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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臺中市「分區輔導工作坊四場次」簡章 

一、活動緣起 

文化部在「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中提出「行政社造化」的概念，

希冀透過輔導與培訓政府行政人員擁有適當的社造知能，使其具文化

思維及視野。透過行政社造化的推動，期盼公部門每一項政策之擬定

與推動，都能注入社區營造的精神與操作革新，除了讓公民有更多的

空間來進行社會參與外，更能使政策的推動獲得更具效果的宣傳與支

持。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於本（107）年規劃「行政社造化」相關課程

與活動（本年度預計辦理 4場次座談會、公民審議及參與式預算工作

坊 1場、4場行政社造化教育訓練及社造相關培訓課程、見學觀摩、

社造論壇等活動），以促進各區公所社造相關業務承辦人員，能夠瞭

解社區營造的基本精神與執行策略，透過扮演區域社造資源串連平台

的角色，積極推動區內社區營造工作，協助區域永續發展。 

 

二、活動目標 

1. 傳達公所同仁對社區總體營造基本的知識 

2. 啟發公所同仁對社區總體營造創新的作為 

3. 強化公所同仁對社區總體營造紮根的精神 

4. 擴展公所同仁對社區總體營造公所的定位 

 

三、辦理對象：臺中市 29區公所社區營造相關業務承辦課室人員 

 

※歡迎其他公所夥伴對社造中心經驗有興趣者，
可跨區報名學習喔~ 

 

  



 

2 

 

四、四場分區輔導工作坊議程 

第一場次 

（一）時間：107年 10月 05日(星期五) 10：00-12：00 

（二）地點：北區公所 5樓會議室（交通資訊請閱下頁） 

（三）老師：吳長錕老師、張義勝老師 

（四）議程：(每個公所分享時間為 5分鐘) 

時間 主題 

09：50-10：00 報到 

10：00-10：10 長官致詞 

10：10-10：30 
各區公所成果分享 

(分享順序：北區→中區→南區→西區) 

10：30-11：30 點評時間 

11：30-11：45 社區文化季說明 

11：45-12：00 社造金區獎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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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次 

（一）時間：107年 10月 05日(星期五) 14：00-16：00 

（二）地點：南屯區公所三樓第二會議室（交通資訊請閱下頁） 

（三）老師：吳長錕老師、張義勝老師 

（四）議程：(每個公所分享時間為 5分鐘) 

時間 主題 

13：50-14：00 報到 

14：00-14：10 長官致詞 

14：10-14：30 

各區公所成果分享 

(分享順序南屯區→太平區→烏日區→大里

區) 

14：30-15：30 點評時間 

15：30-15：45 社區文化季說明 

15：45-16：00 社造金區獎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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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次 

（一）時間：107年 10月 09日(星期二) 10：00-12：00 

（二）地點：大甲婦女福利服務中心 4樓 4-1教室（交通資訊請閱下

頁） 

（三）老師：林玲如老師、楊玉如老師 

（四）議程：(每個公所分享時間為 5分鐘) 

時間 主題 

09：50-10：00 報到 

10：00-10：10 長官致詞 

10：10-10：30 

各區公所成果分享 

(分享順序：大甲區→大安區→外埔區→后里

區) 

10：30-11：30 點評時間 

11：30-11：45 社區文化季說明 

11：45-12：00 社造金區獎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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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場次 

（一）時間：107年 10月 09日(星期二) 14：00-16：00 

（二）地點：台中市原住民綜合服務中心（交通資訊請閱下頁） 

（三）老師：林玲如老師、楊玉如老師 

（四）議程：(每個公所分享時間為 5分鐘) 

時間 主題 

13：50-14：00 報到 

14：00-14：10 長官致詞 

14：10-14：40 

各區公所成果分享 

(分享順序大雅區→潭子區→豐原區→石岡區

→東勢區→西屯區) 

14：40-15：40 點評時間 

15：40-15：50 社區文化季說明 

15：05-16：00 社造金區獎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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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會場地圖 

【第一場次】 

⚫ 時間：107年 10月 05日(五)上午 10-12點 

⚫ 地點：北區公所 5樓會議室(臺中市北區永興街 301號) 

