現拍瀑拉沙轆社先民足跡 

臺中市育德環境保護教育協會 奮『豆』人生-2『豆物森友會』 

臺中市幸福三寶文創產業合作協會 雙十流域藝遊未境 

臺中市東區合作社區 戀戀合作新村 

臺中市東區東勢社區 東勢子ㄟ庄腳味 戀戀食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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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提案計畫名稱 

臺中市東區富台社區 老兵記憶-富強台灣戰時拾回憶錄 

臺中市東區樂成社區 樂成▪尋回被遺忘的集賢堂(玉麟金獅陣) 

臺中市東勢區上城社區發展協會 上城社區人才增能培訓計畫 

臺中市東勢區石城社區發展協會 追古溯今話石城 

臺中市東勢區泰昌社區發展協會 你知。我知。泰昌知。 

臺中市東勢區福隆社區發展協會 福隆龍神橋畔-欒花情 

臺中市南屯區三厝社區發展協會 諸哥尋親 三厝動起來 

臺中市南屯區中台社區發展協會 中台歲月 · 榮光傳承 

臺中市南屯區南屯社區發展協會 犁頭店穿木屐、躦鯪鯉社區劇場 

臺中市南區工學社區發展協會 樹仔腳手紙簿~稍等咧~黑臺仔車 

臺中市南區布拉格管理委員會 布拉格的春天-松筠之節 

臺中市南區南和社區發展協會 寶藏在裡頭~南和社區地圖 

臺中市南區南門社區發展協會 「鐘」愛憶「橋」 「泉」「溪」南門仔 

臺中市烏日區仁德社區發展協會 螢漫幸福河畔 

臺中市烏日區光明社區發展協會 探索聯繫鄉里情 

臺中市烏日區成功社區發展協會 成功文化系列～踏協尋美下馬厝 

臺中市烏日區東園社區發展協會 「戲」說婆姐那些事 

臺中市梧棲區下寮社區發展協會 梧棲港街－出帆 

臺中市梧棲區大村社區發展協會 大村小地名－民俗好年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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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提案計畫名稱 

臺中市梧棲區南簡社區發展協會 南簡不簡單的愛－弄獅無簡單 

臺中市梧棲區福德社區發展協會 福德土地－文化尋根 

臺中市頂橋仔發展協會 頂橋仔的尋夢園~被遺忘的永和老街 

臺中市麥之鄉產業發展協會 埧雅植物染探索 

臺中市陽明客家協會 回到張達京的小時代 

臺中市新社區九庄媽文化協會 
新社九庄媽「社區參與式」影像紀錄培訓

計畫 

臺中市新社區協成社區發展協會 
纏繞協成家鄉情－菌菇、花卉產業文創品

培訓計畫 

臺中市新社區東興社區發展協會 
與時光賽跑，找回社區共同記憶－水底寮

開拓史撰述計畫 

臺中市新社區崑南社區發展協會 
點將犒軍‧五營踩街－社區創意嘉年華培

訓與展演計畫 

臺中市福興在地人文關懷協會 有故事ㄟ好所在~福興里社區資源踏查 

臺中市潭子區大豐社區發展協會 老田新作。豐味大不同 

臺中市潭子區頭家東社區發展協會 頭家東新風貌 I — 「社區資源全紀錄 」 

臺中市潭仔墘永續發展協會 新住民注入多元文化大融合 

臺中市龍井區山腳社區發展協會 喚醒沉睡的山腳~山腳新浪潮 

臺中市豐原區翁社社區發展協會 發現翁社之美-藝術留根計畫 

臺中市豐原區葫蘆社區發展協會 藝蘊－葫蘆墩 

臺中市豐原區豐榮社區發展協會 豐榮的葫蘆墩圳-喚起老街生活故事記憶 

臺中市霧峰區丁台社區發展協會 
米香登台-水田飲食文化「黑翅鳶 fun 鼠

架」 

臺中市霧峰區萊園社區發展協會 「萊園．來玩」在地文化傳承 

臺中市霧峰區萬豐社區發展協會 
「田頭田尾．水頭水尾」萬斗六庄土地公

信仰文化 

親家新匯管理委員會 居安思危，安居樂業 



7 

109 年度臺中市社區營造點甄選-入選名單 

✽多元社造類 

單位 提案計畫名稱 

社團法人台中市東區東英社區發展協會 香街草巷  共融香氛 

財團法人跨界文教基金會 藝起共下-社區藝術工作坊 

臺中市大甲區幸福社區發展協會 幸福再起．藺編傳承與創新 

臺中市工學長青協進會 工學食農小尖兵 

臺中市太平區中興社區發展協會 文化太平 鐵藝中興 

臺中市太平區永平社區發展協會 永平驛站-2020 市井小民的日常 

臺中市北屯區仁和社區發展協會 老幼共創~四張犁文化 YouTuber 

臺中市西屯區協和社區發展協會 文化「新」攻略 相招來 38 

臺中市沙鹿區西勢寮社區發展協會 印象農村、西勢起飛 

臺中市東陽休閒產業發展協會 福陽後花園-東洋百果山 

臺中市烏日區五光社區發展協會 連粘有餘 

臺中市神岡區溪洲社區發展協會 繪聲繪影 說故事 

臺中市梧棲區頂寮社區發展協會 古早咱ㄟ頂寮-民俗‧人文‧唸七字 

臺中市麻糬社志願服務關懷協會 
Pazeh の Mashu Jiushe Story（麻糬舊

社) 

臺中市富宇文化協會 我們與食的距離Ⅱ【解開食物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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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提案計畫名稱 

臺中市豐原區翁子社區發展協會 
那一年我們走路上學去-藝家樂創 follow 

me 

臺中市豐像文化協會 「窯」想「陶」花開 

總太如來社區管理委員會 藝術如來 不廢傳愛 

 

109 年度臺中市社區營造點甄選-入選名單 

✽個人提案類 

提案人 提案計畫名稱 

林梅珠 真人圖書館-隱者的春風故事 

陳憶茹 沙鹿密碼-AR 擴增實境在地之旅 

傅智恆 聲入人心-豐原聲音地景工作坊 

顏得育 舊城社會實踐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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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臺中市社區營造點甄選-入選名單 

✽深度文化之旅 

單位 提案計畫名稱 

社團法人台灣新移民協會 泰有藝術~文化之旅 

臺中市大甲區朝陽社區發展協會 悠悠我心-戀戀甲安埔 

臺中市太平區興隆社區發展協會 楓香榭影話興隆 

臺中市神岡區溪洲社區發展協會 探索溪洲 尋寶趣 

臺中市新社區中和社區發展協會 毛起來 一起去旅行 優遊新社篇 

臺中市葫蘆墩文化觀光發展協會 豐原庄頭東農樂嬉遊趣 

臺中市農業創生協會 百果微醺虎腳庄 

臺中市霧峰區桐林社區發展協會 Owl 屋待補 森生不息 

臺灣海口腔文化協會 來去梧棲放風吹-土地信仰人文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