⚫ 交通資訊： 

◼ 臺鐵:搭乘火車至臺中火車站或太原車站下車轉公車至本所 

◼ 高鐵:搭乘高鐵至臺中烏日站轉公車至本所 

◼ 公路客運:搭乘客運至朝馬站或臺中火車站下車轉公車至本

所 

◼ 市公車:統聯 61(衛道新世界)、統聯 77(永興街口)、台中客運

71、82、6131、6132(崇德橋)、台中客運 33(永興街口)、仁友

客運 25(衛道新世界)、仁友客運 6205(崇德橋)、全航客運 65(崇

德橋)、TTJ捷運公車 52(衛道新世界)。 

◼ 參考網站：臺中市公車到站時間查詢  

◼ 自行開車：國道一號，下中清交流道，直走中清路往台中市

區，過文心路四段，至漢口路左轉〈過賴厝國小〉， 右轉永

興街〈與太原路交叉口〉，即可到達台中市北區區公所 

◼ 【停車資訊】車可停地下 1樓停車場或太原路綠園道停車格 

 

【第二場次】 

⚫ 日期：107年 10月 05日(五)下午 14-16點 

⚫ 地點：南屯區公所(臺中市南屯區永春東路 679號) 

⚫ 交通資訊： 

◼ 本所於辦公時間開放 B1、B2地下停車場，停車場入口設置

於向心南路(免收費) 

 

⚫ 【第三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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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107年 10月 09日(二)上午 10-12點 

⚫ 地點：大甲婦女福利服務中心(臺中市大甲區中山里水源路 169

號) 

⚫ 交通資訊： 

◼ 開車：大甲火車站 → 往南 50公尺 → 順天路 → 水源路左

轉，約 80公尺左右，即可抵達  

◼ 搭公車：由台中搭豐原客運，於大甲文化中心站下車 

 

【第四場次】 

⚫ 日期：107年 10月 09日(二)下午 14-16點 

⚫ 地點：台中市原住民綜合服務中心(臺中市大雅區忠義里仁愛路

69號) 

⚫ 交通資訊： 

◼ 搭乘 500號公車，忠義市場(原民中心)站下車，步行 5分鐘即

可到達。 

◼ 搭乘 9號公車，三田國小站下車，步行約 12分鐘即可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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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報名注意事項 

（一） 欲參加此活動者請填妥報名表後，以「電子郵件」並「夾

帶報名表檔案」寄至下列信箱：wuxiang42242@gmail.com

（信件標題請註明報名 107年「分區輔導工作坊四場次」），

或將報名表填妥後傳真至 04-2582-6785；並電洽執行單位

（吾鄉工作坊）04-2582-6569確認報名表是否收到。 

（二） 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 107年 10月 04日（四）12：00；報

名者請務必撥冗參與活動，以免影響他人權益。 

（三） 若有任何問題，請洽本活動執行單位 04-2582-6569、

0921-396-285（黃敏婷小姐）或本活動主辦單位（臺中市政

府文化局）：04-2228-9111轉 25208（賴祈宏先生）。 

（四） 其他注意事項： 

1、 若因其他事務臨時無法參與，請推薦單位內其他同仁參與，

並通知執行單位。 

2、 若欲申請登錄「公務人員學習時數」，請務必於報名表上註

明，並填寫身份證字號，凡全程參加之公教人員，可核發研

習時數，「遲到或中途離席者」不予核發時數。 

3、 為響應低碳環保，請自行攜帶環保杯具，感謝您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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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分區輔導工作坊四場次報名表※ 

報名時間：107年 月 日 

第一位-報名資料 

姓名  
服務單

位/職稱 

區公所： 

課室： 

職稱： 

身分證字號 
 出生 

年月日 
 

性

別 
□男  □女 

學習時數 □需要 □不需要 餐盒 □葷食□素食 

電子信箱  

連絡電話 日：（ ）－      手機： 

報名場次 

□第一場次：107年 10月 05日(星期五) 10：00-12：00 

□第二場次：107年 10月 05日(星期五) 14：00-16：00 

□第三場次：107年 10月 09日(星期二) 10：00-12：00 

□第四場次：107年 10月 09日(星期二) 14：00-16：00 

第二位-報名資料 

姓名  
服務單

位/職稱 

區公所： 

課室： 

職稱： 

身分證字號 
 出生 

年月日 
 

性

別 
□男  □女 

學習時數 □需要 □不需要 餐盒 □葷食□素食 

電子信箱  

連絡電話 日：（ ）－      手機： 

報名場次 

□第一場次：107年 10月 05日(星期五) 10：00-12：00 

□第二場次：107年 10月 05日(星期五) 14：00-16：00 

□第三場次：107年 10月 09日(星期二) 10：00-12：00 

□第四場次：107年 10月 09日(星期二) 14：00-16：00 

＊基本資料請詳細填寫，俾利各項聯繫工作，若有任何疑義，敬請聯繫執行單位，感謝您的配合。 


